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1 

证券代码：000862                           证券简称：银星能源                           公告编号：2017-035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2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许峰、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马丽萍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马金保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3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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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45,405,974.91 247,870,122.39 -0.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673,450.40 -79,188,805.19 103.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2,413,961.00 -80,433,398.98 103.0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1,349,091.37 131,227,199.08 -83.7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38 -0.1462 102.5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38 -0.1462 102.5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10% -5.16% 5.26%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9,851,270,429.19 10,015,088,349.45 -1.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777,779,674.55 2,775,106,224.15 0.1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422,406.87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001,638.42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61,279.05  

合计 259,489.40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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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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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40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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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44% 286,597,495 207,273,702   

第一创业证券－国信证券－共盈大岩量化定增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3.01% 21,337,166 21,337,126   

华泰柏瑞基金－招商银行－华润深国投信托－华

润信托·瑞华定增对冲基金 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2.61% 18,492,176 18,492,176   

深圳市瑞丰林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41% 17,069,701 17,069,701 质押 17,069,701 

信诚基金－工商银行－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2.01% 14,224,751 14,224,751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财通多策略福享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81% 12,802,276 12,802,276   

昆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保险产品 其他 1.41% 9,957,326 9,957,32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海祥龙定增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36% 9,647,405 9,647,405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财通多策略福瑞定

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20% 8,534,851 8,534,851   

简炼炜 境内自然人 1.16% 8,230,000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中铝宁夏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79,323,793 人民币普通股 79,323,793 

简炼炜 8,23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230,000 

李莞生 5,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000,000 

韩余进 2,455,573 人民币普通股 2,455,573 

黄辉 2,241,429 人民币普通股 2,241,429 

林文威 2,226,900 人民币普通股 2,226,900 

张燕 2,068,881 人民币普通股 2,068,881 

钱晓红 1,916,912 人民币普通股 1,916,912 

武盼盼 1,598,800 人民币普通股 1,598,800 

银华财富资本－工商银行－银华财富资本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1,594,880 人民币普通股 1,594,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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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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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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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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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一）期末合并资产负债表较年初变动幅度较大的项目列示如下： 

项目 期末金额 年初金额 变动幅度（%） 备注 

应收票据  47,597,118.76   17,420,857.82  173.22% 注 1 

其他应收款  34,353,635.49   21,511,108.61  59.70% 注 2 

注1：应收票据较期初增长了173.22%，主要是本期新能源发电企业电费收入收到的银行承兑汇票。 

注2：其他应收款较年初增长了59.70%，主要是本期按月计提的租金及税收返还收入增加所致。 

 

（二）本期合并利润表较上年同期变动幅度较大的项目列示如下：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同期金额 变动幅度（%） 备注 

税金及附加 1,566,639.87 539,008.64 190.65% 注 1 

销售费用 1,461,580.48 5,721,297.88 -74.45% 注 2 

投资收益 -119,639.61 -1,315,426.93 90.90% 注 3 

营业利润 486,947.05 -86,147,025.90 100.57% 注 4 

营业外收入 4,899,135.91 3,273,874.81 49.64% 注 5 

利润总额 3,062,782.62 -85,380,436.30 103.59% 注 6 

所得税费用 246,515.28 4,206.80 5759.92% 注 7 

净利润 2,816,267.34 -85,384,643.10 103.30% 注 8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673,450.40 -79,188,805.19 103.38% 注 9 

少数股东损益 142,816.94 -6,195,837.91 102.31% 注 10 

注1：税金及附加增加系按财会[2016]22号公告，自2016年5月1日起，“营业税金及附加”科目名称调整为“税金及附加”

科目，该科目核算范围及内容增加。 

注2：销售费用减少系控股子公司宁夏银星能源光伏发电设备制造公司本期光伏组件销售量减少，运输费及包装费减少所致。 

注3：投资收益亏损减少系合营企业宁夏天净神州风力发电有限公司及石桥增速机（银川）有限公司较上年同期亏损减少所

致。 

注4：营业利润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公司所属风力发电企业同比限电情况好转，设备利用小时数较上年增加，新能源发电收入

