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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30            证券简称：华西能源            公告编号：2021-042 

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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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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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西能源 股票代码 002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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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琳 李大江 

办公地址 四川省自贡市高新工业园区荣川路 66 号 四川省自贡市高新工业园区荣川路 66 号 

电话 0813-4736870 0813-4736870 

电子信箱 xl0757@163.com hxny@cwpc.com.cn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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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628,566,273.20 1,165,547,792.52 -46.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58,044,185.62 13,176,708.63 -1,299.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59,913,622.28 9,178,945.09  -1,842.1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9,235,028.21 223,784,327.62 -82.4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38 0.0112 -1,294.6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38 0.0112 -1,29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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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58% 0.39% -6.97%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12,332,476,213.79  12,419,837,727.04  -0.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344,034,323.35 2,481,358,760.81 -5.53%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77,173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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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黎仁超 境内自然人 23.05% 272,211,184 204,158,388 质押 216,200,000 

蒋忠平 境内自然人 1.88% 22,250,735 0  -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陕国投·持盈 27 号证券投资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1.16% 13,750,780 0   

沈杏女 境内自然人 0.95% 11,250,959 0   

丁煜康 境内自然人 0.76% 9,000,000 0   

曾训楷 境内自然人 0.55% 6,439,220 0   

周民 境内自然人 0.46% 5,442,300 0   

吴明亮 境内自然人 0.35% 4,100,000 0   

北京海通福瑞得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35% 4,100,000 0   

毛继红 境内自然人 0.33% 3,941,280 2,955,96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 10 名股东中，"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陕国投•持盈 27号证

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持有股份为黎仁超先生原通过二级市场增持

的股份；毛继红先生为公司董事总裁。除此之外，未知公司前 10 名股

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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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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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1）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

公司 2016 年非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第一期） 

16 华源 01 114010 2016 年 10 月 24 日 2021 年 10 月 24 日 40,000 7.50% 

（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末增减 

资产负债率 79.50% 78.53% 0.97%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0.17  1.58  -110.76%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 -2,110.20 17,444.62 -112.10% 

三、重要事项 

（一）公司主要业务、主要产品及其用途 

1.报告期内，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包括装备制造、工程总包、投资营运三大业务板块。 

2.公司主要产品及服务包括：高效节能锅炉、洁净燃煤锅炉、环保锅炉、新能源综合利用锅炉及其配

套产品的设计、制造和销售，以及基于节能环保、可再生能源、新能源综合利用电源建设等领域提供设计、

采购、供货、施工、安装调试、竣工验收等部分或全过程的工程总承包服务。 

（1）装备制造：专业从事高效节能锅炉、洁净燃煤电站锅炉、碱回收锅炉、垃圾焚烧发电锅炉、生

物质发电锅炉、高炉尾气发电锅炉、煤气锅炉、油泥沙锅炉，以及其他工业锅炉、余热锅炉、特种锅炉、

压力容器的设计、制造和销售。 

（2）工程总包：电厂EPC工程总包、电站BTG工程总包等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

承包等。 

（3）投资运营：长期股权投资、BOT项目、PPP项目投资建设运营、电厂投资建设运营。 

3.公司产品广泛运用于钢铁、冶金、化工、造纸、制糖、石油、建材等行业自备电厂和余热余能利用，

以及热电联产、电厂改造、城市生活垃圾发电、污泥处理、农林废弃物处理等节能环保、循环经济、新能

源综合利用等领域。 

公司致力于提供多元化的能源系统解决方案，努力开发并持续提供更高效节能、更洁净环保的能源动

力设备、能源转换技术及系统集成方案等服务，实现“水更清、天更蓝、人们生活更美好”的企业愿景。 

（二）公司经营模式 

电站锅炉及特种锅炉产品为非标、定制化的产品，具有单位价值高、生产周期长、质量控制严、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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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高等特点，需要根据客户需求、技术要求和项目所处环境、燃料类型等具体情况进行单独设计与生产，

产品等级、尺寸、性能、技术参数等差异较大，因此，锅炉行业内企业通常采用“以销定产”按订单签订

情况组织生产采购的经营模式。 

（三）主要的业绩驱动因素 

1.行业发展因素 

电站锅炉成套装备制造及电厂工程总承包行业具有技术密集型、资金密集型、人员密集型等特征，行

业准入门槛高。我国是世界电站装备制造和出口大国，是为数不多的具备生产大容量、高参数、超临界、

超超临界电站锅炉能力的国家之一。电站锅炉市场需求与下游发电企业机组投资建设情况密切相关，与国

家宏观产业政策、经济发展、环保、固定资产投资等宏观环境因素相关性较大。随着行业内主要企业产能

的扩张和环保要求的提高，行业竞争加剧。因此，宏观经济、市场需求、行业发展对锅炉企业经营绩效有

着十分重要的影响。 

2.公司自身发展因素 

公司是我国大型电站锅炉、大型电站辅机、特种锅炉研发制造商和出口基地之一。为国家高新技术企

业。公司具备自主研发设计、并可批量生产制造超临界成套锅炉的能力，为国内少数几家拥有超临界高新

锅炉技术研发和生产制造能力的企业之一。 

经过30多年的发展，公司先后已有多系列不同型号、不同等级的锅炉产品投运于全国各地及海外数十

个国家和地区，产品运行可靠、性能稳定，并创造了多个行业第一。公司产品在市场上树立了良好的品牌

形象，为公司赢得了良好声誉和客户的信任，对公司市场发展和提升经营业绩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四）报告期内公司主要经营情况 

