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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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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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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闽东电力 股票代码 000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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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宏  倪晓睿 

办公地址 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蕉城南路 68 号东晟 
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蕉城南路68号东晟泰

丽园 1 号楼 3 层 

传真 （0593）2098993 （0593）2098993 

电话 （0593）2768805  （0593）2768888 

电子信箱 yehong5690@163.com nixiaorui@126.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2021年，公司所处区域降雨增加，水力发、售电量增加。公司管理团队和全体员工凝心聚力，按照年度工作计划，加强

公司治理、稳妥推进电力主业改革、加强经营管控、积极处置低效资产、落实降本增效各项措施，同时，加快推进项目建设、

狠抓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本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为58305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21363万元，增幅57.83%；实现营业利润12301万元，较上年

同期增加21446万元，增幅234.51%；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2014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20084万元，增幅248.88%，主

要系本报告期发售电量较上年同期增加。 

（1）电力板块 

本报告期公司完成完成水力发电量99192万千瓦时，较上年同期57987万千瓦时增加41205万千瓦时，增幅71.06%；完成

水力售电量97623万千瓦时，较上年同期56267万千瓦时增加41356万千瓦时，增幅73.50%；主要原因系本报告期降雨量增加，

使发、售电量较上年同期增加；公司完成风力发电量34582万千瓦时，较上年同期29979万千瓦时增加4603万千瓦时，增幅

15.36%；完成风力售电量33880万千瓦时，较上年同期29231万千瓦时增加4649万千瓦时，增幅15.91%，主要原因系虎贝风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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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2月转入正式经营期。 

（2）地产板块 

本公司拥有一家全资子公司宁德市东晟房地产有限公司，开发地产项目“泰丽园”、“泰怡园”、“泰和园”等项目均

获得市场认可。本报告期实现营业收入4465万元较上年同期137万元增加4328万元。主要原因系本年完成泰丽园办公楼出售，

确认相关收入。 

2021年主要财务项目变动如下： 

项目 2021年度 2020年度 增减额 幅度 附注 

营业收入 583,046,446.16  369,419,936.20  213,626,509.96  57.83% 主要系电力行业确认的销售收入增加。 

营业成本 311,832,338.65  262,642,657.15  49,189,681.50  18.73% 主要系水费、水资源费及职工薪酬较上

年增加。 

税金及附加 11,142,914.87  5,609,990.40  5,532,924.47  98.63% 主要系电力行业确认的销售收入增加，

计提的税金及附加相应增加。 

销售费用 4,281,603.72  3,866,857.54  414,746.18  10.73% 主要系房地产业销售相关支出较上年同

期增加。 

管理费用 135,421,888.33  121,864,768.95  13,557,119.38  11.12% 主要系本年职工薪酬等较上年增加。 

财务费用净

额 

47,492,185.75  47,590,089.65  -97,903.90  -0.21% 主要系本报告期平均借款余额较上年同

期减少。 

其他收益 4,082,674.73  7,309,062.33  -3,226,387.60  -44.14% 主要系本报告期收到的稳岗补贴较上年

同期减少。 

投 资 收 益

/(损失) 
39,811,521.82  -10,029,286.37  49,840,808.19  496.95% 主要系本报告期确认参股公司牛头山水

电、宁德厦钨、精信小贷及屏南稀土投

资收益较上年增加。 

信用减值损

失 
10,048,339.35  -1,573,988.54  11,622,327.89  738.40% 主要系本报告期环三实业收回法院执行

款690万元，本部收回爱建证券案件执行

款458万元，冲回坏账准备。 

资产减值损

失 
-8,518,671.73  -15,837,494.91  7,318,823.18  46.21% 主要系本报告期闽箭霞浦计提风机主轴

承减值准备834万元，上年同期东晟地产

计提泰和园车位存货跌价准备1583万

元。 

资产处置收

益 

4,710,599.23  838,823.17  3,871,776.06  461.57% 主要系本报告期本报告期完成幸福楼房

产处置，资产处置收益增加。 

营业外收入 2,324,233.06  4,353,976.17  -2,029,743.11  -46.62% 主要系本报告期收到的赔偿款较上年同

期减少。 

营业外支出 5,037,820.82  2,223,144.21  2,814,676.61  126.61% 主要系本报告期非流动资产报废损失及

赔偿款支出较上年同期增加。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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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9 年末 

总资产 4,340,276,025.75 4,217,428,991.91 2.91% 3,813,331,633.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031,539,915.04 1,911,017,978.79 6.31% 1,991,714,895.85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 583,046,446.16 369,419,936.20 57.83% 596,851,05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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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0,143,222.59 -80,696,917.06 248.88% 105,480,248.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9,498,165.57 -91,354,117.65 176.08% 39,104,215.1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42,093,098.32 403,139,273.25 59.27% 162,237,545.7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6 -0.18 244.44% 0.2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6 -0.18 244.44% 0.2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09% -4.14% 10.23% 5.44%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78,739,431.83 167,902,507.12 161,242,421.82 175,162,085.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494,088.51 84,060,249.31 61,309,590.39 -7,732,528.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1,960,138.07 56,927,472.36 61,345,109.43 -26,814,278.1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6,489,798.11 94,718,519.57 286,487,204.58 224,397,576.06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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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73,417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68,881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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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宁德市国有资

产投资经营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47.31% 
216,673,88

3 
18,203,883   

福建省投资开

发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国有法人 12.58% 57,588,572 0   

温州启元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启元涵泷稳

健 1 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66% 3,010,000 0   

温州启元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启元优享 28

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25% 1,150,000 0   

周欢 境内自然人 0.19% 879,3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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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海波 境内自然人 0.16% 742,000 0   

周文 境内自然人 0.15% 693,089 0   

佘小红 境内自然人 0.14% 628,200 0   

华泰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12% 554,165 0   

UBS AG 境外法人 0.12% 542,144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前十名股东中，股东宁德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也

不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公司未知其他流

通股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也未知其他流通股股东是否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

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温州启元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启元涵泷稳健 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通过信用交易担

保证券账户持有 3010000 股；公司股东温州启元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启元优享 28 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1500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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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董事长：郭嘉祥 

 

 

2022 年 3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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