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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862                           证券简称：银星能源                           公告编号：2019-053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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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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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 0951-8887882 0951-8887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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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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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667,607,058.77 575,953,640.99 626,794,857.45 6.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9,509,048.82 46,729,350.05 59,317,186.18 -33.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42,364,477.35 54,612,638.85 66,785,099.18 -36.5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66,488,321.96 125,341,493.85 146,552,400.32 1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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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60 0.0662 0.0840 -3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60 0.0662 0.0840 -33.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1% 1.79% 2.05% -0.5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9,474,338,811.27 9,750,298,256.17 9,750,298,256.17 -2.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630,410,336.18 2,597,730,284.76 2,597,730,284.76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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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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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中铝宁夏能源集

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0.23% 284,089,900 204,766,107   

信诚基金－工商

银行－国海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0.67% 4,711,648 0   

中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九泰锐

益定增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32% 2,238,936 0   

王林伟 境内自然人 0.27% 1,897,500 0   

林文威 境内自然人 0.26% 1,801,700 0   

武盼盼 境内自然人 0.22% 1,583,800 0   

朱刚 境内自然人 0.22% 1,536,200 0   

何丽红 境内自然人 0.21% 1,501,000 0   

李纯华 境内自然人 0.20% 1,432,500 0   

钱晓红 境内自然人 0.15% 1,030,712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中铝宁夏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与上述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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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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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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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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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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19年上半年，公司认真贯彻落实“两会”精神，紧紧围绕年度任务目标,持续深入抓主业、抓管理、抓落实，在电量

营销、设备治理、产业转型发展、基础管理提升等工作中取得了积极成果。 

    1.抓安全生产保稳定大局。年初即成立了安全环保监督部，实现安全环保、生产质量的监督和保证体系两分开，强化了

职能管理。紧紧围绕《公司2019年安全环保质量三大攻坚战实施方案》，逐级签订安全环保目标责任书，扎实推进CAHSE体系

系统化、规范化建设，加大问题整改落实；大力开展走动式管理，狠抓安全薄弱环节，紧盯两个现场，严抓反习惯性违章，

承包商管理、风险辨识、固废处置等工作，加强安全环保质量督查督办力度，对现场违章严格考核。结合春检、两抓两查等

专项活动，先后共查出各类问题隐患190条，整改率100%；完成所有场站危险废物暂存间改造，取得新能源装备制造基地所

有项目环保手续，办理排污许可证；加大安全培训力度，开展各类培训14次，培训人员1700人次。坚持每周三利用下班时间

组织现场班组开展作业风险、安全规章制度专项培训，确保各类规章制度入脑入心。 

2.抓主业治理保利润贡献。按照坚持做优做强风电主业目标，积极与区内风电场站对标，落实精细化管理要求，开展小

指标竞赛，补短板，强弱项；积极优化资源配置，创新管理模式，实行备件共享、集中检修、统一运行的集约管理；积极转

变设备治理思路，推动“两个转变”：一是做好场站和线路预防性试验和技术监督工作，强化输变电设备巡检和定期检修，

实现由“点（机组）”向“线（线路）”“面（场站）”的转变；二是完善风机检修工艺标准，提升检修质量，实现由应急抢修

作业向预防性作业转变。实行场站岗位轮换，组织集中技术培训，提高检修质量和消缺能力。 

3.抓业务整合促转型升级。以装备工程公司为依托，统筹进行业务整合，实行项目责任制管理，取得积极效果。一是塔

筒外部订单成效显著，针对外部市场环境，结合左旗20万项目供货计划，合理安排生产，积极承揽市场订单，上半年取得水

电四局30MW、华电海源100MW外部塔筒生产订单，充分利用现有人员和设备，与左旗塔筒项目穿插作业，满足各个项目供货

要求。二是高质量开展煤炭检修服务业务，上半年实现检修收入同比增加800万元以上，同时积极开展两个检修基地建设及

后续发展规划调研工作。三是持续推动与东气战略合作，同步探讨研究拓展后续合作业务。四是稳步开展齿轮箱、减速器及

大部件等专用设备的检修。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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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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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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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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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于2018年8月12日召开七届八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参股公司股权并转制为分公司的议案》，以200万

元人民币的价格折价收购株式会社石桥制作所持有的石桥增速机（银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石桥公司）35%股权；以180

万元人民币的价格折价收购野村贸易株式会社持有的石桥公司15%股权；以45.395万元人民币的价格折价收购宁夏锐捷传动

科技有限公司所持有的石桥公司3.125%股权。本次股权收购已完成，石桥公司更名为宁夏银星能源装备工程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装备工程公司）且纳入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目前公司已采用吸收合并的方式将装备工程公司转制为分公司。 

    2.公司于2018年9月12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现金收购风电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以31,249.22万元收购中铝宁夏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夏能源）持有的银仪风电50%股权、宁夏能源持有的陕西丰晟

能源有限公司100%股权、宁夏能源持有的陕西西夏能源有限公司51%股权。收购完成后，银仪风电、陕西丰晟成为公司全资

子公司，陕西西夏成为公司成的控股子公司，同时陕西丰晟和陕西西夏纳入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高原 

 
2019年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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