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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篇

问：董事长，贵公司主营业务是什么，自成立

以来是否有重大变化？

李书升： 公司的主营业务为风力发电的项

目开发、建设及运营。自本公司前身中节能风力

发电投资有限公司设立至今， 主营业务未发生

过变化。

问：董事长，贵公司的核心竞争优势有哪些？

李书升： 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主要体现在以下

几个方面：作为中国节能唯一风电开发运营平台，

公司是中国风电行业的先行者和革新者； 拥有良

好的企业品牌形象；专注于风力发电业务，拥有丰

富的建设运营维护经验、较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富有专业经验的管理团队和人才队伍； 并具备较

强的区域竞争优势。

问：董事长，在企业发展的过程中，有什么事

令你感受最深？

李书升：我觉得公司通过多年艰苦奋斗，而今

成为一家上市公司。这是改革开放的结果，是大家

众志成城奋斗的结果， 也意味着公司今后在新的

起点上更需要持之以恒、不懈努力。

问：董事长，贵公司所处的行业特点是什么？

李书升： 风力发电行业属于电力工业链的发

电环节， 其工作原理和流程是将空气动能首先通

过叶轮转化为机械能， 再通过发电机将机械能转

化为电能， 发电机组输出的电能通过升压变电站

升压后输送到电网中， 电网再将电能送至各用电

单位等。

问：公司的区域竞争优势体现在哪些方面。

刘斌：公司已发展成为河北张北坝上、甘肃河

西走廊以及新疆达坂城等风能资源丰富地区最大

的风电运营企业之一。 根据国家风电信息管理中

心、水利水电规划设计院《2013 年度中国风电建

设统计评价报告》统计，截至 2013 年底，公司在

河北省、 甘肃省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并网装机容

量市场份额分别达到 7.01%、7.09%及 3.95%，排

名分别为第 4 位、第 6 位及第 8 位。 未来，随着公

司上述区域市场内的在建项目及筹建项目陆续投

入商业运营， 公司在上述区域的市场份额有望进

一步提升。

问：公司的营业成本主要有哪些组成的？

罗锦辉：公司成本中绝大部分为发电成本。从

构成上看，风力发电营业成本中 85%以上为风电

设备的折旧， 剩余部分主要为人工成本和备品备

件的消耗。 碳减排量销售相关成本主要为指定经

营实体认证涉及的相关咨询评估费用等。

问：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是否有季节性特征？

罗锦辉： 公司风电场位于我国华北和西北地

区，属于温带大陆性气候或温带季风性气候，每年

冬季和春季风量较大。每年一、二和四季度为公司

上网电量最高的时期， 而每年三季度为公司的发

电低谷。 2011 至 2013 年，三季度占全年上网电

量的比率平均为 17.9%。因此，公司的主营业务收

入也会随之出现季节性变化。

问：请问领导，公司区域主营业务收入如何

构成？

罗锦辉： 公司目前已建成并实现主营业务收

入的项目全部位于河北、新疆、甘肃和内蒙古。 河

北张北地区是公司风电项目的重点分布区域。

2011 年至 2012 年，张北地区收入贡献比重一直

保持在 50%以上。 而随着甘肃昌马特许权项目、

昌马第三风电场、 昌马大坝南及大坝北项目陆续

并网发电， 甘肃地区在本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贡

献比重总体上升。

问：领导，报告期内公司在建工程情况怎

么样？

罗锦辉：报告期内，公司在建工程变动较大，

主要由于各风电场在报告期内陆续开工或转固。

2014 年上半年末，公司在建工程较 2013 年

末增加 53,038.74 万元，增长幅度为 27.5%，本期

在建工程增加主要来自于新疆哈密烟墩第五风

电场工程和肃北马鬃山第二风电场 A 区工程等

项目。

2013 年末， 公司在建工程较 2012 年末增加

35,075.44 万元，增长幅度为 22.2%。 本期内增加

主要由于部分在建风场仍处于主要建设期。 截止

2013 年 12 月末，公司共有 6 个在建风场。

2012 年末， 公司在建工程较 2011 年末增加

24,105.27 万元，增加幅度为 18.02%。 本期内增

加主要由于大部分在建风场处于建设期， 截止

2012 年末，公司共有 9 个在建风电场项目。另外，

2012 年托里 200 兆瓦风电场一期项目完工转入

固定资产，减少在建工程 29,988.70 万元。

2011 年末，公司在建工程较 2010 年末减少

54,381.07 万元，减少幅度为 28.9%。 本期减少主

要由于昌马第三风电场项目已经实现并网发电，

符合固定资产确认条件，因而转入固定资产核算，

该部分合计金额为 141,545.15 万元。 另一方面，

2011 年昌马大坝南、昌马大坝北、单晶河二期等

项目开工建设。 截至 2011 年年末，上述项目已累

计投入 64,411.18 万元。

问：贵公司今年业绩如何？预计每股收益会达

到多少？ 是否分红？

张东辉：目前公司的生产、经营及财务状况正

常。 我们会根据信息披露的要求及时向社会公众

披露相关信息。

行业篇

问：我国风电行业发展的区域特征如何？

李书升： 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我国有

31 个省、市、自治区（不含港、澳、台地区）已实现

风电场并网发电， 风电累计并网装机容量超过

1GW 的省份为 15 个， 其中超过 2GW 的省份为

12 个。 内蒙古自治区领跑我国风电发展，紧随其

后的是河北省和甘肃省， 前十名省份并网装机容

量合计占全国装机容量的 81.60%。

问：目前，国内电力行业发展情况如何？

李书升：电力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动力，它为国

民经济各个行业发展提供能源供给与动力支持，

工业生产和人们日常生活均离不开电力， 电力行

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属于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支

