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1 

证券代码：002202                           证券简称：金风科技                           公告编号：2019-045 

 

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2019 年 04 月 



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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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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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志刚 董事 工作原因 王海波 

杨校生 独立董事 工作原因 罗振邦 

公司负责人武钢、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刘春志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焦彦斌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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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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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95,746,059.37 3,859,685,676.80 39.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28,608,488.56 239,734,624.27 -4.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87,651,396.10 224,858,819.34 -16.5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103,853,634.62 -1,578,867,467.58 -33.2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74 0.0625 -8.1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74 0.0625 -8.1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89% 1.04% -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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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931,893,581.53 81,364,052,881.92 6.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5,006,384,480.01 24,961,217,621.53 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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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10,723,390.24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的税收返还、减免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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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058,464.78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0.00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

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0.00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0.00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0.00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0.00  

债务重组损益 0.00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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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0.00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

益 
0.00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0.00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

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

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

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

的投资收益 

-10,350,653.69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0.00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0.00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

动产生的损益 
0.00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

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0.00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529,998.36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0.00  

减：所得税影响额 7,521,761.56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517,654.33  

合计 40,957,092.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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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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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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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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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8.24% 648,647,705    

新疆风能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3.74% 488,696,502  质押 128,490,000 

和谐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

能产品 
其他 13.48% 479,483,649    

中国三峡新能源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0.52% 373,957,073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68% 59,877,61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三组合 其他 1.55% 55,000,032    

武钢 境内自然人 1.47% 52,217,152 39,162,864 质押 3,750,00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五组合 其他 1.21% 42,856,389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一组合 其他 0.98% 35,028,184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90% 31,83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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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648,647,705 境外上市外资股 648,647,705 

新疆风能有限责任公司 488,696,502 人民币普通股 488,696,502 

和谐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产品 479,483,649 人民币普通股 479,483,649 

中国三峡新能源有限公司 373,957,073 人民币普通股 373,957,073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59,877,610 人民币普通股 59,877,61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三组合 55,000,032 人民币普通股 55,000,032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五组合 42,856,389 人民币普通股 42,856,389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一组合 35,028,184 人民币普通股 35,028,184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31,830,612 人民币普通股 31,830,612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5,094,709 人民币普通股 25,094,70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新疆风能有限责任公司与中国三峡新能源有限公司存在如下关联关系：

中国三峡新能源有限公司持有新疆风能有限责任公司 43.33%的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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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存货2019年3月31日余额为人民币8,127,114,613.11元，较2018年12月31日余额增加62.65%，主要原因：

本期本公司为满足订单交付需求储备存货增加。 

2. 合同资产2019年3月31日余额为人民币79,743,730.54元，较2018年12月31日余额减少70.44%，主要原因：

本期本公司已完工未结算资产减少。 

3. 使用权资产2019年3月31日余额为人民币824,213,005.36元，较2018年12月31日余额增加100%，主要原

因: 本期本公司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租赁》（以下简称“新租赁准则”）所致。 

4. 长期待摊费用2019年3月31日余额为人民币43,056,598.39元，较2018年12月31日余额减少45.34%，主要

原因: 本期本公司执行新租赁准则所致。 

5. 短期借款2019年3月31日余额为人民币3,037,346,217.04元，较2018年12月31日余额增加49.07%，主要原

因：本期本公司银行借款增加。 

6. 应付职工薪酬2019年3月31日余额为人民币462,878,515.71元，较2018年12月31日余额减少34.13%，主

要原因：本期本公司支付了上年末计提的职工薪酬。 

7. 预收款项2019年3月31日余额为人民币2,275,296.11元，较2018年12月31日余额减少74.61%，主要原因：

本期本公司预收融资租赁款减少。 

8. 衍生金融负债2019年3月31日余额为人民币221,041,455.10元，较2018年12月31日余额增加74.85%，主

要原因：本期本公司利率互换合约的公允价值下降。 

9. 租赁负债2019年3月31日余额为人民币794,007,988.43元，较2018年12月31日余额增加100%，主要原因: 

本期本公司执行新租赁准则所致。 

10. 其他综合收益2019年3月31日余额为人民币-726,202,048.55元，较2018年12月31日余额减少33.80%，主

要原因：本期本公司外汇波动导致的外币报表折算差额增加。 

11. 营业收入本期为人民币5,395,746,059.37元，较上年同期增加39.80%，主要原因：本期本公司风机销售

量和自有风电场发电量增加。 

12. 营业成本本期为人民币3,959,366,796.82元，较上年同期增加60.36%，主要原因：本期本公司风机制造

业务以及工程施工业务的营业收入增加。 

13. 税金及附加本期为人民币22,883,877.74元，较上年同期增加67.01%，主要原因：本期本公司税金及附

加的计税基础增加。 

14. 资产减值损失本期为人民币223,663.01元，较上年同期减少99.80%，主要原因：本期本公司执行新金融

工具准则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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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信用减值损失本期为人民币55,404,809.90元，较上年同期增加100.00%，主要原因：本期本公司执行新

