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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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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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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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更后的股票简称(如有)
股票上市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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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俊健

电话

0751-8153162

0751-8153162

传真

0751-8535226

0751-8535226

shaonenggf@163.com

shaonenggf@163.com

电子信箱

（二）主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减（％）

2,299,312,150.47

2,194,204,977.39

4.79

254,514,168.46

353,787,959.28

-28.06

210,870,361.49

336,202,091.25

-37.28

210,981,035.92

320,616,510.68

-34.2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355

0.3274

-28.0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355

0.3274

-28.07

5.21

7.53

下降了2.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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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12,314,093,147.38

11,207,717,375.01

9.87

4,739,933,503.80

4,755,236,710.44

-0.32

（三）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
61,703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

无
股东总数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报告期末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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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华利通投资有限

境内非国有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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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量（股）

件的股份数量

股份状态

数量

19.95

215,561,897

0

质押

150,865,000

14.43

155,949,490

0

-

0

质押
7.07

76,379,302

0

冻结及司法轮

76,379,302

候冻结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

境内非国有

限公司

法人

李霞

1.54

16,629,750

0

-

0

国有法人

1.41

15,197,964

0

-

0

葛万来

国有法人

0.92

9,958,583

0

-

0

杜影霞

其它

0.81

8,770,000

0

-

0

境内自然人

0.51

5,529,796

0

-

0

境内自然人

0.46

4,950,000

0

-

0

境内自然人

0.45

4,853,860

0

-

0

华能资本服务有限公
司
陈晓红
上海简成商贸有限公
司
上 述股东关 联关系或

未知前十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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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致行动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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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东情况说明（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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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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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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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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公司除了水电外的其他业务均受到较大冲击，经营业绩未能有效
发挥。对此公司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生产经营，积极在危机中寻找发展机会，培植新的发展商机。
基于宏观环境、公司基础经营条件和经营结构现状，报告期内，公司继续落实《提升经营业绩综合行动
方案》（下称《行动方案》）、《整合资源、挖潜存量、拓展增量，推动产业快速发展行动方案》（下
称《发展方案》），并在全公司内开展“修旧利废”竞赛，持续全力推进“开源节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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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植物纤维制品、抄纸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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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施策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疫情期间，公司旗下运营企业及在建项目筹建处严格按照防疫要求，以人为本，全面做好疫情防控
工作，截至目前公司 5,200 多人未有一人感染新冠病毒。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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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万千瓦。
① 水电
报告期内，公司在水电业务方面重点做好以下工作：一是做好区域内水情科学调度，最大限度地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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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水能利用率。报告期内，公司水电站所在地区来水情况不理想，降雨量及来水量平均同比降幅29.84%。
对此公司加强水情的科学合理调度，抓好生产经营等工作，半年发电小时数降幅比来水量降幅低7.53
个百分点。二是落实各项“修旧利废”措施，严控定额费用开支。报告期内，公司水电企业通过修旧利
废减少付现成本170.31万元。
报告期内，公司水电企业共实现售电收入544,984,737.29元，同比下降25.91%。
② 生物质能发电
报告期内，受疫情、南方电网线路改造等因素影响，公司生物质能发电业务在燃料供应及产能负荷
发挥方面受到较大影响，影响了业绩的发挥，对此公司重点推动以下工作：一是重点抓燃料供应保障工
作，促使燃料供应早日回归正常水平并保持稳定；二是狠抓各项生产经营管理工作，努力提高发电机组
利用小时数。三是持续推进热电联产业务，提高生物质能发电的综合效能、效益；四是落实各项“修旧
利废”措施，努力减少付现成本支出，报告期内，公司生物质能发电企业通过修旧利废减少付现成本
147.02万元。
报告期内，公司生物质能发电企业共实现售电收入449,031,530.31元,同比上升46.23%。
③

