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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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sse.com.cn 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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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第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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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网英大 600517 置信电气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牛希红 仲华 

电话 021-51796818 021-51796818 

办公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

国耀路211号C座9层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

国耀路211号C座9层 

电子信箱 600517@sgcc.com.cn 600517@sgcc.com.cn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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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358,606,379.20 39,679,969,181.69 39,679,969,181.69 9.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17,620,328,811.01 17,269,918,410.89 17,269,918,410.89 2.03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调整后 调整前 

营业总收入 3,624,784,194.29 2,727,716,119.03 2,723,730,137.74 32.89 

营业收入 1,824,551,674.46 1,300,313,713.40 1,300,313,713.40 40.32 

利息收入 427,636,709.74 355,125,663.01 351,139,681.72 2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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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1,372,595,810.09 1,072,276,742.62 1,072,276,742.62 28.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644,990,871.78 569,237,714.16 569,064,666.23 13.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37,466,600.93 483,012,964.52 483,012,964.52 31.9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381,721,713.84 -995,746,234.75 -981,969,931.9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66 3.89 3.93 减少0.2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3 0.106 0.106 6.6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3 0.106 0.106 6.60  

注：上年同期每股收益为 0.106元，2020年半年度报告披露保留两位小数为 0.11元。 

 

2.3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78,822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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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

的股份数量 

国网英大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65.53 3,747,456,382 3,747,456,382 无   

国网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7.49 428,138,981   无   

上海置信(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3.63 207,857,842   无   

上海置信电气工程安装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70 97,069,509   无   

济南市能源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52 87,128,318   质押 15,000,000 

上海东捷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其他 1.36 77,730,736   无   

国网新源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25 71,339,437 71,339,437 无   

南方电网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39 22,271,000   无   

华能资本服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31 17,886,714   无   

深圳市国有免税商品（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18 10,490,83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国家电网有限公司持有国网英大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00%

的股权，持有国网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持有

国网新源控股有限公司 70%的股权。2.上海置信(集团)有限公司

持有上海置信电气工程安装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3.除上述关

联关系外，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备注：截至本报告披露日，济南市能源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已解除 15,000,000股股份质押。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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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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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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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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9 年非公开发行证券

公司次级债券（第一期） 

19英大 C1 118998 
2019 年 7

月 31日 

2021 年 7

月 31日 
5 4.30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主要指标 报告期末 上年末 

资产负债率 52.50%   49.49%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8.03   6.75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

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 

报告期内，公司将置信智能持有的置信碳资产（现已更名为国网英大碳资产）100%股权划转

至公司本部直接持有，进一步整合资源，优化机制，提升碳资产管理公司专业能力和市场竞争力。

将置信智能所属的置信节能科技分公司全部业务、资产及人员划入上海置信电力建设有限公司，

有效整合两个主体在资质、市场、人力、技术等方面的资源优势，完善产业链，推动综合能源服

务业务高质量发展。 

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一是全国碳市场的正式启动为公司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今年 7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正

式开启上线交易，未来，随着我国碳市场定价机制不断完善、行业覆盖范围逐步扩大，碳市场交

易主体、规模将持续增加，企业和个人节能减排意识将进一步增强，公司碳资产管理业务（碳咨

询、碳盘查、碳交易等）具有较大发展潜力；同时，基于碳资产的金融创新需求更加旺盛，公司

在碳金融产品研发、低碳投资等方面也将获得新的发展机会。 

二是国家完善绿色金融体系将进一步拓宽公司发展空间。“碳达峰、碳中和”将带来经济结

构、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的重大调整，存在巨大的绿色低碳投资需求，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今

年以来，我国陆续推出一系列绿色金融政策，鼓励和支持绿色金融发展，国家“十四五”规划纲

要和 2035年远景目标提出要大力发展绿色金融；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

展经济体系的指导意见》，明确要大力发展绿色信贷和绿色直接融资，统一绿色债券标准，发展绿

色保险，支持符合条件的绿色产业企业上市融资；中国人民银行 2021年工作会议提出要完善绿色

金融政策框架和激励机制。绿色金融是公司重要的业务发展方向，目前已搭建了较为健全的绿色

金融业务体系。后续，公司将进一步把握政策机遇，充分发挥能源领域竞争优势，大力拓展绿色

资产证券化、绿色债券等绿色金融业务，进一步提升经营绩效、发展质量和市场竞争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