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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317                           证券简称：珈伟新能                             公告编号：2020-020 

珈伟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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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无法保证本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的原因 

声明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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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负责人丁孔贤、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吴童海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

员)罗燕声明：保证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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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不适用。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出具了“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段落”和“带强调事项段

落”的无保留意见报告。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对相关事项亦有详细说明，详见“第五节重要事项  五、董事会、监事会、独

立董事（如有）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请投资者注意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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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839735401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 元（含税），

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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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珈伟新能 股票代码 300317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雪芬 朱婷婷、余晓静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科苑南路 3099 号中国储能

大厦 33 层 ABD 

深圳市南山区科苑南路3099号中国储能大

厦 33 层 ABD 

传真 0755-85224353 0755-85224353 

电话 0755-85224478 0755-85224478 

电子信箱 jw@jiawei.com jw@jiawe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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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珈伟新能主要围绕新能源领域深耕细作。产品范围从新能源消费类产品逐步延伸到新能源工业类产品和服务，包括新

能源产品的系统集成和整体解决方案，并通过持续的技术革新和高质量的产品及交付能力，迅速扩大产业基础，建立了公司

的知名度和市场地位。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和经营模式未发生重大变化。公司以光伏电力、锂电储能和智慧照明为三大核心业务，并致力

促进板块间的协同创新、共同奋进逐步形成了产业融合发展的新格局。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业务情况如下： 

     光伏电力方面 

     2019年度，尽管在政策调整下，我国光伏应用市场有所下滑，但受益于海外市场的增长，中国光伏各环节产业规模依旧

保持了快速增长势头。2019年，中国光伏组件产量达到了98.6GW，占全球产量比重不断上升。2019年全国光伏发电量达2243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6.3%，光伏利用小时数1169小时，同比增长54小时。作为全球最大光伏产品制造国及出口国，中国光

伏装机量、发电量已连续多年位列全球首位。 

公司专注于光伏电站领域的EPC建设与投资运营，一直致力于光伏领域终端系统集成项目的开发与建设，公司注重技术

创新和模式创新，探索出光伏同渔业养殖、牧业养殖、农业种植相结合的渔光互补、牧光互补、农光互补等多种模式，充分

利用有限的土地资源，实现了综合成本更低、综合效益更大，系统效率更高的目标。公司通过审慎分析产业推动速度及趋势，

有序进行市场拓展，现已成为国内领先的光伏电站投资运营商之一。 

     智慧照明方面 

     2019年，全行业步入弱势大环境挤压下的新陈代谢整合过程，增速持续收窄，产业规模约6000亿元人民币，行业规模以

上企业数量及其营业收入均呈下滑趋势。受上述宏观经济形势和产业自身发展周期的综合原因影响，照明行业从前些年的高

速发展期步入近几年的平稳发展期。 

     公司是国内领先的光伏照明产品生产商，产品范围涵盖庭院照明、LED照明及智能家居。庭院照明产品主要有低压灯、

草坪灯、太阳能手提灯和其他类太阳能庭院照明应用方案； LED照明产品主要为吸顶灯、筒灯和轨道灯等室内LED系列照

明光源产品；智能家居产品主要为智能安防壁灯和智能安防感应灯等。公司采用直销为主、经销为辅的销售模式，建立了全

球性的销售和服务网络，通过KA全程营销的方式，紧贴客户需求，提供精准高质量产品服务；在国内，公司通过经销商的

渠道资源宽度进行销售网络覆盖，紧跟市场动向、满足多元化、高品质的市场需求。 

     锂电储能方面 

     2019年，尽管受补贴退坡等因素影响，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出现下降，但动力电池装机总量达62.37Gwh，同比增长

