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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02                       证券简称：金风科技                       公告编号：2020-009 

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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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建军 董事 工作原因 武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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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4,225,067,647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6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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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风科技 股票代码 002202、02208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香港联合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马金儒 冀田 

办公地址 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博兴一路 8 号 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博兴一路 8 号 

电话 010-67511996 010-67511996 

电子信箱 goldwind@goldwind.com.cn goldwind@goldwind.com.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拥有风机制造、风电服务、风电场投资与开发三大主要业务以及水务等其他业务，为公司提供多

元化盈利渠道。金风科技凭借在研发、制造风机及建设风电场所取得的丰富经验，不仅能为客户提供高质

量的风机，还开发出包括风电服务及风电场开发的整体解决方案，能满足客户在风电行业价值链多个环节

的需要。公司机组采用直驱永磁技术，拥有1.5MW、2S、2.5S、3S和6S系列化机组，可适用于高温、低温、

高海拔、低风速、沿海等不同运行环境。在市场拓展方面，公司在巩固国内市场的同时积极拓展全球风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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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发展足迹已遍布全球六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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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2019 年 2018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7 年 

营业收入 38,244,553,924.01 28,730,607,320.49 33.11% 25,129,456,007.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209,853,904.27 3,216,603,854.66 -31.30% 3,054,656,932.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621,430,406.27 2,871,352,120.76 -43.53% 2,870,464,407.1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928,782,879.45 3,125,354,512.39 89.70% 3,081,034,135.0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12 0.8233 -37.81% 0.839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12 0.8233 -37.81% 0.839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94% 14.03% -6.09% 15.04%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7 年末 

资产总额 103,057,083,873.02 81,364,052,881.92 26.66% 72,787,839,384.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0,675,121,499.60 24,961,217,621.53 22.89% 22,686,693,494.06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5,395,746,059.37 10,337,550,458.42 9,001,689,440.13 13,509,567,966.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28,608,488.56 955,891,082.25 406,309,972.71 619,044,360.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87,651,396.10 833,477,298.05 407,947,223.08 192,354,489.0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03,853,634.62 -1,068,847,836.00 3,588,285,539.46 5,513,198,81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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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017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127,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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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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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境外法

人 
18.27% 772,078,188    

新疆风能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

人 
13.76% 581,548,837  质押 128,490,000 

和谐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

能产品 
其他 13.50% 570,585,542    

中国三峡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国有法

人 
10.53% 445,008,917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其他 1.85% 78,245,71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

人 
1.56% 65,980,653    

武钢 
境内自

然人 
1.47% 62,138,411 49,084,123 质押 3,750,00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八组合 其他 1.25% 52,756,141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五组合 其他 1.20% 50,559,901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一组合 其他 1.01% 42,683,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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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存在如下关联

关系：中国三峡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新疆风能有限责任公司 43.33%

的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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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无控股股东、无实际控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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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伴随风电补贴退坡及平价、竞价时代的到来，生态红线的逐步划定及林地使用的逐步规范化，风电发展迎

来了巨大的机遇与挑战。公司凭借强大的研发实力及产品技术优势，前瞻性的产业布局及多元化盈利模式，实

现销售收入稳步增长，订单始终保持高位，行业排名稳居前列。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为人民币3,824,455.39万元，同比上升33.11%；实现归属母公司净利润为人民

币220,985.39万元，同比下降31.30%。 

（1）风力发电机组生产、研发与销售 

根据彭博新能源财经统计数据，2019年公司国内新增装机容量达8.01GW，国内市场份额28%，连续九年排

名全国第一；全球新增装机容量8.25GW，海上装机610MW，全球市场份额14%，全球排名稳居前三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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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风力发电机组生产与销售 

报告期内，公司风力发电机组及零部件销售收入为人民币2,886,969.52万元，同比上升29.81%；2019年实

现对外销售机组容量8,171.02MW,同比上升39.41%，其中2.5S机组销售容量明显增加，销售容量占比由2018年的

12.71%增至28.80%。 

下表为公司2019年及2018年产品销售明细： 

机型 2019年 2018年 销售容量变动（%） 

销售台数 销售容量（MW） 销售台数 销售容量（MW） 

6.0S 39 253.3 9 54.00 369.07  

3.0S 220 701.02  114 342.00 104.98  

2.5S 945 2,353.00  298 745.00 215.84  

2.0S 2250  4,732.90  2180 4,360.00 8.55  

1.5MW 74  130.80  240 360.00 -63.67  

合计 3528 8,171.02  2841 5,861.00 39.41  

 