柱产业。 电力行业与宏观经济保持着较高的相关

性，电力生产增长率和电力消费增长率跟随 GDP

增长率的变化而变化。

根据中电联发布 2013 年全国电力工业统计

快报，2013 年， 全国全口径发电量 53,474 亿千

瓦时，同比增长 7.52%，比上年提高 2.11 个百分

点；从电力需求情况看，2013 年，全国全社会用电

量 53,223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7.49%，比上年提

高 1.89 个百分点，电力供需总体基本平衡。 2001

年至 2013 年间， 受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强

劲拉动， 以及我国工业化进程的快速发展和城乡

居民用电需求增长的驱动， 全国电力需求保持了

11.22%的年均增长率。

问： 我国风电行业发展趋势以及具体措施

如何？

刘斌：为满足“十二五” 规划 1 亿 kW 的风

电装机目标， 我国确定了三条具体的风电规划路

径，分别为陆上大型基地建设、陆上分散式并网开

发、海上风电基地建设，具体如下：

a.�继续建设陆上大型基地。 虽然八大千万千

瓦级风电基地是我国风电最为集中的地区， 但其

开发空间仍非常广阔。 根据国家《新能源产业振

兴规划》草案，到 2020 年，八大千万千瓦级风电

基地的装机容量将超过 1.35 亿 kW，保证我国 3,

000 多亿千瓦时电能的输出和消纳， 实现国家可

再生能源中长期规划的目标。

b.�进行陆上分散式并网开发。 山西、辽宁、黑

龙江、宁夏等部分地区，风能资源品质和建设条件

较好，适宜开发建设中小型风电场。河南、江西、湖

南、湖北、安徽、云南、四川、贵州以及其他内陆省

份，也有一些资源条件和建设条件较好、适宜进行

分散式并网开发的场址。 “十二五” 期间，我国将

在上述地区因地制宜开发建设中小型风电项目。

c.�建设海上风电基地。在江苏、山东、河北、上

海、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和海南等沿海区域开发

建设海上风电场。 到 2015 年底，实现海上风电场

装机容量 500 万 KW。

问：我国风电产业发展历程和现状如何？

刘斌： 我国风电场建设始于 20 世纪 80 年

代，在其后的十余年中，经历了初期示范阶段和产

业化建立阶段，装机容量平稳、缓慢增长。自 2003

年起， 随着国家发改委首期风电特许权项目的招

标，风电场建设进入规模化及国产化阶段，装机容

量增长迅速。 特别是 2006 年开始，连续四年装机

容量翻番，形成了爆发式的增长。近年来我国风电

的快速发展， 得益于明确的规划和不断更新升级

的发展目标，使得地方政府、电网企业、运营企业

和制造企业坚定了对风电发展的信心， 并且有了

一个努力的方向和目标；风电的快速发展，也促使

规划目标不断地修正和完善。 在 2003 年召开的

全国大型风电场建设前期工作会议上， 国家发改

委部署开展全国大型风电场建设前期工作， 要求

各地开展风能资源详查、 风电场规划选址和大型

风电场预可行性研究工作。 通过此项工作， 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基本摸清了风能资源储量，结

合风电场选址，提出了各自的规划目标，为风电的

快速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问：我国风电行业的定价机制是什么？

刘斌：根据《可再生能源法》及《可再生能源