9.5%。上游动力锂电池的强劲需求，预示行业未来发展整体趋势不变。中长期来看，随着退坡政策影响的边际减弱及行业

逐步开放，新能源汽车产业正步入良性发展轨道。基于此，锂电池及储能系统未来依然具有较大发展空间。公司专注于高性

能锂离子电池及系统的研发、生产和销售，通过自建产线、并购及参股等方式向锂电储能领域加速迈进，重点聚焦动力电池

和电力、工商业储能产品和业务方向。公司生产的锂离子动力电池产品可应用于电动乘用车、电动两轮车、三轮车、四轮低

速车、电动大巴车、专用车及多种车型，为城市绿色出行提供了智能解决方案；储能电池可应用于大型储能电站、微电网储

能、家庭储能、充电桩储能、通信机站储能、商业CBD储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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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差错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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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0,958,962.88 1,689,529,470.79 1,689,529,470.79 -50.23% 3,437,118,616.94 3,310,128,616.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075,029,845.88 -1,989,691,761.93 -1,989,691,761.93 45.97% 314,820,335.16 289,855,535.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15,511,434.20 -1,974,255,694.78 -1,974,255,694.78 48.56% 304,180,573.32 279,215,773.3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391,020,525.23 321,773,589.35 321,773,589.35 21.52% 86,200,558.52 86,200,558.5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2802 -2.3694 -2.3694 45.97% 0.3685 0.3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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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2802 -2.3694 -2.3694 45.97% 0.3685 0.339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3.87% -50.33% -50.29% 6.42% 6.67% 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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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总额 4,314,741,869.72 6,869,161,203.70 6,869,161,203.70 -37.19% 9,024,282,576.56 9,024,282,576.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1,909,546,427.71 2,987,369,289.68 2,990,875,989.68 -36.15% 4,918,568,347.07 4,922,075,047.07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详见“第五节 重要事项    六、董事会关于报告期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重大会计差错更正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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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811,458.19 245,648,617.29 157,003,240.65 177,495,646.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9,371,972.58 1,787,878.56 -34,296,489.65 -1,013,149,262.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6,905,657.57 -2,247,965.71 -26,603,021.86 -959,754,789.0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0,738,775.42 -21,540,384.92 40,315,857.92 221,506,27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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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777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28,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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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振发能源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6.85% 225,465,413 0 

质押 225,465,413 

冻结 225,465,413 

阿拉山口市灏

轩股权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0.51% 88,225,597 0 质押 88,225,597 

上海储阳光伏

电力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0.17% 85,407,632 42,703,816 质押 85,407,447 

丁孔贤 境内自然人 8.75% 73,476,369 55,384,777 质押 71,773,952 

奇盛控股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6.30% 52,914,712 39,686,034 质押 52,914,712 

腾名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6.09% 51,108,375 38,331,281 质押 5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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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亮 境内自然人 1.15% 9,686,529 9,686,529 质押 9,686,529 

长江证券资管

－交通银行－

长江资管东湖

15 号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80% 6,756,811 0   

长信基金－工

商银行－聚富 9

号资产管理计

划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71% 5,942,219 0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39% 3,312,059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实际控制人为丁孔贤先生、李雳先生和丁蓓女士 3 名自然人，并作为一致行动人。丁蓓、

李雳为丁孔贤的女儿和女婿；奇盛控股有限公司为李雳全资拥有的香港公司；腾名有限公司

为丁蓓控制的香港公司；灏轩投资为丁孔贤控制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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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19年，在中美贸易摩擦、人民币汇率波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等问题的影响下，外部经济环境依旧存在着较强的不

确定性。公司管理层在董事会领导下，紧紧围绕公司中长期发展战略，将公司经营目标层层分解、逐级落实，抓效益降成本，

公司基本面稳定向好。 

报告期内，公司紧紧围绕企业发展战略及2019年经营计划，加快实现战略落地。在夯实光伏照明制造业务、光伏电站

EPC业务的同时，加大推进动力锂电储能等项目的投资建设，进一步完善绿色能源业务板块。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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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095.90万元，同比下降50.2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7,502.98万元，同比上升45.97%；净利润亏损的主

要原因系公司计提了大额的信用减值损失和资产减值损失。 

报告期内公司重点工作回顾： 

（一）智慧照明业务固本求新，继续保持市场领先地位 

智慧照明业务是公司传统主营业务。报告期内，公司巩固传统LED照明的基础上，持续开发生产新型智能家居照明产

品、智能安防壁灯、智能安防感应灯等智慧照明产品。公司智能安防产品可链接移动客户端，实现数据云存储，智能安防产

品支持Amazon Alexa, Google Assistant等数据平台。此外，依托太阳能光伏电池板的相关技术储备，持续开发移动能源光伏

储能系统，发掘和满足共享单车GPS、物联网芯片等模块的电力需求。 

（二）光伏电力业务适应变革，持续拓展海外市场 

在光伏电站领域，在政策环境发生变化的背景下，公司更新光伏组件相关技术，探索电站运营新模式，满足国家“平价

上网”的相关要求；另一方面积极寻求海外光伏市场机会。报告期内，公司初步推进光储一体化解决方案和智能微电网解决

方案；公司建设完善部分工业园光伏屋顶项目。与此同时，响应国家“一带一路”的号召，积极开发海外光伏EPC业务，已与

越南、南非等地区政府和企业达成合作意向。另外，公司还将推动已有光伏电站的资产多形式利用，提高电站资源的使用效

率。 

（三）动力电池调整策略，探索储能业务领域 

报告期内，公司将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深化执行全面进入动力电池与储能电池产业的战略举措。报告期内公司紧跟市

