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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862                           证券简称：银星能源                           公告编号：2017-012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银星能源 股票代码 000862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正科 杨建峰 

办公地址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西夏区六盘山西

路 166 号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西夏区六盘山西

路 166 号 

传真 0951-2051900 0951-2051900 

电话 0951-2051890 0951-2051879 

电子信箱 13629511681@126.com tombeyond@163.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 

    公司是中铝公司旗下中铝宁夏能源集团控股的上市公司，是宁夏第一家从事风力发电的企业，也是最早引领宁夏光伏发

电的领跑企业，拥有国家级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目前主要从事新能源发电和新能源装备制造业务，正在拓展新能源发

电检修安装工程服务业务。其中：新能源发电产业主要包括风力发电和太阳能光伏发电。建成投运发电装机容量130.73万千

瓦，主要分布于宁夏境内及宁蒙边界区域的贺兰山、太阳山、牛首山、红寺堡、麻黄山、大水坑、阿拉善左旗等10个风电场

和孙家滩、银星一井2个光伏电站，下设四个检修基地，分别为贺兰山风电检修基地、太阳山风电检修基地、中宁风电检修

基地、盐池风电检修基地，报告期内公司先行投资建设募投项目银星一井矿产压覆区30MWp光伏电站项目并于2016年6月底投

产并网发电；新能源装备制造产业包括风电设备制造和光伏发电设备制造两条产业链，具备年产300兆瓦风机、500兆瓦塔筒、

200兆瓦光伏组件的生产能力；检修安装服务业务是对新能源发电工程建设、安装、集成、运维、检修等，公司已具备新能

源发电项目工程安装、风机检修和齿轮箱检修的能力，已成为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报告期内公司全资子公司内蒙古阿拉善

银星风力发电有限公司成功拓展新能源服务市场，EPC总包完成了太阳山光伏发电厂9.36MWp和红寺堡光伏发电厂 10.02MWp

两个补容提效改造项目，对公司经营成果产生积极影响。 

   （二）公司行业发展情况 

    在全球大力发展清洁能源的背景下，我国在“十二五”期间也加快了清洁能源发展的步伐，风力发电和光伏发电发展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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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2016年，全国风电保持健康发展势头，全年新增风电装机1930万千瓦，累计并网装机容量达到1.49亿千瓦；光伏发电装

机容量迅猛增加，据国家能源局网站，截至2016年底，中国光伏发电新增装机容量34.54GW，累计装机容量77.42GW，新增和

累计装机容量均为全球第一。在“十三五”期间，国家提出将构建安全、清洁、高效和可持续发展的现代能源战略体系，按

照国家能源“十三五”发展规划目标，光伏发电在“十三五”末将达到1亿千瓦，风电将达到2亿千瓦，光伏发电和风电发展

空间较大。为了促使“十三五”规划目标的实现和清洁能源的可持续发展，有序推进电力市场化改革，国家在2016年相继出

台了《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有序放开发用电计划的实施意见》及《可再生能源全额保障性收购》等一些

有利于新能源发展的政策文件，为新能源在未来发展提供了政策保障。 

    公司作为一家新能源上市公司，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优势：一是行业优势。银星能源的主营业务新能源发电符合国家产

业发展方向，是国家鼓励发展的产业。国家能源“十三五”规划中明确提出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比达到15%，2030年达到20%，

发展空间巨大。但是目前由于用电需求增速放缓，电网输送通道建设滞后和风电预测精度差等问题制约，新能源发电资源富

集地区在短期内存在限电的现象，国家也正在组织相关部门研究解决此问题，国家电网公司正在通过实施“五交八直”电网

“十三五”建设规划，解决西部北部能源基地电量外送。国家科技部正在解决新能源电量预测的问题。制约新能源发电的瓶

颈问题正在逐步解决。公司的新能源发电目前主要集中在宁夏，宁夏在2016年年底建成了宁夏宁东—浙江±800千伏特高压

直流工程，年输送能力能达到500亿千瓦时，其中30%用于新能源外送，此工程的建成将会有效的缓解了宁夏新能源发电的限

电，另外宁夏毗邻的内蒙地区，正在开工建设内蒙上海庙至山东±800kV输电线路，此线路建成也将会为宁夏新能源外送提

供机会，通过这些外送通道的建设，宁夏的新能源发电限电问题将会得到有效解决会缓解，目前宁夏新能源发电限电的局面，

同时对新能源项目的开发，提供了一定的机会。二是资源优势。银星能源目前已建成的新能源发电项目和正在开展前期工作

的新能源发电项目主要分布在风光资源丰富的宁夏、内蒙阿拉善和陕西定边地区，这些地区日照充足，风电场平均风速达到

6m/s以上具有较好的风光资源，具备发展新项目和风光互补项目的资源条件。国家近期出台了鼓励发展风光互补项目的政策，

公司可以利用现有已建成的风电场发展光伏发电，充分利用已建成风电场的线路、升压站和场地及人员，与新建光伏发电项

目相比，能节约投资投资15-20%。三是人员优势。公司是宁夏最早从事风电建设运营的企业，通过13年的不断发展，在风电

和光伏发电前期、建设、运行及维护检修等方面培养了一批技术过硬的人才队伍，具备丰富的经验。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6 年 2015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4 年 

营业收入 1,442,558,225.52 1,205,176,370.03 19.70% 1,438,471,327.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030,187.71 -117,031,598.56 109.24% 19,360,919.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4,573,214.18 -128,900,035.88 80.94% -12,815,983.1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98,626,931.49 710,764,123.76 -15.78% 695,426,526.7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 -0.216 109.09% 0.0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 -0.216 109.09% 0.0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70% -7.17% 7.87% 1.52% 

