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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862                           证券简称：银星能源                           公告编号：2018-015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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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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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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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51-8887900 0951-8887900 

电话 0951-8887883 0951-8887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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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是中铝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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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贺兰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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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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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完成投资建设募投项目太阳山六期50MW风电项

目主体工程已完工具备并网发电条件，预计2018年二季度能实现并网发电。新能源装备制造产业包括风电设备制造和光伏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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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设备制造两条产业链，具备年产300MW风机、500MW塔筒、200M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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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新能源发电项目项目工程安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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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完成吴忠新能源孙家滩光伏电站和太阳山风电一期技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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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全球风电累计装机容量达到486.8GW，增长12.5%，新增装机容量超过 54GW。全球风能理亊会认为到2021 年全

球风电累计装机量有望达到800GW，年均复合增长率为10.5%，新增装机量将超过75GW，年均复合增长率约为6.8%，全球风电

行业整体平稳增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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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在近期相继出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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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不足10%），

2030年达到20%，发展空间巨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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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2016 

年以来，国家发布了多项政策，来解决我国弃风问题。2017 年11 月13 日， 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正式发布《解决弃水

弃风弃光问题实施预案》，《预案》指出到2020年在全国范围内有效解决弃水弃风弃光问题；2018年1月19日，国家电网召开

发布会，明确要求力争2017 年-2018 年弃风弃光矛盾得到有效缓解，到2020 年根本解决新能源消纳问题，弃风弃光率控制

在5%以内。根据2018年3月5日国家能源局关于发布 2018年度风电投资监测预警结果的通知，宁夏已有红色预警区域变为绿

色预警区域，对公司今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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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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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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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目

前新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在宁夏地区处于第2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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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政策变更 

单位：人民币元 

 2017 年 
2016 年 

本年比上

年增减 
2015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935,041,607.26 1,442,558,225.52 1,442,558,225.52 -35.18% 1,205,176,370.03 1,205,176,370.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元） 
-188,613,747.39 11,030,187.71 11,030,187.71 -1,809.98% -117,031,598.56 -117,031,598.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160,407,500.36 -24,573,214.18 -24,573,214.18 522.46% -128,900,035.88 -128,900,035.8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元） 
449,410,453.30 598,626,931.49 598,626,931.49 -24.93% 710,764,123.76 710,764,123.7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67 0.02 0.02 -1,435.00% -0.216 -0.21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67 0.02 0.02 -1,435.00% -0.216 -0.21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04% 0.70% 0.70% -7.74% -7.17% -7.17%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本年末比

上年末增

减 

2015 年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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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总资产（元） 9,178,830,293.31 10,015,088,349.45 10,015,088,349.45 -8.35% 9,361,883,473.56 9,361,883,473.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元） 
2,586,492,475.76 2,775,106,224.15 2,775,106,224.15 -6.80% 1,572,853,142.50 1,572,853,142.50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1.本公司自2017年6月12日起执行财政部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

处理。相关会计政策变更已经本公司七届五次董事会会议批准。 

    2.本公司自2017 年5 月28 日起执行财政部制定的《企业会计准则第42 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

营》，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相关会计政策变更已经本公司七届六次董事会会议批准。 

3.本公司编制2017 年度报表执行《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7〕30号)，将原列

报于"营业外收入"和"营业外支出"的非流动资产处置利得和损失和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利相关会计政策变更得和损失变更为

列报于"资产处置收益"。此次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调减2016 年度营业外收入11,013,695.59元，调整资产处置收

益11,013,695.59元，对资产总额和净利润无影响。相关会计政策变更已经本公司七届六次董事会会议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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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405,974.91 242,856,290.00 210,614,851.42 236,164,490.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673,450.40 -17,288,719.46 -50,753,022.17 -123,245,456.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413,961.00 -19,257,360.85 -40,052,756.40 -103,511,344.1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349,091.37 45,275,911.08 42,098,355.81 340,687,09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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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40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32,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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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23% 284,089,900 204,766,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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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 21,337,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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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 18,492,176 18,492,176   

深圳市瑞丰林投资管理

中心（有限合伙） 
其他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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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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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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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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8,534,851 8,534,851   

简炼炜 
境内自

然人 
1.17% 8,23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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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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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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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1.89亿元，亏损主要受风资源下降、新能源发电产业持续限电、交易电价

下降、装备制造业订单减少等因素造成。 

    报告期内，公司开展了工程建设、“两金”清收、设备治理以及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工作，取得了一定效果。太阳山六期

50MW风电项目已完工具备并网发电条件，完成了吴忠新能源孙家滩光伏和太阳山风电一期技改项目；积极拓展外部检修市场，

成功打开区内及内蒙、陕西、甘肃等区外部风电检修市场、区内煤炭和火电检修市场，检修业务转型初见成效；有效解决部

分历史遗留问题，完成新能源装备制造基地科技楼消防验收和公司已建项目财务决算审计。 

    2018年，公司将按照“稳基础，调结构”的工作思路，加强电量营销和风电设备治理，千方百计增加发电量，提升盈利

能力；加大新能源装备和风电检修的市场开拓力度，控亏增盈；推进激励创新改革，加大制造业和检修服务业市场化改革力

度，持续深入挖掘内部潜力，盘活闲置资产，降低产品成本，提高市场竞争力，全力以赴确保实现2018年各项经营目标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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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电行业 859,702,646.57 559,446,446.18 34.93% -0.58% 3.97% -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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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营业收入因制造业受红色预警政策影响2017年度订单大幅减少，同比收入下降所致。 

  2.营业成本因制造业受红色预警政策影响2017年度订单大幅减少，收入下降相应的成本下降所致。 

  3.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同比下降幅度较大系因制造业订单减少、新能源发电交易电量增加造成电价降

低收入减少以及因补贴电费持续拖欠造成的减值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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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执行财政部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财会[2017]15 号）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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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会计政策变更已经本公司七届五次董事会会议批准。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与公司日常活动有关的政府补助从“营业

外收入”项目重分类至“其他收益”项目，其他收益本年列示17352569.07元。 

2.执行财政部制定的《企业会计准则第42 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财会〔2017〕13号），此

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相关会计政策变更已经本公司七届六次董事会会议批准。 

    3.执行《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7〕30号)。相关会计政策变更已经本公司七届

六次董事会会议批准。将原列报于“营业外收入”和“营业外支出”的非流动资产处置利得和损失和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利得

和损失变更为列报于“资产处置收益”。此次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调减2016 年度营业外收入11,013,695.59元，

调整资产处置收益11,013,695.59元，对资产总额和净利润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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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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查文件目录 

（一）载有公司负责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名并盖章的财务报表。 

（二）载有会计师事务所盖章、注册会计师签名并盖章的审计报告原件。 

（三）报告期内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载体上公开披露过的所有公司文件的正本及公告的原稿。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高  原 

                                                   2018年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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