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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31                           证券简称：天顺风能                           公告编号：2019-071 

天顺风能（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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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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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顺风能 股票代码 002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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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波 王昕宇 

办公地址 
上海市长宁区长宁路 1193 号来福士广场

T3，1203 室 

上海市长宁区长宁路 1193 号来福士广场

T3，1203 室 

电话 021-52310063 021-52310067 

电子信箱 lvbo@titanwind.com.cn wangxinyu@titanwind.com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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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477,190,566.21 1,616,373,851.54 53.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34,025,547.62 241,317,962.98 38.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315,738,204.38 222,680,000.21 41.7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8,999,026.97 -134,424,684.00 129.0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9 0.14 35.7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9 0.14 35.7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20% 4.85%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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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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06,330,154.12 12,766,542,088.43 6.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439,093,839.29 5,220,903,119.18 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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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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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天神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9.81% 530,352,000 0 质押 278,430,000 

REAL FUN 

HOLDINGS 
LIMITED 

境外法人 20.98% 373,248,000 0 质押 216,000,000 

鹏华资产－浦

发银行－华宝

信托－华宝－

银河 6 号集合

资金信托 

其他 2.61% 46,456,959 0   

青岛金石灏汭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29% 40,727,282 0   

全国社保基金

一零四组合 
其他 1.90% 33,888,830 0   

青岛城投金融

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1.67% 29,761,904 0   

兴瀚资产－兴

业银行－兴业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其他 1.61% 28,625,105 0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华安核心优

选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1.39% 24,762,951 0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易方达新丝

路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1.34% 23,774,708 0   

新疆利能股权

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34% 23,77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1、金亮是 Real Fun Holdings Limited 的唯一股东，并持有新疆利能的部分股权；严俊旭是

上海天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唯一股东；金亮系严俊旭的妻弟。2、本公司未知上述其他

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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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顺风能（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3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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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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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天顺风能（苏

州）股份有限公

司 2016 年面向

合格投资者公

开发行公司债

券（第一期） 

16 天顺 01 112405 2021 年 06 月 21 日 1,531.1 5.00% 

天顺风能（苏

州）股份有限公

司 2017 年面向

合格投资者公

开发行公司债

券 

17 天顺债 112567 2020 年 08 月 13 日 40,000 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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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末增减 

资产负债率 59.13% 58.16% 0.97%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5.07 5.51 -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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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19年上半年，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强，保护主义有所抬头，贸易摩擦蔓延升级，对全球经济增长造成负面影响。中国

上半年GDP同比增长6.3%，经济运行整体平稳，但仍面临着比较严峻的内、外部风险挑战，下行压力犹存。 

     报告期内，海外风电行业呈现出一定增长态势。根据美国风能协会（AWEA）发布的数据，2019年上半年美国风电新增

装机容量为157.7万千瓦，同比增加52.8%。根据欧洲风能协会（WindEurope)发布的数据，2019年上半年欧洲风电新增装机

容量为490.6万千瓦，同比增加10.2%；其中陆上风电297.9万千瓦，同比减少10.6%；海上风电192.7万千瓦，同比增加72.1%。

国内风电产业延续“抢装潮”下的回暖趋势。根据国家能源局的行业统计，2019年1-6月，全国新增风电装机容量909万千瓦，

同比增长14.5%；全国风电发电量2,14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1.5%；全国平均风电利用小时数1,133小时，同比下降10小时；

全国平均风电利用率95.3%，平均弃风率4.7%，弃风率同比下降4.0个百分点。 

     报告期内，公司各项业务稳健发展，实现营业收入247,719.06万元，同比增加53.26%；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33,402.55万元，同比增加38.42%。 

     （一）新能源设备制造 

     经过2018年对太仓、包头、珠海生产中心的改扩建，公司塔筒板块产能较去年同期有所提升，推动了风塔及相关产品产

销量的上升。报告期内，公司风塔及相关产品生产量22.24万吨，同比增加43.39%；销售量20.38万吨，同比增加21.74%。此

外，为顺应国内风电产业发展趋势，强化风塔主业竞争优势，公司在山东鄄城投资建设塔筒工厂，计划年产能10万吨，预计

将于今年底完工投产。 

     2019年上半年，中厚板价格先涨后跌，整体水平与去年同期相比有所降低；汇率方面，1-6月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走势相

对平稳。 

    
     2019年上半年，由于行业需求有所回暖，叠加风电设备大型化的长期趋势，国内大型风电叶片的供应出现了一定程度的

紧缺。公司将持续关注叶片市场的整体供求和区域发展状态，并结合自身的客户开拓情况，适时进行叶片板块的产能扩张。

报告期内，公司叶片生产量86套，销售量89套；模具生产量13套，销售量13套。 

     （二）新能源开发 

     报告期内，公司发电业务板块上网电量56,796.10万千瓦时，实现销售收入27,805.35万元，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8.84%。

截至半年报披露日，公司2019年新增并网容量为215MW，累计并网容量680MW，在手已核准项目199.4MW。截至本报告披

露日，公司已并网项目具体信息如下表所示： 

项目名称 项目容量（MW） 完成并网时间 

山东菏泽鄄城项目 150 2019年8月 

山东菏泽李村二期 50 2019年4月 

河南南阳桐柏项目 100 2019年4月（2018年底并网85MW） 

山东菏泽李村一期 80 2018年6月 

新疆哈密风电项目 300 2016年2月 

     （三）智慧能源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智慧能源板块已经组建了90多人的基础团队，分布于深圳、上海、北京、武汉四个城市，覆盖

了市场分析、产品开发、产品销售、解决方案、采购交付的完整业务链。报告期内，天顺智慧能源重点打造的天顺风能太仓

工厂微电网示范项目稳步推进，为探索轻资产运营模式、提升项目示范意义，天顺智慧能源为本项目引进了第三方投资，目

前已完成三方协议的签署和项目前期准备。未来公司将继续加快在智慧能源领域的布局，聚焦产品研发、项目储备和队伍建

设，探索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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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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说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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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新设全资孙公司东明新能源、天顺菏泽，控股孙公司苏州清洁能源，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天顺风能（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严俊旭 

 

2019年8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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