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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要提示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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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韶能股份

股票代码

变更后的股票简称(如有)
股票上市交易所

000601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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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启金

-

电话

0751-8153162

-

传真

0751-8535226

-

电子信箱

shaonenggf@163.com

-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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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营业收入（元）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1,695,067,345.46

1,478,186,911.31

14.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73,870,676.57

139,749,817.13

167.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367,705,226.90

137,097,786.92

168.2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07,030,173.72

344,839,153.45

7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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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460

0.1293

167.5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460

0.1293

167.59

9.04

3.40

增长了5.64个百分点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期末增减（%）

总资产（元）

8,872,002,805.56

8,507,654,768.14

4.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160,582,186.73

3,948,754,307.80

5.36

（2）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72,280 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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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股份状态
数量

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海利年年

15.00

162,127,425

0

-

0

韶关市工业资产经营有限公
国有法人
司

14.43

155,949,490

0

冻结

23,556,608

深圳日昇创沅资产管理有限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公司

7.71

83,279,302

0

质押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52

27,229,533

0

-

0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54

16,629,750

0

-

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七组合

其它

0.97

10,484,799

0

-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易方达新丝路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它

0.94

10,190,748

0

-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易方达新常态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它

0.93

10,101,018

0

-

0

诸毅

境内自然人

0.79

8,501,540

0

-

0

王智儒

境内自然人

0.69

7,500,000

0

-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83,279,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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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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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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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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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概述
一、报告期内公司主营行业或产品生产经营情况分析
（一）电力
电力是公司的主导产业，截至报告期末，公司电力总装机为 97.221 万千瓦，在运行电力装机 97.221
万千瓦，其中水电装机 67.221 万千瓦、生物质能发电装机 6 万千瓦。地区分布上，位于广东的在运行
装机 36.771 万千瓦，位于湖南的在运行装机 60.45 万千瓦。
1、水电
上半年，受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公司水电站所属地区的降雨量和来水量同比大幅增长。
广东省韶关片情况：上半年降雨量为 1,396 毫米,较去年同期增长了 29.82%。湖南片情况：位于湖
南省怀化地区的大洑潭水电站所在的沅水流域上半年来水量较去年同期增长了 57.4%；位于湘南地区的
公司水电站所在的耒水流域上半年来水量较去年同期增长了 153.74%。
得益于好的水情，公司努力采取多种措施：一是坚持“度电必争、滴水不让”的生产经营理念，加
强与三防、水文、气象等单位的沟通，及时掌握气象水文情况，充分利用有利水情，做好水情科学调度
工作，提高水能利用率；二是加强巡视，重点检查、维护生产设备及防汛设施，及时消除隐患，确保生
产和防洪渡汛安全。通过各种有效措施，上半年公司水电企业的发电量同比大幅增加，经营效益同比大
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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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公司水电企业共实现售电收入 841,698,049.88 元，同比增长 68.26%。
