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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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宁波热电 600982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夏雪玲 沈琦 

电话 （0574）86897102 （0574）86897102 

办公地址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昌乐路

187号发展大厦B座7F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昌乐路

187号发展大厦B座7F 

电子信箱 nbtp@nbtp.com.cn nbtp@nbt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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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6,803,671,784.12 6,262,946,842.89 6,141,071,920.12 8.63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3,401,358,078.48 3,439,837,240.13 3,318,585,507.83 -1.12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

年同期增减(%) 调整后 调整前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432,059,355.08 429,464,347.41 430,805,482.48 0.60 

营业收入 1,237,951,502.59 1,637,087,917.74 1,637,087,917.74 -24.38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83,972,055.60 68,820,713.88 72,055,983.04 22.02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70,639,018.07 25,844,689.20 25,844,689.20 173.32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2.40 2.15 2.34 增加0.25个百

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0762 0.0633 0.0663 20.38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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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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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 

国有法

人 

25.62 286,375,377 57,280,780 无   

宁波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25.27 282,484,731 282,484,731 无   

瞿柏寅 境内自

然人 

4.47 50,000,000 0 冻结 50,000,000 

宁波交通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 

国有法

人 

1.34 15,000,000 0 无   

陈峰 境内自

然人 

0.43 4,830,000 0 无   

宿建扬 境内自

然人 

0.23 2,585,600 0 无   

宁波联合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其他 0.20 2,240,000 0 无   

赵焕刚 境内自

然人 

0.15 1,622,000 0 无   

赵小婷 境内自

然人 

0.14 1,552,189 0 无   

刘成昌 境内自 0.12 1,310,000 0 无   



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截止本报告期末，宁波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为宁波开发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除宁波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或宁波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不与上述其他 8名股东存在关联

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余 8名股东之间存

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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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宁波热电股

份有限公司

2013 年 公

司债券 

13 甬热电 122245 2013 年 4 月

15 日 

2020 年 4 月

15 日 

0.00 5.60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主要指标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资产负债率 43.81   38.87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10.57   7.29   

 

关于逾期债项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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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上半年，为应对新冠疫情给公司生产经营带来的负面冲击，公司上下凝心聚力、砥砺

前行，努力减少疫情不利影响，积极维护公司改革成效，在“三提两优”战略的全面指导下，报告

期实现了公司经营效益的企稳回升。 

    （一）2020 年上半年主要经营指标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2.38 亿元，同比减少-24.38%，利润总额 11,605.17 万元，同

比增加 1.04%，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8,397.21 万元，同比增加 22.02%，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7,063.90 万元，同比增加 173.32%。 

    （二）报告期主要经营工作情况 



1、生产运营稳步提升，工程建设有序开展 

报告期内，公司在积极做好企业经营安全管理、员工健康安全管理的同时，加强企业精细化

管理，实现企业降本增效。热电联产方面如金华热电、明州热电等通过设备改造、工艺配比、运

营调整、伴生项目拓展等多种技术开发改造，实现企业创新创收；热力运营方面通过智能化调度

运行多厂联网的热网系统，实现调度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提高热网整体运行效率。 

另外，为减少疫情对公司在建工程进度影响，公司经营层组建调研小组，远赴工程建设基地

开展实地排摸工作，有效保障工程建设。截至本报告期末，丰城生物质已完成锅炉钢结构吊装和

主厂房 8 米层浇筑；津市热电完成 1#锅炉省煤器、过热器安装和 2#锅炉汽包吊装；望江热电 EPC

招标已完成挂网公示；临高生物质土地已挂牌公示，场地地勘外部作业已完成。 

2、把握优质资产，增强发展后劲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优质项目的收购和拓展，进一步夯实了公司能源主业，增强了盈利能力。

在资产收购方面，公司通过对万华热电 35%股权、中海油工业气体 35%股权和国电三发 10%股权

的收购，较大程度提升了公司投资收益。同时，通过设立前开能源公司开展综合能源供应服务业

务，有利于创新公司能源商业模式，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此外，报告期公司还收购了临高生

物质 100%股权开展生物质发电业务，促使公司能源主业获得进一步拓展。 

3、拓宽改革思路，创新企业活力 

为切实推进国企改革进程，提升企业活力，公司于 2019 年启动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并于本

报告期内完成股份授予。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涉及的全部 67 名激励对象，已全额完成股份认购，彰

显了公司管理团队对公司发展的信心。 

4、完善内控体系，促进规范运营 

报告期内，公司本部完成组织架构调整，组建“八部四室一中心”的部室结构，力求形成业

务涵盖全面、职能划分清晰、责任落实到位的管理体系。另外在内控制度层面，继续加强对预算

管理、安全生产、人力资源、项目投资、工程建设等方面的管控，更好发挥公司整体协作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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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 2017年 7月发布《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收入>的通知》（财会〔2017〕

22号），通知要求境内上市企业自 2020年 1月 1日起施行。 

详见《宁波热电 2020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附注五、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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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