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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772                           证券简称：运达股份                           公告编号：2019-039 

浙江运达风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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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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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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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运达股份 股票代码 300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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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青 杨帆 

办公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国际科技大厦 A 座 18F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国际科技大厦 A 座 18F 

电话 0571-87392388 0571-87392388 

电子信箱 info@chinawindey.com info@chinawindey.com 

2、主要财务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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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479,392,554.57 1,259,985,656.64 17.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2,032,750.40 9,360,927.30 28.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11,371,131.72 -2,563,167.82 -343.6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45,351,817.14 -445,032,667.09 -45.0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4 25.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4 25.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7% 1.11%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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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7,228,479,951.31 6,594,925,188.11 9.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424,588,643.76 961,663,125.29 48.14%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36,17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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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浙江省机电集团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5.92% 135,000,000 135,000,000   

中节能科技投资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0.21% 30,000,000 30,000,000   

浙江华睿如山装

备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08% 12,000,000 12,000,000   

北京红马环保投

资中心（有限合

伙） 

国有法人 4.08% 12,000,000 12,000,000   

中节能实业发展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55% 7,500,000 7,500,000   

浙江和盟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58% 4,632,000 4,632,000   

马希骅 境内自然人 0.92% 2,700,000 2,700,000   

杨震宇 境内自然人 0.50% 1,462,500 1,462,500   

叶杭冶 境内自然人 0.47% 1,385,000 1,385,000   

陈继河 境内自然人 0.35% 1,040,000 1,04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中节能科技投资有限公司和中节能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为中节能环保集团公司控制的企

业，上述两家公司为一致行动人。除此以外上述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属于一致

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不存在通过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份情况。公司前 10 名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股东中，公司股东林敏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430,400 股，合计持有 430,400 股。公司股东赵彬通

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79,854 股，合计持有 279,854 股。公司股东陈家铭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申万

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72,600 股，合计持有 272,600 股。

公司股东陈福平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

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61,600 股，合计持有 261,600 股。公司股东徐迎春通过普通证券账

户持有 0 股，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33,500 股，合计

持有 233,500 股。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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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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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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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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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19年在风电行业持续向好发展的大背景下，平价新政的出台也为风电企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风电

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不仅要依赖于技术的提升、成本的降低，还要依赖于综合服务能力的完善。面对新的市

场机遇和挑战，公司以技术创新为驱动，致力于成为技术领先的风电整体解决方案供应商。 

报告期内，公司各项业务进展顺利、经营业绩稳步提升、在手订单快速增长，公司新增订单4,283.3MW，

同比增长410%。公司累计在手订单7513.3MW，金额达到261.68亿元，包括已签合同尚未执行的项目和中

标尚未签订合同的项目，其中2MW及以下风电机组（含2.2MW）2355.5MW、2.5MW风电机组3775MW、

3MW风电机组1050MW、3MW以上风电机组332MW。 

2019年1-6月公司营业收入为人民币147,939.26万元，同比上升17.41%；实现归属母公司净利润为人民

币1,203.28万元，同比上升28.54%。 

（一）风电机组生产与销售 

报告期内，公司风力发电机组及零部件销售收入为人民币142,442.13万元，同比上升15.27%。2019年

1-6月实现对外销售容量460.2MW，同比上升24.38%。 

2019年1-6月及2018年1-6月销售明细 

机型 2019年1-6月 2018年1-6月 销售容量变动 

（%） 销售台数 销售容量（MW） 销售台数 销售容量（MW） 

2MW（含2.2MW） 141 290.2 180 360 -19.39 

2.5MW 68 170 4 10 1,600% 

合计 209 460.2 184 370 24.38% 

报告期内，公司与华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中国三峡新能源有限公司、

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华润电力控股有限公司等电力集团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公司不仅与主要客户维

持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并且凭借良好的品牌形象和优异的产品质量拓展了客户群，使得报告期内客户

集中度和对少数客户的依赖度逐渐下降，客户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趋势。 

（二）风电场投资 

2019年国家密集出台了一系列关于“降电价”、“去补贴”的政策，我国风电从此进入无补贴平价上网与

享受国家补贴竞争配置等多种模式并存的新阶段。公司紧跟国家政策，积极调整投资方向，重点布局分散

式项目及“三北区域”优质资源的开发。 

报告期内，公司新增235万千瓦风资源开发协议的储备，同比增长352%；完成7.46万千瓦分散式风电

项目的核准。 

报告期内，公司整合优质资源，精心规划设计，有序推进前期工作，加大加快投资步伐。由公司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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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的山西昔阳皋落一期项目全面推进，预计年底前全部并网发电。截止报告期末，公司在建风电场项目

