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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01     证券简称：韶能股份       公告编号：2019-041 

广东韶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一）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

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

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二）公司本次董事会应到董事九名，实到董事九名，未有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对半年报提出异议。 

    （三）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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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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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韶能股份 股票代码 000601 

变更后的股票简称(如有) 无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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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胡启金 何俊健 

电话 0751-8153162 0751-8153162 

传真 0751-8535226 0751-8535226 

电子信箱 shaonenggf@163.com shaonenggf@163.com 

    （二）主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

数据 

□ 是 √ 否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2,194,204,977.39   1,662,575,339.56   31.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53,787,959.28 203,958,502.78  73.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336,202,091.25 129,527,586.36  159.5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20,616,510.68 272,349,498.43  17.7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274 0.1888  73.4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274 0.1888  73.4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53 4.48 上升了3.05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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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61,751,158.69   10,018,911,888.30   6.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710,571,220.76   4,518,654,685.83   4.25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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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200户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 
无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广东韶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3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报告期末持股

数量（股）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冻结股份数量（股） 

股份 状态 数量 

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海利年年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5.09 163,092,397 0 - 0 

韶关市工业资产经营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4.43 155,949,490 0 - 0 

深圳日昇创沅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7.71 83,279,302 0 

质押 

83,279,302 
冻结及司法轮

候冻结 

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自有资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86 52,469,500 0 - 0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1.54 16,629,750 0 - 0 

华能资本服务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1.53 16,529,796 0 - 0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

托有限公司－外贸信

托·华资1号单一资金

信托 

其它 1.25 13,502,853 0 - 0 

诸毅 境内自然人 0.75 8,120,000 0 - 0 

杜影霞 境内自然人 0.66 7,161,100 0 - 0 

葛万来 境内自然人 0.64 6,849,041 0 -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的说明 

股东前海人寿—海利年年、前海人寿—自有资金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除此之外，公

司未知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办法》规

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

东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中的诸毅通过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股份 8,120,000股，期末持股数较期初减少 100,000股。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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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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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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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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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是 √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一）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循特殊行业的要求 

否 

一、概述 

基于公司基础经营条件和经营结构现状，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全力推进“开源节流”工作。“开源”

方面，公司强力推进已落实增量资产项目建设等工作，争取尽快发挥增量资产效益，同时继续抓好增量

项目的储备开发工作，增强发展后劲；“节流”方面，公司以《提升经营业绩综合行动方案》（下称《行

动方案》）作为指导思想和行动纲领开展工作，《行动方案》确立的指导思想和原则是：1、有效经营，

效率、效益优先，保障公司持续健康发展；2、创新挖潜、降本增效，提升存量资产营运效率、效益；3、

有效、高效解决经营中的问题。 

近年来公司大力发展生物质能发电及生态植物纤维制品（含本色消费类用纸）业务，以“降本、提

质、增效”为原则，经统筹规划，在建设生物质能发电项目的同时配套建设纸制品、生态植物纤维制品

项目，通过充分发挥热电联产的产业协同效应，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经营效益。 

（一）报告期内公司主营行业或产品生产经营情况分析 

1、电力 

    截至目前，公司水电装机 68万千瓦、生物质能发电装机 18万千瓦。 

（1）水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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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水电企业重点做好以下工作：一是做好区域内水情科学调度，最大限度地提升水能

利用率。通过科学合理的调度，在降雨量增加的年度，使公司水电企业年利用小时的增幅高于降雨量增

幅。报告期内，公司水电企业年利用小时增幅 82.96% ，与降雨量增幅相比提高了 6.6个百分点。《北

极星电力网》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上半年全国水电设备利用小时 1,674小时。公司水电企业 2019年

上半年利用小时 2,940小时,高于行业平均水平 76%。二是落实各项“提质、降本、增效”措施，严控

技改大修及非生产性费用支出。报告期内，公司水电企业技改大修费用同比下降 20%。 

报告期内，公司水电企业共实现售电收入 735,534,286.86元，同比增长 76.45%。 

（2）生物质能发电 

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生物质能发电业务的企业重点推动以下工作：一是做好各项生产经营管理工作，

提高年运营小时。《北极星电力网》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生物质能发电年运营小时5,087小时。2018

