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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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陈五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余永米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朱凡丽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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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604,487.88 205,576,867.15 -14.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9,655,922.91 6,549,917.81 963.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7,409,745.33 1,413,025.94 1,132.0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3,906,679.64 233,876,273.41 -89.7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63 0.0053 962.2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63 0.0053 962.2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32% 0.23%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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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29,450,185.51 6,273,018,176.67 4.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030,806,128.45 2,961,358,294.99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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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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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19,235.16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47,506,434.96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54,360.63  

减：所得税影响额 233,853.17  

合计 52,246,177.5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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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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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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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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奥欣投

资发展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1.73% 392,290,360 0 质押 269,550,000 

喀什东方股权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0.88% 134,497,418 0 质押 118,000,000 

陈五奎 境内自然人 2.19% 27,086,400 20,314,800 质押 21,880,000 

秦皇岛宏兴钢

铁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81% 10,075,500 0   

西藏自治区投

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68% 8,421,060 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0.32% 3,899,000 0   

宁波首泰弘利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23% 2,900,000 0   

胡晓 境内自然人 0.22% 2,739,000 0   

索晖 境内自然人 0.19% 2,347,900 0   

王贺军 境内自然人 0.17% 2,094,80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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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奥欣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392,290,360 人民币普通股 392,290,360 

喀什东方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134,497,418 人民币普通股 134,497,418 

秦皇岛宏兴钢铁有限公司 10,075,500 人民币普通股 10,075,500 

西藏自治区投资有限公司 8,421,060 人民币普通股 8,421,060 

陈五奎 6,771,600 人民币普通股 6,771,60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 3,899,000 人民币普通股 3,89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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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宁波首泰弘利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2,9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900,000 

胡晓 2,739,000 人民币普通股 2,739,000 

索晖 2,347,900 人民币普通股 2,347,900 

王贺军 2,094,804 人民币普通股 2,094,80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深圳市奥欣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喀什东方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和陈五奎先生存在关联关

系。其他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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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期初数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应收票据 33,222,441.82 4,047,430.24 720.83% 主要系公司收到银行承兑汇票增加所致 

预付款项 67,827,473.12 42,739,647.11 58.70% 主要系公司订单生产及设备采购预付款项增加所致 

开发支出 51,880,955.30 26,870,429.40 93.08% 主要系公司对研发项目的持续投入所致 

应付账款 280,815,383.41 211,234,655.27 32.94% 主要系公司订单生产及设备采购未付款项增加所致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财务费用 15,264,027.06 33,410,240.66 -54.31% 主要系公司应收客户的利息收入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1,607,526.75 936,748.07 71.61% 主要系报告期内参股电站利润增加所致 

营业外收入 47,769,469.31 413,742.19 11445.71% 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收购云南昭通电站 30MW 项目所致 

所得税费用 2,764,750.19 1,578,249.58 75.18% 主要系公司部分电站所得税由免税期进入减半征收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3,906,679.64 233,876,273.41 -89.78% 主要系受疫情影响，订单交货推迟，现金回款减少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93,385,604.82 -29,131,818.29 -220.56% 主要系公司电站建设、研发投入等资本性支出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5,056,492.80 -219,894,012.44 111.39% 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面对疫情，适当增加融资，做好流

动性准备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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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3月1日，公司与江苏中南磐石新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南磐石”）、昭通茂创能

源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昭通茂创”）、南通中南工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中南磐石股东）签订了股权

转让合同。约定中南磐石以9,746.48万元为转让对价向公司转让其持有昭通茂创的100%的股权（昭通茂创

资产中包含已建成并网发电的30MW光伏电站项目）。转让对价中9,296.48万元以公司应收中南磐石

7,108.34万元、应收南通中南工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2,188.14万元债权抵偿股权转让款，剩余450万元公

司将在满足合同约定的支付条件后支付给中南磐石。截至股权转让合同签订之日，昭通茂创债务总额为

8,196.47万元，其中应付横琴华通金融租赁有限公司融资租赁未付租金余额为8,175.61万元。昭通茂创

100%股权已于2020年3月26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本次收购对公司的财务报告及经营业绩影响如下：通过收购昭通茂创100%股权，回收清理了长期未收

回的应收款项计9,296.48万元，本次非货币性交易，产生非经营性损益为4,609.89万元。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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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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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

动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

资时所作承诺 

上市前，直接、间接持有本公司

股份的董事、监事和高管人员陈

五奎、李粉莉、林晓峰 

股份

限售 

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

份不得超过其所直接或间接

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

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

不得转让其所直接或间接持

有的本公司股份 

2008

年 02

月 05

日 

任职

期间

及离

职后

半年

内 

正在

履行 

陈五奎先生、李粉莉女士、陈琛

女士、深圳市奥欣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深圳市和瑞源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现更名为喀什东方股权

投资有限公司） 

避免

同业

竞争 

避免同业竞争 

2008

年 02

月 05

日 

长期 
正在

履行 

股权激励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

所作承诺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是 

如承诺超期未履行完

毕的，应当详细说明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

因及下一步的工作计

划 

不适用 

四、对 2020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2020 年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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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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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91.30% 至 153.54% 

2020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万元） 8,300 至 11,000 

2019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4,338.64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上升幅度较大的主

要原因为： 

1、公司收购昭通茂创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100%股权后产生

交易收益，此部分属于非经常性损益。该事项影响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金额为 4,750.64 万元。 

2、确认应收南通中南工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和江苏中南磐

石新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的利息收入。 

3、公司组件订单以及所属的光伏电站发电较上年同期均有

所提升。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七、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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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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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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