报告期内，公司在手订单量稳步增长，截至2019年12月31日，公司外部待执行订单总量为14444.77MW，

分别为：1.5MW机组372.3MW，2S平台产品3832.10MW，2.5S平台产品7402.70MW，3S平台产品2372.17MW，

6S平台产品457.50MW，8MW机组8MW；公司外部中标未签订单5835.91MW，包括2S平台产品257.6MW，2.5S

平台产品910.8MW，3S平台产品3462.21MW，6S平台产品1205.3MW；在手外部订单共计20280.68MW。 

2）技术研发及产品认证 

高质量发展已成为风电企业未来发展的必然选择，报告期内，公司融合全球七大研发中心资源及技术优势，

加快产品技术变革，丰富智能风机产品家族，推动技术创新及数字化转型，对质量和品质的坚守，让金风科技

赢得了更多肯定。金风科技参与的“大型低速高效直驱永磁风力发电机关键技术及应用项目”获得2019年度国家

技术发明二等奖。 

a.产品研发及产业化 

根据市场及客户需求，围绕产品与技术领先战略，公司持续推进GW2S、GW2.5S、GW3S、GW6S系列化

机组研发工作，对现有研发平台及产品进行了优化和升级，结合风机各领域关键技术应用对产品软硬件进行全

线优化升级，提升产品竞争力。 

公司2S平台推出的GW131-2.2机组实现批量供货，运行表现良好，该平台下的系列化机组具有多叶轮直径、

多塔架高度、多种可变功率、多种控制模式等技术特点，可响应市场复杂多样的需求，其可靠性和发电性能广

泛的得到了客户的好评，也给客户带来了最大化的投资收益，与客户实现了共赢。 

GW2.5S平台机组已面市十年，在多年的产品实践中获得了客户的广泛肯定。金风科技GW140-2.5智能风机

荣获“2018年度中国风能·最佳机型”。借鉴金风科技历史机型可靠性和先进性经验，采用先进的模块化设计及概

率设计理念，公司在GW140-2.5基础上升级推出GW150-2.8超低风速机型，实现产品的快速迭代和竞争力的进一

步提升，为国内开发低风速资源提供更高发电性能及适应性的解决方案。 

GW3S平台系列机型重点从产品的柔性容量、寿命管理策略、塔架系列化配置策略、机组智能化、发电量

提升等方面进行了持续的升级优化，在国内和国际市场实现批量供货；2019年公司发布GW155-4.5、GW136-4.8

两款机组，将额定容量升级到4MW以上，打造国内陆上大基地中高风速区域定制机型，基于此拓展国际及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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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海上业务。GW155-4.5机组于2019年6月完成样机调试并网发电；GW136-4.8机组是在GW136-4.2机组基础上