增加幅度较大所致。 

注5：营业外收入增加的主要原因系本期确认的政府补助收入增加所致。 

注6：利润总额增加的主要原因同注4。 

注7：所得税费用增加的主要原因同注4。 

注8：净利润增加主要原因同注4。 

注9：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增加主要原因同注4。 

注10：少数股东损益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控股子公司宁夏银仪风力发电有限公司本期设备利用小时数增加，利润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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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期合并现金流量表较上年同期变动幅度较大的项目列示如下：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同期金额 变动幅度（%） 备注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145,900,063.76 277,528,898.50 -47.43% 注 1 

收到的税费返还 0.00 4,517,597.87 -100.00% 注 2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5,000,013.57 13,857,231.76 -63.92% 注 3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50,900,077.33 295,903,728.13 -49.00% 注 4 

支付的各项税费 19,961,593.81 13,616,958.47 46.59% 注 5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7,028,825.58  36,607,403.62  -53.48% 注 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349,091.37 131,227,199.08 -83.73% 注 7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

资产支付的现金 
32,194,302.06 55,317,044.26 -41.80% 注 8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2,194,302.06 55,317,044.26 -41.80% 注 9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2,194,302.06 -55,317,044.26 41.80% 注 10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0.00 190,000,000.00 -100.00% 注 11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0.00 190,000,000.00 -100.00% 注 12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94,600,000.00 243,343,468.04 -61.12% 注 13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75,057,906.55 336,557,017.07 -47.99% 注 14 

注1：销售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系本期应收可再生能源补贴电费未结算所致。 

注2：收到的税费返还较上年同期减少系上年盐池风电厂、阿左旗风电厂一季度收到2015年四季度的即征即退增值税，而本

年该税金未在一季度收到所致。 

注3：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系上期收到的保证金及其他暂收款项较大所致。 

注4：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减少主要原因同注1。 

注5：支付的各项税费增加一是风机制造公司及构件公司上年12月计提税金，本年1月缴纳增加了税金支出、二是新能源发电

企业同比收入增加，应缴税金增加。 

注6: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系上期支付的保证金及其他暂付款项较大所致。 

注7：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减少主要系本期应收可再生能源补贴电费未结算所致。 

注8：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减少主要是上年同期支付了长山头二三期及其他完工项目建设余

款，本期支付进度放缓所致。 

注9：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减少主要原因同注8。 

注10：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主要原因是由于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减少所致。 

注11：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减少主要系本报告期未新增借款所致。 

注12：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减少主要系本报告期未新增借款所致。 

注13：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减少主要原因系本期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减少所致。 

注14：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减少主要原因系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减少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8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

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

时间 

承诺

期限 
履行情况 

资产重组时

所作承诺 

中铝宁夏能源集团

有限公司 

关于

同业

竞争、

关联

交易、

资金

占用

方面

的承

诺 

中铝宁夏能源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中铝宁夏能源控制下暂不纳入本次重组范围的风电