2、火电
上半年，由于经济增长放缓和水情好导致火电上网负荷有所下降，煤炭价格仍处于近年来的低位。
耒杨综合利用发电厂重点做好以下各项工作：一是继续抓住煤价处于低位的机遇，见缝插针多发电，
努力提升经营业绩：二是做好经营管理工作，努力将发电标煤耗、热值差、厂用电率三个指标控制在较
好水平；三是加强设备管理，保障设备的完好率。
桑梓公司抓好了以下生产经营管理工作：一是坚持“对外协调与内部管理两手抓”的原则，注重对
外沟通，做好设备巡检、现场管理、制度建设、技改检修等工作；二是加强调研，适时掌握煤炭市场走
势；三是加大煤质监管力度，充分发挥煤管会的作用，控制好热值差。
上半年公司综合利用发电企业共实现售电收入 199,184,284.12 元，同比减少 28.64%。
3、生物质能发电
上半年，日昇生物质公司克服雨水多、燃料收购难度大等困难，重点做好了以下工作：一是加强科
学管理、优化运行方式。结合生物质燃料机组运行特性和生产经营管理经验，合理调整机组发电负荷和
运行模式，减少机组设备损耗。通过加强燃料分拣，确保机组平稳、安全、持续运行；二是重视燃料收
储和质量管理。基于上半年雨季长、雨水多导致燃料水分偏高的客观情况，及时调整部分燃料收购政策
与燃料储存办法；三是建立健全大数据管理机制，掌握科学规律，不断总结经验，进行科学配料，提高
了经营管理水平。
上半年,日昇生物质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12,084,961.68 元，同比增长 11.78%。
（二）非电力
1、机械
公司从事机械业务的企业为宏大公司。目前宏大公司在生产传统变速箱产品的基础上，大力开发新
能源汽车配件和特种机械配件等高端机械装备产品。
上半年，由于主机厂产品转型和国外市场低迷，致使宏大公司出口产品销售减少。对此，宏大公司
主动应对变化，抓市场、促销售，取得了良好的经营业绩：一是不断开发新产品，优化产品结构。通过
积极组织新能源汽车配件等产品的生产，以弥补出口产品减少的影响；二是加强与知名汽车生产厂商的
合作，开发新客户，拓展新市场；三是继续做好生产经营管理。通过制定并落实《全员培训计划》和组
织开展 QC 课题，有效解决了现场质量、工艺、设备、生产效率提升等问题，进一步实现节能降耗，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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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也提升了全体员工素质；四是瞄准新能源汽车市场，加快延伸转型升级传统机械业务，促进公司的快
速健康发展。
上半年，宏大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67,180,635.95 元，同比基本持平。
2、纸及纸制品
公司从事纸制品生产的企业有两家，分别是珠玑纸业和绿洲公司。珠玑纸业产品结构调整后，主要
生产健康环保本色生活用纸等功能纸。绿洲公司生产各种环保纸餐具。
珠玑纸业本色生活用纸属于环保产品，市场前景广阔、产品质量好。韶关地区竹子资源丰富，在韶
关地区投资本色生活用纸项目，原料供应充足。
上半年，珠玑纸业在继续拓展本色纸品市场的同时，重点抓好以下工作：一是加快本色生活用纸产
业链延伸转型升级项目的建设工作，该项目已于 2016 年 7 月份进入设备调试。随着项目的正式投产，预计经
营业绩将改善；二是加大新产品的研发力度，丰富产品种类，提升产品价值；三是继续做好本色纸等功
能纸的营销与市场拓展工作。通过加强客户合作，利用微信电商平台和“韶能本色”销售热线等渠道，
积极拓展市场。
报告期内，珠玑纸业实现营业收入 34,412,354.37 元，同比减少 23.48%。
上半年，绿洲公司重点抓好了以下几方面工作：一是积极优化客户结构和产品结构，重点推广具有
“绿洲”特色的原色浆产品的市场开发工作；二是持续推进研发创新。在确保产品质量的前提下，持续
增加国产浆替代进口浆的比例，成功研发了 3 套浆料配比的最佳配方，有效降低了生产成本和市场浆源
波动的影响；三是顺利与 4 家机器人公司签订了技术改造项目合作协议，为下一步提高生产自动化水平
做好了相关准备工作；四是创新管理，通过充分运用电子信息交流平台，加强了员工之间的交流，更快
捷地处理生产问题，提高生产管理水平。
上半年绿洲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88,779,559.26 元，同比增长 6.04%。
二、下半年公司生产经营所面临的主要形势
（一）电力
公司以清洁可再生能源为主营业务，清洁可再生能源优先上网。
下半年，公司将加快推进第二个生物质能发电项目的建设工作，力争 2016 年底首台机组投入试运
行；公司将加快推进第三个生物质能发电项目的前期工作，力争于 2017 年动工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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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半年，预计煤炭价格仍处于低位，对公司综合利用发电企业有利。
（二）非电力
1、机械
下半年，宏大公司将抓住新能源汽车行业蓬勃发展的历史机遇，加快推进新能源汽车配件项目，通
过加大高端零部件等高附加值产品的研发力度，缩短试制与量产的周期，向高、精、尖智能制造机械零
部件生产企业靠拢。随着宏大公司新能源汽车零配件和特种机械配件的量产，经营业绩将实现进一步提
升。
2、纸及纸制品
下半年，珠玑纸业将做好健康环保本色生活用纸延伸产业链项目的试生产工作，通过分步、有序
完成后加工车间的不同品种生产线的安装、调试工作，确保如期投产。同时，珠玑纸业将全力以赴做好
“韶能本色”生活用纸的市场营销、新产品开发、产品质量等相关工作，尽早形成健康环保纸业产品品
种丰富、功能齐全、产业链完备的新局面，实现市场份额的有效拓展。
绿洲公司将启动环保纸餐具（第三期年产 1.2 万吨）技术升级项目的建设工作，实现生产规模和效
益上新台阶。绿洲公司将继续做好市场拓展工作，完善微商架构，不断丰富品种，达到预期的销售目标。
（三）并购业务
目前，公司正在积极开展符合公司经营战略发展方向的项目调研等前期工作。下半年，公司将加快
并购业务步伐，力争通过收购兼并方式，进一步提升公司经营业绩，实现快速健康发展。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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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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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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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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韶能集团清远市兴强生物质发电有限公司为公司新增子公司。公司全资子
公司韶关南雄珠玑纸业有限公司与韶关市华亿信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共同设
立控股子公司南雄珠玑本色纸业有限公司。公司控股子公司广东韶能加油站管
理有限公司设立全资子公司揭阳市揭东韶能玉城加油站有限公司。广东韶能新
能源有限公司本报告期分立为广东韶能新能源有限公司和广东韶能新能源经营
管理有限公司，分立后的广东韶能新能源有限公司（包含其本部和子公司广东
韶能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已于本报告期处置。广东韶能新能源经营管理有限
公司处置子公司江门安燃物流有限公司。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广东韶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陈来泉
2016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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