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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1 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1.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1.5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ST海润 600401 海润光伏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问闻   

电话 0510-86530938   

传真 0510-86530766   

电子信箱 ir@hareon.net   

 

1.6 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2015 年度母公司净利润为-71,775,802.76 元，

未分配利润为负，根据会计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 2015

年利润分配方案为：不分配，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该预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5 年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 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主要业务：公司以高效晶硅太阳能电池及高性能太阳能组件的研发和生产为基础，着力拓展全

球光伏电站开发、建设与运营业务，致力于全球能源开发投资和光伏能源供应。主要业务涵盖太

阳能电池用单晶硅棒/片、多晶硅锭/片、太阳能电池片和组件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太阳能光伏

电站的投资、开发、运营和销售，以及太阳能光伏电站项目施工总承包、专业分包业务等。 

2、经营模式：公司专业从事铸锭、硅片、电池、组件的高端研发、生产和销售，不断提高生产制

造精益化水平，在技术、成本、管理上下功夫，在做好质量、降低成本、树立品牌的基础上，抓

住国内“十三五”规划和“一带一路”政策机遇，持续在国内外深入转型，开发建设高质量的光

伏电站。上游产业链为下游电站开发的品质和成本提供有力保证的同时，下游自主开发建设光伏

电站也消化了上游产能。 

3、行业情况：国内光伏行业在国家出台的一系列扶持政策推动下进一步快速发展，行业明显回暖。

截止 15 年底国内光伏累计装机规模已超 40GW。在光伏电站应用端，随着并网与补贴两大约束条

件逐步得以解决，行业发展动力依旧强劲；产品制造端，随着工信部发布的《光伏制造行业规范

条件》的深入贯彻及国家能源局“光伏领跑者计划”的实施，行业门槛有所提高，以技术进步及

产业升级带动度电成本下降的理性发展趋势逐步显现。光伏将真正迎来替代传统能源的爆发式成

长行情，预计“十三五”期间国内年均新增装机 22GW 左右。公司将着力抓住上述机遇，进一步

在制造端和应用端巩固现有优势，做强做大。 

三 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摘要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5年 2014年 

本年比上

年 

增减(%) 

2013年 

总资产 15,926,968,060.32 15,566,324,108.97 2.32 13,473,075,721.79 

营业收入 6,088,965,515.70 4,958,407,048.04 22.80 4,758,643,394.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96,080,868.96 -947,595,474.67 不适用  -202,597,005.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95,940,969.42 -981,059,722.23 不适用  -233,982,527.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4,939,468,400.59 4,842,954,821.91 1.99 2,257,563,341.0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056,120,498.83 -522,528,567.69 不适用  1,383,746,030.97 



期末总股本 4,724,935,152.00 1,574,978,384.00 200.00 1,036,418,019.00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0203 -0.2671 不适用  -0.0624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0203 -0.2671 不适用  -0.062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96 -35.98 

增加37.92

个百分点 
-7.82 

 

四 2015 年分季度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1,654,151,252.93 242,822,776.51 1,742,863,009.74 2,449,128,476.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23,709,980.09 12,060,953.16 14,243,110.61 46,066,825.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13,472,722.61 -24,035,411.71 -28,876.93 -85,349,403.3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79,646,574.16 336,842,884.09 191,576,981.19 707,347,207.71 

 

五 股本及股东情况 

5.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18,585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20,092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

限售条

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

份 

状

态 

数量 

YANG HUAIJIN（杨怀进） 174,255,348 312,383,022 6.61 0 质

押 

300,000,000 境外自然人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67,600,000 116,900,000 2.47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七组合 56,693,295 94,039,902 1.99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一组合 25,000,000 40,000,000 0.85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华夏基金－工商银行－华   19,200,000 0.41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能资本服务有限公司 

兴业全球基金－兴业银行

－兴全持续增长 8号分级

特定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 

  14,160,000 0.30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王海定 0 12,019,175 0.25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刘翠仪 0 11,419,828 0.24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宋玥 0 10,066,300 0.21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刘柏权 0 9,910,263 0.21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无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

明 

无 

 

六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近年来，全球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大幅增长。2008年，全球太阳能发电新增装机量仅为 6.6GW，

累计装机容量为 16.5GW；2014 年，全球太阳能发电新增装机量已达到 47GW，累计装机量达到

188.8GW。预计到 2017 年，全球太阳能发电新增装机量将达到 65GW-73GW。 

在政策支持下，中国已逐步成为全球重要的太阳能光伏市场之一。2013 年至 2015 年，中国

连续三年新增装机容量全球排名第一。2014年我国新增光伏装机容量为 10.6GW，累计装机量达到

28GW；2015年，新增装机容量达到 15.13GW，累计装机容量 43.18GW，较 2014年增长 42.74%。根

据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等机构联合发布的《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路线图 2050》的预测，到 2020

年、2030年和 2050 年，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将分别达到 100GW、400GW和 1,000GW，届时太阳

能将从目前的补充能源过渡为替代能源，并逐步成为我国能源体系的主力能源之一。根据 2015

年国家能源局下发的《太阳能利用十三五发展规划征求意见稿》，预计到 2020 年我国光伏装机容

量累计将达到 150GW，未来五年，我国年新增光伏装机容量平均为 20 GW，年均复合增长率超过

25%。 

  面对光伏行业良好的发展前景，公司立足于自身冷静和独立的思考，一是稳定制造规模，通

过持续产品研发与质量提升，保证产品技术和质量优势；二是加大电站开发力度，迅速扩大市场

规模。通过品牌提升、适时进入国内外电网运营服务领域，实现清洁能源综合服务领域的领先地

位；三是注重应用各种金融工具，使产业与金融相结合、共同发展。逐步将海润光伏打造成为清

洁能源解决方案的优质服务商，推进光伏绿色能源的普及应用，为自己的家人和人类，努力创造

更好的阳光、空气和生活。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产品销售毛利率上升，同时为改善资产结构公司出售了部分电站，受这



两方面因素影响，公司盈利水平发生了重大改变，盈利能力显著增强，经营业绩明显改善。公司

实现营业收入 608,896.55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22.80%；营业利润 2,373.03 万元。 

七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7.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

原因及其影响。 

    报告期内，公司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未发生变化。 

7.2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

响。 

    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情况。 

 

7.3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本期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主体共 128 户，本期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主体较上期相比，

增加 45 户，减少 9 户，详情查阅本公司发布的《2015 年年度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