类资产包括：宁夏银仪风力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50%

的股权；拟兴建的乌兰哈达风电场项目、风力发电机

零部件生产加工项目和拟申请的贺兰山百万千瓦级

风电场项目规划；中铝宁夏能源子公司陕西西夏能源

有限公司拟投资的定边风电场等风力发电项目。 

中铝宁夏能源承诺： 

“（一）中铝宁夏能源已将所持有的银仪风电 50%的

股权在北京产权交易所挂牌进行公开转让，挂牌日自

2015 年 10 月 21 日至 2015 年 11 月 17 日，未征集到

意向受让者，中铝宁夏能源同意于银仪风电 2015 年

度年报披露之日起一年内将中铝宁夏能源所持银仪

风电股权按照评估确定的公允价格注入上市公司。 

（二）贺兰山百万千瓦级风电项目和白兴庄风电场

100MW 项目目前处于前期工作阶段，未正式申报项

目立项文件，经相关项目主管部门同意，将优先由上

市公司作为项目主体申请项目立项并具体建设和经

营，如因法律法规限制，上市公司未来无法作为该等

项目主体申请立项或实施该等项目或经审议决策后

决定不参与该等项目，则中铝宁夏能源将继续推进后

续工作。中铝宁夏能源承诺于该等项目建成且银仪风

电注入上市公司后一年内按照评估确定的公允价格

将该等项目注入上市公司。 

（三）陕西西夏能源有限公司定边冯地坑风电场一期

49.5MW 项目已经建成；陕西地方电力定边能源有限

公司正在开展定边冯地坑风电场二期 49.5MW 项目

的建设工作；陕西丰晟能源有限公司朱庄风电场

50MW 项目已经核准。中铝宁夏能源同意于银仪风

电注入上市公司后一年内将所持陕西西夏能源股权、

陕西省地方电力定边能源有限公司股权以及陕西丰

晟股权按照评估确定的公允价格转让给上市公司。在

此过程中不排除陕西西夏能源、陕西省地方电力定边

能源有限公司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的行使。” 

2015

年 12

月 31

日 

 

承诺尚在履

行中。2017

年 3 月 13 日，

公司停牌启

动收购宁夏

银仪风力发

电有限公司

50%股权事

项，目前方案

尚在讨论和

筹划中。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渤海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财通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东海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股份

限售

承诺 

中铝宁夏能源关于本次发行股份锁定期的承诺： 

根据中铝宁夏能源的承诺，其在本次重组中认购取得

的银星能源新增发行股份，自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

内不进行转让。银星能源本次募集配套资金中，除中

铝宁夏能源外的其他特定对象认购的银星能源股票，

2014

年 12

月 30

日 

2017

年 12

月 30

日 

除中铝宁夏

能源外的其

他特定对象

认购的银星

能源股票，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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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云帆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浙江浙商

证券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中国银河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中铝

宁夏能源集团有限

公司;中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自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若中国证监会或

深圳证券交易所等相关有权机构对本次银星能源所

发行股份的锁定期另有要求的，依其规定执行。本次

发行结束后，由于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

的公司股份，亦应遵守上述约定。 

于 2016 年 1

月 8日解除限

售。 

中铝宁夏能源集团

有限公司 

业绩

承诺

及补

偿安

排 

中铝宁夏能源关于标的资产业绩承诺及补偿措施： 

1、业绩承诺 

根据天健兴业出具的经国务院国资委备案的资产评

估报告，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采用收益法定价的标的

资产（包括银星风电 100%股权、宁电风光 100%股

权、神州风电 50%股权以及中铝宁夏能源贺兰山风

力发电厂、阿左旗分公司和太阳山风力发电厂全部资

产及相关负债）在 2014 年、2015 年、2016 年和 2017

年拟实现的归属于银星能源的净利润分别为

4,615.43 万元、5,459.87 万元、6,358.00 万元及

10,032.79 万元。 

中铝宁夏能源承诺，上述标的资产在 2014 年、2015

年、2016 年、2017 年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 4,615.43 万元、

