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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
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
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易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10B條而作出。 

 

茲載列新疆金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深圳證券交易所網站刊登的《新疆金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半年度報告摘要》，僅供參閱。 

 

 

承董事會命 

新疆金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馬金儒 

公司秘書 
 

北京，2014年8月22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武鋼先生、王海波先生及曹志剛先生；非執行董事為李熒先生、胡
陽女士及于生軍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黃天祐博士、楊校生先生及羅振邦先生。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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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02                           证券简称：金风科技                           公告编号：2014-043 

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1、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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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金风科技 股票代码 002202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马金儒 冀田 

电话 010-67511996 010-67511996 

传真 010-67511985 010-67511985 

电子信箱 goldwind@goldwind.com.cn goldwind@goldwind.com.cn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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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4,470,905,129.06 3,245,964,657.97 3,245,964,657.97 37.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30,691,557.03 92,682,177.22 92,682,177.22 256.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93,184,012.03 34,256,049.99 34,256,049.99 755.8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713,155,692.70 -1,220,909,678.32 -1,220,909,678.32 -122.2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27 0.0344 0.0344 256.6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27 0.0344 0.0344 256.6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46% 0.71% 0.71% 1.75%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37,128,012,375.90 34,369,646,073.12 34,369,646,073.12 8.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3,437,131,351.78 13,367,526,132.97 13,367,526,132.97 0.52%



3 

（2）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14,003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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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香港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8.49% 498,162,400    

新疆风能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3.95% 375,920,386  质押 204,624,000

中国三峡新能源公司 国有法人 10.72% 288,845,699    

中国建设银行－银华核心价值优选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2.13% 57,485,046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风能研究所 国有法人 1.64% 44,067,423    

武钢 境内自然人 1.49% 40,167,040 30,125,281   

郭健 境内自然人 1.08% 29,119,744    

中国农业银行－中邮核心优选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92% 24,782,554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六组合 其他 0.75% 20,241,396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八组合 其他 0.73% 19,789,55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新疆风能有限责任公司与中国三峡新能源公司存在如下关联关系：中国

三峡新能源公司是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中国长江三峡

集团公司通过中国三峡新能源公司持有新疆风能有限责任公司 33.89%的

股权、通过其全资子公司长江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持有新疆风能有限责

任公司 9.44%的股权，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合计持有新疆风能有限责任

公司 43.33%的股权。其他股东的情况未知。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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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产品生产和销售 

报告期内，公司风力发电机组及零部件销售收入为人民币369,367.03万元，较去年同期增加30.07%，售

出机组装机容量942.25MW，同比增加42.28%。同时，公司2.5MW风力发电机组销售容量占总销售容量的

比例由上年同期的16.99%增长至26.53%，表明市场需求逐步转变，更倾向于大容量机型。下表为公司2014

年上半年及2013年上半年产品销售明细： 

机型 2014年1-6月 2013年1-6月 销售容量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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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台数 销售容量（MW） 销售台数 销售容量（MW） （%） 

2.5MW 100 250 45 112.50 122.22%

1.5MW 461.5 692.25 366 549.00 26.09%

750kW 0 0 1 0.75 -

合计 561.5 942.25 412 662.25 42.28%

（2）技术研发及产品认证 

金风科技一直注重核心竞争力的培养，公司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直驱永磁技术，代表着全球风力发电

领域最具成长前景的技术路线。为进一步适应细分市场的需求，公司在售产品包括1.5MW、2.0 MW、2.5MW

及3.0MW直驱永磁风力发电机组，除新产品2.0MW直驱永磁风力发电机组外，上述其他产品均已推出系列

化机组，适应性区域涵盖低温、高海波、低风速、超低风速及海上。 

2014年4月，公司2.0MW直驱永磁风力发电机组首台样机成功实现并网，这也是目前全球同功率级别风

机中单位千瓦扫风面积最大、超低风速区域发电能力最强的机型；此外，公司6.0MW直驱永磁机组目前正

在确定机位信息，预计于年内完成吊装。 

为进一步推进公司产品国际化战略的实施，在注重新产品研发的同时，加强了机组认证工作力度，2014

年，公司1.5MW直驱永磁机组获得了TÜV SÜD的CE认证，GW121/2.5MW直驱永磁通过了DNV GL的B设

计评估，GW115/2.0MW直驱永磁通过了鉴衡认证中心的A设计评估。除此以外，公司位于澳洲利亚的Gullen 

Range项目也通过了TÜV Nord的特定场址设计评估（SSDA）。金风科技获得的行业标准认证表明产品符

合国内、国际标准的要求，为公司进一步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提供了有力支撑。 

作为全球领先的风电企业，公司在自身发展的同时，也积极参与国际风电标准化课题研究，为风电产

业健康持续发展发挥应有的作用。截止2014年6月，共参与4项IEA组织的课题研究，不仅在国际舞台上发

出有力的声音，同时也参与国际风电规则的研究和制定。金风科技作为全国风力机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和

能源行业标准化委员会电器设备分委会的主任委员单位，积极参与国内风电标准体系顶层设计及风电行业

标准的制定。截止报告期末，公司累计参与制定行业标准97项（国家标准37项，行业标准50项，协会标准

5项，地方标准5项），其中，公司主导制定51项（国家标准19项，行业标准23项，协会标准4项，地方标

准5项）。 

为进一步挖掘风电产业链价值及市场潜在需求，由公司自主研发并投资建设的包含风力发电、光伏发

电和储能系统在内的“智能微网示范项目”于今年5月成功实现上网售电，成为国家电网颁布《关于做好分布

式电源并网服务工作的意见》政策之后北京地区首家实现自发自用，剩余电量上网的企业。智能微网系统

每年可为公司提供清洁电力约260万度，相当于每年可为社会节约标准煤约1040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

