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司代码：600642                                                  公司简称：申能股份 

 

 

 

 

 

 

 

 

申能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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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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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底总股本 4,912,038,316 股为基数，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80元（含税），预计分配

现金股利 1,375,370,728.48 元。尚余未分配利润 1,594,670,120.8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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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等多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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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煤发电均为大功率的高效先进机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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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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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风电、光伏发电等清洁能源领域取得显著成果，清洁能

源装机比重不断提高。截至 2020 年末，公司非水可再生能源控股装机容量达 214.5 万千瓦，占公

司总装机比重的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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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投资的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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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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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2019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8年 

总资产 76,298,435,588.90 67,944,070,511.90 12.30 59,662,307,412.87 

营业收入 19,708,858,717.41 38,841,303,798.99 -49.26 36,221,254,583.28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2,392,563,365.89 2,286,499,089.13 4.64 1,825,934,190.10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2,393,923,097.53 1,923,405,608.99 24.46 1,484,673,306.28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30,848,517,799.13 29,603,575,069.37 4.21 25,953,166,153.61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4,845,353,556.81 5,050,541,853.76 -4.06 2,767,981,053.91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487 0.483 0.83 0.401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487 0.483 0.83 0.401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 

7.91 8.22 减少0.31个百

分点 

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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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24,894,423.37 3,851,424,215.18 4,656,552,287.70 5,875,987,791.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453,072,167.28 702,812,154.75 795,188,346.16 441,490,697.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470,862,159.27 795,048,546.87 658,711,630.32 469,300,761.0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382,837,374.10 1,581,852,837.98 1,074,640,722.68 806,022,62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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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032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23,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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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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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604,821 490,463,782 9.98 0 无 0 国有

法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

有限公司 

-31,454,494 190,631,941 3.88 0 无 0 国有

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

公司 

-84,441,447 68,346,764 1.39 0 无 0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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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000 40,224,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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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

三组合 

未知 27,300,019 0.56 0 无 0 国有

法人 

叶利其 未知 14,473,726 0.29 0 无 0 境内

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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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公司积极应对疫情和经济形势变化，坚持疫情防控和生产经营“两手抓、两手硬”，

主动应对，因地制宜、因势利导狠抓各项经营工作。主要经营指标稳中提质、逆势上扬，同比均

实现正增长。其中主营业务收入、控股发电量等指标创下历史新高，燃煤成本同比明显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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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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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ingYuanEnergyDevelopmentPt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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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吴泾第二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控股子公司 一级子公司 5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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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申能电力销售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子公司 100.00% 

苏州申曜能源销售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子公司 100.00% 

邢台市申曜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子公司 100.00% 

山东申曜新能源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子公司 100.00% 

湖北申曜新能源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子公司 100.00% 

上海申桓新能源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二级子公司 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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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公司名称 子公司类型 级次 持股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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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州东田协合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子公司 100.00% 

灵宝协合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子公司 100.00% 

南召聚合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子公司 100.00% 

呼和浩特市国龙新能源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子公司 100.00% 

榆林协能鑫科光伏电力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子公司 100.00% 

西安磊创豪迈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子公司 100.00% 

枞阳县晨华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三级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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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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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申鑫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二级子公司 80.00% 

南通协鑫海上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三级子公司 72.00% 

如东协鑫海上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四级子公司 72.00% 

南通智鑫海上风电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三级子公司 68.00% 

如东智鑫海上风电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四级子公司 6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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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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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公司名称 子公司类型 级次 持股比例 

青海华扬晟源新能源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子公司 100.00% 

乌兰县华扬晟源新能源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三级子公司 100.00% 

风脉洁源（武汉）能源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子公司 100.00% 

岢岚县风脉新能能源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三级子公司 100.00% 

关岭卓阳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二级子公司 95.00% 

关岭卓申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二级子公司 95.00% 

申能新能源（内蒙古）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子公司 100.00% 

灌云永贯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子公司 100.00% 

宜城市申宜新能源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子公司 100.00% 

无为市申湖新能源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子公司 100.00% 

阿拉善盟天风新能源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子公司 100.00% 

沙洋楚伏新能源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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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合并范围的变更”以及本附注“九、在其他主体中

的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