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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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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申能股份 600642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谢峰 周鸣 

电话 021-63900642、33570888 021-63900642、33570888 

办公地址 上海市虹井路159号8楼 上海市虹井路159号5楼 

电子信箱 zhengquan@shenergy.com.cn zhengquan@shenergy.com.cn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62,398,460,116.83 59,662,307,412.87 4.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28,624,734,171.91 25,953,166,153.61 10.29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3,017,397,935.39 1,012,943,167.08 197.88 



营业收入 19,581,530,842.14 17,992,581,828.81 8.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296,307,772.59 913,169,984.08 41.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194,886,595.69 890,936,699.56 34.1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4.85 3.53 增加1.3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285 0.201 41.96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285 0.201 41.96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43,189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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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

股份数量 

申能(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53.47 2,626,545,766 360,000,000 无 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

司                                                                                                           

国有法

人 

4.52 222,086,435 0 无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未知 3.34 164,020,635 0 无 0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

司                                                                                                           

国有法

人 

2.02 99,355,133 0 无 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三组合                                                                                                             国有法

人 

1.47 72,002,433 0 无 0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                                                                                                           

国有法

人 

1.13 55,532,250 0 无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国有法

人 

1.04 51,136,900 0 无 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中证 500 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0.67 32,903,480 0 无 0 

上海久事（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0.58 28,395,455 0 无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中证上海国企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0.57 27,990,181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曾获得上述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人关系的信息。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公司报告期内无优先股相关事项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19 年上半年，公司以“加快发展、稳步调整、提质增效、培育优势、提高竞争力、做优‘先

锋企业’”为总体工作思路，聚焦重点工作，内抓管理、外拓市场，各项工作完成情况达到或超过

预期。 

1、经营水平进一步提高，盈利能力持续增强。 

加强燃料管理，严控生产成本。深化对标考核，加强过程管理。系统企业平均耗用标煤价格

同比下降 74元/吨，节约燃料成本共约 3 亿元。 

市外两家煤电企业扭亏增利。申皖发电积极争取计划外电量，开拓调峰市场，上半年实现净

利润 2526 万元，同比增加约 6500 万元。吴忠热电加强工业供热工作，实现盈亏平衡。 

积极拓展电力市场。上半年系统煤电机组市场化电量 27.5亿千瓦时，同比有所上升。落实奉

贤热电“两部制”电价,与化工区三家新增热用户签订供热合同,参股上海第一个增量配网试点项

目,吴泾二发电 1 号机组实现机组扩容，由 60 万千瓦变更为 63 万千瓦。 

开展资金筹集，满足公司发展需要。在集团大力支持下，顺利完成非公开发行股票工作，募

集资金净额 19.7 亿元。完成 15 亿元超短券和 8 亿元短券发行，保障资金需求同时有效节约财务

费用。 

2、安全生产总体平稳，保供能力显著增强。 



上半年，公司未发生人身伤亡、主设备损坏、环境污染等生产安全事故，未发生电力安全事

故和重大社会事件，安全生产形势平稳受控。深入开展安全风险防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工作，扎实

推进危化品专项检查、特种设备专项治理、消防安全专项行动、施工安全管理、防台防汛等各类

专项活动。围绕工程建设、科技技改项目、重大危险源管理、环保治理等重点开展各类安全检查。

上半年公司二个基建工程和 157 个生产技改检修项目安全生产全部受控。完成公司“安全应急智

能系统”建设和推广应用，安全管理水平进一步提升。 

3、项目开发进程加快，基建工程稳步推进。 

做好电力工程建设。奉贤热电公司两台机组分别于 6 月 19 日和 6 月 27 日完成 168 试运行，

实现全面投产。淮北平山二期 135 万千瓦机组国家示范工程建设有序推进，“首台套”申报材料已

报送国家发改委。崇明燃机项目荣获“2018 年度中国电力优质工程奖”和电力行业优秀设计奖。 

加快新能源项目拓展。优选消纳条件好、电价高、建设条件相对优越区域进行重点业务布局，

研究聚焦平价上网有竞争力的发展区域并落实资源储备。临港海上风电一期示范项目全面建成投

产，其中 6MW 样机是目前中国已吊装的叶轮直径最大的海上风机，为上海装备业提供了创新示范

平台。上半年新增新能源权益装机容量 73.5MW，在建装机容量共 673.4MW。 

加大油气勘探开发。积极推进东海平湖油气田 PH12 井勘探工作，确保平湖油气稳产增储。5

月 3 日，PH12 井完成钻探，探明原油地质储量 190 万方，天然气地质储量 2.9 亿方。抓紧实施新

疆油气区块勘探工作，6 月 3 日，三维地震采集工作提前完成并已通过专家验收，目前正开展数

据处理和解释工作。 

开展海外能源投资项目。重点开发和推进相关地区新能源风电项目，并达成初步合作意向。 

4、持续科技创新，节能环保成效显著。 

重点推进储能技术研发工作。公司去年 8 月自主研发的 300kW/450kWh 微网与储能项目（1.0

版）投运情况良好，在此基础上开展储能技术 2.0 升级版试点项目，目前已开工安装。 

持续推进科技创新。公司上半年共获得发明专利 3 项，实用新型专利 1 项。科技项目获奖，2

个省部级奖项，1 个课题通过市科委验收，3 个课题被列入市科委研究课题名录，7 个项目申报了

申能集团重点科技项目。电力科技曹妃甸项目第一台机组投产，供电煤耗 263 克/千瓦时，徐州高

温亚临界改造项目，8月 10 日已投产。 

节能减排继续保持行业领先。上半年，公司系统燃煤发电企业平均脱硫综合效率均在 98.5％

以上，大机组平均脱硝综合效率 90%以上。完成外二、外三污泥掺烧改造，外二、外三、吴二固

废堆场改造，外三岸电改造等一批技改项目。奉贤热电、崇明发电均已完成一台启动锅炉提标改



造工作。 

5、企业管理水平提升，助力公司高质量发展。 

修订《发电企业市场煤自行采购管理规定》，提高上海三家煤电企业自行采购煤量，提升自主

经营意识和电煤供需双方协同能力，促进了燃料供应市场化工作。颁布《公司环境保护管理办法》、

《公司全资企业（不设董事会）股东会议的规定》等制度，研究制定“系统电力企业标准化管理

制度”方案。加强内控管理，强化内部审计监督，充分调动内部审计和社会审计力量，增强审计

监督合力；加强采购与招标管理，进一步规范采购招标行为。加强信息化建设，以青海新能源为

试点，做好“申能风光储管理信息系统”的开发工作；着手开展信息管理系统统筹规划工作，确

保信息系统安全。加强人力资源管理和日常培训管理，积极盘活内部人才资源。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