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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徐国群、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马新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张颖

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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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80,618,120.03 8,342,125,519.19 4.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780,377,272.75 4,592,788,646.32 4.08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

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2,387,997.86 48,733,639.70  274.25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

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439,014,214.92 353,892,026.03 24.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7,321,253.42 56,822,621.39 229.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84,215,100.19 55,743,650.99 230.4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00 1.27 增加 2.7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0 0.09 23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

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551,785.00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

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

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1,999,170.39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48,04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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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85,318.18  

所得税影响额 -507,530.23  

合计 3,106,153.23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29,814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江苏省国信集团有限

公司 
325,000,000 52.59 325,000,000 无 0 国有法人 

江苏省沿海开发集团

有限公司 
75,000,000 12.14 75,000,000 无 0 国有法人 

盐城市国能投资有限

公司 
75,000,000 12.14 0 无 0 国有法人 

江苏省农垦集团有限

公司 
25,000,000 4.05 25,000,000 无 0 国有法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广发中证环保产

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1,574,300 0.25 0 未知  其他 

林东升 996,910 0.16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杜永忠 622,700 0.10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陈妙 615,076 0.10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施生雄 602,300 0.10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徐震 555,200 0.09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盐城市国能投资有限公司 75,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75,000,00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中证环

保产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 

1,574,300 人民币普通股 1,574,300 

林东升 996,910 人民币普通股 996,910 

杜永忠 622,700 人民币普通股 622,700 

陈妙 615,076 人民币普通股 615,076 

施生雄 602,300 人民币普通股 602,300 

徐震 555,200 人民币普通股 555,200 

谢少滨 483,100 人民币普通股 483,100 

叶燕红 449,200 人民币普通股 449,200 



江苏省新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 

4 / 8 

 

都兴斌 387,500 人民币普通股 387,5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江苏省国信集团有限公司、江苏省沿海开发集团有限公

司、江苏省农垦集团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均为江苏省人

民政府。除上述情况外，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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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

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2020年1-3月，公司控股的新能源发电项目发电量合计7.63亿千瓦时，同比增加23.86%；上网

电量合计7.29亿千瓦时，同比增加24.69%；实现营业收入43,901.42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4.05%；

营业成本21,782.66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1.05%；2020年1-3月，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18,732.13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29.66%。公司2020年一季度业绩同比上涨，主要原因有：

（1）2019年12月，灌云风电100MW项目50台风机全部并网，公司装机容量同比增加；（2）今年一

季度江苏地区风资源、光照资源较好，平均风速和光照强度都高于上年同期，风电、光伏项目发

电量增加；生物质发电上年同期进行大型检修，本期上网电量同比增长，加之本期生物质燃料收

购价格较低，品质较好，生物质发电利润同比增长；（3）本期收回应收可再生能源电价补贴，冲

减前期计提的坏账准备；（4）根据新收入准则，将国家可再生能源电价补贴部分的应收款从应收

账款重分类至合同资产，并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制定合同资产信用减值损失确认方法，对合同资

产计提坏账准备，由此影响当期损益。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主要原因见下：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合并资产负债表 

项目 

2020 年 3月 

31日 

2019年 12月 

31日 

变动比

例（%） 

情况说明 

应收账款 162,532,945.56 1,142,961,873.12 -85.78 

因执行新收入准则，本

期有“应收账款”重分

类至“合同资产”，上

年不追溯调整 

预付款项 8,556,831.73 2,668,076.40 220.71 
本期预付货款、费用增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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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货 24,661,849.88 45,676,246.19 -46.01 
本期生物质公司燃料库

存减少 

合同资产 1,202,107,165.41  不适用  

在建工程 116,374,798.06 66,647,439.08 74.61 本期风电项目投入增加 

递延所得税资产 6,340,505.90 11,612,009.33 -45.40 本期坏账准备冲回 

其他非流动资产 339,003,182.04 152,207,381.09 122.72 本期预付设备款增加 

短期借款 113,122,013.89 25,033,229.17 351.89 本期新增信用借款 

预收款项  372,901.62 -100.00 

因执行新收入准则，本

期“预收款项”重分类

至“合同负债”，上年

不追溯调整 

合同负债 390,144.00  不适用  

应交税费 37,944,522.70 23,663,266.58 60.35 
本期应交增值税和企业

所得税增加 

递延所得税负债 56,597.22  不适用  

 

合并利润表项目 2020 年 1-3月 2019年 1-3月 
变动比

例（%） 
情况说明 

研发费用  2,002,837.06 -100.00 本期未发生研发支出 

其他收益 17,018,902.58 12,098,947.81 40.66 
本期政府补助和增值税

退税增加 

投资收益 1,772,781.50 251,169.77 605.81 

本期使用暂时闲置募集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取得

投资收益 

信用减值损失 54,154,497.10 -18,576,037.63 不适用 
 

营业外收入 220,754.23 438,362.67 -49.64 
因参考基数较小导致比

例变动较大 

所得税费用 26,101,162.99 9,343,502.75 179.35 

本期有子公司已过免税

期，开始缴纳企业所得

税 

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87,321,253.42 56,822,621.39 229.66 

2019年末，灌云风电项

目投产，公司装机容量

同比增长；本期受风况、

光照等天气情况影响，

上网电量增加；生物质

燃料收购价格较低，质

量较高，燃料成本同比

下降；可再生能源补贴

款的收回冲减坏账准

备；国家可再生能源电

价补贴部分的应收款从

应收账款重分类至合同

资产，并根据新金融工

具准则制定合同资产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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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减值损失确认方法，

