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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862                           证券简称：银星能源                           公告编号：2020-008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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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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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星能源 股票代码 000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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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正科 杨建峰 

办公地址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西夏区六盘山西

路 166 号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西夏区六盘山西

路 166 号 

传真 0951-8887893 0951-8887893 

电话 0951-8887882 0951-8887920 

电子信箱 lzkmlt@126.com tombeyond@163.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业务范围未发生变化，公司主要从事新能源发电和新能源装备工程业务，其中：新能源发电包括风力

发电和太阳能光伏发电，截止到2019年12月末，建成投运风电装机容量140.68万千瓦，建成投运太阳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5

万千瓦；新能源装备工程业务主要包括塔筒制造、风机组装、齿轮箱维修、风电及煤炭综采设备检修等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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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政策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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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2019 年 
2018 年 

本年比上

年增减 
2017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1,356,564,109.45 1,194,889,968.52 1,194,889,968.52 13.53% 935,041,607.26 979,779,964.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8,928,405.17 53,154,184.72 53,154,184.72 -45.58% -188,613,747.39 -179,294,079.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2,713,984.52 53,001,370.14 53,001,370.14 -0.54% -160,407,500.36 -157,928,605.4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14,440,011.29 753,003,465.20 753,003,465.20 -18.40% 449,410,453.30 497,913,723.0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10 0.0753 0.0753 -45.55% -0.2671 -0.253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10 0.0753 0.0753 -45.55% -0.2671 -0.253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1% 1.92% 1.92% -0.81% -7.04% -6.15%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

上年末增

减 

2017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总资产 9,352,754,458.53 9,750,298,256.17 9,750,298,256.17 -4.08% 9,178,830,293.31 10,020,581,086.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620,870,914.65 2,597,730,284.76 2,597,730,284.76 0.89% 2,586,492,475.76 2,857,068,300.03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2019 年，财政部发布《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 号)、《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

务报表格式（2019 版）的通知》（财会〔2019〕16 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本公司在编制 2019 财务报表

时，采用追溯调整法，对 2018 年度的财务报表项目进行了调整。本次调整仅是报表格式的变化，对资产总额和利润总额不

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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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6,447,103.11 361,159,955.66 317,913,461.56 371,043,589.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831,182.67 33,677,866.15 -16,137,450.56 5,556,806.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135,485.65 34,228,991.70 -15,033,224.67 25,382,731.8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0,740,059.15 85,748,262.81 214,055,582.12 233,896,10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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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982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64,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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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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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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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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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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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铝宁夏能源

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0.23% 284,089,900 204,766,107   

张扬 境内自然人 0.77% 5,435,926 0   

林文威 境内自然人 0.32% 2,250,200 0   

中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九

泰锐益定增灵

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32% 2,238,936 0   

王林伟 境内自然人 0.29% 2,024,300 0   

王治星 境内自然人 0.26% 1,802,400 0   

武盼盼 境内自然人 0.22% 1,583,800 0   

朱刚 境内自然人 0.22% 1,560,000 0   

何丽红 境内自然人 0.21% 1,501,000 0   

李纯华 境内自然人 0.19% 1,328,9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中铝宁夏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与上述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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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19年，公司按照“低成本、高质量、机制优、效益好”的工作思路，加强安全生产管理，狠抓风电设备治理和营销工

作，公司基本面稳定持续向好。 

    1.合力攻坚，安全平稳有序。2019年公司坚持以“安全质量环保”为主线，强化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公司安全生产局

面总体稳定。全面推行安全生产走动式管理，落实领导干部包保班组责任制；持续深入开展“三抓三查严监管”工作，加大

重点区域、重点部位、重点环节的整治力度；规范固废、危废存放和无害化处置，严控污染物达标排放。 

    2.聚焦主业，持续挖潜增效。坚持聚焦新能源发电，健全完善备件集采共享、集中检修、统一运行调度管理模式，探索

实行“区域化运维+专项检修”生产方式，集中技术力量，系统治理设备故障，长停机组数量得到有效控制，故障弃电率下

降至创历史最低。全力推进AGC/AVC、风功率预测等涉网改造项目，减少两个细则考核；充分发挥专项检修基地集中检修优

势，重点开展重大消缺、故障抢修、工艺改进、技术攻关等工作。 

    3.抢抓市场，营销成果丰硕。坚持市场导向，抢抓机遇，积极营销增收。一是紧抓风电抢装机遇，获取优质订单，全年

生产销售塔筒211套，月产能及单日发货量均创历史最好成绩。二是精准制定交易策略，优化量价结构，成功取得跨区交易

电量7.79亿千瓦时，出清价格均高于基础电价；全年综合交易价格高于区内平均交易价格。 

    4.深化改革，推动管理提效。2019年公司强化集约管理，优化资源配置，管理效能得到逐步提升。围绕主业逐步整合内

部资源，实行物资采购集约化管理，整合业务及人员，成立物资采购组，进一步规范采购流程，加强物资统筹调配，全年物

资集采率达到94%以上，采购成本降低8%。优化绩效分配机制，实行差异化薪酬。通过风电小指标竞赛、区域对标以及项目

经理负责制等方式，将产量、成本及利润与绩效挂钩，达到过程管控、降本增效、激发动能的效果。健全内控体系，以规范

管理、防控风险为目标，组建专项工作组，启动内控管理提升工作，系统梳理了公司内控体系及质量技术标准，健全了公司

内控体系。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

年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

同期增减 

新能源发电 1,066,961,893.25 118,110,718.14 36.01% -3.14% -5.79% -2.05% 

风机设备制造 196,095,487.80 12,613,592.06 13.08% 599.09% 443.16% 11.77%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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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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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19 年，财政部发布《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 号)、《关于修订印发

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 版）的通知》（财会〔2019〕16 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本公司在编制 2019

财务报表时，采用追溯调整法，对 2018 年度的财务报表项目进行了调整。本次调整仅是报表格式的变化，对资产总额和利

润总额不产生影响。 

2.2017 年 3 月 31 日，财政部分别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2017 年修订）》（财会〔2017〕

7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2017 年修订）》（财会〔2017〕8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

计（2017 年修订）》（财会〔2017〕9 号），于 2017 年 5 月 2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37号——金融工具列报（2017 年修

订）》（财会〔2017〕14 号）（上述准则以下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告的企业，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 2019年 1月 1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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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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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查文件目录 

（一）载有公司负责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名并盖章的财务报表。 

（二）载有会计师事务所盖章、注册会计师签名并盖章的审计报告原件。 

（三）报告期内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载体上公开披露过的所有公司文件的正本及公告的原稿。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高  原 

                                                   2020年3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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