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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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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巨潮资讯网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全体董事均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1.3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1.4 公司中期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宝新能源

股票代码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办公地址

董事会秘书
刘

000690

证券事务代表

沣

罗丽萍

广东省梅县华侨城香港花园香港大道宝丽华综合大楼；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珠江东路 6 号广州周大福金融中心 63 层

电话

0753-2511298

020- 83909818

传真

0753-2511398

020- 83909880

电子信箱

bxnygd@sina.com

报告期初至报告披露日期间公司股票简称变更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2.2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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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本报告期

营业收入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4,471,812,324.83

3,217,629,470.93

38.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61,706,544.29

638,274,584.33

3.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51,439,033.27

742,842,149.13

1.16%

1,340,927,040.89

1,533,803,541.62

基本每股收益

0.30

0.29

3.45%

稀释每股收益

0.30

0.29

3.45%

6.06%

6.5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12.58%

减少 0.48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18,949,625,801.18

19,301,617,062.35

-1.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0,917,878,951.31

10,898,365,809.58

0.18%

2.3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单位：股、％
107,420 户

优先股股东总数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

0户
0户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广东宝丽华集团有限公司

股东性质

持股
比例

报告期末持
有的普通股
数量

报告期内增
减变动情况

持有有限售 持有无限售 质押或冻
条件普通股 条件普通股
数量

境内非国有法人 16.00 348,142,058

数量

境内自然人

4.07

88,566,325

张惠强

境内自然人

3.05

66,379,500

-7,120,500

66,379,500

境外法人

2.79

60,748,808 -12,329,081

60,748,808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工
境内非国有法人 0.92
银瑞信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20,075,300

20,075,300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方中
境内非国有法人 0.92
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20,075,300

20,075,300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中
境内非国有法人 0.92
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20,075,300

20,075,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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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

348,142,058

宁远喜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结股份

71,390,000

88,566,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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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时中
境内非国有法人 0.92
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20,075,300

20,075,300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中
境内非国有法人 0.92
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20,075,300

20,075,300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中
境内非国有法人 0.92
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20,075,300

20,075,300

广发基金－农业银行－广发中
境内非国有法人 0.92
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20,075,300

20,075,300

易方达基金－农业银行－易方
境内非国有法人 0.92
达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20,075,300

20,075,300

前 10 名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未知

前 10 名股东存在回购专户的特别说明

无

前 10 名股东存在委托表决权、受托表决权、放弃表决权

未知

情况的说明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广东宝丽华集团有限公司

348,142,058

人民币普通股

张惠强

66,379,500

人民币普通股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60,748,808

人民币普通股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工银瑞信中证金融资产管
理计划

20,075,300

人民币普通股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方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20,075,300

人民币普通股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20,075,300

人民币普通股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时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20,075,300

人民币普通股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20,075,300

人民币普通股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20,075,300

人民币普通股

广发基金－农业银行－广发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20,075,300

人民币普通股

易方达基金－农业银行－易方达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
划

20,075,300

人民币普通股

前 10 名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

未知
股东张惠强持有公司 66,379,500 股股份，其中普通证券账户持
有 2,589,500 股，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63,790,0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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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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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
有限公司 2016 年面向合
16 宝新 01 112483 2016 年 11 月 28 日 2021 年 11 月 28 日 260,013,000 元 6.00%
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第一期）
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
有限公司 2016 年面向合
16 宝新 02 112491 2016 年 12 月 12 日 2021 年 12 月 12 日 91,233,500 元 6.00%
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第二期）
报告期内公司债券的付息兑付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无债券的付息兑付情况。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资产负债率