综合利用发电

报告期内，公司在综合利用发电方面重点开展了以下工作：一是果断决策将旗下耒杨发电厂2#机组
由原拟转型为生物质调整为实施清洁化超低排放改造，优化参数指标，为后续有效经营及与耒阳年产32
万吨抄纸项目通过热电联产模式、发挥产业协同效应、增加经营效益创造条件；二是策略高效推进煤炭
采购，降低生产成本；三是继续推进桑梓综合利用发电厂出售的相关工作。
报告期内，公司在综合利用发电业务方面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21,076,732.3元，同比上升49.59%。
（2）制造业
① 生态植物纤维制品
A、生态纸餐具
报告期内，受疫情等因素的影响，公司在生态纸餐具业务方面的部分客户提出了延期交货要求，影
响了经营效果。针对这种情况，公司积极应对外部经营环境变化，重点推进以下工作：一是在做好防疫
工作的前提下，促使外地员工尽早到岗，推动企业早日复工复产；二是复产后，努力提高单机产能与系
统效率，逐步提升产量，努力降低成本。公司纸餐具的产能从2020年2月中旬的82吨/日左右提升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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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的165吨/日左右，增长率为101.22%；三是持续推动技术进步、技术攻关，目前部分技术攻关项目
已取得效果；四是狠抓消耗下降及浆板策略性采购等各项降本增效工作，上半年生产成本同比下降7.5%；
五是强力推进纸餐具制造过程的提质、降本、增效，全方位加大国内及非美等国外地区市场开拓力度，
建立国内市场拓展推进督导机制，与部分省、市高校的后勤供应商、外卖平台达成初步合作意向。
B、本色消费类用纸
报告期内，国际国内浆板价格持续下降，市场持续低迷，致使公司本色消费类生活用纸业务面临激
烈竞争，严重影响经营业绩的发挥。但受疫情影响，国内外卫生（消毒）湿巾市场需求量较大，公司抓
住机遇，在本色消费类用纸业务方面重点推进以下工作：一是迅速行动，在部分条件较为成熟的成品纸
工厂或车间开发卫生湿巾、消毒湿巾，迅速形成有效销售，弥补“疫情”对公司纸制品业务的影响；二
是积极开展本色消费类生活用纸、卫生（消毒）湿巾等健康防疫物资出口的相关工作；三是狠抓市场拓
展、成本下降等工作。
报告期内， 公司在生 态植物纤 维制品业 务方面实 现主营业 务收入403,083,353.73 元,同比 上升
6.06%。
② 精密（智能）制造
报告期内，受疫情等因素的影响，公司精密（智能）制造业务国外市场大幅下降，但同时全球对生
产健康防疫物资成套设备市场需求量增大。对此，公司抓住机遇，重点推动以下工作：一是充分挖掘自
身潜力，集中资源，拓展口罩生产成套设备零部件业务，同时积极推动口罩生产成套设备的研发，于2020
年2月底制造出样机并投入市场销售，并研制出能生产KN95及一次性医用口罩的成套设备，有效弥补了
“疫情”对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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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优化、调整产品结构，持续将零部件业务拓展至轻工业整机成套设备制造
领域。
报告期内，公司在精密（智能）制造业务方面实现主营业务收入208,983,344.70元,同比上升3.7%。
（二）下半年公司生产经营可能面临的主要形势及工作措施
1、可能面临的主要形势
上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国内外宏观经济环境变化等因素影响，公司的经营面临着挑战。随着国
内疫情的有效控制，国内经济运行将逐渐恢复增长和稳步复苏。面对当前经济形势，公司将积极应对、
坚定信心、砥砺前行，以《行动方案》、
《发展方案》为行动纲领，依靠技术进步和管理创新，不断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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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资产运营质量和效率，努力实现年度经营目标。
2、工作措施
（1）能源
①

水电

下半年，公司在水电业务方面将重点做好以下工作：一是密切关注水文、气象动态，及时研判水情,
与上游单位保持密切沟通，科学灵活地做好水文调度，发挥流域联合调度优势，努力提高水能利用率；
二是推进电站自动化改造，逐步实现“少人值班、无人值守”的目标，努力降低人力资源成本，提高全
员劳动生产率；三是持续推进“修旧利废”，进一步降本增效。
②

