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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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 2020年半年度无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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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闽能源 600163 *ST闽能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段静静 彭蕾 

电话 0591-87868796 0591-87868796 

办公地址 福州市鼓楼区五四路华城国际（北楼）23层 福州市鼓楼区五四路华城国际（北楼）23层 

电子信箱 zmzqb@zmny600163.com zmzqb@zmny6001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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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46,374,527.37 9,021,938,039.29 4.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226,916,816.29 3,258,037,732.77 -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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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116,422.75 262,719,051.50 -34.11 

营业收入 445,765,789.53 292,641,299.71 52.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0,695,386.91 54,998,905.37 155.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21,447,742.18 62,659,870.26 93.8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3391 1.9694 增加2.369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33 0.0326 155.5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19 0.0315 1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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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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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省投资开发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国有法人 68.76 1,161,550,784 689,837,758 无 0 

海峡产业投资基金（福建）

有限合伙企业 
其他 1.53 25,763,163 0 无 0 

福建华兴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52 25,602,143 0 无 0 

福建省水利投资开发集团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1.01 16,991,027 0 未知   

福建省铁路投资有限责任公

司 
国有法人 0.95 16,101,977 0 无 0 

福建华兴新兴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0.76 12,881,581 0 无 0 

福建省招标采购集团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0.64 10,849,001 0 未知   

孙贞兰 境内自然人 0.54 9,038,000 0 未知   

福建省冶金工业设计院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0.39 6,545,618 0 未知   

陈爱群 境内自然人 0.27 4,540,000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福建省投资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和海峡产业投资

基金（福建）有限合伙企业、福建华兴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福建

省铁路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福建华兴新兴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存在

关联关系，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

定的一致行动人；公司控股股东和其他股东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也不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

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

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

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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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上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严峻考验和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公司围绕全年

工作目标，克服重重困难，积极作为，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业务发展各项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

果。 

3.1.1主要生产经营情况 

截至 2020年 6月 30 日，公司控股并网装机容量 70.75万千瓦，公司下属各项目累计完成发

电量 86,192.68 万千瓦时，比去年同期 57,780.02 万千瓦时增长 49.17%；累计完成上网电量

83,831.33万千瓦时，比去年同期 56,089.95 万千瓦时增长 49.46%。2020年 1-6 月，公司实现

营业收入 44,576.58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52.32%；实现利润总额 18,560.19万元，比上年同期

增长 125.81%；实现净利润 16,178.53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 170.19%；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4,069.54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55.81%。 

3.1.2主要工作开展情况 

（1）全力做好防疫情、保生产工作 

报告期内，公司成立了应对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对加强疫情防控、安全生产等工作进行

周密安排，压紧压实防控主体责任，科学有效落实落细防控措施，确保公司各已投产项目在疫情

期间保持正常生产经营，并于 2020年 3月初实现全面复工。在疫情防控常态形势下，公司继续坚

持常态化疫情防控不放松，切实守护员工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2）在建工程建设有序推进 

报告期内，福清马头山风电场项目 19 台风电机组和福清王母山风电场项目 19 台风电机组相

继全部并网发电；福清大帽山风电场项目完成 12 个机位的基础开挖、10 台风机基础混凝土浇筑；

平潭青峰二期风电场项目完成 17 台风机基础施工、15 台风机并网发电；莆田平海湾海上风电场

二期项目已完成 20 个风机基础施工、14 台风机吊装、12 台风机并网发电；富锦生物质热电项目

已完成锅炉钢结构吊装施工，正在进行锅炉设备安装，主厂房、行政服务楼、启动锅炉房正在结

构施工，其他各辅助系统已全面开展基础施工。公司参股的福建省充电设施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

司累计投运自建充电站 13 座、204 个桩，完成充电量 331.40 万千瓦时；收购充电站 52 座、480

个桩，完成充电量 599.96 万千瓦时。 

（3）重大资产重组成功实施 

自 2019 年 12 月获中国证监会核准后，公司积极推进发行股份和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的实施事宜，分别于 2020 年 2 月底完成标的资产中闽海电 100%股

权过户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于 3 月底完成本次购买资产发行的股份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登记手



续，并于 6 月下旬正式启动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工作，最终获得配售的投资

者共 6 家，募集资金总额 5.6 亿元；7 月 22 日，完成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定向可转换公司债券的

登记工作。 

（4）安全生产保持平稳态势 

公司扎实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百日攻坚”专项行动和春季及防汛防台、消防安

全大检查，积极发动、广泛开展“安全生产月”和“5S”管理示范区评比活动，深入推进双重预

防机制建设工作，报告期内未发生安全生产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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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半年度报告全文“第十节财务报告”中“五、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之“44、重要

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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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张骏 

 2020 年 8 月 2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