42.38%

43.53%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9.94

7.68

第三节 重要事项
3.1 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
3.1.1 报告期内公司所属行业发展情况
公司所属行业为电力行业。
2021 年 1-6 月，全国全社会用电量累计 39,339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6.2%。分产业看，
第一产业用电量 451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20.6%；第二产业用电量 26,610 亿千瓦时，同比增
长 16.6%；第三产业用电量 6710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25.8%；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 5,568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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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瓦时，同比增长 4.5%。全国发电设备累计平均利用小时 1,853 小时，比上年同期增加 119
小时。全国跨区送电完成 2956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3.0%；全国各省送出电量合计 7,218 亿
千瓦时，同比增长 13.7%。
2021 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电厂总发电量为 3.87 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3.7%；全国
发电设备平均利用小时 1,853 小时，同比提高 119 小时。全国各电力交易中心累计组织完成
市场交易电量 17,023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41.6%。其中，全国电力市场中长期电力直接交易
电量合计为 13,773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43.4%，占全社会用电量比重为 35%，同比提高 6.4
个百分点。（以上数据来自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2021 年上半年全国电力供需形势分析预测
报告》）
3.1.2 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情况概表
主要业务

主要产品

新能源发电

电力

金融投资

-

经营模式

市场地位

做大做强新能源电力，做
精做优新金融投资，实现
电力、金融两大主业的联
动发展。

新能源电力细
分行业龙头
-

业绩驱动
因素

报告期内发生的
重大变化情况

国家政策、
1、煤炭价格高位上涨；
宏观经济、
2、电力市场化规模进
产业结构、
一步扩大。
原料价格

3.2 报告期内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变化及对公司产生的影响
报告期内，公司核心竞争力未有发生重要变化。
3.3 报告期内的主要经营情况
2021 年上半年，我国经济持续恢复，主要宏观指标处于合理区间，经济发展呈现稳中加
固、稳中向好的态势，一、二、三产业用电量均保持快速增长，发电设备利用小时数同比增
加；但同时，煤炭供需平衡偏紧，电煤价格高位上涨，火电企业成本大幅上升，行业发展压
力较大，经营形势复杂。
面对当前经营环境，公司董事会与管理层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做好疫情防控
和经营发展，坚持战略定力，坚定发展信心，积极应对挑战，紧抓新能源电力安全生产、提
质增效，力促金融投资审慎经营、特色发展。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4.72 亿元，同
比增长 38.98%；利润总额 9.15 亿元，同比减少 2.6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62
亿元，同比增长 3.67%，实现了健康、平稳发展的目标。
3.3.1 狠抓运营、主动作为，新能源电力实现平稳增长
报告期内，在煤炭价格上涨、行业盈利承压的背景下，公司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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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理念，积极面对市场挑战，积极应对各种不利因素，以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从严从细
做好疫情防控，全员全力抓好安全生产，做强做实经营管理，继续坚守了梅县荷树园电厂利
润核心稳定作用，进一步提升了陆丰甲湖湾电厂新兴增长驱动效应，进一步发挥了宝新售电
机制灵活运营优势，创造了良好的经营业绩，进一步稳固了公司在资源综合利用新能源发电
方面的优势，巩固了公司新能源电力细分行业龙头地位。
3.3.2 审慎经营、向新向善，新金融投资探索特色路径
报告期内，公司力促金融投资板块审慎经营，寻找符合自身特色的健康发展路径。
报告期内，公司发起设立的梅州客商银行正式举行“春雨计划”助力乡村振兴项目启动
暨首家乡村金融服务站开业仪式；成功中标梅州市社保基金存放资格；正式开通企业征信系
统查询功能，具备完整的“个人+企业”、“线上+线下”的综合征信查询服务能力；投产上线
核心自建工程，数字化发展步入快车道。截止报告期末，梅州客商银行总资产 233.98 亿元，
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 1.44 亿元，净利润 1,326.03 万元，不良贷款率为 0.02%，形成了业务
规模持续增长、资产质量持续稳定的良好发展局面。
3.3.3 突出主业、优化配置，新形势发展聚焦提升效率
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聚焦核心主业，先后注销了与主业关系不大、近年来营收规模较
小的广东宝丽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广东信用宝征信管理有限公司，优化了资源配置；积极
跟进市场利率变化情况，探索债务结构品种类别优化，有效减轻了财务费用负担；完善修订
了内部管理规定，规范了相关流程，厉行节约、紧凑办公，既提升了公司治理水平，又通过
规范有序的运作实现了降本增盈的效果。

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邹锦开
二〇二一年八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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