场和行业动向，整合锂电储能业务，优化资源配置，专注锂电池PACK业务。公司持续深耕细分市场，持续开发低速车、物

流车和特殊专用车的动力电池市场，已与相关行业优质客户达成合作；与此同时，报告期内公司积极探索信号基站、家庭储

能、用户侧储能、大型电力储能等锂电储能应用领域；公司发挥光伏电站EPC和储能产品的技术优势，加大海外储能业务市

场开拓，在南非光储一体化能源解决方案项目进展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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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D 草坪灯 331,197,325.59 83,931,931.08 25.34% -17.50% -4.42% 3.47% 

LED 照明 174,531,324.01 42,686,341.11 24.46% -50.58% -50.66% -0.03% 

光伏发电 256,798,725.91 132,244,463.99 51.50% -34.36% -44.82% -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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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报告期营业收入840,958,962.88元，同比下降： 50.23%，主要原因是EPC收入及照明业务收入减少。 

2、报告期营业成本571,150,434.73元，同比下降：56.2%，主要原因是营业收入减少。 

3、报告期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1,075,029,845.88，同比增长：45.97%。主要原因是营业收入减少及计提了

大额的资产减值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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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一）变更的内容：1、以企业持有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和“金融资产合同现金流

量特征作为金融资产分类的判断依据，将金融资产分类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

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以及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三类。2、将金融资产减值会计处理由“已发生损失

法”修改为“预期损失法”，要求考虑金融资产未来预期信用损失情况，从而更加及时、

足额地计提金融资产减值准备。3、调整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的会计处理，允许企

业将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进行

处理，但该指定不可撤销，且在处置时不得将原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累计公允价值

变动额结转计入当期损益。4、进一步明确金融资产转移的判断原则及其会计处理。

5、套期会计准则更加强调套期会计与企业风险管理活动的有机结合，更好地反映企

业的风险管理活动。根据新旧准则衔接规定，企业无需重述前期可比数。企业对于

首次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施行日所在年度报告期间的期初的留

存收益以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公司将于 2019 年 1 月 1 日起变更会计政

策，自 2019年第一季度起按新准则要求进行会计报表披露。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影

响公司2018 年度相关财务指标。  （二）变更等原因：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以

下简称“财政部” ）于 2017 年修订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

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及《企业会计准则第 37号——金融工具列报》（以上四项准则统

称“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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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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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规定，公司自 2019 年 1 月 1 日

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调整。 

珈伟新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24 日召开第三届董

事会第四十一次会

议、第三届监事会第

二十四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会计政

策变更的议案》  

对公司当期及前期

的总资产、负债总

额、净资产及净利

润无影响。 

（一）财务报表格式调整会计政策变更影响 1、资产负债表调整项目（1）将原“应

收票据及应收账款”拆分为“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2）将原“应付票据及应付账

款”拆分为“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3）新增“应收款项融资”项目，反映资产负债

表日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等。2、利润

表调整项目（1）将“资产减值损失”调整到“公允价值变动收益”之后、“资产处置收

益”之前；将“信用减值损失”调整到“公允价值变动收益”之后、“资产减值损失”之前。

利润表原为“减：资产减值损失”、“减：信用减值损失”，调整后为“加：信用减值损

失（损失以“-”填列）”、“加：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填列）”。（2）新增“以摊

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项目，反映企业因转让等情形导致终止确认以

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而产生的利得或损失。（3）明确债务重组损益不属于营业

外收支。3、现金流量表调整项目明确了政府补助的填列口径，公司实际收到的政府

补助，无论是与资产相关的还是与收益相关，均在“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

金”项目填列。4、所有者权益变动表调整项目  新增“其他权益工具持有者投入资本”

项目，反映企业发行的除普通股以外分类为权益工具的金融工具的持有者投入资本

的金额。本次财务报表格式调整仅对公司财务报表项目列示产生影响，对公司当期

及前期的总资产、负债总额、净资产及净利润无影响。 

珈伟新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于2019年8月29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

第四十五次会议、第

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九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会计政策

变更的议案》。 

对公司当期及前期

的总资产、负债总

额、净资产及净利

润无影响。 

（二）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会计政策变更影响 1、明确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适用范围，

将应遵循其他准则的交易排除在非货币资产交换之外。2、增加规范非货币性资产交

换的确认时点，即换入资产应在符合资产定义并满足资产确认条件时予以确认，换

出资产应在满足资产终止确认条件时终止确认。3、明确了不同条件下非货币交换的

价值计量基础和核算方法，增加相关信息披露要求等。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的修

订，对公司当期及前期的总资产、负债总额、净资产及净利润无影响。 

珈伟新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于2019年8月29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