年公司生物质发电企业机组运营小时6,575小时，高于行业平均水平29%。2019年上半年，公司生物质能

发电企业运营小时3,669小时，同比增加411小时，增长了12.61%。二是利用各种资源平台，通过网购、

商超、直购等方式，拓宽采购渠道。在确保质量前提下，降低采购成本。上半年，生物质能发电的设备

等采购费用节约近1,100万元。三是采用“度电包干”的燃料收集组织管理模式，既能保障燃料质量及

供应，亦能减少“跑、冒、滴、漏”等情况发生，有效控制燃料成本。四是积极开展高新技术企业认证

工作，努力降低企业综合税负。五是积极争取生产技术改造项目政策奖补资金，拓宽企业资金来源渠道。 

    报告期内,公司生物质能发电企业共实现售电收入 307,062,421.69元，同比增长 24.81%。 

2、非电制造业 

（1）环保纸餐具 

报告期内，受中美贸易摩擦等因素的影响，公司从事环保纸餐具业务的企业在国外市场销售业务面

临挑战，针对这种情况，积极应对外部经营环境变化，重点推动以下工作：一是在海南省成立了销售公

司，加快国内市场的开发，同时加大非美国地区市场的开拓力度，扩大市场份额，其中上半年非美市场

占比提升了 14.2 个百分点。二是进一步壮大业务规模，发挥规模优势。报告期内，公司生态植物纤维

餐具业务增加产能规模 1.4万吨/年，在原有产能基础上增长 51.85%。三是推进新丰年产 6.8 万吨生态

植物纤维制品一期项目建设和投产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争取项目早日投入试生产：①狠抓机器手及集成

系统的采购，降低建设成本，提高投产后企业的经营效益。上半年，通过与多家单位询价，不断比对不

同厂家的产品，寻找最合适的设备，使机器手设备及集成系统采购与设计概算相比节约近 4,7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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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优化现场布置及完善生产工艺，提高产能。四是抓好内部管理，开展一系列节能降耗及提高产能等工

作，努力降本增效。 

（2）本色消费类用纸 

报告期内，公司从事本色消费类用纸业务的企业重点推进以下工作：一是通过优化招投标方式，完

善整合外包业务，降低采购成本。报告期内，采购和外包成本降低了 300多万元。二是成立“精益管理”

领导小组，针对性地选择并攻关相关课题，努力节能降耗。三是以“正向激励”为主，创新管理模式，

鼓励创新与进步。四是努力拓展市场，开发新产品。五是推进韶能本色分公司碱回收环保节能升级技改

项目的改造工作。 

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环保纸餐具及本色消费类用纸业务的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380,062,082.32

元，同比增长 3.59%。 

（3）精密（智能）制造 

报告期内，受中美贸易摩擦等因素的影响，公司从事精密（智能）制造业务的企业在国外市场销售

业务方面面临一定挑战。针对这种情况，积极应对变化，重点推动以下工作：一是推动“提质、降本、

增效”的各项工作，降低成本。二是加大精密锻造件、生态植物纤维制品成型机、新能源汽车动力总成

等新产品的开发力度。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精密（智能）制造业务的企业专项研究新能源汽车动力总成

课题，取得实质性进展，成功试制样品并通过路试，目前进入小批量生产。下半年，拟抓住新能源重卡

市场前景广阔的有利时机，加大生产力度，扩大新产品占比。三是加强与机器人制造集成等工业企业的

合作，开发非汽车零部件市场。同时继续开发国内汽车零部件市场；四是积极争取政府专项扶持政策奖

补资金 700多万元，拓宽企业资金来源渠道。 

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精密（智能）制造业务的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201,525,236.91 元，同比增

长 1.50%。 

（二）下半年公司生产经营所面临的主要形势及工作措施 

1、能源 

下半年，公司生物质能发电企业将按照《行动方案》开展工作，一是推行标准化管理，通过技术创

新与管理创新，实现发电成本的有效降低，发挥尽可能大的发电效益。二是积极有效将生物质能发电与

造纸、餐具制造等业务有机结合，形成产业链，实现热、冷、电联产，提高生物质能发电综合能效，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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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经营效率、效益。三是抓住有利时机，积极做好燃料采购价格有效降低工作。 

新项目方面，重点推进翁源生物质能发电一期及二期项目（2×3万千瓦）的建设工作，争取在 2019

年年底前投产发电，届时公司生物质能发电装机规模将达到 24万千瓦，在上半年基础上，装机规模将

再增长 33%；推进翁源生物质能发电三期及四期项目（2×3万千瓦）以及新丰生物质能扩建三期、四期

项目（2×3万千瓦）的前期工作，确保下半年动工建设。 

2、生态植物纤维制品业务 

下半年，公司从事生态植物纤维制品业务的企业将以效率、效益为中心，通过强力推进精细化管理

以加强综合成本管控与提升产品质量，提升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推动如下具体工作： 

