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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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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曹志刚 董事 工作原因 王海波

黄天祐 独立董事 工作原因 杨校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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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3,556,203,30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00 元（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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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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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公地址 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博兴一路

8

号 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博兴一路

8

号

电话

010-67511996 010-67511996

电子信箱

goldwind@goldwind.com.cn goldwind@goldwind.com.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拥有风机制造、风电服务、风电场投资与开发三大主要业务以及水务等其他业务，为我们提

供多元化盈利渠道。 金风科技凭借在研发、制造风机及建设风电场所取得的丰富经验，不仅能为客户

提供高质量的风机，还开发出包括风电服务及风电场开发的整体解决方案，能满足客户在风电行业价

值链多个环节的需要。 公司机组采用直驱永磁技术，拥有 1.5MW、2.XMW、2.5MW、3.0MW（S）和 6.

XMW 系列化机组，可适用于高温、低温、高海拔、低风速、沿海等不同运行环境。在市场拓展方面，公司

在巩固国内市场的同时积极拓展全球风电市场，发展足迹已遍布全球六大洲。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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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人民币元

2017

年

2016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5

年

营业收入

25,129,456,007.18 26,395,829,300.45 -4.80% 30,062,099,563.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054,656,932.23 3,002,981,950.53 1.72% 2,849,497,034.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870,464,407.10 2,848,522,039.48 0.77% 2,697,235,648.8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023,448,809.24 3,102,542,748.63 -2.55% 4,776,128,233.13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8390 0.8339 0.61% 0.8013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8390 0.8339 0.61% 0.801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04% 16.87% -1.83% 18.13%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5

年末

资产总额

72,787,839,384.30 64,437,164,996.24 12.96% 52,572,400,849.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2,686,693,494.06 19,976,152,035.10 13.57% 16,761,446,095.89

注：本报告期与上年同期基本每股收益和稀释每股收益均以参照 2017 年 6 月 28 日召开的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的 2016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 2016 年末总股本为基数，每 10 股向全体股东派发股票股

利 3 股）实施后的股数重新计算。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3,583,893,365.04 6,255,630,727.88 7,167,227,348.80 8,122,704,565.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0,636,616.55 952,281,634.30 1,163,247,132.74 758,491,548.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76,301,163.51 917,284,515.38 1,051,344,807.19 725,533,921.0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43,250,009.90 691,718,802.98 527,081,571.75 4,047,898,444.41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107,595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104,502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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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8.24% 648,500,525

新疆风能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3.74% 488,696,502

质押

97,011,200

中国三峡新能源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0.52% 373,957,073

安邦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保守型投资组

合

其他

7.84% 278,904,260

和谐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万能产品 其他

4.14% 147,222,544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三组合 其他

1.99% 70,842,549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68% 59,877,610

武钢

境内自然

人

1.47% 52,217,152 39,162,864

安邦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团体万能产品 其他

0.87% 31,109,165

海通证券资管

－

招商证券

－

海通金风

2

号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72% 25,431,900 25,43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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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存在如下

关联关系：中国三峡新能源有限公司持有新疆风能有限责任公

司

43.33%

的股权。

安邦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安邦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和谐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和安邦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的主要股东，其持有安邦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99.98%

股份，

持有和谐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98.31%

股份，持有安邦养老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

99.99%

股份，上述公司未签订一致行动协议或

达成一致行动意向，但因存在关联关系构成一致行动人。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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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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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到红色预警机制、环保力度加大以及部分地区开发受限等因素影响，2017 年我国风电装机容量

出现下滑，为近三年最低水平，行业竞争也进一步加剧。 在此背景下，公司积极面对行业及市场带来的

挑战，始终坚持以提升客户体验为导向，技术创新为驱动力，多措并举实现公司利润的增长；同时，公

司所推新产品备受客户青睐，国内风电市场占有率稳居榜首，国际业务实现快速发展，在手订单再创

历史新高。

2017 年公司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2,512,945.60 万元，同比下降 4.80%；实现归属母公司净利润为人民

币 305,465.69 万元，同比上升 1.72%。

（1）风力发电机组生产、研发与销售

根据彭博新能源财经统计数据，金风科技 2017 年度国内新增装机超过 5.3GW，市场占有率 29%，

连续七年国内排名第一。根据彭博新能源财经发布的 2017 年全球风电整机制造商市场份额报告，金风

科技排名全球第三。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全球累计装机超过 44GW，其中中国累计装机超过 42GW、共 27816 台，国际

累计装机超过 1.45GW、共 770 台。

1）风力发电机组生产与销售

报告期内， 公司风力发电机组及零部件销售收入为人民币 1,944,538.82 万元， 同比下降 13.14%；

2017 年实现对外销售容量 5,081.50� MW,同比下降 13.62%，其中 2.0MW 机组销售容量明显增加，销售

容量占比由 2016 年的 37.63%增至 59.67%。

下表为公司 2017 年及 2016 年产品销售明细：

机型

2017

年

2016

年

销售容量变动（

%

）

销售台数 销售容量（

MW

） 销售台数 销售容量（

MW

）

3.0MW 15 45.00 27 81.00 -44.44%

2.5MW 551 1,377.50 498 1,245.00 10.64%

2.0MW 1,516 3,032.00 1,107 2,214.00 36.95%

1.5MW 418 627.00 1,562 2,343.00 -73.24%

合计

2,500 5,081.50 3,194 5,883.00 -13.62%

报告期内， 公司在手订单量稳步提升。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 公司外部订单总量为