金融工具准则所致。 

16. 资产处置收益本期为人民币10,723,390.24元，较上年同期增加507.67%，主要原因：本期本公司处置资

产的收益增加。 

17. 其他收益本期为人民币57,526,195.28元，较上年同期增加51.40%，主要原因：本期本公司计入损益的

政府补助增加。 

18. 营业外收入本期为人民币5,830,793.87元，较上年同期增加1698.88%，主要原因：本期本公司收到的保

险赔款增加。 

19. 营业外支出本期为人民币300,795.51元，较上年同期减少85.11%，主要原因：本期本公司实施的社会责

任支出同比减少。 

20.所得税本期为人民币3,421,303.63元，较上年同期增加362.00%，主要原因：本期本公司应纳税所得额增

加。 

21.经营活动现金净流出额本期为人民币2,103,853,634.62元，较上年同期净流出增加33.25%，主要原因：本

期本公司购买商品支付的款项增加。 

22.投资活动现金净流出额本期为人民币1,660,334,070.68元，较上年同期净流出增加95.03%，主要原因：本

期本公司购建风电场支付的款项增加。 

23.筹资活动现金净流入额本期为人民币2,883,745,018.41元，较上年同期净流入增加970.19%，主要原因：

本期本公司取得用于风电场建设的银行借款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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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公司无控股股东、无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向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的情况；公司不存在违反规定程

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2、 公司第一季度对外销售容量 

2019年一季度公司实现对外销售容量928.9MW，其中1.5MW机组销售容量25.5MW，占比2.7%；2S平

台机组销售容量681.8MW，占比73.4%；2.5S平台机组销售容量157.5MW，占比17%；3S平台机组销售容

量51.2MW，占比5.5%；6S平台机组实现销售容量12.9MW，占比1.4%。 

3、公司订单情况 

截至2019年3月31日，公司外部待执行订单总量为15,223.75MW，分别为：1.5MW机组（含1.65MW）

287.1MW，2.0MW机组4,324MW，2.2MW机组2,252.8MW，2.3MW机组1,467.4MW，2.5MW机组5,242.5MW，

3.0MW机组531MW，3.3MW机组188.1MW，3.4MW机组149.6MW，3.5MW机组150.5MW，4.2MW机组

210MW，6.45MW机组199.95 MW，6.65MW机组212.8 MW，8.0MW机组8 MW；公司外部中标未签订单

4,008MW，包括1.5MW机组49.5MW，2.0MW机组972MW，2.2MW机组1,133MW，2.3MW机组218.5 MW，

2.5MW机组1,117.5 MW，3.0MW机组285 MW，3.4MW机组125.8MW，3.5MW机组3.5MW，6.45MW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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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2MW；在手外部订单共计19,231.75MW。此外，公司另有内部订单为834.35MW。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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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

承诺 

新疆风能有限责

任公司、中国三峡

新能源有限公司 

关于避免同

业竞争的承

诺 

关于避免同

业竞争的承

诺 

2007 年 05 月

09 日 
 履行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是 

四、对 2019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资产类别 
初始投资

成本 

本期公允价

值变动损益 

计入权益的累

计公允价值变

动 

报告期内购入

金额 

报告期内售

出金额 

累计投资收

益 
期末金额 资金来源 

金融衍生工具 
19,193,295

.33 
1,642,130.19 69,339,617.21 0.00 0.00 

-5,633,844.

89 

77,881,424.

56 
自有资金 

其他 
1,048,085,

810.39 

-14,493,442.1

5 

157,349,395.0

7 
0.00 

5,900,000.0

0 

237,399,617

.70 

1,186,848,6

08.62 
自有资金 

合计 
1,067,279,

105.72 

-12,851,311.9

6 

226,689,012.2

8 
0.00 

5,900,000.0

0 

231,765,772

.81 

1,264,730,0

33.18 
--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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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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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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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9 年 01 月 08 日 电话沟通 机构 公司、行业整体情况 

2019 年 01 月 10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公司近况、公司经营和财务状况 

2019 年 01 月 10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公司近况、公司经营和财务状况 

2019 年 01 月 11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公司经营、行业发展动态、产品技术 

2019 年 01 月 16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公司财务状况、行业发展动态、产品技术 

2019 年 01 月 16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公司财务状况、行业发展动态、产品技术 

2019 年 01 月 17 日 电话沟通 机构 公司、行业整体情况 

2019 年 01 月 18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公司财务状况、行业发展动态、产品技术 

2019 年 01 月 18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公司财务状况、行业发展动态、产品技术 

2019 年 01 月 21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公司近况、国际业务、风电行业展望 

2019 年 01 月 24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公司财务状况、行业发展动态、产品技术 

2019 年 01 月 29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公司近况、国际业务、风电行业展望 

2019 年 01 月 29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公司财务状况、行业发展动态、产品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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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19年04月26日 

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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