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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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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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锐电 601558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波 于洪丹 

电话 010-62515566 010-62515566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59号

文化大厦19层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59号

文化大厦19层 

电子信箱 investor@sinovel.com investor@sinove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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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31,806,046.59 6,257,142,110.51 -6.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499,152,661.00 1,484,027,912.45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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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674,585.96 -299,384,236.96   

营业收入 155,467,358.86 309,190,079.92 -49.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7,467,934.52 4,046,650.34 331.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64,925,064.06 -148,733,843.6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1712 0.3115 增加0.859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029 0.0007 314.29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029 0.0007 31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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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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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连重工·起重集

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5.51 935,510,942   无   

北京天华中泰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7.96 480,000,000   无   

西藏新盟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70 283,634,200   无   

萍乡市富海新能投

资中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46 268,894,397 268,894,397 无   

西藏林芝鼎方源投

资顾问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24 75,046,550   无   

大连汇能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90 54,505,673 54,505,604 无   

李宝玉 境内自然人 0.24 14,686,050   无   

徐开东 境内自然人 0.21 12,544,338   无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

有限公司 
其他 0.18 10,931,332   无   

刘丽丽 境内自然人 0.16 9,910,25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未知上述前 10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未知上述

前 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之间，以及上述前 10名无限售

流通股股东和前 10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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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上半年，国家政策密集出台，推动国内风电加速步入平价上网时代。2019 年 1 月 7

日，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关于积极推进风电、光伏发电无补贴平价上网有关工作

的通知》（发改能源[2019]19 号）；5月 20日，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完善风电上网电价政策的通

知》（发改价格[2019]882 号）。按照政策要求，2021 年起，新核准的陆上风电项目将全面实现平

价上网，国家不再补贴；新核准海上风电项目全部通过竞争方式确定上网电价，2022年以后完成

并网的，执行并网年份的指导价。与此同时，为保障风电消纳，降低弃风限电率，5月 10日，国

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关于建立健全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保障机制的通知》（发改能源

[2019]807号），明确了各省区可再生能源消纳责任指标。在平价上网政策驱动下，预计 2019年、

2020 年，国内陆上风电装机量有望迎来快速增长；2019 年到 2021年，国内海上风电装机量有望

迎来快速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市场信心重新构建、可执行订单逐步恢复，自营风电场运行稳定、效益同比

