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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827                           证券简称：上能电气                           公告编号：2020-021 

上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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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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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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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能电气 股票代码 300827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陈运萍 万迎花 

办公地址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和惠路 6 号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和惠路 6 号 

电话 0510-83691198 0510-83691198 

电子信箱 stock@si-neng.com stock@si-neng.com 

2、主要财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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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52,045,306.29 374,660,139.56 -32.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0,358,041.15 31,061,514.22 -2.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14,055,874.42 29,380,809.22 -52.1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76,196,645.68 34,890,735.77 -605.0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731 0.5648 -16.2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731 0.5648 -16.2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02% 8.97% -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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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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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5,975,350.78 1,396,005,394.00 24.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797,652,889.24 411,193,165.60 93.98%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3,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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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强 境内自然人 21.34% 15,650,000 15,650,000   

段育鹤 境内自然人 13.64% 10,000,000 10,000,000   

无锡朔弘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8.86% 6,500,000 6,500,000   

陈敢峰 境内自然人 6.82% 5,000,000 5,000,000   

李建飞 境内自然人 3.41% 2,500,000 2,500,000   

无锡云峰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3.41% 2,500,000 2,500,000   

无锡华峰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3.07% 2,250,000 2,250,000   

赵龙 境内自然人 2.73% 2,000,000 2,000,000   

无锡大昕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52% 1,850,000 1,850,000   

苏民投资管理无

锡有限公司－苏

民无锡智能制造

产业投资发展合

伙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52% 1,850,000 1,85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吴强、公司实际控制人吴超为父子关系。吴强持有朔弘投资

48.95%的出资份额、云峰投资 33.00%的出资份额、华峰投资 40.89%的出资份额、大昕

投资 62.65%的出资份额，为云峰投资、华峰投资、大昕投资唯一执行事务合伙人。吴

超亦持有朔弘投资 4.90%出资份额，为朔弘投资唯一执行事务合伙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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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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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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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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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报告期内经营情况概述： 

2020年初， 受新冠疫情影响，国内项目建设延后，海外项目暂停发货，造成公司一季度收入比去年同期下降 54.12%。

二季度随着国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国家出台多项政策大力支持新能源建设，公司二季度已完全恢复正常生产，二季度收入

比去年同期增长1.35% 。 

报告期内，在新冠疫情严重影响全球经济的情况下，公司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技术为核心，持续加大研发投入，积极

开拓市场，狠抓内部管理，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5,204.53万元，较上年同比下降32.7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为3,035.80万元，较上年同比下降2.26%。 

报告期公司营业收入和利润水平同比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印度、越南等海外市场的新冠疫情在上半年还不稳定，造

成公司海外光伏业务项目的交货延迟至下半年。 

2、报告期内主要业务回顾 

报告期内，公司重点开展工作如下： 

（1）市场工作进展： 

报告期内，公司营销网络平台建设有序进行，随着大批中国光伏企业走出国门，公司将顺应行业发展，布局全球化营销

网络平台，不断开拓海外市场，积极有序推进全球化布局。 

  同时，公司深耕国内光伏市场，继续扩大市场份额。近期，国家电投、大唐、华能、中核、中广核、华电等发电集团2020

年光伏逆变器集中采购中标结果陆续公示，公司持续保持各大发电集团逆变器核心供应商地位，例如大唐集团集采中标结果

显示，公司独揽集中式、集散式逆变器标段共计1375MW，国家电投集采结果显示，公司同时中标集中式、集散式、组串式逆

变器部分标段共计1020MW等。 

依靠行业领先的研发技术，通过上半年出色的市场开拓，公司目前在手订单已超过6GW。 

（2）研发项目开展： 

报告期内，公司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技术为核心，持续进行研发投入，上半年研发投入占收入比达到10.43% 。 

光伏产品线，公司全新一代1500V 225KW组串式逆变器从研发走向市场，荣获TUV认证、中国电科院的高低压穿越认证等；

其他大功率集中、集散式逆变器持续优化升级；同时开展了更大功率逆变器的预研工作。 

储能产品线，公司进一步完善及优化储能变流器及储能电池集装箱整体解决方案。其中1500V 2.5MW中压储能变流器斩

获“2020 SNEC”十大亮点最高奖项太瓦级钻石奖。 

研发体系建设，公司进一步优化研发流程，进一步完善中试部配合研发项目转产工作；同时扩充研发队伍，加强研发队

伍的梯队建设。 

（3）人才梯队建设： 

截至2020年6月30日，公司拥有员工总数   584人，同比增长10.61%。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人员73人，占员工总数的  

12.5 %，大学本科学历人员197人，占比33%。6月底，公司新一批23名大学生入职报到，卓越未来人才计划得以顺利推进，

公司人才梯队得以继续加强。 

（4）无锡生产基地扩产： 

报告期内，公司正式启动了募投项目高效智能型光伏逆变器、储能双向变流器及储能系统集成产业化和研发中心建设项

目的开工建设。总建设面积21941平米，预计2021年5月完工，投入使用。 

（5）疫情防控工作： 

新年伊始，新冠疫情形势严峻，公司积极响应政府在防疫抗疫方面的统一部署，多方准备防疫抗疫物资，制定疫情期

间的各项卫生规范，对全体员工进行防疫抗疫知识教育培训，公司内部加强人员进出管理，有序、安全地组织复工复产工作。

截至三月底，基本实现生产经营的正常化，公司上下高效工作，抢回因疫情耽搁的各项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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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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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无锡思能智慧科技有限公司，报告期内新设全资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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