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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720                           证券简称：新能泰山                           公告编号：2018-025 

 

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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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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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玉明 独立董事 因公有事 王凤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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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参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3号—上市公司从事房地产业务》的披露要求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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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实施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新增房地产开发与销售业务，公司成为以电力、电线电缆、

煤炭、热力、房地产为主业，集生产、经营、科研于一体的大型骨干企业。 

公司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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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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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电力市场需求未有明显增长，受新机组投产、非石化能源发电装机快速增长及外来电

量大幅增加等因素影响，山东省直调发电机组利用小时同比有一定幅度的下降。随着电力市场化改革步伐

加快，市场原有竞争格局已被打破，由传统发电侧竞争，向发电侧、售电侧多元化竞争加速过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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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根据

国务院《关于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国发[2016]7号）的文件精神，为积极做好

化解煤炭产能、有序退出工作，公司于报告期内关闭了控股子公司西周矿业公司矿井，退出煤炭生产。三

是房地产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再次强调“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

来炒的。” 2017年度，南京房地产市场在调控政策下，保持价格稳定。因此，2018年南京房地产市场的

调控政策预计仍将延续，回归理性购房已成2018年度南京房地产市场的主流趋势。近期已经颁布的执行的

南京新落户政策以及公积金政策，为2018年南京的房地产市场带来新的重大利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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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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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4,591,630.40 2,485,802,500.67 2,660,322,182.31 3.17% 3,293,168,975.15 3,500,140,538.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548,956,345.36 -66,705,676.54 -87,432,036.95 -527.87% 80,724,132.76 58,198,006.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46,914,197.59 -71,607,171.99 -98,950,024.99 -48.47% 74,876,248.85 7,190,370.1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412,585,273.25 486,458,040.48 -1,709,403,620.33 124.14% 745,896,781.06 520,024,835.1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460 -0.0773 -0.0728 -512.64% 0.0935 0.0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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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460 -0.0773 -0.0728 -512.64% 0.0935 0.048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3.78% -7.33% -8.96% -44.82% 8.95% 5.86% 

 2017年末 
2016年末 

本年末比上

年末增减 
2015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总资产 9,033,398,135.37 5,354,606,617.95 8,819,324,797.32 2.43% 5,382,559,203.81 7,811,253,682.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1,114,192,302.30 877,431,935.70 1,353,362,353.60 -17.67% 942,545,339.19 1,018,317,78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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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2,610,192.03 665,277,140.26 653,413,132.66 803,291,165.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6,708,700.48 -59,299,857.32 -473,407,309.49 30,459,521.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6,916,198.21 -62,201,854.02 -475,891,768.76 438,095,623.4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0,055,380.44 23,440,243.30 -10,896,831.81 570,097,24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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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报告期内，公司向南京华能、华能能交、世纪城集团发行股份购买其分别持有的宁华世纪40%、30%

和30%股权（合计100%股权），向南京华能、华能能交发行股份购买其分别持有的宁华物产74.59%和25.41%

股权（合计100%股权）。由于购买上述股权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需追溯调整报表数据，因此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与已披露季度报告及半年度报告存在较大

差异。  

2、由于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年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属非经常性损益事项，因此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已披露季度报告及半年度报告数据无重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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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105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82,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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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有法人 21.26% 274,214,4 114,126,63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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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产业控股

有限公司 

48 

南京华能南

方实业开发

股份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17.36% 
223,910,7

69 
223,910,769  0 

广东世纪城

集团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6.84% 

88,153,55

7 
88,153,557  0 

张秀东 
境内自然

人 
0.77% 9,921,001 0  0 

陈典英 
境内自然

人 
0.54% 7,025,882 0 质押 4,260,000 

王啸宇 
境内自然

人 
0.51% 6,620,228 0  0 

宗序梅 
境内自然

人 
0.47% 6,110,000 0  0 

林凤钗 
境内自然

人 
0.46% 5,981,841 0 质押 5,000,000 

陈馨 
境内自然

人 
0.26% 3,415,865 0  0 

李文芳 
境内自然

人 
0.23% 2,979,380 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1、公司第一、二大股东存在关联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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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10,00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0.47%；股东李文芳通过华融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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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79,380 股，占本

公司总股本的 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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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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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参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3号—上市公司从事房地产业务》的披露要求披露。 