上半年，面对复杂多变的经济金融形势和新冠疫情持续影响的严峻市场环境，公司经营管理层和全体

干部员工按照2021年度经营目标的要求，团结奋斗，克服重重困难，外抓市场、内抓管理，努力提升工作

效率，保证了公司各项生产经营活动的有序进行和持续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628,566,273.20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46.07%；营业利润

-188,639,566.47元，比去年同期下降1131.07%；利润总额-189,136,035.18元，比去年同期下降1100.45%；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58,044,185.62元，比去年同期下降1299.42%。报告期内，公司产品结构发

生较大变化，总承包项目占比减少，锅炉及配套产品占比增加，整体毛利率下降。 

报告期内，受疫情和宏观经济金融环境、市场需求等因素影响，新签订单明显减少、新开工项目同比

减少；在建项目执行进度放缓，部分项目暂停；完工交付产品同比下降，对2021年半年度的生产经营产生

了较大不利影响。融资难融资贵的局面未能得到改善；受资金限制，鹰潭泓腾铜加工项目终止，新型炼镁

材料等新业务项目实施进展缓慢，原材料采购和产品交付受到不同程度影响。多项不利因素综合作用导致

公司上半年营业收入、营业利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等经营指标同比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并产

生较大金额的亏损。 

1-6月，公司共签订各类订单合同累计金额3.69亿元，较去年同期下降73.43%。报告期内，产业结构

持续调整，传统火力发电项目市场需求下降，光热、风电、水电、核电等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继续提

高；行业内产能过剩、市场竞争剧烈。公司新签锅炉装备、工程总包订单同比均出现明显幅度的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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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昭通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并网发电，并完成整套机组72+24小时试运行。由公司研发设计的

印尼国华穆印煤电项目发电工程（国家能源集团印尼南苏电厂）2×150MW的煤粉锅炉连续安全运行1438天，

成为连续运行天数最长的煤电机组。公司垃圾焚烧CFB锅炉荣获“四川最具影响力诚信产品”称号。 

（五）主要财务数据同比变动情况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628,566,273.20 1,165,547,792.52 -46.07% 
受疫情和资金限制等不利因素影

响，完工交付产品同比下降。 

营业成本 579,037,505.00 979,083,593.62 -40.86% 
生产完工产品同比下降，营业成

本相应减少。 

销售费用 7,610,092.89  12,451,935.65 -38.88% 
受疫情影响与市场拓展相关的差

旅费、招待费同比减少。 

管理费用 80,525,801.44  72,097,224.08 11.69%  

财务费用 121,354,084.49  111,878,915.01  8.47%  

所得税费用       -30,079,705.36          7,035,455.63  -527.54% 
报告期内，利润总额减少且为较

大金额的负数。 

研发投入 35,928,928.51  37,733,981.59  -4.7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39,235,028.21        223,784,327.62  -82.47% 

报告期内，销售商品、提供劳务

收到现金大幅减少。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21,841,252.39       -747,875,546.46  83.71% 

报告期内，收到股权转让款；同

时，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

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减少。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54,367,600.47        479,431,906.36  -88.66%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减少；同时，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

的现金增加。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

加额 
     -28,334,779.77        -44,630,871.30  36.51%  

信用减值损失 -40,434,247.94 51,823,282.27 -178.02% 
报告期内加速回收应收账款款项

回笼。 

营业外收入 552,648.03 2,026,922.88 -72.73% 其他收入比上年同期减少。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47,179,979.35 23,149,800.00 103.80% 报告期内收到股权转让款。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

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

的现金 

159,721,231.74 777,719,041.44 -79.46% 
本报告期 PPP 项目工程建设进度

放缓。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1,718,400,000.00 2,471,400,000.00 -30.47% 本报告期新增借款减少。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

利息支付的现金 
66,948,449.08 13,978,093.64 378.95% 本报告期内偿还借款利息。 

公司报告期利润构成或利润来源发生重大变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利润构成或利润来源没有发生重大变动。 

（六）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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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2018年12月7日发出通知（财会〔2018〕35号），发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租赁》（以下简称“新

租赁准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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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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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其他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根据新租赁准则的要求，公司对原采用的相

关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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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法定代表人：黎仁超 

 

                    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二一年八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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