9353.45MW， 分别为：750KW 机组 6MW，1.5MW 机组 520.5MW，2.0MW 机组 5378MW，2.2MW 机组

422.4MW，2.3MW 机 组 34.5MW，2.5MW 机 组 2267.5MW，3.0MW 机 组 78MW，3.3MW 机 组

471.9MW，6.45MW 机组 161.25MW，6.7MW 机组 13.4MW； 公司中标未签订单 6502.4MW， 包括

1.5MW 机组 49.5MW，2.0MW 机组 3982MW，2.2MW 机组 1029.6MW，2.3MW 机组 48.3MW，2.5MW

机组 895MW，3.0MW 机组 498MW； 在手外部订单共计 15855.85MW。 此外， 公司另有内部订单为

602.2MW。

金风科技在全球范围内已设立 7 个研发中心，拥有国内外研发技术人员超过 2000 人，持续提升的

研发能力为公司实现客户价值最大化提供了坚实基础。 2017 年公司着重以满足市场及客户需求为目

标，将产品优化升级与新产品研发相结合，不断丰富产品线，巩固并加强公司技术优势，结合风机各领

域关键技术应用与产品软硬件全线优化升级，提升产品综合竞争力。

2）技术研发及产品认证

报告期内， 为了保证金风在低风速市场的持续竞争优势，2MW 机组平台重点开展以 131/2S，

126/2S 为代表的新一代产品的开发工作。 新机型平台化的设计开发理念， 使得该系列具有多叶轮直

径、 多塔架高度 （形式）、 多种可变功率、 多种控制模式等技术特点， 可响应市场复杂多样的需求。

2.5MW 平台开发了 130/2500 和 140/2500 两款低风速新产品，拓展了 2.5MW 产品线对细分市场的覆

盖能力。 3S 平台重点从产品的容量升降策略、寿命管理策略、塔架系列化配置策略、机组智能化、发电

量提升、海上适应性设计等方面进行了升级优化。

2017 年，完成 “风光储柴燃荷电” 微网系统解决方案，能平滑可再生能源的系统出力，达到与大

电网“友好相处” 并支撑大电网的目的。

为了保持在能源互联网方面的竞争优势，公司进一步完善和优化微电网产品谱，形成了“五套产

品、一套平台” 的产品技术格局，包括微电网动态扰动保护系统、微电网暂态扰动保护系统、微电网故

障保护系统、微电网负荷监控及节能售电系统、微电网综合控制系统、园区能源互联网大数据云平台。

2017 年，微电网综合控制系统在已经成功商业化的经验基础上，根据市场需求的变化进行了产品整体

升级换代，同时，微电网动态扰动保护系统取得了鉴衡型式认证证书。

a.产品认证

2017 年度，公司认证工作取得了重要突破，在常规产品认证工作之外，平台开发、创新技术在国

内、国际双方面均有认证斩获。在产品认证方面，GW2.0 系列、GW2.5 系列和 GW3.0 系列获得国内、国

际设计评估证书共计 20 余项，型式认证证书多项。 基于产品平台，金风获得了多项平台认证证书,� 涵

盖了多种配置以保障后端产品交付。 创新技术方面，公司持续加大力度与国际前沿技术接轨，深入与

国际认证机构的技术探讨与合作，雷达技术、风电场群控技术分别在国际认证机构成功背书。 金风科

技以客户为导向，产品、平台、创新技术齐头并进，相互融合应用，以保障机组安全和功率优化，持续提

升机组市场竞争力。

b.知识产权及标准制定

近几年，金风科技持续重视研发投入，并积极通过知识产权保护核心技术，国内外专利申请数量

逐步增长，专利申请结构不断优化，专利申请总数和专利授权占比均处于行业领先。

截至报告期末，金风科技拥有国内专利申请 2669 项，其中发明专利申请 1421 项；国内授权专利

1335 项，其中授权发明专利 363 项；拥有海外专利申请 161 件，授权专利 42 件。 此外还拥有软件著作

权 468 件；国内核准注册商标 97 件，国际核准注册商标 95 件。

公司积极参与风电技术领域国际及国内标准的制修订，国际标准方面，共参与 7 项 IEC 标准的制

修订，13 名技术人员成为 IEC/TC88 的注册专家； 国内共参与 151 项标准的制修订 (其中国家标准 76

项，行业标准 57 项，地方及协会标准 18 项)。

根据全球风电行业专业杂志 Windpower� Monthly 进行的年度最佳风电机组评选结果， 金风科技

GW140/3MW 机型获得最佳大功率陆上风电机组（3 兆瓦以上）金奖，金风科技 GW115/2.0MW 机型

获得最佳陆上风电机组（2.9 兆瓦以下）铜奖。

3） 质量管理

2017 年公司持续推动立足现场、驱动创新、全面提升的质量标杆活动。 从源头出发，公司优化、完

善了研发质量控制体系及新产品质量控制流程，建立覆盖全产业链条的质量指标库，以及全生命周期

质量管理协同管理团队，形成研发、制造、销售、运维、售后及客户体验的质量管理闭环；推行质量标杆

建设活动，年内完成了 1 家质量标杆供应商、10 项产品质量标杆及 39 项其他类标杆项目评选；通过开

放和共赢的合作，带动和培育供应商、承运商和建设方成长，致力于打造全优产业链，全方位的推动产

业链整体效益的提升。

报告期内， 金风科技荣获第三届中国质量奖提名奖， 以及由中国质量协会颁发的 “全国质量标

杆” 荣誉称号。

（2）风电服务

近几年风电后服务市场迅速发展，成为风电产业发展新蓝海，随着科技创新及技术进步，风电服

务也逐步迈向数字化时代。 客户的需求也由常规服务提升至降本增效目标的实现、全生命周期的运维

管理以及高附加值的服务模式。

公司利用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将物理意义上的风变成数字化的风，在挖掘风资源潜力、

