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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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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度报告全

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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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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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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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芯能科技 603105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健 董雄才 

电话 0573-87393016 0573-87393016 

办公地址 浙江省海宁市皮都路9号 浙江省海宁市皮都路9号 

电子信箱 xnkj@sunorensolar.com xnkj@sunorensolar.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2,907,639,233.80 2,657,288,772.77 9.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1,504,111,535.54 1,451,393,052.03 3.63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8,545,165.87 41,373,467.68 -31.01 



营业收入 231,014,387.30 155,901,378.78 48.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52,718,483.51 13,163,656.76 300.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27,132,396.34 8,865,572.90 206.0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3.57 0.90 增加2.6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1 0.03 266.67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1 0.03 266.67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49,115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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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海宁市正达经编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3.98400 69,920,000 69,920,000 无   

张利忠 境内自然人 9.85600 49,280,000 49,280,000 无   

杭州鼎晖新趋势

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8.85520 44,276,000 0 无   

张震豪 境内自然人 5.71200 28,560,000 28,560,000 无   

张文娟 境内自然人 5.04000 25,200,000 25,200,000 无   

戴建康 境内自然人 4.99998 24,999,900 0 质押 15,000,000 

海宁市乾潮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52000 12,600,000 12,600,000 无   

刘沛涛 境内自然人 1.81816 9,090,800 6,140,000 无   

黄伟涛 境内自然人 1.40056 7,002,800 0 无   

薛云 境内自然人 0.90246 4,512,306 0 质押 4,51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张利忠、张文娟系夫妻关系，其子为张震豪，同时，

张利忠系芯能科技董事长、总经理，2013 年 5月 5日，三

人签署《一致行动协议》，同意在芯能科技的股东大会表决

投票时采取一致行动，上述三人对芯能科技股东大会、董

事会决议及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提名及任命均具实质影

响，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张利忠持有正达经

编 90%的股权，张文娟持有正达经编 10%的股权，张震豪持

有乾潮投资 51.2%的股权；张文娟持有乾潮投资 12.8%的股

权，正达经编持有乾潮投资 36%的股权。除此之外，公司未



知上述无限售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不适用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一、上半年整体经营业绩 

2020 年上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加剧，国内经济出现短期波动，企

业正常生产经营面临严峻挑战。公司在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下，凭借着前期坚定贯彻“持续优化业

务结构，聚焦自持电站建设，夯实业绩‘安全垫’，紧跟产品技术发展”的业务发展战略，通过自建

和收购持续扩大高毛利率的自持分布式光伏电站规模，合理控制低毛利率业务规模，有效提升了

公司经营的可持续性和抗风险能力。得益于公司自持分布式光伏电站规模的不断扩大，规模效益

逐步显现，发电业务收入和利润大幅提高；天气方面，本期日照小时数较上年同期有所提升，已

恢复至历史平均水平，单位发电量符合预期；加上疫情持续期间，以江浙沪为代表的经济发达地

区率先复工复产，企业用电需求逐渐回暖，分布式光伏电站所发电量自用比例不断提升，截至报

告期末已恢复至上年同期水平，发电业务整体受疫情影响较小，最终公司实现了营业收入及净利

润较上年同期的大幅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31 亿元，同比增长 48.18%；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

净利润 5,271.85 万元，同比增长 300.49%。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累计自持分布式光伏电站并网

容量约 466MW，较上年同期期末自持分布式光伏电站并网容量 349MW，增加 117MW，同比增加

33.52%，另有在建、拟建和拟签订合同的自持分布式光伏电站约 142MW。 

二、主要经营指标情况及分析 

（一）营收较上年同期大幅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3,101.44 万元，较上年同期 15,590.14 万元，同比增长 48.18%，

在营业收入大幅增长下，各业务收入占比也发生了较大变化。其中，分布式光伏电站投资运营（自

持分布式光伏电站）、光伏产品研发和制造、分布式光伏项目开发及服务（为客户开发分布式光伏

电站）业务分别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16,515.63 万元、6,163.03 万元、250.05 万元，占主营业务收入

的比重分别为 72.03%、26.88%、1.09%。各业务收入与上年同期相比分别增长 32.42%、147.40%、

-37.04%。盈利能力较强的自持分布式光伏电站业务收入大幅增加，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小幅下降；

光伏组件在保障自用的基础上，通过拓展海内外市场，对外销售收入较上年同期大幅增加，占主

营业务收入比重上升；分布式光伏项目开发及服务收入减少，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下降。收入结