5,459.87 万元、6,358.00 万元及 10,032.79 万元。如果

本次交易于 2014 年度实施完毕，利润补偿期间为

2014 年、2015 年、2016 年。 

2、利润未达到承诺利润数的股份补偿 

（1）股份补偿 

根据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专项审计报告，如果 6 项风

电厂资产在利润补偿期间实际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累积数小于评估

报告所对应的 6 项风电厂资产同期累积预测净利润

数，则银星能源应在该年度的年度报告披露之日起 5

日内，以书面方式通知中铝宁夏能源 6 项风电厂资产

在该期间累积实际净利润数小于累积预测净利润数

的事实，并要求中铝宁夏能源补偿净利润差额。如果

中铝宁夏能源须向银星能源补偿利润，中铝宁夏能源

同意银星能源以总价 1.00 元的价格回购其持有的一

定数量的银星能源股份，回购股份数量的上限为中铝

宁夏能源以 6 项风电厂资产认购的全部银星能源股

份。 

（2）每年股份补偿数量的确定 

①在利润补偿期间，如果须实施股份回购，当年应回

购股份数量的计算公式如下：回购股份数量=（截至

当期期末 6 项风电厂资产累积预测净利润数－截至

当期期末 6 项风电厂资产累积实际净利润数）×以 6

项风电厂资产认购股份总数÷补偿期限内 6 项风电厂

2014

年 02

月 10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4 年度已

经完成利润

承诺事项。

2015 年标的

资产 4季度遭

受事前无法

预知事后无

法控制的限

电影响。经公

司 2016 年 4

月 19 日召开

的 2015 年度

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控股

股东申请以

现金补偿方

式履行〈发行

股份购买资

产之利润补

偿协议〉的议

案》：中铝宁

夏能源以现

金补偿的方

式补偿银星

能源 2,694.4

万元。补偿金

在经银星能

源股东大会

审议批准后，

且中铝宁夏

能源接到银

星能源书面

通知 5个工作

日内支付至

公司指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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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各年的预测净利润数总和－已补偿股份数量 

注 1：前述实际净利润数以 6 项风电厂资产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数确定；注

2：如果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票发行价为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的均价，即 6.59 元/股，6

项风电厂资产的评估值为 117,660.82 万元，认购的股

份总数对应为 17,854.4492 万股；注 3：在逐年补偿

的情况下，在各年计算的补偿股份数量小于 0 时，按

0 取值，即已经补偿的股份不冲回。 

②如果利润补偿期内银星能源以转增或送股方式进

行分配而导致中铝宁夏能源持有的银星能源股份数

发生变化，则中铝宁夏能源回购股份的数量应调整

为：按上款公式计算的回购股份数×（1+转增或送股

比例）。 

③在利润补偿期内，如果须实施股份回购，中铝宁夏

能源应将回购股份在利润补偿期内的现金分红返还

银星能源。返还现金分红的计算公式为返还现金分红

=回购股份数×利润补偿期内每股现金红利。 

（3）在补偿期限届满时，银星能源对 6 项风电厂资

产进行减值测试，如期末减值额/6 项风电厂资产作

价>补偿期限内已补偿股份总数/6项风电厂资产认购

股份总数，则中铝宁夏能源将另行补偿股份。另需补

偿的股份数量为：期末减值额/每股发行价格－补偿

期限内已补偿股份总数。 

（4）股份补偿的实施 

①如果中铝宁夏能源须向银星能源补偿利润，中铝宁

夏能源需在接到银星能源书面通知后 30 个工作日内

按照本条之规定计算应回购股份数并协助银星能源

通知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将该等应回购股份转移至银

星能源董事会设立的专门账户，进行单独锁定。应回

购股份转移至银星能源董事会设立的专门账户后不

再拥有表决权且不享有股利分配的权利，该部分被锁

定的股份应分配的利润归银星能源所有。在利润补偿

期间，已经累积的单独锁定的应回购股份不得减少。  

②银星能源在利润补偿期限届满且确定最后一个会

计年度应回购股份数量并完成锁定手续后，应在两个

月内就本协议项下全部应回购股份的股票回购事宜

召开股东大会。若股东大会通过，银星能源将以总价

人民币 1.00 元的价格定向回购上述专户中存放的全

部股份，并予以注销；若银星能源股东大会未通过上

述定向回购议案，则银星能源应在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后 10 个交易日内书面通知中铝宁夏能源，中铝宁夏

能源将在接到通知后的 30 日内将前款约定的存放于

银星能源董事会设立的专门账户中的全部已锁定股

份赠送给银星能源股东大会赠送股份实施公告中所

确定的股权登记日在册的除中铝宁夏能源以外的其

他股东，其他股东按其持有股份数量占股权登记日扣

账户。2016

年未完成金

额为 230.8 万

元，公司拟提

请股东大会

以 1.00 元回

购该部分所

涉及股份并

按规定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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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中铝宁夏能源持有的股份数后银星能源的股本数

量的比例享有获赠股份。 

中铝宁夏能源集团

有限公司 

其他

承诺 

中铝宁夏能源关于保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 

为了维护银星能源经营的独立性, 保护银星能源其

他股东的合法权益，公司的控股股东中铝宁夏能源保

证做到银星能源人员独立、资产独立、机构独立、业

务独立、财务独立完整。 

2013

年 07

月 25

日 

 

截至目前，该

承诺仍在履

行过程中。 

首次公开发

行或再融资

时所作承诺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第一创业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东海