2017年，公司董事会认真贯彻党的十八大、十八大历次全会以及十九大精神，履行《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赋予的职责，坚决执行股东大会各项决议，扎实推进各项决议的有效实施，促进公司

规范运作，保证公司决策科学化、专业化，推动公司资产重组及各项经营业务顺利有序开展，使公司保持

良好的发展态势，有效地保障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全年累计完成营业收入274,459万元，实现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54,896万元。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业务经营情况如下： 

一、电力业务 

报告期内，电力市场需求未有明显增长，电煤市场价格继续呈现上升趋势，且持续高位运行，公司燃

料成本大幅上升，发电业务经营业绩大幅下滑。公司全年完成发电量46.4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52%；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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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电量42.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89%；营业收入145,728.04万元。 

二、电缆业务 

2017年国内电缆市场竞争激烈，面对复杂的市场形势，公司控股子公司曲阜电缆加大市场开发力度，

以市场为导向开发新产品，取得了较好的成效。曲阜电缆全年实现营业收入92,294.70万元，净利润1,156.50

万元。 

三、煤炭业务 

根据国务院《关于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国发[2016]7号）的文件精神，为

积极做好化解煤炭产能、有序退出工作，公司于报告期内关闭了控股子公司西周矿业公司矿井，退出煤炭

生产，为此计提减值准备16,451.87万元。 

四、房地产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实施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收购了宁华世纪100%股权、宁华物产100%股权和南京

市燕江路201号159套房产，新增房地产业务。 

1、南京宁华世纪置业有限公司 

宁华世纪公司注册资本40,000万元，位于南京市鼓楼区燕江路201号,主要从事房地产开发及相关物业

资产的运营。目前在开发南京江山汇项目（2014G34地块），为包括商业、酒店、写字楼、公寓和住宅在

内的典型综合体项目。项目规划总用地面积约16万平方米，其中土地出让面积8.37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55万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35.6万平方米。 

该公司2017年无计划内竣工项目，新开工项目为C地块住宅项目。在建项目为南京市江山汇悦山府住

宅项目，占地面积2.76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9.97万平方米，计容面积6.87万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3.1

万平方米。 

2017年12月，宁华世纪一期项目住宅C地块“江山汇·悦山府”对外开盘，获取预售许可证商品房面

积为4.05万平方米，可供出售面积4.05万平方米。截止到2017年12月31日，共认购266套，面积2.54万平

方米，认购金额约86,285.25万元；签约198套，面积1.93万平方米，签约金额65,766.06万元，回款金额

36,878.56万元。 

该公司2017年处于项目开发阶段，无营业收入，净利润-1,471.86万元。 

2、南京宁华物产有限公司 

宁华物产公司注册资本12,597万元，位于南京市鼓楼区燕江路201号，主要经营范围是：房地产开发

经营、物业管理、自有场地租赁等。 

该公司2017年实现营业收入11,375.49万元，其中：房地产销售6,520.01万元，租金及物业4,135.02

万元，其他业务720.46万元。实现净利润-1,243.79万元。 

该公司拥有的江山汇金D座总可售建筑面积3.53万平方米，2017年初已实现销售面积1.58万平方米，

期初可供出售面积1.95万平方米，2017年度D座实现销售0.17万平方米，实现收入2,731.42万元，期末可

供出售面积1.78万平方米。 

南通房产总可售建筑面积3.17万平方米，2017年初已实现销售面积0.26万平方米，期初可供出售面积



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摘要 

7 

 

2.92万平方米，2017年实现销售0.78万平方米，期末可供出售面积2.14平方米，2017年实现销售收入

3,788.58万元。 

江山汇金E座写字楼项目，规划总建筑面积3.82万平方米，地上2.84万平方米，地下0.98万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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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7,280,368.74 9,670,118.85 2.27% 11.27% -93.84% -11.34% 

电缆 820,265,958.85 70,560,033.68 8.99% 5.50% 5.86% -0.02% 

热力 185,811,204.19 7,604,680.97 4.09% 25.94% -76.92% -18.24% 

房屋销售、租赁 108,753,792.87 35,133,151.09 38.27% -37.84% -18.82% 8.32% 

煤炭 10,969,125.47 -35,217,634.85 -311.14% -89.67% -136.57% -300.38% 

说明：房屋销售及租赁收入本期比上年同期减少 37.84%，主要原因是：随着项目的推进，周边配套在逐步

完善，预计房产价格将会有提升。为了获得更多收益，所以子公司宁华物产本期放缓了江山汇金 D座销售。

宁华世纪项目尚处于建设期，对本期及上期收入、利润均无较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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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较前一报告期发生重大变化主要原因是（1）本报告期与上

