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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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更后的股票简称(如有)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代码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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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电话

0751-8153162

-

传真

0751-8535226

-

电子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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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减（％）

1,662,575,339.56

1,800,831,719.02

-7.68

203,958,502.78

322,153,550.32

-36.69

129,527,586.36

314,559,198.51

-58.82

272,349,498.43

287,663,429.39

-5.3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888

0.2981

-36.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888

0.2981

-36.67

4.48

7.34

下降了2.86个百分点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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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
增减（%）
总资产（元）

9,743,926,953.42

9,166,651,419.95

6.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421,923,816.35

4,455,660,347.91

-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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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018 户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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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

境内非国有

限公司－海利年年

法人

韶关市工业资产经营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深圳日昇创沅资产管

境内非国有

理有限公司

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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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股比例
（%）

报告期末持股
数量（股）

持有有限售条

质押、冻结股份数量（股）

件的股份数量

股份 状态

数量

15.09

163,092,397

0

-

0

14.43

155,949,490

0

-

0

质押
7.71

83,279,302

0

冻结及司法轮

83,279,302

候冻结
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

境内非国有

限公司－自有资金

法人

4.86

52,469,500

0

-

0

国有法人

1.54

16,629,750

0

-

0

国有法人

1.53

16,529,796

0

-

0

1.40

15,092,812

0

质押

15,092,811

其它

1.25

13,502,853

0

-

0

诸毅

境内自然人

0.78

8,380,000

0

-

0

葛万来

境内自然人

0.63

6,848,741

0

-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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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致行动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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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华能资本服务有限公
司
深圳市智大投资控股

境内非国有

有限公司

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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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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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情况说明（如有）