推出的一款大容量高风速产品，拓展了3S平台对细分市场的覆盖能力；2019年3S平台机组在北美、南美、中东、

澳洲、东南亚等国家实现订单增长。 

金风科技两项课题成果——《风电工程安质环标准化管理和推广应用》和《140m超高风电塔架关键技术研

究与应用》双双获得“2019年度电力建设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b.产品认证 

2019年，金风科技获得整机认证证书共计92份，其中国内79份，国际13份；设计认证证书59份，型式认证

证书33份。所获整机证书涵盖了公司多个平台的重点机型，如GW154-6.7——国内首个获得DNV-GL颁发的海上

A-TC证书的机组，GW136-4.2——搭载的激光雷达控制技术获得DNV-GL颁发的全球首个技术认证证书。 

c.知识产权及标准制定 

金风科技一直重视研发创新投入，并积极通过知识产权保护核心技术，国内外专利申请数量逐步增长，专

利申请结构不断优化。 

2019年，金风科技国内新增专利申请667项，其中，新增发明专利申请395项，占比59%；海外新增专利申

请129件，其中新增美国专利申请34项，占比26%；新增软件著作权申请120项；新增国内商标申请28件。与此

同时，国内新增专利授权668件，其中，新增发明专利授权373项，占比56%；海外新增授权专利62件；国内新

增核准注册商标128件。 

3） 质量管理 

面对平价上网时代到来，以及产品更新迭代速度加快等内外部形势，公司继续坚持“风电长跑”的质量管理

理念，实施全面质量管理和数据化质量管控，实现内部质量管理的重构；提出提质增效及安环合规的要求确保

公司及供应商共同提升效率、效益；全生命周期的质量策划使得生命周期质量成本更优，质量风险预测与监控

预防组合实现质量的远程管理能力提升，搭建质量管理信息化平台，实现产品全生命周期质量管理数字化升级，

最终实现全链条各相关方的全面共赢；积极加入APQP4Wind国际组织，提高中国风电企业在国际标准制定方面

的话语权。 

报告期内，金风科技凭借在质量、经济、社会效益等方面的显著成绩，在众多参评企业中脱颖而出，成为

第十八届“全国质量奖”获奖企业，也是风电行业首家荣获该奖项的企业。 

（2）风电服务 

风电装机的稳步增长，为风电后服务市场带来增长机遇。公司推出的覆盖风电机组全生命周期智慧运维服

务解决方案，从提高运维效率、降低运维成本、实现投资收益最大化几个维度推动实现降本增效。在关注平准

化度电成本LCOE的风电平价时代，高附加值的服务能力也成为公司赢得客户青睐的关键。 

金风科技以定制化、高可靠性产品为基础，为客户提供多维度智慧运维产品、集约化运营管理模式及创新

及技改服务，包括通过New Freemeso，GoldLink、风匠及GoldFarm软件产品为主的前期选址服务，EPC整体解

决方案、SOAM
TM智慧运维解决方案以及创新技改等中、后期服务方案，持续为客户在产品全生命周期实现价

值最大化提供保障。 

报告期内，公司针对老旧机组推出深度技改方案获得客户的认可，开启存量风电场深度技改市场的探索。

智慧运营软件产品逐步渗透至多场景应用，电网侧产品取得应用突破。公司自主研发的实时数据库首次在上海

获得商业应用，荣获上海市大数据创新项目。公司为某客户首个纯软件风电智慧运营项目提供14种机型（含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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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及其他品牌机组）的智能统计分析、智能预警、故障诊断等服务。公司帮助客户实现在辽宁首例大数据产品

本地化应用产品成功上线。此外，公司在电网核心调度业务取得应用突破，公司智慧运营软件首次进入电网核

心业务部门（新疆电网调控中心）部署并投入运行。 

截止报告期末，公司国内外后服务业务在运项目容量10,992MW，同比增长58%，超过21000台机组接入金

风科技全球监控中心,为全球客户提供实时机组运行情况。 

报告期内，全年实现风电服务收入357,764.66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16.50%。 

（3）风电场投资与开发   

报告期内，公司发电收入持续提升，储备待建项目实现稳步增长，发电利用小时数超过行业平均水平。近

年来随着公司该板块业务规模不断拓展，风电场资产管理平台业务量持续提升。 

报告期内，公司风电项目实现发电收入人民币426,711.31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8.98%；2019年售电总量为