智能风电场设计、 风机提效增功等方面推出多项数字化产品服务。 报告期内， 实现了能巢

（POWERNESTTM）系统的批量化应用，该系统集成了多种风机性能优化功能模块以及先进的控制

技术，可提升风电场年均发电量 2-5%；EFarm 雷达智能技术可实现机组载荷降低 7%-15%，提高机组

适应性、稳定性；开创“智慧运营 O2O 模式” ，将数字化平台和业务目标高度融合，推出的 SOAMTM

（Smart� Operation� Administration� &� Maintenance）系统，是融合功率预测、智能故障诊断、健康状态预

警、风机优化运行等高级应用的一体化智慧能源解决方案。

此外，金风科技作为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的重要战略合作伙伴，负责绿能互联平台（青海新能源

大数据创新服务平台）的规划、建设及底层能源物联网 IoT 平台搭建，提供集中监控、功率预测、设备

健康管理、资产管理及业务智能分析等应用服务的开发和专家技术支持，通过该平台可降低新能源电

厂人工成本 20%以上，发电量提升 1%~5%，新能源电厂能耗降低 10%。

截止报告期末，公司运维服务团队为全球超过 35337 台机组、992 个风电场提供建设、运维等服务

和技术支持，20176 台机组接入金风科技全球监控中心。 全年实现风电服务收入 206,089.08 万元，较上

年同期增长 64.99%。

公司风电场全生命周期服务管理项目入选国家工信部服务型制造示范项目名单； 宁夏嘉泽（5-7

期）运维项目在中国质量协会“2017 年全国现场管理星级评价” 活动中荣获全国现场管理五星级评

价。

（3）风电场投资与开发

风电场项目开发作为核心业务之一，凭借强大的研发力量支持、专业的项目开发团队及高效的工

程管理模式已跻身主流开发商行列。 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完善战略开发布局，在重点省份建立 14 家

省级公司；探索多元化示范项目，取得河北两面井平价上网风电项目和内蒙古二连浩特可再生能源微

电网示范项目。

为进一步提升风电消纳比例、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公司积极推进分散式风电项目开发，获得 14

万千瓦分散式项目核准； 得益于电力改革以及弃风限电的改善，2017 年度公司实现电力交易 17.56 亿

度（含 5.5 亿度跨区交易），交易总额 11.08 亿元（含补贴收入 8.73 亿元）；公司经营的风电项目实现

发电收入人民币 325,477.31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34.66%，风电场投资收益为 64,960.32 万元，较上年

同期增长 11.61 倍。

报告期内，公司与上海斯能投资有限公司就“金风科技资产管理平台” 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为

其所属 100MW 风电场提供高效资产管理服务， 标志着金风科技的资产管理服务共享平台基本成熟，

具备了为新能源投资商提供全寿命周期的资产管理服务的能力。

报告期内，公司国内新增并网装机容量 515.94MW，新增并网权益装机容量 344.82MW。 截至报告

期末， 公司风电场并网装机容量 4,713.50MW， 权益并网容量 3,909� MW； 在建风电场项目容量 1,

523.15MW，权益容量 1,496.15MW。2017 年国内新增权益核准容量 1,814MW，截至 2017 年底国内已核

准未开工的权益容量为 2,780MW。 机组发电利用小时数为 1,994 小时。

报告期内，公司哈密鑫天烟墩七(C)区 200MW 风电场工程获得“中国电力行业优质工程奖” 、“国

家优质工程奖” 和“中国安装优质工程奖” 。

（4）“两海” 战略的实施推进

2017 年，公司大力推进“两海” 战略的切实落地，以海上市场、海外市场为主要切入点，以高品质

产品参与国外、海上市场竞争，扩大市场份额，提升公司产品及品牌的知名度及影响力，促进企业的可

持续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加快海上市场拓展、资源储备以及质量能力建设，推出了针对海上风电开发的整

体解决方案 --“6.X机型 + 单桩基础一体化设计解决方案” ，在为客户实现低基础造价、低吊装成本、

低征地费用、低海缆成本、低运维成本的同时，结合风电机组的大叶轮与大容量，实现该区域海上风电

的高收益。 天润盐城大丰试验台风电场 2#� 6.45MWβ 机组已于报告期末完成吊装。

2017 年公司海上项目新增中标量 65 万千瓦， 占比全国总定标量 19.58%， 海上市场新增装机量

20.78 万千瓦，累计装机量 37.38 万千瓦。

报告期内，公司海外市场拓展实现了 6 个新兴市场的突破，在乌兹别克斯坦实现了装机并网、土

耳其市场完成机组的吊装、签订了哈萨克斯坦援建项目订单、在菲律宾获得首份订单、首次进入阿根

廷风电市场开展项目投资、实现了巴西发电机服务业务的新突破。

此外，公司在尼日利亚收获智能微网项目订单，这将是非洲大陆首个微网项目；在美国实现了分

布式项目的扩容，在销售模式上实现创新。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海外市场新增开发及储备项目容量创历史新高，达到 1.2GW，包括澳大利亚