股份 8,380,000 股，期末持股数较期初减少 606,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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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述
2018 年 上 半 年 ， 公 司 实 现 营 业 收 入 1,662,575,339.56 元 、 归 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 的 净 利 润
203,958,502.78 元，同比分别下降 7.68%、36.69%，主要原因是上半年公司水电站所属地区的来水情况
不理想，水电企业实现利润同比大幅下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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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力是公司的主导产业，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在运行电力装机 103.221 万千瓦，其中水电装机 67.221
万千瓦、生物质能发电装机 12 万千瓦。地区分布上，位于广东的装机 42.771 万千瓦，位于湖南的装机
60.45 万千瓦。
（1）水电
2018 年上半年，公司水电站所属地区出现干旱气象，来水情况不理想，其中广东省韶关市地区与
湖南省耒水、沅水等流域的上半年降雨量同比大幅下降，来水情况的不理想影响了公司水电企业经营效
益的发挥。
针对来水情况，公司各水电企业坚持“度电必争、滴水不让”的生产经营理念，加强与三防、水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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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等单位的沟通，及时掌握气象水文情况，做好水情科学调度工作，最大限度地提升水能利用率；同
时加强生产设备及防汛设施的维护，及时消除隐患，确保生产和防洪渡汛安全。
上半年公司水电企业共实现售电收入 416,856,308.63 元，同比下降 36.86%。
（2）生物质能发电
目前公司从事生物质能发电业务的企业有两家，分别为日昇生物质公司和旭能生物质公司。
上半年，日昇生物质公司抓好了以下工作：一是重点抓好两台锅炉和机组等设备的检修工作。在检
修前未雨绸缪，科学制订检修工作计划，缩短检修时间，降低检修次数较多、时间较长带来的不利影响。
在检修时抓住时机，做好两台锅炉水冷壁前后墙管的熔敷改造及其他设备等检修工作，解决影响工况等
问题；二是为降低运行成本和确保燃料持续、稳定供应，完成燃料管理模式创新工作；三是继续做好各
项生产管理工作，挖潜增效；四是做好环保工作，为生产经营持续稳定运行保驾护航。
上半年，旭能生物质公司重点做好了以下工作：一是认真做好设备检修工作，提高设备完好率，其
中在检修期间完成两台锅炉挠性管更换及 2#炉喷涂工作，为锅炉长期稳定运行奠定基础；二是继续做
好生产管理工作，挖潜降耗；三是做好新丰旭能生物质能发电扩建项目（装机 2×3 万千瓦）的筹建工
作。
上半年,公司生物质能发电企业共实现售电收入 246,019,347.56 元，同比上升 8.96%。
2、非电制造业
（1）生态植物纤维制品
公司从事生态植物纤维制品业务的企业有两家，分别是绿洲公司和华丽达公司。目前绿洲公司生产
各种环保纸餐具和健康环保本色消费类用纸等产品，华丽达公司生产健康环保本色消费类用纸等产品。
健康生态植物纤维纸餐具及本色消费类用纸均属于环保产品，市场前景广阔、产品质量好。
环保纸餐具方面：报告期内，绿洲公司的环保纸餐具业务继续保持良好的发展趋势。绿洲公司抓住
产品供不应求的机遇，积极做好以下工作：一是上半年浆板价格继续上涨，为减少浆板价格上涨带来的
不利影响，绿洲公司进一步优化客户和产品结构，调升部分产品的销售价格；二是大力推行以项目制方
式拓展市场开发、技术改造、产品研发等工作，激发员工的主动性、创造性和积极性；三是
大力推进品质检验、包装、仓储等环节的自动化工作，提高产量，促进新投产生产线尽快达产达标；四
是推进南雄环保纸餐具扩产四期项目的建设工作及绿洲公司（新丰）年产 6.8 万吨新丰生态植物纤维餐
具一期项目，争取 2018 年下半年投入试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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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色消费类用纸方面：
上半年，绿洲公司旗下的韶能本色分公司做好了以下工作：一是目前新增生产线的产能尚未完全发
挥，加强管理，推进新增生产线的产能发挥工作；二是制订并实施了三个层面的内部管理工作改革创新
行动方案，继续推进改革创新和降本增效工作；三是通过采取整合资源、完善岗位职能、做好客户维护
及开发工作等措施，加大新客户开发激励与考核力度，提高销售团队的积极性；四是优化调整产品结构，
结合市场适时降低浆板生产比重、提高本色消费类用纸等的生产比重。
上半年，华丽达公司重点抓好以下工作：一是完成 5#、6#造纸机的升级改造工作，提升产量，降
低产品消耗及原材料浆板价格上涨带来的不利影响；二是对 A3 造纸机的生产工艺进行完善，提升产品
品质。
上半年，公司从事生态植物纤维制品业务的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366,901,927.29 元，同比上升
70.84%。
（2）精密（智能）制造
公司从事精密（智能）制造业务的企业为宏大公司。
上半年，宏大公司重点做好了以下工作：一是获得广汽乘用车公司供应商的资格，拓展广汽乘用车
配套供应业务；二是提升部分产品售价，增加营业收入。同时降低部分原材料的采购价，降低采购成本；
三是完成了重组株洲精锻有限公司的工作，进一步拓展精密锻造业务；四是继续狠抓在生产效率、质量
管理、成本控制等环节的管理工作，申报了 30 个年度 QC 课题，认真落实各项品质控制制度；五是成立
了 17 个项目组，加大新产品、新项目的开发力度；六是加大力度催收货款回笼，降低资金使用成本。
上半年，宏大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198,537,937.95 元，同比上升 50.77%。
3、其他业务
（1）加油充电站业务
上半年，公司从事加油充电站业务的企业抓住甬莞高速公路全线贯通、车流量大幅提升的有利时机，
加强运营管理，有效提升了经营业绩；同时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适度拓展煤炭、钢材、油品等贸易业
务。公司在报告期内继续推进充电桩的建设工作，并抓好充电桩存量资产的经营管理工作。