2592吨，再造约1421立方米森林。 

（3）市场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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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行业环境逐步向好，公司在手订单稳步增长，产品市场认可度高，市场拓展顺利。截止2014

年6月30日，公司待执行订单总量为4972.00MW，包括750kW风力发电机组15.00MW, 1.5MW风力发电机组

4,212.00MW，2.5MW风力发电机组730.00MW，及3.0MW风力发电机组15.00MW。除此之外，公司中标未

签订单总量为3,927.50MW，包括1.5MW风力发电机组2,964.00MW，及2.0MW风力发电机组148.00MW，

2.5MW风力发电机组617.50MW，3.0MW风力发电机组198.00MW,公司持有的待执行订单和中标未签订单

合计为8,899.50MW。 

（4）成本控制 

得益于公司的技术改进、供应链优化及精益化管理的实施，报告期内，公司1.5MW风力发电机组毛利

率提升较为明显，比上年同期上升10.92个百分点，2.5MW风力发电机组毛利率有一定幅度的改善，提升至

报告期内的24.56%。 

（5）风电服务 

凭借在研发、制造及风电场建设的丰富经验，金风科技不仅向客户提供高质量的风力发电机组，同

时还向客户提供多元化服务方案，始终将为客户创造价值作为公司的经营宗旨。风电服务作为公司主要业

务板块之一，在报告期内各项业务进展顺利，并取得多项突破。 

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天源科创风电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天源科创”）已通过TÜV NORD风电运维

服务能力评估，成为国内首家通过并获得TÜV NORD风电运维服务能力评估的风机运维服务企业，标志着

天源科创服务体系和服务能力已通过了全球标准的验证，为天源科创在全球范围内向客户提供统一、高标

准的系统风电服务解决方案提供了有力支持。天源科创将继续保持与TÜV NORD的合作，并以此为契机推

动我国风电运维服务标准的建立。此外，天源科创自主开发的风电智能调控系统获得国家电网公司科技进

步二等奖。 

截止2014年6月30日，公司在不同风区、气候环境和电网条件下累计维护的风力发电机组数量超过

15,000台；为客户提供风电项目全生命周期的“一站式”服务业务继续发展和壮大，2014年上半年公司新增

EPC总包项目150MW，在建项目170MW。 

公司实现的服务业务收入为24,265.04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5.89%。 

（6）风电场投资、开发与销售 

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天润新能投资有限公司（下称“北京天润”）主要从事风电项目投资、开发、建设、

运营、技术服务等业务，所投资的风电场项目在技术及质量方面均得到各级电网公司的高度认可。凭借高

效的项目开发团队、卓越的工程管理能力和丰富的风电场运维经验，北京天润已成长为我国优秀的风电开

发投资企业之一，不仅在公司风电场投资、开发与销售这一业务板块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为公司储备优

势资源、扩大市场份额、巩固优势地位提供了有力支撑。 

截止2014年6月30日，公司风电场项目累计装机容量1844.5MW，其中权益装机容量1422.45MW；在建

风电场项目累计装机容量451MW，其中权益装机容量446.05M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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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的风电项目实现收入人民币52,033.99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79.04%。 

（7）国际业务 

市场国际化是公司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也是公司实现品牌、产品

国际化的重要途径。在报告期内，国际业务顺利开展，斩获多项国际订单，公司在巴拿马获得86台

GW109/2500机组的订单，共计215MW，同时包括机组长期质保运维服务。该风电场投运后将并入巴拿马

国家电网，将对促进巴拿马能源结构多元化具有重要意义。该项目是迄今为止公司在海外项目收获的最大

机组订单，也充分证明了金风科技2.5MW系列化风力发电机组的可靠性和稳定性完全能够满足国际市场的

严苛要求，为公司进一步拓展国际市场奠定坚实了的基础。 

报告期内，公司澳洲Gullen Range风电场项目首批机组已经接入澳洲当地电网系统，开始向澳洲电力

市场输送绿色电力；罗马尼亚Miresa项目以及巴基斯坦项目所有机组已经成功完成吊装。此外，公司在法

国获得11台GW48/750机组的订单，共计8.25MW。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国际销售收入人民币62,699.50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5.35%；占营业收入14.02%。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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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3月至7月，财政部制定了《企业会计准则第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 该会计准则

自2014年7月1日起施行，但鼓励在境外上市的企业提前执行；修订印发了《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

工具列报》, 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在2014年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告中按照该准则要求对金

融工具进行列报。 

     本公司（含子公司，下同）作为深圳证券交易所及香港联合交易所两地上市的公司，在编制2014年

半年度财务报告时，已按照相关的衔接规定进行了处理。 

     就本公司2014半年度财务报表而言，新采用的上述2项会计准则的变化，引起本公司相应会计政策

变化的，本公司已根据相关衔接规定进行了处理；同时，本公司采用上述会计准则对2014年半年度财务

报表的所有者权益、2014年半年度财务报表的净利润未产生任何影响，也无需对比较数据进行追溯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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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2014年6月30日止六个月期间，本公司新设成立的子公司纳入合并范围。除此之外，合并财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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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表范围与上年度一致。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长：武钢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14 年 8 月 22 日 

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