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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34                                证券简称：西子洁能                          公告编号：2022-063 

西子清洁能源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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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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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子洁能 股票代码 002534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杭锅股份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濮卫锋 鲍瑾 

办公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大农港路 1216 号 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大农港路 1216 号 

电话 0571-85387519 0571-85387519 

电子信箱 002534@xizice.com 002534@xizic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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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3,510,942,813.01 2,789,761,012.49 25.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98,112,490.13 254,352,812.25 -61.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元） 
45,375,504.08 225,732,327.47 -79.9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44,724,231.01 183,866,623.67 -396.2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4 0.34 -58.8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4 0.34 -58.8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70% 7.45% -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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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71,365,513.67 13,940,811,337.38 8.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595,319,084.79 3,637,381,104.10 -1.16%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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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西子电梯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9.01% 288,349,956 0   

金润（香港）有限公

司 
境外法人 21.89% 161,784,000 0   

杭州市实业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3.59% 100,476,000 0   

王水福 境内自然人 2.01% 14,884,073 11,163,055   

全国社保基金 

一一四组合 
其他 1.35% 10,000,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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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广 

发诚享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66% 4,887,868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富 

国天惠精选成长混合

型证券投资 

基金（LOF） 

其他 0.41% 3,000,090 0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28% 2,074,429 0   

富国基金－中国人寿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分红险－富国基金国

寿股份均衡股票型组

合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可供出售） 

其他 0.13% 965,163 0   

何伟校 境内自然人 0.11% 843,220 843,22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西子电梯集团有限公司、股东金润（香港）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

人均为王水福先生。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人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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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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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万元） 
利率 

西子清洁能源装备

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 

西子转债 127052 
2021 年 12 月

24 日 

2027 年 12 月

23 日 
110,998.88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票面

利率设定为：第一年 

0.30%、第二年 0.50%、

第三年 1.00%、第四年 

1.50%、第五年 1.80%、

第六年 2.00%。 

（2） 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流动比率 1.2086 1.2810 

资产负债率 73.33% 71.21% 

速动比率 0.9749 1.0605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5,204.43 22,573.23 

EBITDA全部债务比 2.03% 5.40% 

利息保障倍数 4.55 17.31 

现金利息保障倍数 -15.89 14.33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6.52 20.80 

贷款偿还率 100.00% 100.00% 

利息偿付率 100.00% 100.00% 

 

三、重要事项 

1、经营情况概述 

2022 年公司坚守实业，聚焦主业，坚持以客户为中心、以奋斗者为本，持续突破发展，力争实现

持续高质量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51,094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25%，实现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9811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61%。 

报告期内，公司新增订单 38.6 亿元，其中余热锅炉新增订单 14.6 亿元，清洁环保能源装备新增订

单 5.6 亿元，解决方案新增订单 15.2 亿元，备件及服务新增订单 3.2 亿元。截至 2022年 6月底，公司实

现在手订单 77.4 亿元。 



西子清洁能源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5 

2、储能领域发展及对外投资情况 

依托熔盐储能技术，公司将在光热发电、储能、火电灵活性改造、零碳园区等更多能源利用场景

开展应用。报告期内，公司承接了绍兴绿电能源有限公司绿电熔盐储能示范项目。该项目通过消纳风光

绿电，利用熔盐储能供热系统及汽轮发电系统实现对园区供热、供电，并可全负荷顶峰满足电网需求响

应，是双高行业绿色零碳转型试点。公司将持续助力双高行业进行节能零碳转型，推进清洁能源建设，

实现能源利用清洁、零碳、高效。 

  同时，公司积极参与新一代光伏电池技术及其他储能技术路线研究开发，确立在储能领域的先发优

势。目前已储备熔盐储能、全钒液流电池、氢燃料电池、固体储热等核心技术。报告期内，公司收购了

兰捷能源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51%股权，拥有世界尖端的、浸没式高压电极锅炉技术。此外公司受

让了赫普能源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4%股权，未来将共同深入参与火电灵活性调峰储能改造多种解

决方案。 

  

西子清洁能源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______________                                 

王水福                               

     二〇二二年八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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