 2016 年末 2015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4 年末 

总资产 10,015,088,349.45 9,361,883,473.56 6.98% 9,939,201,085.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775,106,224.15 1,572,853,142.50 76.44% 1,689,884,741.06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247,870,122.39 390,571,718.04 275,936,064.65 528,180,320.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9,188,805.19 6,891,977.83 24,578,233.63 58,748,78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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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0,433,398.98 9,552,150.46 10,971,413.68 35,336,620.6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1,227,199.08 117,238,695.76 188,117,114.29 138,543,992.36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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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

通股股东总

数 

25,690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一个

月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30,007 

报告期末表

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

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中铝宁夏能

源集团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52.91% 286,597,495 207,273,702  0 

简炼炜 境内自然人 1.66% 9,000,000 0  0 

陈文健 境内自然人 1.30% 7,033,600 0  0 

李莞生 境内自然人 0.92% 5,000,000 0  0 

张燕 境内自然人 0.79% 4,288,997 0  0 

陶建华 境内自然人 0.66% 3,590,132 0  0 

林文威 境内自然人 0.45% 2,429,800 0  0 

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泰达宏利

改革动力量

化策略灵活

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0.44% 2,395,643 0  0 

黄辉 境内自然人 0.40% 2,161,629 0  0 

南京盛世环

宇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38% 2,042,960 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中铝宁夏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与上述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无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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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本公司请投资者认真阅读本年度报告全文，并特别注意下列风险因素 

   （一）公司经营情况 

    2016年，公司董事会监督和指导经营层按照年初制定的既定目标和重点工作，克服新能源限电、装备制造市场低迷、资

金短缺等不利因素，聚力整合新能源发电资源，全力实施资本和资产运作，合力实现了扭亏为盈和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工作。 

    公司2016年实现营业总收入144,255.82万元，同比上升19.07%；利润总额为2,216.57万元，同比上升117.63%；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103.02万元，同比上升109.24%。截止2016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为1,001,508.83万元，同比

增长6.9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277,510.62万元，同比增长76.44%。 

   （二）公司行业发展情况 

    在全球大力发展清洁能源的背景下，我国在“十二五”期间也加快了清洁能源发展的步伐，风力发电和光伏发电发展迅

速。2016年，全国风电保持健康发展势头，全年新增风电装机1930万千瓦，累计并网装机容量达到1.49亿千瓦；光伏发电装

机容量迅猛增加，据国家能源局网站，截至2016年底，中国光伏发电新增装机容量34.54GW，累计装机容量77.42GW，新增和

累计装机容量均为全球第一。在“十三五”期间，国家提出将构建安全、清洁、高效和可持续发展的现代能源战略体系，按

照国家能源“十三五”发展规划目标，光伏发电在“十三五”末将达到1亿千瓦，风电将达到2亿千瓦，光伏发电和风电发展

空间较大。为了促使“十三五”规划目标的实现和清洁能源的可持续发展，有序推进电力市场化改革，国家在2016年相继出

台了《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有序放开发用电计划的实施意见》及《可再生能源全额保障性收购》等一些

有利于新能源发展的政策文件，为新能源在未来发展提供了政策保障。 

    公司作为一家新能源上市公司，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优势：一是行业优势。银星能源的主营业务新能源发电符合国家产

业发展方向，是国家鼓励发展的产业。国家能源“十三五”规划中明确提出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比达到15%，2030年达到20%，

发展空间巨大。但是目前由于用电需求增速放缓，电网输送通道建设滞后和风电预测精度差等问题制约，新能源发电资源富

集地区在短期内存在限电的现象，国家也正在组织相关部门研究解决此问题，国家电网公司正在通过实施“五交八直”电网

“十三五”建设规划，解决西部北部能源基地电量外送。国家科技部正在解决新能源电量预测的问题。制约新能源发电的瓶

颈问题正在逐步解决。公司的新能源发电目前主要集中在宁夏，宁夏在2016年年底建成了宁夏宁东—浙江±800千伏特高压

直流工程，年输送能力能达到500亿千瓦时，其中30%用于新能源外送，此工程的建成将会有效的缓解了宁夏新能源发电的限

电，另外宁夏毗邻的内蒙地区，正在开工建设内蒙上海庙至山东±800kV输电线路，此线路建成也将会为宁夏新能源外送提

供机会，通过这些外送通道的建设，宁夏的新能源发电限电问题将会得到有效解决会缓解，目前宁夏新能源发电限电的局面，

同时对新能源项目的开发，提供了一定的机会。二是资源优势。银星能源目前已建成的新能源发电项目和正在开展前期工作

的新能源发电项目主要分布在风光资源丰富的宁夏、内蒙阿拉善和陕西定边地区，这些地区日照充足，风电场平均风速达到

6m/s以上具有较好的风光资源，具备发展新项目和风光互补项目的资源条件。国家近期出台了鼓励发展风光互补项目的政策，

公司可以利用现有已建成的风电场发展光伏发电，充分利用已建成风电场的线路、升压站和场地及人员，与新建光伏发电项

目相比，能节约投资投资15-20%。三是人员优势。公司是宁夏最早从事风电建设运营的企业，通过13年的不断发展，在风电

和光伏发电前期、建设、运行及维护检修等方面培养了一批技术过硬的人才队伍，具备丰富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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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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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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