容量达到20万千瓦。 

（三）技术创新 

2019年上半年，公司完成了智能风机和智慧风场2.0的研发和试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智能风机能够

实现全量数据监测与融合，通过机器学习和深度算法，初步实现了主要控制参数的自优化与整定，使得机

组在复杂环境条件下的控制更精准、更有效，提升机组产品可靠性和发电性能。智慧风场实现对在役风电

机组产品的实时监测，通过数据分析、预测等技术手段，实现了运行数据的采集分析、智能监控与管理、

预测性的维护与检修、健康分析与故障智能诊断、大数据性能评估与优化、能量智能调度等功能。 

通过风电机组产品与风电场智能化水平的不断提升，运达股份将进一步为客户提供更可靠、更高效、

更智能的产品与服务，为客户持续创造价值。 

（四）产品研发 

1、三北大基地风电市场产品开发 

针对三北大基地平价上网风电项目，运达股份提前规划并研制了3.X兆瓦、4.X兆瓦两个平台系列的大

容量风电机组产品，可满足目标市场IEC I～IEC II类不同风况条件下的机组安全性要求。大功率等级产品

能够有效减少风电项目征地、基建、塔筒、集电线路及工程安装等投资成本，同时搭配140～156米大直径

风轮和先进的降载增效控制策略，达到了较同类型产品具有更高发电效率和更高可靠性的目的，为客户提

供最优平准化度电成本（LCOE）的解决方案。 

2、平原低风速、高切变风电市场产品开发 

随着华中、华东、东北等低风速、高切变风电市场的大规模开发，客户对高塔架风电机组产品的需求

日趋强烈。运达股份在发电性能优异的2.X兆瓦系列、3.X兆瓦系列产品基础之上，开发完成了120～140米

高度的钢制柔性塔筒及140～160米高度的钢混结构塔筒风电机组产品。上述超高塔筒产品样机经历了超过

1年时间的测试验证和迭代优化，在确保安全可靠的前提下实现风能最大限度的利用，为客户创造更多经

济效益。 

3、复杂电网、复杂环境风电市场产品开发 

运达股份与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长期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依托公司在并网技术领域深厚的技术积

累，运达股份先后完成了风电场一次调频控制技术、风电场无功调压技术等电网友好型技术的测试验证，

并积极牵头或参与风力发电并网技术相关的国家、行业标准制定，在自我发展的同时积极推动了行业的共

同进步。同时，针对强冰冻、高雷暴、超高海拔、台风等复杂自然环境条件，持续开展技术研究和产品研

发。2019年重点完成了5500米超高海拔的产品设计与部件测试，填补了国内空白，为川藏等风能储备丰富

的超高海拔风电市场提供了有力的产品支持，有助于解决高原地区供电难、电网建设难的问题。 

4、分散式风电市场产品开发 

随着国家能源局及各省市地方政府对分散式风电支持力度的不断提升，2019年我国分散式风电核准规

模、建设容量均创历史新高。运达股份凭借高可靠性、环境友好性、复杂电网适应性、故障预警及寿命预

测等先进技术，打造出一系列无（少）人值守的分散式风电机组产品。同时，公司组建专业的风资源开发

综合团队，深入项目开发前端，为客户提供集开发、申报、核准、设计、融资、建设于一体的一站式服务，

解决了分散式风电市场客户缺技术、疏政策等问题，通过技术服务大大降低了风电投资的风险与门槛，有

力推动了分散式风电的发展。 

主要财务数据同比变动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1,479,392,554.57 1,259,985,656.64 17.41% 无重大变化 

营业成本 1,253,261,319.34 1,002,311,497.56 25.04% 无重大变化 

销售费用 145,778,847.86 138,352,166.40 5.37% 无重大变化 

管理费用 16,901,889.16 24,404,099.71 -30.74% 主要系中介机构费、咨询费较上年减少。 

财务费用 -4,288,573.62 15,814,976.90 -127.12% 主要系公司本期购买的结构性存款增加，利息收

入增加 

所得税费用 146,987.93 -969,979.68 115.15% 主要系递延所得税费用增加大于当期所得税费用

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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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投入 56,640,739.15 64,720,688.08 -12.48% 无重大变化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645,351,817.14 -445,032,667.09 45.01% 主要系采购商品支付的现金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39,508,667.18 -86,310,653.10 145.77% 主要原因系公司本期无新增委托理财产品购买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374,939,940.27 151,785,115.57 147.02% 主要系本期收到募集资金所致。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

额 

-230,903,209.69 -379,558,204.62 39.17% 主要系本期收到募集资金所致。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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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详见本报告第十节财务报告中“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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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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