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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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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董事 苗启新 其他公务 须伟泉 

 

 

4 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按 2019年底总股本 4,912,038,316 股为基数，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20元（含税），预计分配

现金股利 1,080,648,429.52 元。尚余未分配利润 1,550,639,901.45 元，结转至下年度。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申能股份 600642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谢峰 周鸣 

办公地址 上海市虹井路159号8楼 上海市虹井路159号5楼 

电话 021-63900642、33570888 021-63900642、33570888 

电子信箱 zhengquan@shenergy.com.cn zhengquan@shenergy.com.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公司主要从事电力、石油天然气的开发建设和经营管理，作为能源项目开发主体，公司提供电力、

石油、天然气项目的勘探开发、投资建设、运营维护以及节能环保技术、燃料贸易等多种服务。

公司业务立足上海市及长三角地区，同时积极实施“走出去”发展方针，在全国其他地区例如安

徽、宁夏、青海、新疆、内蒙逐步有项目落地和建成，同时公司积极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倡议，



努力探索海外业务机会。 

电力业务方面，公司目前已投资建成的电力项目广泛分布于煤电、气电、核电、风电、光伏发电

等领域。燃煤发电占公司发电业务比重最大，均为大功率的高效先进机组，竞争优势较明显。其

中外高桥三发电的 2 台 100 万千瓦级机组及外高桥二发电的 2 台 90 万千瓦级的发电机组煤耗水平

处于全国领先水平。在建的“平山二期”135 万千瓦机组建成后各项参数指标将达到全球领先水

平，成为燃煤发电行业新的标杆。近年来，公司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和积极探索绿色能源，在天然

气发电、风电、光伏发电等清洁能源领域的投资力度明显加大，清洁能源装机比重不断提高。 

油气业务方面，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石油天然气公司负责东海平湖油气田的勘探、开采及销售，

所开采的天然气是现阶段上海市天然气气源组成部分之一。全资子公司新疆石油天然气公司负责

新疆塔里木油气田的前期勘探和开发，成为公司未来油气资源的潜在储备。公司控股的天然气管

网公司负责投资建设和经营管理上海地区唯一的天然气高压主干管网系统，在上海市天燃气输配

送环节处于主导地位。 

（一）电力行业 

2019 年，全国电力生产运行平稳，电力供需总体平衡。跟据中电联资料，2019 年全社会用电量

7.23 万亿千瓦时，比上年增长 4.5%，第三产业和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对全社会用电量增长贡献率

为 51%。2019 年底全国全口径发电装机容量 20.1 亿千瓦，电力延续绿色低碳发展态势，非化石能

源发电装机容量占比继续提高；跨区、跨省送电量实现两位数增长；电力燃料供应由紧平衡转向

总体平衡。 

（二）石油天然气行业 

2019 年，国际原油价格宽幅震荡，全年原油现货价格下降 10%左右；2019 年，境内成品油市场

需求保持增长，市场资源总体供大于求，成品油（汽油、柴油、煤油）表观消费量为 3.3 亿吨，

同比增长 1.4%。随着国家能源结构调整，境内天然气需求旺盛，据发改委统计，全年境内天然气

表观消费量达 3067 亿立方米，同比增长 9.4%，天然气进口量 1322 亿立方米，同比增长 6.5%，供

需两端均保持平稳增长，但是增速有所放缓。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9年 2018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7年 

总资产 67,944,070,511.90 59,662,307,412.87 13.88 54,047,180,498.36 

营业收入 38,841,303,798.99 36,221,254,583.28 7.23 32,404,021,552.37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2,286,499,089.13 1,825,934,190.10 25.22 1,737,638,978.89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923,405,608.99 1,484,673,306.28 29.55 1,243,484,131.10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29,603,575,069.37 25,953,166,153.61 14.07 25,459,970,185.70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5,050,541,853.76 2,767,981,053.91 82.46 2,434,807,577.74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483 0.401 20.46 0.382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483 0.401 20.46 0.382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 

8.22 7.08 增加1.14个百

分点 

6.82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11,801,039,282.41 7,780,491,559.73 8,841,861,116.45 10,417,911,840.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550,820,764.65 745,487,007.94 379,251,881.56 610,939,434.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409,157,132.08 785,729,463.61 417,587,772.82 310,931,240.4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795,301,232.30 1,222,096,703.09 1,510,122,033.55 523,021,884.82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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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35,904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33,271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