生物质能发电

下半年是生物质能发电业务的黄金季节，公司将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是重点抓燃料供应保障工作，确保发电机组的连续、稳定、高效运行；二是持续壮大业务规模，
实现规模经营，通过发挥规模效应，创造规模效益。重点推进翁源生物质能发电三期及四期项目、新丰
生物质能发电工程三期及四期项目的建设工作，争取早日投产发电；三是对标行业标杆企业，按照高效
参数进行标准化、合规管理，推动存量资产提产降耗、达产达标、超产优标；四是持续推进 “修旧利
废”、
“减少付现成本支出”等措施，提升内部管理工作水平，实现降本增效；五是谋划好可燃固体剩余
物等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方向及热电联产模式。
（2）生态植物纤维制品
①

生态纸餐具

下半年是生态纸餐具业务生产经营的较好时节，公司将重点做好如下工作：一是充分把握当前发展
机遇，不断挖掘国内市场的巨大潜力，全力拓展国内市场，同时抓住国外部分地区疫情逐步缓解的时机，
加大国外市场拓展力度；二是进一步重点抓好系统产能、单机产能提升等工作，实现降耗降本目标；三
是不断推动技术进步、技术引领与管理创新；四是继续做好浆板策略性采购，及辅助材料直接采购等工
作，努力降本增效；五是持续扩大业务规模，通过规模发展，实现规模经营，创造规模效益，重点推进
年产3.885万吨南雄生态纸餐具项目的建设工作，争取项目早日投产。
②

本色生活用纸

下半年，公司在本色生活用纸业务方面将重点做好以下工作：一是进一步明晰产品定位，调整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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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创新营销方式开展销售，努力提升销量；二是结合纸品业务国外市场需求上升的现状，在前期拓
展出口业务基础上，进一步增加产品出口销量；三是稳妥高效能推进耒阳年产32万吨抄纸项目的建设工
作，以高水平建设促进高质量发展，争取将该项目打造成为公司热电联产的示范项目，为后续有效经营
创造条件。
（3）精密（智能）制造
下半年，公司在精密（智能）制造业务方面将重点抓好以下工作：一是积极对接大股东旗下汽车业
务，尽快进入大股东旗下汽车供应链；二是巩固现有客户，积极开发新客户，拓展新业务，保障业务的
持续性：①着力发展精密锻造业务，持续提高钢材综合利用率。在上半年利用率提升13个百分点的基础
上，进一步提升钢材综合利用率，降低材料成本；②在保持交通机械、工程机械零部件的基础上，大力
发展部件总成特别是重卡新能源动力总成业务；③依托在整套设备业务的技术积累，继续拓展成套设备、
覆膜机自动生产线业务；三是优化生产组织及工艺流程，逐步推行自动化、减员增效，进一步降低百元
产值人工成本。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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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项目情况
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 月 1 日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349,677,693.98

349,677,693.98

应收票据

112,463,333.15

112,463,333.15

应收账款

878,493,390.31

878,493,390.31

应收款项融资

15,808,515.62

15,808,515.62

预付款项

90,851,149.20

90,851,149.20

交易性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

8

调整数

广东韶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
其他应收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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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342,464.49

55,342,464.49

361,091,509.63

361,091,509.63

其他流动资产

165,880,334.59

165,880,334.59

流动资产合计

2,029,608,390.97

2,029,608,390.97

11,410,819.02

11,410,819.02

固定资产

7,806,107,394.00

7,806,107,394.00

在建工程

977,521,490.44

977,521,490.44

无形资产

307,717,993.92

307,717,993.92

长期待摊费用

19,205,868.53

19,205,868.53

递延所得税资产

30,898,208.65

30,898,208.65

其他非流动资产

25,247,209.48

25,247,209.48

非流动资产合计

9,178,108,984.04

9,178,108,984.04

11,207,717,375.01

11,207,717,375.01

1,196,209,493.43

1,196,209,493.43

应付票据

57,556,999.11

57,556,999.11

应付账款

461,740,654.19

461,740,654.19

预收款项

14,042,787.11

不适用

调整数

其中：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存货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
债权投资
其他债权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投资性房地产