对合同资产计提坏账准

备，由此影响当期损益 

其他综合收益的

税后净额 
334,216.26 -399,242.42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 0.30 0.09 233.33 
本期利润增加，股本不

变 

 

合并现金流量表

项目 
2020 年 1-3月 2019年 1-3月 

变动比

例（%） 
情况说明 

销售商品、提供劳

务收到的现金 
320,623,077.49 229,733,844.63 39.56 

本期收到可再生能源补

贴；上网电量增加 

收到的税费返还 13,879,263.60 8,464,605.94 63.97 本期增值税退税增加 

收到其他与经营

活动有关的现金 
2,804,528.98 5,634,607.95  -50.23 

本期收到的利息收入减

少 

经营活动现金流

入小计 
337,306,870.07 243,833,058.52  38.34 

本期收到可再生能源补

贴；上网电量增加；收

到的增值税退税增加 

购买商品、接受劳

务支付的现金 
90,986,621.20 137,893,875.20 -34.02 

本期生物质公司燃料采

购减少 

支付的各项税费 32,224,528.50 21,923,524.40 46.99 
本期实际缴纳的税额增

加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82,387,997.86 48,733,639.70  274.25 

本期收到可再生能源补

贴；上网电量增加；购

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

的现金减少 

收回投资收到的

现金 
760,000,000.00 330,000,000.00 130.30 

本期公司使用闲置募集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

期收回投资本金 

取得投资收益收

到的现金 
2,289,849.99 1,753,771.68 30.57 

本期公司使用闲置募集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取得

投资收益 

处置固定资产、无

形资产和其他长

期资产收回的现

金净额 

 1,500.00 -100.00 
上期公司处置废旧固定

资产 

投资活动现金流

入小计 
762,289,849.99 331,755,271.68 129.77 

本期公司使用闲置募集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

期收回投资本金并取得

投资收益 

购建固定资产、无

形资产和其他长

期资产支付的现

金 

258,439,727.41 107,888,269.23 139.54 
本期在建工程项目购置

设备增加 

投资支付的现金 700,000,000.00 280,000,000.00 150.00 本期公司使用闲置募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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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投资活动现金流

出小计 
958,439,727.41 387,888,269.23 147.09 

本期公司使用闲置募集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以

及在建工程项目购置设

备支付的现金增加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96,149,877.42 -56,132,997.55 不适用 

 

取得借款收到的

现金 
151,506,197.00 29,000,000.00 422.44 

本期母公司新增流动贷

款 

筹资活动现金流

入小计 
151,506,197.00 29,000,000.00 422.44 

本期母公司新增流动贷

款 

偿还债务支付的

现金 
22,645,069.17 38,371,345.00 -40.98 

本期子公司归还项目贷

款减少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85,656,150.10 -57,532,100.11 不适用 

 

汇率变动对现金

及现金等价物的

影响 

473,621.35 -557,697.69 不适用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2017年5月12日，公司控股股东江苏省国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集团”）出具了《关

于消除或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该承诺函中，关于国信集团持有的大唐国信滨海海上风力发

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唐滨海”）40%的股权的承诺，超期未履行完毕，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0年1月11日披露的《江苏省新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消除或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履

行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02）。 

2020年2月21日，公司收到国信集团发来的《关于大唐国信滨海海上风力发电有限公司相关事

项的说明及潜在同业竞争问题解决措施》，国信集团就前期出具的《关于消除或避免同业竞争的

承诺函》中，关于大唐滨海股权对外转让的承诺未能按期履行的情况，向江苏新能的投资者诚恳

致歉，并提出后续解决措施如下： 

1、国信集团同意将所持有的大唐滨海全部股权委托给江苏新能进行管理，江苏新能收取委托

管理费用，直至所持有的大唐滨海全部股权对外转让。 

2、国信集团同意将在本措施提出之日起24个月内完成转让所持有的大唐滨海全部股权的事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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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根据《大唐国信滨海海上风力发电有限公司章程》，大唐滨海控股股东中国大唐集团新

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唐新能源”）享有优先购买权，如其在法定期限内行使优先购

买权，即消除潜在同业竞争； 

（2）如大唐新能源放弃优先购买权，在满足提高上市公司资产质量、增强上市公司持续盈利

能力、降低上市公司收购风险的基础上，国信集团同意将所持有的大唐滨海全部股权优先转让给

江苏新能； 

（3）如江苏新能放弃优先受让权，国信集团同意将所持有的大唐滨海全部股权向其他方转让。 

上述解决措施公司已于2020年2月22日在《江苏省新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消除

或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履行情况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007）中披露。 

出具上述解决措施后，国信集团积极推进相关工作。一方面，国信集团已经与公司签署了《股

权托管协议》，将其持有的大唐滨海的股权委托给江苏新能管理，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的《江

苏省新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署<股权托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22）；另一方面，国信集团正在筹备股权转让前的审计评估等工作。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

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2020年一季度，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8,732.13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229.66%，根据与2019年上半年财务数据的初步对比，预计2020年半年度，公司净利润可能仍会有

较大增幅。 

风险提示：公司未来业绩状况与风速、光照强度等自然资源状况、行业政策、生物质燃料市

场价格变化等多项因素相关，若某项因素发生较大变化，可能带来公司未来业绩不及预期的风险，

敬请投资者关注。 

 

公司名称 
江苏省新能源开发股份有

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徐国群 

日期 2020年 4月 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