720MW （其中 Stockyard� Hill� 536MW 项目为澳大利亚最大风电项目）， 美国 160MW 及阿根廷

350MW。 国际风电项目已完工风电场装机容量 421MW， 权益容量 165.5MW， 在建风电项目容量

690MW，权益容量 690MW，公司国际业务实现销售收入 208,774.29 万元。

（5）水务业务

金风科技以“为人类奉献碧水蓝天，给未来留下更多资源” 为使命，在夯实主营业务同时，积极拓

展其他节能环保业务，为环境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贡献更多力量。

2017 年，公司水务业务进展顺利，规模以及盈利能力均有大幅提升。 公司积极开展新工艺、技术和

设备的研究和应用，不断提升水处理效率和出水水质，各污水处理厂出水水质均优于设计排放标准。

秉承绿色、低碳、环保的发展理念，积极推动智慧水务建设，充分发挥在新能源、能源网、物联网方

面积累的先进技术和丰富经验，在山东曹县建成了涵盖全厂动力设备的能联网、水厂各工艺段的物联

网平台、分布式光伏智能微电网的智慧水厂示范项目，在国内属首创。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运营的水厂合计 28 家，设计水处理规模近 170 万吨 / 日；水务业务实现销售

收入 16,401.74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70.02%，净利润 8,132.54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245.55%。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

年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

同期增减

3.0MW 305,385,922.33 63,739,690.52 20.87% -21.06% -46.17% -9.74%

2.5MW

5,581,206,

619.95

1,440,828,

499.84

25.82% 8.61% 12.46% 0.89%

2.0MW

10,539,197,

977.58

2,663,837,

023.08

25.28% 33.43% 36.17% 0.51%

1.5MW

2,283,264,

835.79

610,260,280.16 26.73% -72.96% -73.99% -1.05%

风机零部件销

售

736,332,849.12 127,639,110.92 17.33% 41.83% 41.65% -0.03%

风电服务

2,060,890,

752.12

316,419,475.08 15.35% 64.99% 54.68% -1.03%

风电场开发

3,254,773,

086.00

2,145,276,

856.79

65.91% 34.66% 42.49% 3.62%

其他

368,403,964.29 230,997,315.86 62.70% 7.50% 3.92% -2.16%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

期发生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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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本报告第十一节财务报告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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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度，本公司新设成立及收购的子公司纳入合并范围，本公司丧失控制权的子公司及注销子

公司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具体参见报表附注八 - 合并范围的变更）

（4）对 2018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长：武钢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18 年 03月 23日

股票代码：002202� � � �股票简称：金风科技 公告编号：2018-007

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金风科技”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

2018 年 3 月 23 日在北京金风科创风电设备有限公司三楼会议室、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一楼会

议室以现场和视频相结合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九名，实到董事九名，其中现场出席七名，董事曹志

刚先生、独立董事黄天祐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分别委托董事王海波先生、独立董事杨校生先生

代为出席并行使表决权。 公司监事、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经审议，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章程修正案” 见附件。 《公司章程》具体内容登载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

二、审议通过《关于金风科技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详见《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编号：2018-008）。

三、审议通过《金风科技 2017 年度总裁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金风科技 2017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金风科技 2017 年度审计报告》；

表决结果：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报告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该报告详细内容登载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司独立董事杨校生先生、罗振邦先生、黄天祐先生向董事会提交了《2017 年度述职报告》，并将

在 2017 年度股东大会上述职。 报告详细内容登载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

六、审议通过《金风科技 2017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经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7 年度金风科技母公司实现净利润人民币 1,

028,934,044.27 元； 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人民币 102,893,404.43� 元， 扣除已分配普通股股利人民币 1,

367,770,500.00 元，及对其他权益工具持有人的分派人民币 71,000,000.00 元，加上年结转未分配利润 2,

831,949,983.32 元，公司实际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人民币 2,319,220,123.16 元。

公司拟以 2017 年末总股本 3,556,203,3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 2 元（含税），共派发

股利人民币 711,240,660 元。

本预案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杨校生先生、罗振邦先生、黄天祐先生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 2017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是依据公司实际情况制定的，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金风科技未来三年（2015-2017 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规定，符合利润分配决策程序的要求，有利于

保持公司利润分配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我们同意该预案，并同意董事会将预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

七、审议通过《金风科技 2017 年度报告、年度报告摘要及业绩公告》；

表决结果：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金风科技 2017 年度报告》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年度报告详细内容登载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详见《金风

科技 2017 年度报告摘要》（编号：2018-009）及《金风科技 2017 年度报告全文》（编号：2018-010）。

八、审议通过《金风科技 2017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独立董事杨校生先生、罗振邦先生、黄天祐先生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经认真核查，我们认为：公司已建立了较为健全的内部控制体系，内部控制制度基本涵盖了公司

生产经营各个环节，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证券监管部门的要求，对公司重大经营决策的控制充

分、有效，保证了公司经营管理的正常进行，我们认为公司内部控制的评价报告真实、客观地反映了公

司内部控制的实际情况。

公司监事会发表意见如下：

监事会认为报告期内公司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相关配套指引的要求从设计和执行

两方面进一步优化了公司的内部控制体系， 公司内部控制体系设计有效且执行良好。 董事会对公司

2017 年度内部控制的评价真实、准确、客观。

该报告详细内容登载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九、审议通过《金风科技 2017 年度可持续发展报告》；