年同期相比，电煤价格大幅上涨，公司燃料成本大幅上升，发电业务出现较大亏损。（2）根据国家有关

文件的精神，为积极做好化解煤炭产能、有序退出工作，公司于2017年底关闭控股子公司山东新能泰山西

周矿业有限公司矿井，退出煤炭生产。为此，计提减值准备16,451.87万元。子公司西周矿业关停矿井、

职工安置计提辞退福利9,935.30万元，获得中央奖补资金10,000万元。（3）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相关议案。

根据上述重大资产出售，公司计提人员安置费19,633.6万元。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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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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2017年度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修订后的准则自2017年6月12日起

施行，对于2017年1月1日存在的政府补助，要求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于2017年1月1日至施行日新增的

政府补助，也要求按照修订后的准则进行调整。 

财政部于2017年度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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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应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该通知要求编制2017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 

本公司执行上述准则和财会〔2017〕30号的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

目名称 

本期受影响的报

表项目金额 
上期重述金额 

上期列报在营业

外收入的金额 

上期列报在营业

外支出的金额 

1.与本公司日常活动相关的

政府补助计入其他收益 
其他收益 17,104,524.49元  10,791,988.49元  

2.资产处置损益列报调整 资产处置收益 4,816,016.65元 6,316,299.72元   

资产处置损益列报调整是指企业出售划分为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金融工具、长期股权投资和投资

性房地产除外）或处置组时确认的处置利得或损失，以及处置未划分为持有待售的固定资产、在建工程、

生产性生物资产及无形资产而产生的处置利得或损失。债务重组中因处置非流动资产产生的利得或损失和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产生的利得或损失从2017年度应包括在资产处置收益项目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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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发生的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1、本期发生的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被合并 

方名称 

企业合并

中取得的

权益比例

（%） 

构成同一控制

下企业合并的

依据 

合并日 
合并日的

确定依据 

合并当期期初

至合并日被合

并方的收入 

合并当期期初

至合并日被合

并方的净利润 

比较期间被合并

方的收入 

比较期间被合

并方的净利润 

南京宁华物产

有限公司 
100.00 

合并双方同

受最终控制

方控制 

2017-8-1 
实现控制

权转移 
72,905,970.88 -6,291,802.33 177,241,674.79 -8,035,638.89 

南京宁华世纪

置业有限公司 
100.00 

合并双方同

受最终控制

方控制 

2017-8-1 
实现控制

权转移 
 -7,049,276.53  -18,129,602.17 

注：合并双方最终控制方为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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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合并成本 

合并成本 南京宁华物产有限公司 南京宁华世纪置业有限公司 

现金   

非现金资产的账面价值   

发行或承担的债务的账面价值   

发行的权益性证券的面值 102,215,963.00 293,845,192.00 

或有对价   

3、合并日被合并方资产、负债的账面价值 

 南京宁华物产有限公司 南京宁华世纪置业有限公司 

合并日 上期期末 合并日 上期期末 

资产：     

货币资金  12,009,266.44   5,549,796.44   63,039,970.87   364,618,691.70  

应收款项  14,364,562.53   82,054,788.71   13,561,000.59   25,675,313.22  

存货 370,271,588.31   405,719,133.61   2,574,080,109.15   2,287,142,111.93  

其他流动资产  15,718,271.82   13,278,075.44   7,066,564.20   1,411,208.58  

固定资产  23,548,986.23   26,005,863.73   938,580.86   799,497.08  

无形资产     1,083.40  

投资性房地产 200,511,297.02   202,572,327.90    

长期待摊费用  292,636.30   505,328.68   829,691.13   978,610.04  

负债：     

借款 376,000,000.00   426,000,000.00   1,790,000,000.00   2,290,000,000.00  

应付款项  74,607,185.36   114,798,688.37   496,775,563.50   10,836,886.12  

其他非流动负债  30,904,897.51   33,390,298.03    

净资产：     

减：少数股东权益    111,822,105.99   113,936,888.95  

取得的归属于收购方份额 155,204,525.78   161,496,328.11   260,918,247.31   265,852,740.88  

 

 

 

 

 

 

 

 

 

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0一八年四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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