发电有关管理规定》， 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的上

网电价， 由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根据不同类型可

再生能源发电的特点和不同地区的情况， 按照有

利于促进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和经济合理的原则

确定， 并根据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技术的发展适

时调整和公布。

发行篇

问：公司对于未来分红回报有什么规划么？

罗锦辉：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中节

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后三年股东分红回

报规划》。 公司董事会制定股东未来分红回报规

划，一方面坚持保证给予股东稳定的投资回报；另

一方面，结合经营现状和业务发展目标，公司将利

用募集资金和现金分红后留存的未分配利润等自

有资金，进一步扩大生产经营规模，给股东带来长

期的投资回报。

问：请谈一下贵公司新股上市的感想？

张东辉：发行上市后，公司将成为公众公司，

我们一定要以负责、 诚信的态度面对社会公众的

监督。 上市为公司今后的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舞

台，同时也加大了公司经营管理的压力，我们将更

加努力的经营，力求以良好的业绩回报股东。

问：发行价格是如何确定的，考虑了哪些

因素？

姜培兴： 本次中节能风电的发行价格是保荐

机构和公司方根据询价配售对象提交的报价结果

协商确定的， 主要考虑了配售对象的超额认购倍

数，网下配售机构的覆盖范围、近期新股发行的情

况以及同行业的可比公司的市盈率等众多因素，

最终确定。

问：您是否看好节能风电的未来股价走势？

姜培兴： 节能风电的市场价格是由投资者来

决定的， 我可以回答您的是， 公司近年来发展迅

速、经营稳健、业绩优良、市场前景广阔，因此不管

从公司本身还是行业面上看， 节能风电都是一个

非常值得长期持有的公司。

文字整理 倪丹

出席嘉宾：

节能风电董事长 李书升先生

节能风电董事兼总经理 刘 斌先生

节能风电总会计师 罗锦辉先生

节能风电董事会秘书 张东辉先生

中德证券董事总经理、首席执行官 姜培兴先生

中德证券保荐代表人，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投资银行部执行董事 刘 萍女士

节能风电：着力于打造国内外一流的绿色电力供应商

———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网上投资者交流会精彩回放

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李书升先生致辞

尊敬的各位嘉宾、各位投资者朋友们：

大家好！

欢迎各位参加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的网上路演活

动，很高兴能够通过网络平台与大家进行交

流。在此，我谨代表节能风电董事会、管理层

和全体员工，对各位投资者朋友给予的热情

关注和积极参与表示诚挚的感谢！

自

2006

年创立以来， 节能风电紧跟国

家可再生能源发展政策，坚持以“效益为中

心、管理为手段、规模为基础、创新为动力”