环保纸餐具方面：一是推行管理标准化，完善配套配置，以“两低”即“电耗低、气耗低”和“两

高”即“机台效率高、劳动生产率高”为推手，最终实现降低成本，增强市场竞争力，为拓展市场、提

高市场占有率夯实基础。与现状相比，力争到 2019年 12月底前单机日产能力提升 38%、制造成本下降

11%。二是推进新丰年产 6.8万吨生态植物纤维制品一期项目的建设工作，争取在 2019年第三季度建成

投产，推进南雄二园区生态植物纤维餐具一期项目的建设工作，争取在 2019年下半年第三季度动工，

2020年底前建成投产。三是积极拓展国外非美市场，有效开发国内市场（如海南省市场），其中国外非

美市场占比力争从现状提升至 2019年 12月底前的 35%左右，国内市场占比力争从现状提升至 2019年

12月底前的 8%左右。四是整合资源，将生产和销售环节分离，组建供销公司，以生产企业作为制造中

心和成本中心、供销公司作为营销中心和利润中心。五是推进环保纸餐具扩产三期、四期项目的智能化、

自动化工作，争取最终实现全流程自动化。全流程自动化实现后，预计操作人员将减少 71%，人均年产

值增加 480%左右。 

    本色消费类用纸方面：一是推进韶能本色分公司碱回收环保节能升级技改项目的改造工作，该项目

争取在 2019年 9月底前完成，力争投产后制浆产能提升 25%左右。二是在纸餐具资源整合的基础上，

整合本色消费类用纸销售资源，提高市场占有率；三是继续改革创新，做好各项工作，降本增效。 

3、精密（智能）制造业务 

下半年，公司从事精密（智能）制造业务的企业将重点抓好以下工作：一是推行管理标准化工作，

降低库存，减少在制品与废品损失，以材料消耗低、钢材利用率高、劳动生产率高为推手，最终有效降

低成本，提升市场竞争力。到 2019年 12月底前，争取全员劳动生产率同比增幅 17%左右；二是积极拓

展国外非美市场以及国内工业机械、农机整机等市场。非美国市场占比力争到 2020年 6月底前提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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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左右；三是重点推进生态植物纤维纸餐具的关键装备（成型机、定型机、切边机）的开发、销售等

非汽车市场的开拓工作；四是大力推进精密（智能）制造华南精密锻造中心一期项目的建设工作，争取

该项目在 2020年初部分车间建成投产，2021 年全部建成投产。 

    4、并购投资业务 

下半年，在经营好存量资产的同时，公司将在扎实调研论证的基础上，坚持有效发展原则，按照新

建和兼并重组“双轮”驱动方式有效拓展增量资产。为此，公司将严格风险管控，积极稳妥推动并购重

组项目的有效落地，实现年度预期的增量目标。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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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会计政策变更原因 

    ① 新金融工具准则 

    2017年3月31日，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

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

套期会计》。2017年5月2日财政部修订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

具列报》（以上四项准则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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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的企

业，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 

    ② 新财务报表格式 

    2019年4月30日，财政部发布《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

式的通知》（财会[2019] 6号）（下称《通知》），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

了修订，适用于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2019年度中期财务报表和年度

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 

    按照上述通知及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和要求，公司需对原会计政策进行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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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变更。 

   （2）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① 新金融工具准则主要变更内容 

    A、以企业持有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和“金融资产合同现金流量特征”

作为金融资产分类的判断依据，将金融资产分类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

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以及“以公允

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三类； 

    B、将金融资产减值会计处理由“已发生损失法”修改为“预期损失法”，

要求考虑金融资产未来预期信用损失情况，从而更加及时、足额地计提金融资

产减值准备； 

    C、调整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的会计处理，允许企业将非交易性权益工具

投资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进行处理，但该指定不

可撤销，且在处置时不得将原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累计公允价值变动额结转计

入当期损益； 

    D、进一步明确金融资产转移的判断原则及其会计处理； 

    ② 财务报表格式调整的会计政策变更 

    根据《通知》要求，公司调整以下财务报表的列报： 

    A、资产负债表原“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拆分为“应收票据”和“应

收账款”项目； 

    B、资产负债表原“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分拆为“应付票据”及“应

付账款”项目； 

    C、资产负债表新增“应收款项融资”项目，反映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等； 

    D、资产负债表取消“发放贷款和垫款”、“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持有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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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投资”项目，新增“债权投资”、“其他债权投资”、“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其

他非流动金融资产”项目； 

    E、资产负债表新增“使用权资产”“租赁负债”项目； 

    F、利润表新增“信用减值损失”项目； 

    G、将利润表“减：资产减值损失”调整为“加：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

列示）”； 

    H、现金流量表项目，企业实际收到的政府补助，无论是与资产相关的还是

与收益相关，均在“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项目填列； 

    I、所有者权益变动表，新增“其他权益工具持有者投入资本”项目。 

    除上述项目变动影响外，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仅影响财务报表的列报项目，

对公司当期和前期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除上述事项

外，公司报告期内无其他会计政策的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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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韶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陈来泉 

                                   2019年8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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