基金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华泰柏瑞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九泰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民生通惠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深圳市瑞

丰林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信诚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股份

限售

承诺 

一、发行人承诺 

本公司全体董事承诺本新增股份变动报告及上市公

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

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

任。 

二、发行人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承诺 

公司全体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关于 2016 年非公开发

行摊薄即期回报后采取填补措施的承诺：1.不无偿或

以不公平条件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输送利益，也不采

用其他方式损害公司利益；2.对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的职务消费行为进行约束；3.不动用公司资产从事与

其履行职责无关的投资、消费活动；4.由董事会或薪

酬委员会制定的薪酬制度与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执

行情况相挂钩；5.未来拟公布的公司股权激励的行权

条件与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 

三、发行对象的承诺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民生通惠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九泰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瑞丰林投资

管理中心（有限合伙）、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华

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承诺：“所认购的由银星能源本次发行的股票，自

银星能源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上市日起锁定 12 个

月。” 

四、保荐机构的声明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声明：本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已对宁夏银星能

源股份有限公司新增股份变动报告及上市公告书进

行了核查，确认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

律责任。 

五、发行人律师的声明 

本次非公开发行律师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声明：本

所及签字的律师已阅读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新增股份变动报告及上市公告书，确认其与本所出具

的法律意见书不存在矛盾。本所及签字律师对发行人

在本新增股份变动报告及上市公告书中引用的法律

意见书的内容无异议，确认本新增股份变动报告及上

市公告书不致因所引用内容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2017

年 01

月 18

日 

2018

年 1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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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相应的法律责任。 

六、会计师事务所声明 

本次非公开发行会计师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声明：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宁夏

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新增股份变动报告及上市公

告书，确认本新增股份变动报告及上市公告书与本所

出具的专业报告内容不存在矛盾。本所及签字注册会

计师对发行人在本新增股份变动报告及上市公告书

中引用的由本所出具的专业报告的内容无异议，确认

本新增股份变动报告及上市公告书不致因所引用内

容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承诺是否按

时履行 
是 

如承诺超期

未履行完毕

的，应当详细

说明未完成

履行的具体

原因及下一

步的工作计

划 

（一）2017 年 3 月 13 日，公司停牌启动收购宁夏银仪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50%股权事项，目前方案尚在讨论

和筹划中。 

（二）贺兰山百万千瓦级风电项目和白兴庄风电场 100MW 项目目前处于前期工作阶段，未正式申报项目立

项文件，经相关项目主管部门同意，将优先由上市公司作为项目主体申请项目立项并具体建设和经营，如因

法律法规限制，上市公司未来无法作为该等项目主体申请立项或实施该等项目或经审议决策后决定不参与该

等项目，则中铝宁夏能源将继续推进后续工作。中铝宁夏能源承诺于该等项目建成且银仪风电注入上市公司

后一年内按照评估确定的公允价格将该等项目注入上市公司。 

（三）陕西西夏能源有限公司定边冯地坑风电场一期 49.5MW 项目已经建成；陕西地方电力定边能源有限

公司正在开展定边冯地坑风电场二期 49.5MW 项目的建设工作；陕西丰晟能源有限公司朱庄风电场 50MW

项目已经核准。中铝宁夏能源同意于银仪风电注入上市公司后一年内将所持陕西西夏能源股权、陕西省地方

电力定边能源有限公司股权以及陕西丰晟股权按照评估确定的公允价格转让给上市公司。在此过程中不排除

陕西西夏能源、陕西省地方电力定边能源有限公司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的行使。 

（四）除风电类资产外，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在光伏发电及相关产品生产领域存在相同或类似的业务。中

铝宁夏能源承诺，将尽一切可能之努力，使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不再从事光伏发电类业务。以此

为目的，中铝宁夏能源将自 2014 年 2 月 10 日起五年内将光伏发电及相关产品生产类资产和业务对外出售。

如果五年内无法将相关资产和业务卖出，中铝宁夏能源将于一年内以评估值收购银星能源拥有的光伏发电及

相关产品生产相关资产和业务。 

四、对 2017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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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八、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九、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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