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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569                           证券简称：天能重工                           公告编号：2020-082 

青岛天能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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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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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能重工 股票代码 300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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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瑞征  

办公地址 山东省青岛胶州市李哥庄镇海硕路 7 号  

电话 0532-58829955  

电子信箱 ir@qdtnp.com  

2、主要财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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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230,820,067.58 855,198,975.29 43.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56,949,890.38 84,143,432.80 86.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155,906,147.62 74,729,366.93 108.6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74,375,703.13 241,706,559.52 -27.8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025 0.2158 8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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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025 0.2158 86.5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36% 4.67%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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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39,983,043.36 5,817,128,951.68 21.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111,941,302.59 2,055,066,234.36 2.77%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9,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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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旭 境内自然人 29.28% 114,750,000 86,062,500 质押 42,245,000 

张世启 境内自然人 13.79% 54,040,535 43,000,395 质押 19,380,000 

宋德海 境内自然人 2.31% 9,065,250 6,798,937   

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工

银瑞信战略转型

主题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1.80% 7,072,286 0   

李隽 境内自然人 1.06% 4,146,087 0   

赵永娟 境内自然人 0.86% 3,358,520 0   

骆原 境内自然人 0.78% 3,060,000 0   

姜旭宁 境内自然人 0.69% 2,690,000 0   

童中平 境内自然人 0.63% 2,476,162 0   

上海致君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致

君基石投资一号 

其他 0.56% 2,211,377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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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赵永娟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374,000 股外，还通过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984,520 股，实际合计持有 3,358,520 股。公司股东骆

原通过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3,060,000 股，实际合计

持有 3,060,0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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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在各级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带领全体员工全力做好疫情防控，克服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

继续坚持实业发展道路，在做好风机塔架（含单桩等）生产、销售的同时，坚定推进产业链拓展，在塔筒制造和新能源发电

的双轮驱动下，公司上半年取得了良好的经营业绩。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约123,082.01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3.9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15,694.99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86.53%。 

1、风机塔架（含海上风机塔架及管桩）的制造和销售业务 

2020年上半年，公司实现风机塔架产量约13.17万吨，实现销售13.24万吨。公司采取积极措施降低新冠疫情带来的影响，

抓住国内风电行业高景气度机遇，持续发挥自身优势，加大营销力度，使得风机塔架及风电相关设备生产、销售稳步增长， 

带动公司经营业绩实现良好增长。截止2020年7月31日，公司在手订单约为43.23亿元。 

公司董事会认为，未来几年中国风电发展的趋势，将主要集中海上风电和三北地区、大基地项目等。故报告期内，公司

积极完善陆上风机塔架工厂布局（推动兴安盟天能、商都天能、通榆天能工厂建设），加快推进海工基地建设、增加海上风

机塔架及单桩产能（新增建设大连天能、广东天能两处生产基地），为未来公司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2、风电场、光伏电站运营业务 

截止2020年6月30日，公司持有运营已并网风电场约123.8MW、光伏电站约108MW。在建风电场约240MW，在建光伏

电站约10MW。在建风电场、光伏电站的计划并网情况如下： 

项目 规模 计划并网时间 备注 

德州一期项目 50MW 2020年9月底前 风电场项目， 

受疫情等影响，比原计划推迟 

德州二期项目 50MW 2020年12月底前 风电场项目 

阳泉项目 40MW 2020年12月底前 风电场项目 

阿旗项目 100MW 2020年12月底前 风电场项目 

大安天润三期项目 10MW 2020年12月底前 平价光伏电站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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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20年起执行收入准则调整执行当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项目情况详见主要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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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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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期新增公司 

公司名称 取得方式 持股比例 注册资本（万元） 实收资本（万元） 

广东天能海洋重工有限公司 新设 100.00%  10,000.00  1510.00  

响水旭能海装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新设 100.00% 10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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