构的优化较好的体现了公司业务发展战略。 

（二）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大幅增加 

  报告期内，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加 300.49%，主要原因是： 

1、随着公司自持分布式光伏电站装机容量的不断增加，其高毛利率及规模效益的优势已逐步

显现，即使在疫情的影响下，依旧实现了营收及毛利的大幅增长，充分体现该业务的抗风险能力

强、投资回报持续、稳定的特点，印证了“持续优化业务结构，聚焦自持电站建设，夯实业绩‘安

全垫’，紧跟产品技术发展”的业务发展战略的长远价值。天气方面，本期日照小时数较上年同期

有所提升，已恢复至历史平均水平，单位发电量符合预期。报告期内，发电业务收入为 16,515.63

万元，较上年同期 12,472.13 万元，同比增长 32.42%。发电业务毛利为 10,417.58 万元，较上年同

期 8,228.83 万元，同比增长 26.60%。 

2、由于国际市场对组件及相关光伏产品的需求增加，公司在满足自持电站业务对光伏产品需

求的前提下积极开拓海内外市场，光伏产品的对外销售额大幅增加，产能利用率大幅提高，业务

毛利率有所改善。报告期内光伏产品销售收入为 6,163.03 万元，较上年同期 2,491.12 万元，同比

增长 147.40%。光伏产品销售毛利率为 3.10%，较上年同期销售毛利率-13.07%，提升 16.17 个百分

点，毛利率实现由负转正。 

3、报告期内，公司其他收益为 2,732.00 万元，较上年同期其他收益 469.00 万元，增加 2,263.00

万元，同比增加 482.51%。主要系公司自持分布式电站规模增加，收到与自持分布式电站项目发

电地方度电补贴增加所致。 

（三）主营业务毛利率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毛利率为 46.91%，较上年同期的主营业务毛利率 51.59%小幅下降，

主要原因是受国家光伏产业政策调整影响，光伏发电行业逐步市场化，新增自持分布式光伏电站

毛利率有所降低，同时低毛利率的光伏产品业务收入比重上升，导致整体毛利率较上年同期小幅

下降。但由于自持分布式光伏电站的规模效益，发电收入及毛利仍保持大幅增长态势。报告期内，

分布式光伏电站投资运营、光伏产品研发和制造及分布式项目开发及服务三项业务各自毛利率分

别为 63.08%、3.10%、58.38%。 

（四）总资产和净资产情况 

截止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 290,763.92 万元，较上年末增长 9.4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为 150,411.15 万元，较上年末增长 3.63%。主要原因是公司报告期内投入自有资金及银行

贷款扩大自持分布式电站规模，总资产增加。同时公司上半年经营获利，净资产增加。 

三、光伏发电业务情况 

公司自持电站业务相较于公司其它两项业务来说，毛利率高且业务稳定抗风险能力强，可源

源不断地享受投资回报，即使是新投运的“自发自用，余电上网”分布式电站项目实现平价上网，

现阶段测算项目毛利率依然可达 60%左右，仍是一项可持续经营的优质业务，也是公司未来营收、

利润的主要增长点，是公司未来经营的主要发展方向。报告期内，公司自持电站实现的电费收入

为 16,515.63 万元，该业务毛利为 10,417.58 万元，目前公司已并网的自持电站装机容量约 466MW，

在排除长时间阴、雨、雪天气等不可抗力因素条件下，该部分电站未来实现全年发电，预计年发

电收入将提高至约 35,000 万元（不含税），毛利提高至约 22,500 万元（不含税），毛利率最高可

达 65%，持续 15-20 年，其优势将愈趋明显。随着自持分布式光伏电站规模的不断扩大，规模效

益不断放大，发电业务收入及利润逐年稳步提高，且电费每月结算并收款，能够提供持续、稳定

的现金流，坏账风险低。通过利润的滚存不断增强资金实力，保证公司的可持续经营及自持电站

再投资，厚实公司业绩安全垫，实现业绩的不断提升。 

四、下半年经营规划 

2020 年上半年，受疫情和中美贸易摩擦等因素影响，全球经济形势复杂多变。面对复杂多变

的内外部形势，公司将秉持稳健经营的原则，继续按照既定的业务发展战略，重点围绕以下几个



方面开展工作： 

（一）自持分布式电站业务方面，推动在手电站项目按计划建设并网，同时不断开发储备优

质屋顶资源。根据光伏发电补贴竞价结果，新投运的“自发自用，余电上网”的工商业分布式光

伏项目基本已实现平价上网，公司已前瞻并判断光伏发电平价上网是必然趋势，针对平价上网已

提前布局。近两年来公司投资电站项目时，已剔除光伏补贴的影响，以平价上网的角度出发进行

项目的筛选及立项，提前、更快速地适应光伏发电市场化，并获取和积累了充沛的屋顶资源。公

司将充分利用在手及潜在的屋顶资源，以自投或者收购的方式继续增加优质自持电站规模，进一

步巩固在分布式领域的行业地位，保持发电业务收入和利润的稳定增长。 

（二）光伏产品业务方面，根据公司电站业务发展对光伏产品的需求及市场行情的变化情况，

以实现效益最大化为原则，合理确定产销量； 

（三）分布式光伏项目开发及服务业务方面，根据公司屋顶资源开发容量和客户需求，在预

计达到公司认可的收益率的前提下开展业务； 

（四）依托现有分布式客户积极稳步推动将分布式光伏电站与储能技术、充电桩技术相结合

的智能化充电站业务，积极探索分布式光伏产业的新型经营模式。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1、公司自 2020 年 1月 1日起执行财政部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收入》(以下

简称“新收入准则”)。根据相关新旧准则衔接规定，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首次执行日执行

新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追溯调整本报告期期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执行新收入

准则对公司 2020年 1月 1日财务报表的主要影响如下： 

      

项  目 
合并资产负债表 

2019年 12月 31日 新收入准则调整影响 2020年 1月 1日 

预收账款   4,873,423.92  -4,873,423.92  

合同负债  4,873,423.92 4,873,423.92 

 

项  目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2019年 12月 31日 新收入准则调整影响 2020年 1月 1日 

预收账款       5,225,145.61    -5,225,145.61  

合同负债        5,225,145.61   5,225,145.61 

 

2、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财政部于 2019 年度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3 号》，

该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