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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720                    证券简称：新能泰山                   公告编号：2017-015 

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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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郭启兴 董事 因出差 司增勤 

王凤荣 独立董事 因公出差 刘庆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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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能泰山 股票代码 000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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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昭营 梁万锦 

办公地址 山东省泰安市普照寺路 5 号 山东省泰安市普照寺路 5 号 

传真 (0538)8232000 (0538)8232000 

电话 (0538)8232022 (0538)8232022 

电子信箱 zqb@sz000720.com zqb@sz000720.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是以电力、电线电缆、煤炭和热力为主业，集生产、经营、科研于一体的大型骨干企业，经营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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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为以自有资金对电力、热力项目的投资、管理，电线电缆、电子产品、电器机械及器材、橡皮及塑料制

品的生产、销售；输变电设备销售；金属材料压延加工；高速公路护栏、型材的生产、销售、安装等。 

公司现有发电机组装机容量为103.825万千瓦，其中火电装机容量为94万千瓦，风电装机容量为9.825

万千瓦。煤炭设计产能30万吨，电缆年产值约12亿元，热力年生产约350万GJ。 

公司拥有独立完整的采购、生产和销售体系，公司根据生产能力、市场需求，独立自主开展生产经营

活动。近年来，市场竞争激烈、经营形势严峻，公司根据市场变化，建立快速反应机制，积极做好客户维

护工作，进一步扩大产品市场。 

报告期内，山东省用量需求呈低速增长态势，外电入鲁呈快速增长态势，风电及光伏发电扩容速度较

快，给省内发电企业利用小时造成较大影响。在电力体制改革的新常态下，电量市场的竞争越来越激烈，

直购电等市场电量的争取难度进一步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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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5,802,500.67 3,293,168,975.15 -24.52% 3,145,645,255.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66,705,676.54 80,724,132.76 -182.63% 79,436,542.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1,607,171.99 74,876,248.85 -195.63% 77,742,038.8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486,458,040.48 745,896,781.06 -34.78% 495,112,903.3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73 0.0935 -182.67% 0.092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73 0.0935 -182.67% 0.092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33% 8.95% -16.28% 9.68% 

 2016 年末 2015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

增减 
2014 年末 

总资产 5,354,606,617.95 5,382,559,203.81 -0.52% 5,484,707,550.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877,431,935.70 942,545,339.19 -6.91% 860,749,27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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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6,159,897.91 507,607,015.78 570,574,303.79 771,461,283.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21,789,309.55 -39,713,030.00 -25,720,936.84 -23,061,01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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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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60,862.07 -41,331,512.13 -25,968,816.44 -24,667,705.4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248,967,137.27 77,309,972.75 60,686,156.22 99,494,77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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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250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97,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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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能能源交通

产业控股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18.54% 160,087,812 0   

张秀东 境内自然人 1.15% 9,921,001 0   

林凤钗 境内自然人 0.47% 4,031,343 0   

宗序梅 境内自然人 0.44% 3,760,569 0   

北京盛世华轩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34% 2,918,948 0   

陈典英 境内自然人 0.26% 2,277,601 0   

王林怀 境内自然人 0.25% 2,127,950 0   

国洲金融信息

服务（上海）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24% 2,080,200 0 质押 2,080,200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易方达并购

重组指数分级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24% 2,079,333 0   

华龙期货股份

有限公司－华

龙期货－国能

通达 1号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0.23% 1,944,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1、公司第一大股东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2、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

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报告期末，股东宗序梅通过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

份 3,760,569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0.44%；股东王林怀通过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份 2,127,95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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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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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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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公司债券情况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无    0  

（2）公司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3）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年 2015年 同期变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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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16年，全国电力供需总体宽松、部分地区相对过剩，火电设备利用小时进一步降低。受煤炭去产能

控产量政策影响，电煤供需形势偏紧，煤炭价格不断攀升且保持高位运行。面对电价下调、煤炭价格上涨、

发电量减少等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公司董事会适时调整经营思路，围绕年度经营目标，团结带领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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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班子，紧紧依靠全体员工，坚定信心，攻坚克难，开拓进取，稳中有进，较好的完成了年初确定的重点

目标和任务。 

    公司完成发电量44.46亿千瓦时，同比降低5.48%；上网电量40.33亿千瓦时，同比降低7.05%。全年累

计完成营业收入248,580.25万元，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6,670.57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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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

年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

同期增减 

电力 1,309,667,443.77 50,614,096.44 13.61  -18.72 -78.04 -10.95  

电缆 777,507,622.88 9,589,456.16 9.01  -4.19 -14.58 -1.15  

煤炭 106,173,413.82 -49,205,494.39 -10.76 -82.62 -37.34 -10.87  

热力 147,537,786.27 32,956,006.28 22.34 27.50 16.15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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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分别比上年同期减少

24.52%、20.92%、182.63%，主要原因为报告期内电价下调、发电量减少、煤价上涨以及煤炭经营业务减

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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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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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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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0一七年三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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