第四十五次会议、第

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九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会计政策

变更的议案》。 

对公司当期及前期

的总资产、负债总

额、净资产及净利

润无影响。                                          

（三）债务重组会计政策变更影响  1、修订债务重组定义。强调不改变交易对手方

的情况下重新达成协议，不再以债务人发生财务困难、债权人作出让步为标准。明

珈伟新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于2019年8月29

对公司当期及前期

的总资产、负债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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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重组的债权和债务是指《企业会计准则第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规范的金

融工具，非金融工具不适用本准则。2、修订债权人受让的金融资产以外的资产成本，

不再以受让资产的公允价值计量，而以放弃债权的公允价值为基础进行计量。3、修

订债务人以资产清偿债务方式进行债务重组，不再考虑转让的非现金资产公允价值

与其账面价值之差，以所清偿债务账面价值与转让资产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量重

组损益。债务重组准则的修订，对公司当期及前期的总资产、负债总额、净资产及

净利润无影响。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

第四十五次会议、第

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九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会计政策

变更的议案》。 

额、净资产及净利

润无影响。 

（2）重要会计估计变更：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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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对前期会计差错追溯调整如下： 

（一）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原因 

（1）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华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源新能源”）按完工百分比法确认收入成本时存在跨期确

认情况，其中因2016年度承建的青海共和等光伏发电工程项目财务帐面记录的完工进度小于施工日志中记录的实际完工进度

等原因，导致2016年少记工程毛利3,783万元，2017年度多记工程毛利3,783万元。 

（2）2016年公司全资子公司金昌国源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源电力”）与电力使用单位签订了平销返利合同，未在2016

年按照实际消耗电量计提平销返利费用，而是在2017年实际支付时计入成本，导致国源电力2016年少记成本368.4万元，2017

年多记成本368.4万元。 

（二）前期差错更正的会计处理及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1）前期差错更正的具体会计处理 

针对前述的会计差错，公司对2016年度和2017年度的财务报表进行追溯调整，相应调整了2016年度和2017年度合并资产负债

表应收账款、存货、应付账款、应交税费和未分配利润科目；调整了2016年度和2017年度合并利润表营业收入、营业成本、

所得税费用和净利润科目。 

（2）前期差错更正对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公司对上述事项追溯调整了2016年度、2017 年度的财务报表，追溯调整对公司2016年度、

2017 年度合并财务报表相关项目产生的影响如下：   （单位：元）                                 

序号 合并资产负债表 追溯调整前金额 追溯调整金额 追溯调整后金额 

2016年12月31日 （"-"表示调减） 

1 应收账款 1,848,263,507.91 126,990,000.00 1,975,253,507.91 

2 存货 929,428,965.69 -80,173,400.00 849,255,565.69 

3 应付账款 1,224,166,173.00 12,670,600.00 1,236,836,773.00 

4 应交税费 38,316,194.27 5,674,500.00 43,990,694.27 

5 未分配利润 505,105,403.95 28,471,500.00 533,576,903.95 

（续） 

序号 合并利润表 追溯调整前金额 追溯调整金额 追溯调整后金额 

2016年度 （"-"表示调减） 

1 营业收入 2,794,131,906.61 126,990,000.00 2,921,121,906.61 

2 营业成本 2,025,559,573.46 92,844,000.00 2,118,403,573.46 

3 所得税费用 51,673,334.58 5,674,500.00 57,347,834.58 

4 净利润 312,464,641.51 28,471,500.00 340,936,141.51 

（续） 

序号 合并资产负债表 追溯调整前金额 追溯调整金额 追溯调整后金额 

2017年12月31日 （"-"表示调减） 

1 应交税费 106,024,560.98 -3,506,700.00 102,517,860.98 

2 未分配利润 768,581,370.81 3,506,700.00 772,088,070.81 

（续） 

序号 合并利润表 追溯调整前金额 追溯调整金额 追溯调整后金额 

2017年度 （"-"表示调减） 

1 营业收入 3,437,118,616.94 -126,990,000.00 3,310,128,616.94 

2 营业成本 2,515,840,400.81 -92,844,000.00 2,422,996,400.81 

3 所得税费用 103,633,958.46 -9,181,200.00 94,452,75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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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净利润 313,639,486.00 -24,964,800.00 288,674,68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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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不再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特殊目的主体、通过委托经营或出租等方式丧失控制权的经营实体： 

名称 变更原因 

金湖振合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 股权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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