表决结果：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该报告详细内容登载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十、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8 年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2018 年度向各银行及其分支机构申请折合人民币不超过 1600 亿元、期限

自公司 2017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之日起至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之日止有效的授信；授信用途包括但

不限于借款、共同借款、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保函等。 实际授信额度、期限、用途、授信条件以银行最

终审批结果为准。

具体授信银行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机构：

1、向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授信额度折合人民币 404 亿元；

2、向中国进出口银行申请授信额度折合人民币 80 亿元；

3、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授信额度折合人民币 110 亿元；

4、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授信额度折合人民币 50 亿元；

5、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授信额度折合人民币 120 亿元；

6、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授信额度折合人民币 130 亿元；

7、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授信额度折合人民币 30 亿元；

8、向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授信额度折合人民币 75 亿元；

9、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授信额度折合人民币 30 亿元；

10、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授信额度折合人民币 100 亿元；

11、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授信额度折合人民币 100 亿元；

12、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授信额度折合人民币 30 亿元；

13、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授信额度折合人民币 40 亿元；

14、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授信额度折合人民币 40 亿元；

15、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授信额度折合人民币 30 亿元；

16、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授信额度折合人民币 8 亿元；

17、向昆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授信额度折合人民币 5 亿元；

18、向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授信额度折合人民币 20 亿元；

19、向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授信额度折合人民币 20 亿元；

20、向新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授信额度折合人民币 4 亿元；

21、向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授信额度折合人民币 3 亿元；

22、向江苏大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授信额度折合人民币 1 亿元；

23、向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申请授信额度折合人民币 6 亿元；

24、向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申请授信额度折合人民币 2 亿元；

25、向澳大利亚国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折合人民币 13 亿元；

26、向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银行申请授信额度折合人民币 6 亿元；

27、向澳大利亚联邦银行申请授信额度折合人民币 5 亿元；

28、向澳大利亚西太平洋银行申请授信额度折合人民币 4 亿元；

29、向德意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申请授信额度折合人民币 3 亿元；

30、向花旗银行申请授信额度折合人民币 10 亿元；

31、向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申请授信额度折合人民币 4 亿元；

32、向法国巴黎银行申请授信额度折合人民币 9 亿元；

33、向法国兴业银行申请授信额度折合人民币 5 亿元；

34、向泰国开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申请授信额度折合人民币 1 亿元；

35、向中国建设银行（亚洲）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授信额度折合人民币 6 亿元；

36、向三井住友银行申请授信额度折合人民币 7 亿元；

37、向渣打银行申请授信额度折合人民币 24 亿元；

38、向三菱东京日联银行（中国）有限公司申请授信额度折合人民币 3 亿元；

39、向三菱东京 UFJ 银行申请授信额度折合人民币 11 亿元；

40、向恒生银行申请授信额度折合人民币 2 亿元；

41、向星展银行申请授信额度折合人民币 10 亿元；

42、向中国工商银行（亚洲）有限公司申请授信额度折合人民币 4 亿元。

同意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指定的授权代理人办理上述授信相关手续,并签署相关合

同、协议、凭证等各项法律文件。

公司申请的总授信额度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为子公司及参股公司代为开具保函的议案》；

表决结果：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详见《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以及参股公司代为开具保函的公告》（编号：2018-011）。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利用阶段性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表决结果：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详见《关于利用阶段性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公告》（编号：2018-012）。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详见《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编号：2018-013）。

十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详见《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公告》（编号：2018-014）。

十五、审议通过《关于金风科技 2017 年度审计报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同意公司向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及安永会计师事务所支付 2017 年财务报告

审计报酬为人民币 663.68 万元， 内部控制审计报酬为人民币 50.94 万元，2017 年半年报审阅报酬为

165.09 万元。

十六、审议通过《关于聘请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同意公司 2018 年聘请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境内会计师事务所，安永会

计师事务所为公司境外会计师事务所， 为公司提供 2018 年度财务审计及内部控制审计服务， 聘期一

年。

本议案将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决定其报酬。

十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符合配股公开发行证券条件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对照上市公司配股的相关资格、条件的要求，经认真逐项自查，认为公司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关于上市公司配股的各项规定和要求，具备配股的资格和条件。

表决结果：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类别股东会议审议。

详见《关于公司符合配股公开发行证券条件的公告》（编号：2018-015）。

十八、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8 年配股公开发行证券方案的议案》：

（一）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配股发行的股票种类为 A 股和 H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表决结果：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二）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向原股东配售股份（配股）方式进行。

表决结果：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三）配股基数、比例和数量

本次 A 股配股拟以 A 股配股股权登记日收市后的股份总数为基数，按照每 10 股配售不超过 2 股

的比例向全体 A 股股东配售。 配售股份不足 1 股的，按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的有关规定处理。本次 H 股配股拟以 H 股配股股权登记日确定的合资格的全体 H 股

股份总数为基数，按照每 10 股配售不超过 2 股的比例向全体 H 股股东配售。 A 股和 H 股配股比例相

同。

若以公司截至本预案出具日的总股本 3,556,203,300 股为基数测算，本次配售股份数量不超过 711,

240,660 股，其中 A 股配股股数不超过 581,228,492 股，H 股配股股数不超过 130,012,168 股。 本次配股

实施前，若因公司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及其他原因导致公司总股本变动，则配售股份数量按照