的经营理念，发扬“开拓创新、无私奉献、严

格管理、争创一流”的企业精神，秉承“节约

能源，献人类清洁绿电；保护环境，还自然碧

水蓝天”的企业愿景，以打造一流的绿色电

力供应商为目标，坚守主业，砥砺前行，使公司的装机规模、经营业绩、管理水平均

进入了良好的发展状态。

作为最早介入风电领域的中央企业———中国节能环保集团公司的唯一风电开

发运营平台，承继了中国节能在风电领域多年积累的行业经验、技术优势及从事风

电行业的优秀管理团队，是国内风电行业的先行者和革新者。 公司先后成功中标

并示范建设了国家第一个百万千瓦和第一个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启动项目，也是

国内大型风电基地的示范者和引领者。

今天，我们非常高兴能借此机会与广大投资者进行沟通，使大家进一步了解节

能风电。 我们坚信，广大投资者的高度信任与大力支持，将是节能风电成功发行的

重要保证。 通过今天的网上交流，我们将充分听取各位投资者朋友的建设性意见，

进一步推进公司的创新和发展。 未来，节能风电将更加努力，以更加优异的经营业

绩来回报各位投资者！ 谢谢！

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总经理、首席执行官姜培兴先生致辞

尊敬的各位嘉宾、各位投资者朋友：

大家上午好！

欢迎大家参加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网上路演，我谨

代表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向参与此次网

上路演的各位来宾、广大投资者表示衷心的

感谢！

中节能风电作为中国风力发电行业的

先行者和革新者，多年来依靠着良好的企业

品牌形象、丰富的建设运营维护经验以及富

有专业经验的管理团队，迅速发展成为国内

领先的风电运营企业，被业内誉为“风一样

的中节能速度”。 作为

A

股第一家专注于新

能源发电的上市公司，中节能风电的本次发

行不仅是公司实现飞跃式发展的又一次宝

贵契机，更将为境内投资者提供投资于新能

源这一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绝佳机遇。 同时，中节能风电的发行上市，对实现我国

“推动能源供给革命，建立多元供应体系”的战略规划具有积极的示范作用。 中节

能风电此次上市，将成为

A

股市场推动新能源产业发展的里程碑事件，对资本市

场直接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中德证券此次非常荣幸能够成为中节能风电首次公开发行的保荐人和主承销

商。在合作过程中，我们深刻体会到了中节能风电锐意进取、追求卓越的企业文化。

相信中节能风电将凭借其丰富的项目开发和运营管理经验， 赢得更广阔的发展。

我们对公司的未来发展充满信心，衷心地希望广大投资者共同分享公司发展的丰

硕果实。 欢迎大家积极认购。 谢谢大家！

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兼总经理刘斌先生致答谢辞

各位嘉宾、各位投资者：

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

A

股网上路演马上就要结束了。 非

常感谢大家在网上与我们交流，也非常感谢

上证路演中心、中国证券网为我们提供这样

一个交流平台，同时还要感谢主承销商中德

证券以及所有参与发行的中介机构所付出

的辛勤劳动。

今天， 各位投资者朋友从各个方面与

我们进行了坦诚深入的交流， 并为公司经

营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在此，表示衷心

的感谢！通过与大家的交流与沟通，我们深

深体会到未来作为一家上市公司的使命和

责任。会后，我们将会把大家所提的意见和

建议进行认真研究，抓好落实，节能风电全

体同仁将会以更大的努力来回报大家的信

任与支持。

网上路演虽然结束了，但节能风电与广大投资者朋友的沟通交流才刚刚拉开

序幕，我们的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也会全面的展开，希望大家通过各种方式与我

们保持密切的沟通和联系，也随时欢迎广大投资者到节能风电参观考察。

请投资者朋友放心，我们一定会更加努力，牢牢抓住资本市场赋予我们的发展

契机，努力打造一流的绿色电力企业，实现股东价值、员工价值和社会效益的最大

化，成为一家值得大家信赖的、优秀的上市公司！ 谢谢大家！

路演嘉宾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