36.21亿千瓦时；报告期内风电场投资收益为72,082.99万元。 

报告期内，公司国内新增并网装机容量303.45MW，新增并网权益装机容量291.10MW；在建风电场项目容

量2007.70MW，权益容量1956.61MW。2019年国内已核准未开工的权益容量为2057.32MW。机组平均发电利用

小时数2212小时，高出全国平均水平130小时。 

目前公司管理风电场资产规模524.74万千瓦，同比增长12%。依托公司建立的数据中心及数字化平台，采

用激光雷达、Efarm等技术，实现功率曲线即时管理，从新技术应用和模式化优化等方面实现资产管理效率及盈

利能力的提升。 

公司始终围绕绿色能源投资价值链，以资产安全、可靠运营为基础，通过数字化、技术驱动和模式创新提

升资产运营效率，通过售电侧业务布局提升风电项目消纳能力取得了良好成效，并以风电场业务精细化、标准

化为基础保障，借助已有的数字化派单系统，不断提升EAM+集控运营模式的成熟度，实现风电场人员、设备、

物料、业务各要素数据化、透明化以及前中后台的高效联动、协同配合。 

报告期内，公司开展的《降低风电场电缆终端故障发生率》《降低风电场直埋及引上电缆故障发生率》课

题研究获得2019年度电力建设质量管理（QC）成果奖（省部级）；翁牛特旗和平营子风电场、盐城大丰试验风

电场获中国电力建设企业协会发布“2019年度中国电力优质工程奖”。 

（4）“两海”战略的实施推进 

以“两海”战略为指导的海外、海上业务在2019年顺利推进，为公司巩固风电行业市场领先地位，拓展市场

份额及品牌影响力发挥积极作用。 

2019年，我国海上风电加速发展，金风科技持续优化产品设计、保障供应链交付能力，全年交付156台海上

机组，总容量超60万千瓦，充分保障客户项目建设进度。金风科技GW6S平台的GW154-6.7MW和GW171-6.45MW

机组实现批量交付，引领国内海上风电走向大容量时代。 

随着海上风电竞价、乃至平价时代的到来，金风科技将持续加强海上风电技术、工程、人才队伍建设，为

客户提供高可靠性机组、精准的风电场资源评估、智能化吊装及运维方案。金风GW6S平台升级产品

GW184-6.45MW机组完成样机并网并取得型式认证，推动国内海上低风速市场LCOE进一步降低，在上海、山

东、辽宁等省的多个海上风电资源竞争性配置比选中协助客户获得资源开发权。该平台另一款升级产品

GW175-8.0MW机组于2019年9月完成样机下线，该机组通过降低尾流损失来提高发电量，可减少风电场的用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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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在提高海洋利用率的同时，有效缩短了建设周期，在降低建设及运维成本方面有突出表现。 

报告期内，公司在多个海外市场及国际客户拓展方面实现业务突破。国际业务新增销售订单1.4GW,创历史新高；

越南近海项目签订297MW订单，实现近海业务突破。加拿大、意大利、越南三个市场实现首单突破。在国际大

客户拓展方面，加强并优化国际大客户的管理工作，继2018年进入EDF R, Engie, E.ON, Enel Green Power, EDPR

五家国际大客户的供应商名单后，2019年实现与Engie, Enel, E.ON在美国、智利和意大利市场的订单突破。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海外已投运风电场项目权益容量283MW；建设期项目权益容量为966MW；待开发项

目权益容量311MW。 

报告期内，公司国际业务实现销售收入343,575.25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67.73%。 

（5）水务业务 

2019年，凭借良好的风险控制能力和稳健的经营策略，公司水务业务继续保持健康发展。在智慧水务方面，

以节能降耗为出发点，在电耗降低、药耗优化、维修成本控制、人力成本控制、水质提升、水量损失六个维度

全面开展精益改善。在委托运营服务领域，金风环保也实现了突破，取得了浙江某工业园区污水处理厂委托运

营项目。 

水务业务在技术研发方面，累计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受理专利申请16项，累计取得发明专利及实用新型48

项，分别覆盖智能污水处理、工业水处理、智慧水务运营平台、废水处理信息管理系统等水厂运营的关键技术

领域。 

在北京举办的中国水业论坛上，公司全资子公司金风环保荣获“2018年度最具成长性投资运营企业”称号。

2019年11月，金风环保获得中国质量认证中心CQC颁发的质量ISO9001、环境ISO14001和职业健康安全ISO45001

认证证书。 

截至2019年底，公司拥有54家水务项目公司，水处理规模超300万吨/日，覆盖全国33个城市。 

报告期内，公司全年实现水务业务收入79,189.73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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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S 1,484,713,483.87 1,250,162,382.07 15.80% 300.39% 215.04% 22.81% 

3.0S 2,586,121,963.29 2,224,659,564.44 13.98% 35.62% 44.70% -5.40% 

2.5S 7,787,502,119.61 6,936,435,915.88 10.93% 169.29% 192.66% -7.11% 

2.0S 
14,810,193,039.0

7 

13,044,584,612.2

7 
11.92% 2.87% 12.26% -7.37% 

1.5MW 483,666,842.50 357,989,632.04 25.98% -66.63% -66.20% -0.95% 

风机零部件销售 1,717,497,712.11 1,446,386,758.28 15.79% 40.33% 36.67% 2.27% 

风电服务 3,577,646,558.04 3,347,474,934.43 6.43% 116.50% 152.34% -1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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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电场开发 4,267,113,106.80 1,610,969,096.78 62.25% 8.98% 14.82% -1.92% 

其他 1,530,099,098.72 754,104,699.20 50.72% 65.79% 50.83% 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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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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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本报告第十二节财务报告中“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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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度，本公司新设成立及收购的子公司纳入合并范围，本公司丧失控制权的子公司及注销子公司不再纳入合并范围。（具

体参见报表附注八-合并范围的变更） 

 

（4）对 2020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2020 年 1-3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净利润为正，同比上升 50%以上 

净利润为正，同比上升 50%以上 

2020 年 1-3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幅度 
250.00% 至 300.00% 

2020 年 1-3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区

间（万元） 
80,012.97 至 91,443.4 

2019 年 1-3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22,860.85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主要由于本公司转让子公司部分股权完成交割，投资收益同比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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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长：武钢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20年0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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