变动后的总股本进行相应调整。 最终配股比例和配股数量由股东大会授权公司在发行前根据市场情

况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表决结果：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四）定价原则及配股价格

1、定价原则

（1）本次配股价格不低于发行前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值；

（2）参考公司股票在二级市场的价格、市盈率及市净率等估值指标，并综合考虑公司发展与股东

利益等因素；

（3）考虑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需求量；

（4）遵循公司与主承销商协商确定的原则。

2、配股价格

本次配股价格根据刊登发行公告前 A 股与 H 股市场交易的情况，采用市价折扣法确定配股价格，

最终配股价格由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发行前根据市场情况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A 股

和 H 股配股价格经汇率调整后相同。

表决结果：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五）配售对象

本次配股 A 股配售对象为 A 股配股股权登记日当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 A 股股东，H 股配售对象为 H 股配股股权登记日确定的合资格的全体

H 股股东。

主要股东承诺以现金全额认购本次配股方案中的可配售 A 股股份。

表决结果：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六）本次配股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分配方案

本次配股前公司滚存的未分配利润由 A 股和 H 股配股完成后的全体股东依其持股比例享有。

表决结果：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七）发行时间

本次配股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在规定期限内择机向全体股东配售股份。

表决结果：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八）承销方式

本次 A 股配股采用代销方式，H 股配股采用包销方式。

表决结果：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九）本次配股募集资金投向

本次配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500,000.00 万元， 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将用于

Stockyard� Hill 风电场 527.5MW 项目、Moorabool� North 风电场 150MW 项目、补充流动资金、偿还有息

负债，具体为：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计划总投资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1 Stockyard Hill

风电场

527.5MW

项目

518,261.06 165,000.00

2 Moorabool North

风电场

150MW

项目

180,339.81 35,000.00

3

补充流动资金

- 150,000.00

4

偿还有息负债

- 150,000.00

合计

500,000.00

如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低于上述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不足部分将由公司自行筹资解决。 在不

改变本次募投项目的前提下，公司董事会可根据项目实际需求，对上述项目的募集资金投入顺序和金

额进行适当调整。 自公司审议本次配股方案的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至本次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将

根据经营状况和发展规划，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募投项目，并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后按照相关法规规定

的程序予以置换。

表决结果：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十）本次配股决议的有效期限

本次配股的决议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表决结果：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十一）本次发行股票的上市流通

本次 A 股配股完成后，获配 A 股股票将按照有关规定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流通。

本次 H 股配股完成后，获配 H 股股票将按照有关规定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流通。

此议案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及取得本次交易涉及的其他必要批准后方可实施， 并最终以中国证

监会核准的方案为准。

表决结果：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将提请公司股东大会、类别股东会议审议。

十九、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8 年度配股公开发行证券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详见《金风科技 2018 年配股公开发行证券预案》详细内容登载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

二十、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8 年度配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类别股东会议审议。

《公司 2018 年度配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可行性分析报告》 详细内容登载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

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二十一、审议通过《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议案》；

表决结果：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类别股东会议审议。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详细内容登载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二十二、审议通过《关于向原股东配售股份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提示及填补措施与相关主体承诺

的议案》；

表决结果：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类别股东会议审议。

详见《关于向原股东配售股份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提示及填补措施与相关主体承诺的公告》（编

号：2018-016）及《关于股东承诺全额认购可配售 A 股股份的公告》(编号：2018-017)。

二十三、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配股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同意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并进一步由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全权办理与本次配股公开发

行证券有关的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1、授权聘请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等中介机构，向中介机构提供各种相关资料，签署、修改、补充、

执行本次配股发行有关的一切协议和文件，包括但不限于聘用中介机构协议、承销及保荐协议、股票

募集资金使用过程中的重大合同及上报文件；

2、授权在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许可的范围内，根据股东大会决议，结合具体情况，制定和

实施本次配股的具体方案，其中包括本次配股实施时间、配股比例和数量、配股价格、配售起止日期、

实际募集资金规模等与发行方案有关的一切事项；

3、根据国家和证券监管部门对配股制定的新规定、指导意见和政策、市场情况和公司的实际需

要，在必要时根据维护公司的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及本次配股的宗旨，对本次配股的方案作相应调整并

继续办理本次配股事宜（但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须由股东大会表决的事项

除外），包括但不限于调整本次配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募投项目的募集资金金额及其实施进度、

调整配股比例和数量、配股价格等内容；

4、授权办理本次配股发行申报事项，根据证券监管部门的要求制作、修改、报送本次配股发行的

申报材料；

5、授权开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用于存放本次配股发行股票所募集资金；

6、授权根据本次实际配股发行的结果，修改《公司章程》有关注册资本、股份总数等相应条款、办

理验资、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及有关备案手续等相关事宜；

7、授权在本次配股发行完成后，办理本次配股发行的股票的股份登记，以及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等相关事宜；

8、若发生因主要股东不履行认购配股股份的承诺，或者配股代销期限届满，或原股东认购股票的

数量未达到拟配售数量百分之七十等原因导致本次配股无法实施， 授权按照发行价并加算银行同期

存款利息返还已经认购的股东；

9、授权根据本次配股的方案编制本次配股公开发行证券的预案；

10、授权办理与本次配股有关的其他事项；

11、上述第 6 项、第 7 项、第 8 项授权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相关事项存续期内有效，