明显提升，风电后运维服务业务稳定增长。公司紧抓行业发展有利契机，积极采取多种有效经营

措施，实现了整体稳中向好的经营态势。一方面，公司不断优化风力发电机组产品，提升技术研

发实力，为客户提供高可靠性、高性价比的产品和技术服务。另一方面，公司坚持打造集风资源

开发、风电场建设运营、风机研发制造、后运维服务、分布式电源于一体的全产业链布局，改变

单一风机制造业务，逐步拓展利润空间。同时，公司积极调整内部管理体系和组织架构，整合公

司人力、物力等资源，在对公司经营成本深刻分析的基础上，实施了一系列严控费用的措施，成

效显著；加大了闲置资产的清理、处置力度；加大诉讼、仲裁案件清理力度，为公司创造了更为

宽松的经营环境，大幅降低了公司的经营风险。报告期内，公司主要经营成果和重大事项如下： 

1、风电主机业务逐步恢复 

公司持续不断地开展技术产品研发和运维服务投入，逐步恢复了客户和市场对公司产品的信

心。陆续签订大唐海林威虎山二期 49.5MM项目和海城感王镇唐王分散式工程 11.5MW 项目，并有

望于下半年开始执行。 

2、技术研发实力不断提升 

在新产品开发方面，采用平台化与模块化开发思路，公司持续推进 SL2500、SL3.X 系列平台

化机组研发工作。公司 SL2500 平台推出的 SL2500/141 机组完成设计认证工作，该平台下的系列

化机组具有多叶轮直径、多塔架高度等技术特点，可响应市场复杂多样的需求，已获得第三方权



威机构颁发的设计认证，该机组是 SL2000/121后推出的大容量低风速产品，拓展了产品线对细分

市场的覆盖能力。SL3.X 平台重点从产品的柔性容量、机组智能化、发电量提升等方面进行了持

续的升级优化，该平台正在研发的产品 SL3300/156机组，主要针对陆上中低风速市场，可定制化

配置不同形式规格塔架，有效的支撑 SL3.X 平台实现全风区的覆盖，为开发国内低风速资源提供

更高发电性能及适应性的解决方案。在新技术应用方面，积极开展混塔、前馈控制算法和载荷数

字化平台等关键技术开发和应用研究。在后运维产品研究方面，推出了适合华锐风机特性的系统

性深度定检方案、针对不同机型、不同区域气候条件的可靠性提升方案，以及硬件、软件配合高

效的发电量提升方案、全新一代智慧风场软件及云平台产品，实现了风机和风电场的智能化、高

效化、数字化和移动化，同时，加快新技术在风电行业的应用，如 IOT 传感技术、4G/5G 新型无

线网络技术、边缘计算技术、大数据技术和信息化技术等，这些新技术的引入，大大提高了风机

控制系统和风电场管理系统的产品能力，提高风机发电效率和风电场综合管理水平。在技术认证

方面，SL2500/141 和 SL2000/130 风电机组获得中国质量认证中心(CQC)颁发的设计认证证书；

SL1500/90风电机组获得鉴衡认证中心（CGC）颁发的型式认证证书；智慧风场云平台服务能力认

证证书。报告期内，共申请专利 2项，软件著作权 13 项。公司参与编制的 NB/T 31041-2019 《海

上双馈风力发电机变流器技术规范》和 NB/T 31043-2019 《海上风力发电机主控制系统技术规范》

已经正式实施。 

3、风电后运维业务稳步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运维团队通过快速的响应机制、规范的市场管理模式、优质的服务产品，大

幅度提升了服务水平和客户满意度，提高了市场占有率，成功打造了风电后运维市场服务品牌和

集群。2019年上半年，公司后运维业务新增订单金额 1.6亿元，同比增长 27%。 

4、布局风电场建设运营，扩大利润增长点 

公司实现风电场自主管理运营以来，发电收入稳步增长，2019年上半年，博德项目实现发电

收入 7931.14 万元，成为公司的重要利润增长点。按照计划，博德项目五、六期也将在今年陆续

开工建设，届时，公司自营风电场规模将进一步扩大。 

5、分布式电源项目进展顺利 

分布式电源是公司全产业链布局中的延申一环，是拓展业务领域、增加业务收入、扩大利润

空间的战略布局。报告期内，公司完成分布式光伏项目建设、并网 1MW，新增分布式光伏项目核

准 8.7MW。 

6、费用控制成效显著 

报告期内，公司加强了费用管控力度，以全面预算管理为抓手，对整体费用开支进行严格管

控；加大闲置资产处置力度，降低日常经营支出；加大质保期内风电机组出质保工作力度，降低

质保期内费用支出。 

7、公司诉讼、仲裁案件数量大幅减少 

公司近年来加大了对诉讼、仲裁案件的清理力度，通过与各相关方积极沟通，促成包括超导

在内的多项法律纠纷达成和解与化解，为公司发展创造相对宽松的外部环境。报告期内，公司无

新增大额诉讼。 

面对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公司积极调整发展战略，紧抓陆地低风速、分布式、多能互补、

微电网以及海上项目蓬勃发展的有利时机，积极布局风电产业，致力于实现“以风电产品研发制

造为核心，集新能源产业投资、综合服务与金融服务为一体，多元化经营发展”的企业长期发展

规划。同时发挥自身在 2MW、3MW 及 5MW海上风电整机的技术优势，通过调结构、甩包袱、拓服务、

促增长等一系列措施提升公司综合竞争能力，公司将继续坚持以风电机组研发制造为核心，整合

业务体系，打造集风资源开发、风电场建设运营、风机研发制造、后运维服务、分布式电源于一

体的全产业链布局，并充分发挥资本运营平台的作用，不断优化公司的资产和产业结构，实现多

元化发展，创造更多盈利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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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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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