上半年，公司从事加油充电站业务的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102,846,648.89 元，同比上升
284.21%。
（2）贸易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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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公司下属的银岭公司为了控制风险，适度控制了业务规模。上半年，银岭公司实现主营业
务收入 203,418,010.16 元，同比降低 38.42%。
（3）售电业务
上半年，公司从事售电业务的企业继续扩展售电业务市场，实现了盈利。
（二）下半年公司生产经营所面临的主要形势
基于上半年来水情况、公司基础经营条件和经营结构现状，下半年，公司拟全力推进“开源节流”
工作。“开源”方面，公司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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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制订了《提升经营业绩综
合行动方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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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解决经营中的根本性问题。
1、能源
（1）电力
下半年，公司将加快推进生物质能发电项目的建设工作：一是加快推进新丰旭能生物质能发电扩建
一期项目（2×3 万千瓦）的建设工作，争取早日投产发电；二是推进翁源生物质能发电一期项目（2×
3 万千瓦）的前期工作，争取 2018 年 11 月底前动工建设；三是继续积极拓展、储备生物质能发电等项
目。根据外部环境投资情况，明确后续生物质能发电项目的重点顺序和目标开工时间，努力为公司提供
新的利润增长点。
下半年，公司将继续推进耒阳实业两网融合的相关工作。
（2）下半年，公司将加大并购力度，力争并购一批加油站。
（3）售电业务
下半年，公司将进一步加大力度拓展广东地区的售电业务，扩大业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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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电企业将做好内涵扩大再生产项目与新建项目的建设
和运营管理等工作，努力为公司增加新的利润增长点。
环保纸餐具方面：一是推进环保纸餐具扩产四期项目的建设工作，争取 2018 年 9 月底前投入试生
产；二是推进绿洲公司（新丰）年产 6.8 万吨新丰生态植物纤维餐具一期项目的建设工作，争取一期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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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中的 1#车间在 2019 年 1 月底前投入试生产；三是加大生态植物纤维产品（环保纸餐具和本色纸）的
研发力度及生产环节的智能化工作，重点推进品质检验、包装、仓储等环节的智能化，最终实现生态植
物纤维环保餐具制品生产的全线智能化；四是进一步优化产品及客户结构，扩大机器人的应用范围，不
断提高经营质量与全员劳动生产率，进一步提升产能利用率。
本色消费类用纸方面：一是开发厨房纸等产品，争取在 2018 年 12 月底左右投放市场；二是继续推
进改革创新和降本增效工作；三是继续创新营销模式，强力推进本色消费类用纸的市场拓展工作，强化
考核，加大激励力度，确保经营目标的有效完成。
3、精密（智能）制造业务
下半年，宏大公司将重点抓好以下工作：一是继续推进广汽乘用车配套生产线项目，扩大产品供应
规模；二是抓住机遇，加快推进与大型知名汽车厂商的合作步伐，积极推进精密（智能）制造业务；三
是以设立株洲宏大精密锻造有限公司为主体，抓住湖南“长株潭”精密锻造业务市场空间大发展快的机
遇，努力扩大业务量，将精锻业务辐射至珠三角；四是实施成本及库存“双降”工作，认真抓好技术创
新和管理创新、产品开发、市场拓展等方面的工作，努力提升经营业绩。
4、并购投资业务
下半年，公司将坚持有效发展原则，在上半年调研工作的基础上，积极稳妥地推进并购项目的落地
工作，通过并购重组有效拓展增量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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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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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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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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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与韶关市方夏商务有限公司分别以货币32,000万元、8,000
万元共同设立韶能集团翁源致能生物质发电有限公司，注册资本40,000万元。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实际出资750万元。
报告期内，公司控股子公司韶能集团韶关宏大齿轮有限公司（下称“宏大
公司”）与马敢峰、张传文、王堂平分别以货币 1,650 万元、110 万元、30 万元、
30 万元共同设立株洲宏大精密锻造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1,820 万元。截至报告
期末，宏大公司实际出资 1,200 万元。
报告期内，宏大公司设立全资子公司韶关宏大精锻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
本5,000万元。截至报告期末，宏大公司尚未出资。

广东韶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陈来泉
2018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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