其他各项授权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本议案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类别股东会议审议。

二十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18-2020）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类别股东会议审议。

《金风科技未来三年（2018-2020）股东回报规划》详细内容登载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

二十五、审议通过《关于修改 < 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 的议案》;

表决结果：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详细内容登载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二十六、审议通过《关于申请全资子公司金风新能源（香港）投资有限公司发行境外永续债并由

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详见《关于申请全资子公司金风新能源（香港）投资有限公司发行境外永续债的公告》（编号：

2018-018）及《关于为全资子公司金风新能源（香港）投资有限公司发行境外永续债提供担保的公

告》（编号：2018-019）。

二十七、审议通过《关于召开金风科技 2017 年度股东大会及 2018 年第一次 A 股类别股东会议、

2018 年第一次 H 股类别股东会议的议案》；

《关于召开金风科技 2017 年度股东大会及 2018 年第一次 A 股类别股东会议、2018 年第一次 H

股类别股东会议的通知》公司将于近日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 年 3月 23日

附件：章程修正案

一、章程 8.41 条原内容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在股东大会表决时，以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每

一股份有一票表决权。

公司持有的公司股份没有表决权，且该部分股份不计入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拟修订为：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在股东大会表决时，以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每

一股份有一票表决权。

公司持有的公司股份没有表决权，且该部分股份不计入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股东大会审议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时，对中小投资者表决应当单独计票。 单独计票结

果应当及时公开披露。

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和符合相关规定条件的股东可以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征集股东投票权应

当向被征集人充分披露具体投票意向等信息。禁止以有偿或者变相有偿的方式征集股东投票权。公司

不得对征集投票权提出最低持股比例限制。

二、章程 8.45 条原内容：

董事、监事候选人名单以提案的方式提请股东大会表决。 董事会应当向股东公告候选董事、监事

的简历和基本情况。

（一） 公司董事、非由职工代表担任的监事候选人可分别由董事会、监事会提名；

（二） 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3%以上股份的股东可提名公司董事、非由职工代表担任的监事候

选人。 前述股东提名董事、监事候选人的，最迟应在公司股东大会召开 7 日以前，以书面单项提案的形

式向董事会提出，一并提交本章程第 8.19 条规定的有关董事、监事候选人的详细资料。 每一股东提名

董事、监事候选人的数量应当以应选董事、监事的人数为限。 董事会在接到前述股东按规定提交的董

事、监事候选人提名后，应于 2 日内按本章程第 8.19 条规定核实该被提名人的相关资料，对具备董事、

监事候选人资格的提名，董事会作为临时提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并及时发出公告或发出补充通函；对

不具备董事、监事候选人资格的提名，董事会应及时向提名人作出解释；董事会必须评估是否需要将

因上述提名而需要选举董事的股东大会延后，以让股东有至少 10 个营业日考虑公告或补充通函所披

露的有关资料。

（三） 职工代表担任的监事由公司职工代表大会民主选举产生；

（四） 股东大会就选举董事、监事进行表决时，实行累积投票制。

前款所称累积投票制是指股东大会选举董事或者监事时， 每一股份拥有与应选董事或者监事人

数相同的表决权，股东拥有的表决权可以集中使用。

拟修订为：

董事、监事候选人名单以提案的方式提请股东大会表决。 董事会应当向股东公告候选董事、监事

的简历和基本情况。

（一）公司董事、非由职工代表担任的监事候选人可分别由董事会、监事会提名；

（二） 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3%以上股份的股东可提名公司董事、 非由职工代表担任的监事候选

人。 前述股东提名董事、监事候选人的，最迟应在公司股东大会召开 7 日以前，以书面单项提案的形式

向董事会提出，一并提交本章程第 8.19 条规定的有关董事、监事候选人的详细资料。 每一股东提名董

事、监事候选人的数量应当以应选董事、监事的人数为限。 董事会在接到前述股东按规定提交的董事、

监事候选人提名后，应于 2 日内按本章程第 8.19 条规定核实该被提名人的相关资料，对具备董事、监

事候选人资格的提名，董事会作为临时提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并及时发出公告或发出补充通函；对不

具备董事、监事候选人资格的提名，董事会应及时向提名人作出解释；董事会必须评估是否需要将因

上述提名而需要选举董事的股东大会延后， 以让股东有至少 10 个营业日考虑公告或补充通函所披露

的有关资料。

（三）职工代表担任的监事由公司职工代表大会民主选举产生；

（四）股东大会选举二名及以上董事或者监事时应当实行累计投票制。

前款所称累积投票制是指股东大会选举董事或者监事时， 每一股份拥有与应选董事或者监事人

数相同的表决权，股东拥有的表决权可以集中使用。

股东大会实行累计投票制选举董事、监事时，应当遵循以下规则：

董事或者监事候选人数可以多于股东大会拟选人数， 但每位股东所投票的候选人数不能超过股

东大会拟选董事或者监事人数，所分配票数的总和不能超过股东拥有的投票数，否则，该票作废；

独立董事和非独立董事实行分开投票。 选举独立董事时每位股东有权取得的选票数等于其所持

有的股票数乘以拟选独立董事人数的乘积数，该票数只能投向公司的独立董事候选人。 选举非独立董

事时，每位股东有权取得的选票数等于其所持有的股票数乘以拟选非独立董事人数的乘积数，该票数

只能投向公司的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董事或者监事候选人根据得票多少的顺序来确定最后的当选人， 但每位当选人的最低得票数必

