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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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陈波、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杨宁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王婧茹保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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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42,286,703.36 9,128,351,516.52 31.92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3,658,900,298.86 3,323,768,827.94 10.08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409,695,155.72 399,673,438.93 2.51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800,115,938.94 839,062,392.21 -4.64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92,945,592.77 234,684,148.93 -17.78 

归属于上市公司 193,790,517.78 234,662,980.24 -17.42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5.65% 8.64% 减少 2.9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0930 0.1214 -23.39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0918 0.1214 -24.38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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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

金额（1-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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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3,455.68 2,392,505.48 

系融资租赁贴息款、重点

项目开工奖励款、稳岗就

业政府补助款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

和支出 
-211,848.01 -3,321,550.22 

系保险理赔款和防疫物

资捐赠支出 

所得税影响额 -358,133.65 84,119.73  

合计 1,753,474.02 -844,92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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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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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元荣泰投资管

理（宁夏）有限公

司 

625,671,237 30.17 0 质押 289,341,47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北京嘉实龙博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 
393,209,043 18.96 0 质押 392,800,00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宁夏比泰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

伙） 

194,600,000 9.38 0 无 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Goldman Sachs   

Investments 

Holdings（Asia）

Limited 

131,338,405 6.33 0 无 0 境外法人 

百年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传

统自营 

98,305,944 4.74 0 无 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国金鼎兴通汇（厦

门）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43,700,000 2.11 43,700,000 无 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宁夏金融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 
34,900,000 1.68 34,900,000 无 0 国有法人 

宁夏国投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宁

夏产业引导基金

管理中心（有限公

司） 

29,100,000 1.40 29,100,000 无 0 国有法人 

陈波 26,746,788 1.29 0 冻结 14,696,556 
境内自然

人 

宁夏国有资产投

资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18,900,000 0.91 18,900,000 无 0 国有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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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元荣泰投资管理（宁夏）

有限公司 
625,671,237 人民币普通股 625,671,237 

北京嘉实龙博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393,209,043 人民币普通股 393,209,043 

宁夏比泰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194,6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94,600,000 

Goldman Sachs   

Investments Holdings

（Asia）Limited 

131,338,405 人民币普通股 131,338,405 

百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传统自营 
98,305,944 人民币普通股 98,305,944 

陈波 26,746,788 人民币普通股 26,746,788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0,808,745 人民币普通股 10,808,745 

李哲 9,890,000 人民币普通股 9,890,000 

赵继伟 7,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7,500,000 

张建军 7,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7,5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陈波（实际控制人）控制金元荣泰投资管理（宁夏）

有限公司及北京嘉实龙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宁夏

国有资产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宁夏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控

股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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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数（元） 期初数（元）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351,535,919.28 221,557,098.39 58.67 
主要系本期公司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收到可再生能源补贴

款所致。 

应收票据 29,450,000.00 19,000,000.00 55.00 主要系本期收到可再生能源补贴款所致。 

预付款项 460,617,606.79 299,765.57 153,559.28 主要系本期预付投资款增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 33,736,376.93 20,075,049.62 68.05 
主要系本期缴纳临时用地耕地占用税及增值税即征即退款增

加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663,196,948.99 99,311,643.80 567.79 主要系本期国债逆回购交易尚未到期回款所致。 

在建工程 1,962,092,127.86 264,687,143.90 641.29 主要系本期在建工程有序推进，工程投入增加所致。 

递延所得税资产 3,514,560.17 2,590,567.00 35.67 
主要系本期计提信用减值损失及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确认递延

所得税资产增加所致。 

应付账款 653,759,895.16 328,745,907.11 98.86 主要系本期应付项目工程设备款增加所致。 

预收款项 22,322,416.19 0 - 主要系本期预收客户租赁款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871,818.70 7,122,961.52 -87.76 主要系上年末计提年终奖所致。 

其他应付款 72,520,110.75 39,229,620.02 84.86 主要系本期应付往来款增加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

债 
660,240,937.46 487,400,115.37 35.46 主要系本期项目借款增加所致。 

应付债券 1,062,785,267.60 0 - 主要系本期公司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所致。 

长期应付款 1,721,446,521.25 936,973,372.31 83.72 主要系本期新增融资租赁款所致。 

利润表项目 本期数（元） 上年同期数（元）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税金及附加 3,396,596.25 1,597,062.52 112.68 主要系本期附加税增加所致。 



其他收益 9,766,090.06 1,962,047.65 397.75 主要系本期增值税即征即退款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361,580.48 - - 主要系本期国债逆回购交易投资收益增加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874,754.86 -184,084.96 375.19 主要系本期被投资方公允价值变动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5,285,199.64 -2,574,940.78 105.26 主要系本期计提信用减值损失增加所致。 

营业外收入 2,495,066.82 30,775.50 8,007.32 
主要系本期收到融资租赁贴息款、重点项目开工奖励等政府

补助所致。 

营业外支出 3,424,111.56 5,453.14 62,691.56 主要系本期新冠疫情捐赠所致。 

所得税费用 17,086,144.78 13,096,218.75 30.47 主要系本期部分项目税收优惠已到期，所得税增加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数（元） 上年同期数（元）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502,639,638.03 -108,449,494.44 -1,285.57 主要系本期项目建设投资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201,232,103.20 -526,690,357.49 328.07 主要系本期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和增加项目借款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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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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20年 7月，根据公司经营发展需要，公司通过简易程序注销了控股子公司河北泽恺新能

源有限公司。 

2、2020年 8月，根据公司经营发展需要，公司分别认缴出资 1,000万元，成立了一级全资子

公司宁夏顺博新能源有限公司、宁夏恺阳新能源有限公司、宁夏博阳新能源有限公司。根据《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该投资事项的决策权限属于董事长权限，无需提交董事会审议亦未达到披

露标准。 

3、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证监许可〔2020〕1512号《关于核准宁夏嘉泽新能源

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核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总额 13亿元可转

换公司债券，期限 6年。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为人民币 100元，发行数量

为 1,300,000手（13,000,000 张），按面值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300,000,000.00 元。

公司 13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自 2020年 9月 17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嘉泽

转债，债券代码：113039。 

4、报告期内，公司以自有资金 54,000万元人民币受让宁波源旭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宁夏宁

柏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宁柏产业投资基金”）20.732%的合伙份额，以自有资

金 10,860万元人民币受让宁夏开弦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宁柏产业投资基金 4.17%的合伙份额。截

至目前，公司持有宁柏产业投资基金 25.829%的合伙份额，相关工商变更手续已办理完毕。详见公

司于 2020年 8月 31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披露的《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受让宁夏

宁柏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合伙份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68）。 

5、2020年 9月 9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披露了《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

划出售西北地区部分风电资产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0-076）。公司将根据该事项进展

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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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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名称 
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 

法定代表人 陈波 

日期 2020年 10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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