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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862                           证券简称：银星能源                           公告编号：2021-001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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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51-8887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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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经营模式及业绩驱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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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2月末，公司建成投运的风电装机容量140.68万千瓦，建成投运的太阳能光伏发电装机容

量6万千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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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发

电业务采用电量销售结算经营模式，新能源装备业务采用订单模式。报告期内，公司通过抵债方式收购中卫市振发寺口光伏

电力有限公司100%股权，增加光伏发电装机容量1万千瓦，新能源装备业务业绩驱动主要来源于市场订单增加。 

    2.报告期内公司所属行业的发展阶段、周期性特点以及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目前清洁能源已成为国家能源结构优化的重要支撑，即将进入增量替代阶段，在国家能源战略规划及碳中和目标的推动

下，清洁能源必将迎来更大的发展机遇。截止2020年末，公司在宁夏区内新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占比为4.88%，在宁夏地区处

于行业第4位。 

    3.未来的发展规划 

    在新能源发电方面，公司将通过存量提效和增量带动的方式，提升新能源发电的盈利能力；新能源装备方面，重点开展

风电装备产业链的升级、业务链的延伸及业务优化等工作，做强做优产业链。 

    4.报告期内新能源补贴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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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公司收到电费补贴3.51亿元，本期转回信用减值损失1722万元；报告期末尚欠电费补贴14.76亿元，增加当期财

务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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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2020 年 2019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8 年 

营业收入 1,201,865,887.77 1,356,564,109.45 -11.40% 1,194,889,968.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4,300,768.14 28,928,405.17 18.57% 53,154,184.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8,964,435.25 52,713,984.52 -64.02% 53,001,370.1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56,561,981.52 614,440,011.29 -9.42% 753,003,465.2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86 0.0410 18.54% 0.075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86 0.0410 18.54% 0.075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0% 1.11% 0.19% 1.92%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8 年末 

总资产 8,933,984,596.11 9,352,754,458.53 -4.48% 9,750,298,256.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655,899,641.61 2,620,870,914.65 1.34% 2,597,730,28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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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206,230.90 339,193,452.89 316,852,446.25 289,613,757.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318,408.90 20,310,777.96 4,241,270.33 4,430,310.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092,697.98 15,204,122.79 2,281,173.34 -3,613,558.8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5,988,850.51 119,965,487.51 213,136,683.52 187,470,95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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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656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53,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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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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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状态 数量 

中铝宁夏能

源集团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40.23% 
284,089,9

00 
204,766,107   

阿拉丁能源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53% 

10,813,10
0 

   

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华泰柏瑞

中证光伏产

业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72% 5,075,200    

王治星 
境内自然

人 
0.47% 3,334,100    

张志英 
境内自然

人 
0.34% 2,396,500    

陈莉 
境内自然

人 
0.29% 2,047,600    

李川城 
境内自然

人 
0.26% 1,864,860    

王裕民 
境内自然

人 
0.25% 1,793,600    

武盼盼 
境内自然

人 
0.22% 1,583,800    

刘艳 
境内自然

人 
0.21% 1,481,9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不适用。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

况说明（如有） 

    报告期末，股东王治星通过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

公司股份 1,183,50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0.17%；股东张志英通过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份 878,20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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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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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公司通过持续深入抓主业、抓管理、抓落实，实现公司生产经营的稳健发展。全年在电量营销、设备治理、产

业转型、管理提升等工作中取得了积极成果，加强了内控风险防范，提升了公司现代企业治理能力。 

    1.安全局面持续稳定。以体系建设为主线，以“三抓三查严监管”为抓手，以风险防范、隐患治理、查处违章为重点，

进一步完善安全生产保障和监督体系，优化三级安全网，筑牢横纵立体的防护网。 

     2.治理攻坚挖潜增效。新能源发电实行“区域运行、专项检修、集中调度”的生产管理模式，有效推动区域间安全联

保、技术互通、人才互流、物资共享，协同攻坚能力有效提升。一方面集中优势资源，持续优化投入产出，按照一区一策的

原则，有针对性的开展设备攻坚治理，全年设备提效20小时以上；错峰开展线路、变电站及升压站的检修，故障损失电量同

比减少1500万千瓦时；持续发挥检修中心集中检修优势，集中解决大部件更换、频发性故障、技术攻关等难题，减少非停损

失11小时。 

    3.装备制造实现转型。装备制造业牢牢把握风电抢装潮机遇，全力拓展塔筒、风机总装市场，多措并举抢抓优质订单，

在项目经理责任制推动下，装备制造在产业务单元联动协同，经济效益和产能产量均创历史新高。 

    4.深化改革增活力。为加强集约化管控要求，根据风电场区域布局和调度归属关系，将风电场优化为7个调度区域，成

立新能源检修中心，进一步提升新能源发电后市场业务拓展能力；同时结合改革工作要求，持续优化三类人员结构比例，压

缩劳务用工，提高劳动生产率，将管理用的司机、保洁、保安等岗位劳务工全部辞退，由正式职工替代，减少用工成本；以

发电产业实施场站承包制和装备产业实施项目经理负责制为抓手，将成本、利润与绩效挂钩，严格过程成本管控，提高人员

成本意识，促进生产向精细化管理转变；持续开展风电、装备两个产业物资集中采购，梳理搭建采购业务流程，节约生产成

本约700万元。 

    5.全面对标管理找差距。以降本增效为主基调，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向行业先进学习，向先进管理学

习，找准短板差距、细化落实措施，降本增效及重要指标稳中有升，围绕利用小时、度电成本、劳动工效、成本控制等重要

指标全要素对标，设备健康状况达到近三年最佳水平。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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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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1,386,459.74 99,530,622.82 30.27% -9.89% -15.73% -5.74% 

风机设备制造 161,417,477.23 12,511,676.07 22.20% -17.68% -0.81% 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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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退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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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财政部2017年颁布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以及于2018年颁布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

—租赁》，按照上述会计准则的修 订要求，公司已对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了相应变更，上述会计政策变更事项已经八届二

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执行新租赁准则

并变更相关会计政策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23）、《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执行新收入准则并变更相关会计政

策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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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2020年9月27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受让股权以冲销部分债权的议案》，完成收购

中卫市振发寺口光伏电力有限公司100%股权工作，属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具体详见公司于2020

年9月29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受让股权以冲销部分债权的公告》及《中卫市振发寺口光伏电力有限公司2019年度审

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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