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

份 

状

态 

数量 

申能(集团)有限公

司 

360,000,000 2,626,545,766 53.47 360,000,000 无 0 国有

法人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

有限公司 

244,858,961 244,858,961 4.98 0 无 0 国有

法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

有限公司 

0 222,086,435 4.52 0 无 0 国有

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

公司 

58,137,037 152,788,211 3.11 0 无 0 未知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

三组合 

-41,799,950 77,002,433 1.57 0 无 0 国有

法人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 

0 55,532,250 1.13 0 无 0 国有

法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 

0 51,136,900 1.04 0 无 0 国有

法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中证上

海国企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 

9,684,900 40,185,581 0.82 0 无 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上海久事（集团）有

限公司 

0 28,395,455 0.58 0 无 0 国有

法人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中证 500

-4,827,004 24,200,663 0.49 0 无 0 境内

非国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有法

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公司未曾获得上述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关

系的信息。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公司报告期内无优先股相关事项。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各项生产经营指标完成情况良好：实现控股发电量 370.5 亿千瓦时，完成年度计

划 101.5%；实现油气产量为 22.3万吨油当量，完成年度计划 103.6%；实现净利润 22.86 亿元，

同比增长 25%，创历史次新高。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详见第十一节/五/43。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子公司名称 子公司类型 级次 持股比例 

上海申能崇明发电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子公司 100.00% 

上海申能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子公司 100.00% 

淮北申能发电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子公司 100.00% 

Xing Yuan Energy Development Pte. Ltd. 全资子公司 一级子公司 100.00% 

新疆申能石油天然气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子公司 100.00% 

上海申能电力销售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子公司 100.00% 

申能新能源（内蒙古）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子公司 100.00% 

上海吴泾第二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控股子公司 一级子公司 51.00% 



子公司名称 子公司类型 级次 持股比例 

上海外高桥第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控股子公司 一级子公司 40.00% 

上海申能新动力储能研发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一级子公司 75.00% 

淮北申皖发电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一级子公司 51.00% 

上海申能临港燃机发电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一级子公司 65.00% 

上海申能燃料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一级子公司 60.00% 

上海天然气管网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一级子公司 50.00% 

上海石油天然气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一级子公司 40.00% 

上海申能奉贤热电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一级子公司 51.00% 

申能吴忠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控股子公司 一级子公司 97.43% 

上海化学工业区申能电力销售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一级子公司 51.00% 

上海申能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一级子公司 60.00% 

上海申能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子公司 100.00% 

上海创造新材料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子公司 100.00% 

上海申能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子公司 100.00% 

上海申能长兴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子公司 100.00% 

上海申能长兴第二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子公司 100.00% 

上海华港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子公司 100.00% 

上海申欣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子公司 100.00% 

申能新能源达茂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子公司 100.00% 

金寨太科光伏电力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子公司 100.00% 

汝州申能新能源风电开发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子公司 100.00% 

淮北绿金新能源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子公司 100.00% 

宝丰交建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子公司 100.00% 

榆林协合新能源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子公司 100.00% 

上海临港海上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二级子公司 95.59% 

上海申能滩涂风电开发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二级子公司 60.00% 

上海申欣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二级子公司 55.00% 

淮北申亚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二级子公司 85.00% 

贵州罗甸申电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二级子公司 80.00% 

濉溪县鑫风新能源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二级子公司 65.00% 

上海申桓新能源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二级子公司 60.00% 

申能新能源（青海）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子公司 100.00% 

木垒县华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子公司 100.00% 

木垒县新科风能有限责任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子公司 100.00% 

哈密华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子公司 100.00% 

哈密新特光能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子公司 100.00% 

吐鲁番市新科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子公司 100.00% 

克拉玛依新特华光发电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子公司 100.00% 



子公司名称 子公司类型 级次 持股比例 

尚义县海润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子公司 100.00% 

格尔木瑞鑫达新能源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子公司 100.00% 

格尔木东恒新能源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子公司 100.00% 

格尔木清脉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子公司 100.00% 

平泉市仁辉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子公司 100.00% 

平泉市丰合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子公司 100.00% 

上海申能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一级子公司 52.00% 

霍尔果斯明轩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二级子公司 52.00% 

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及其变化情况本附注“七、合并范围的变更”以及本附注“八、在其他主体中

的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