商誉

资产总计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交易性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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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适用

14,042,787.11

应付职工薪酬

39,157,250.46

39,157,250.46

应交税费

42,202,106.08

42,202,106.08

340,775,222.44

340,775,222.44

其中：应付利息

6,680,503.37

6,680,503.37

应付股利

34,745,728.87

34,745,728.87

364,609,082.00

364,609,082.00

2,516,293,594.82

2,516,293,594.82

3,129,347,482.53

3,129,347,482.53

142,658,934.08

142,658,934.08

306,706,176.13

306,706,176.13

1,069,063.96

1,069,063.96

非流动负债合计

3,579,781,656.70

3,579,781,656.70

负债合计

6,096,075,251.52

6,096,075,251.52

1,080,551,669.00

1,080,551,669.00

1,581,210,647.48

1,581,210,647.48

-1,193,413.43

-1,193,413.43

97,439.54

97,439.54

合同负债

其他应付款

持有待售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预计负债
递延收益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实收资本（或股本）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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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数

14,042,787.11

广东韶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
盈余公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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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9,935,895.13

759,935,895.13

未分配利润

1,334,634,472.72

1,334,634,472.7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4,755,236,710.44

4,755,236,710.44

356,405,413.05

356,405,413.05

5,111,642,123.49

5,111,642,123.49

11,207,717,375.01

11,207,717,375.01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总计

调整数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 月 1 日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92,025,204.14

92,025,204.14

应收票据

20,020,000.00

20,020,000.00

应收账款

30,578,186.30

30,578,186.30

应收款项融资

9,836,303.86

9,836,303.86

预付款项

6,220,081.21

6,220,081.21

2,487,108,114.27

2,487,108,114.27

618,784.10

618,784.10

其他流动资产

3,634,279.18

3,634,279.18

流动资产合计

2,650,040,953.06

2,650,040,953.06

3,172,199,468.68

3,172,199,468.68

10,641,358.02

10,641,358.02

交易性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

其他应收款
其中：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存货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
债权投资
其他债权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11

调整数

广东韶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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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数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740,190,254.00

740,190,254.00

在建工程

3,461,324.64

3,461,324.64

无形资产

49,008,022.30

49,008,022.30

384,897.51

384,897.51

2,372,352.93

2,372,352.93

非流动资产合计

3,978,257,678.08

3,978,257,678.08

资产总计

6,628,298,631.14

6,628,298,631.14

929,000,000.00

929,000,000.00

应付票据

27,000,000.00

27,000,000.00

应付账款

28,137,313.57

28,137,313.57

预收款项

-

不适用

合同负债

不适用

-

6,936,045.75

6,936,045.75

16,809,949.01

16,809,949.01

180,103,491.12

180,103,491.12

其中：应付利息

2,582,078.00

2,582,078.00

应付股利

31,002,272.44

31,002,272.44

54,350,000.00

54,350,000.00

1,242,336,799.45

1,242,336,799.45

655,650,000.00

655,650,000.00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其他非流动资产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交易性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职工薪酬
应交税费
其他应付款

持有待售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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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数

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预计负债
递延收益

34,303,577.74

34,303,577.74

689,953,577.74

689,953,577.74

1,932,290,377.19

1,932,290,377.19

1,080,551,669.00

1,080,551,669.00

1,836,983,769.64

1,836,983,769.64

759,935,895.13

759,935,895.13

未分配利润

1,018,536,920.18

1,018,536,920.18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4,696,008,253.95

4,696,008,253.95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总计

6,628,298,631.14

6,628,298,631.14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负债合计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实收资本（或股本）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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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新增2家子公司，分别是广东韶能集团绿洲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和韶能集团耒阳蔡伦纸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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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韶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陈来泉
2020年8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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