须超过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股份总数的半数。 如果当选董事或者监事不足股

东大会拟选董事或者监事人数，应就缺额对所有不够票数的董事或者监事候选人进行再次投票，仍不

够者，由公司下次股东大会补选。 如两位以上董事或者监事候选人的得票相同，但由于拟选名额的限

制只能有部分人士可当选的，对该等得票相同的董事或者监事候选人需单独进行再次投票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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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2018 年 3 月 23 日，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金风科技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一、会计政策变更情况概述

1、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

2014 年 7 月 24 日，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颁布《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9 号———金融工具》。 2017 年

4 月 6 日， 财政部发布 《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 根据财政部及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

要求， 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

报表的企业，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并且企业无需重述前期可比数，但应当对期初留存收益或其

他综合收益进行追溯调整。

2017 年 4 月 28 日，财政部新发布《企业会计准则第 42 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

终止经营》，对企业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或处置组的分类、计量和列报以及终止经营的列报进行了

规范，要求企业自 2017 年 5 月 28 日起施行。

2017 年 5 月 10 日，财政部发布《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以下简称“新政府补助准

则” ）。 根据财政部要求，新政府补助准则自 2017 年 6 月 12 日起施行，并且企业应对 2017 年 1 月 1 日

存在的政府补助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对 2017 年 1 月 1 日至新政府补助准则施行日之间新增的政府

补助根据该准则进行调整。

2014 年 5 月 28 日， 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颁布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5 号———客户合同收入》。

2017 年 7 月 19 日，财政部发布《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 ）。根据财

政部及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要求， 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

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并且首次执行本准则的企业，应

当根据首次执行本准则的累积影响数， 调整首次执行本准则当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

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

根据上述规定，本公司于以上文件规定的起始日开始执行上述修订后或新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

2、变更前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财政部令第 33 号发布、财

政部令第 76 号修订）、于 2006 年 2 月 15 日及其后颁布和修订的 41 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

用指南、 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及其他相关规定以及执行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颁布的所有国际财务

报告准则、国际会计准则及解释公告。

3、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后，公司将按照财政部于 2017 年 3 月以来修订或新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

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

期会计》、《企业会计准则第 42 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企业会计准则

第 16 号———政府补助》、《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 以及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修订或颁布的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9 号———金融工具》、《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5 号———客户合同收入》 中的规

定执行。其余未变更部分仍采用财政部于 2006 年 2 月 15 日及其后颁布和修订的其他相关准则及有关

规定以及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颁布的其他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国际会计准则及解释公告。

二、会计政策变更的具体情况及对公司财务的影响

1、《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

移》、《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以及《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9 号———金融工具》的修订

内容主要包括：

（1）对企业持有的金融资产按其合同现金流特征及所属业务模式确定其初始分类和计量属性，分

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和“以

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三类；

（2）金融资产减值损失准备计提由“已发生损失法” 改为“预期损失法” ，且计提范围有所扩大；

（3）修订套期会计相关规定，使套期会计更加如实地反映公司的风险管理活动；

2、《企业会计准则第 42 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对企业持有待售的

非流动资产或处置组的分类、计量和列报，以及终止经营的列报进行了规范，并规定企业对该准则施

行日存在的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公司自 2017 年 5 月 28

日执行该准则，在 2017 年半年度报告、2017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均按该准则要求进行相关披露。

3、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新准则，公司将与企业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

按照经济业务实质，计入其他收益或冲减相关成本费用。 在利润表中的“营业利润” 项目之上单独列

报“其他收益” 项目，计入其他收益的政府补助在该项目中反映；将与企业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

计入营业外收支。 公司自 2017 年 6 月 12 日执行该准则，在 2017 年半年度报告、2017 年第三季度报告

中均按该准则要求进行相关披露。

4、《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以及《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5 号———客户合同收入》的修

订内容主要包括：

（1）将现行的收入准则和建造合同准则统一为一个收入确认模型

现行企业会计准则中，与收入相关的准则为《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和《企业会计准则

第 15 号———建造合同》，这两项准则分别规范不同类型的收入，并分别采用了不同的收入确认模式。

因此，在现行准则下，公司应当首先根据交易的性质判断其适用的准则范围，再按照不同的准则要求

相应确认收入。 新收入准则采用统一的收入确认模型来规范所有公司与客户之间的合同产生的收入，

并且就“在某一时段内” 还是“在某一时点” 确认收入提供具体指引，有助于更好地解决目前收入确认

时点的问题，提高会计信息可比性。

（2）以“控制权转移” 取代之前的“风险报酬转移” 作为收入确认的判断标准

收入的确认标准由“商品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客户时” 确认收入变为“客户取得商品控制权

时” 确认收入，这是新收入准则理论基础的重大变化。

5、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

三、变更日期

根据前述规定，公司于以上文件规定的起始日开始执行上述企业会计准则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四、独立董事和监事会的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根据国家财政部文件的要求对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变更后的会计政

策符合财政部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合法权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

会计政策变更能够更加客观公正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为投资者提供更可靠、更准确的会

计信息。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

更。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此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企

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执行新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

和经营成果，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

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特此公告。

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3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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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以

及参股公司代为开具保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金风科技” ）根据 2018 年公司整体生产经营计划，为节

约财务费用、降低风险，加强资金管理，将由金风科技代子公司 / 参股公司向银行申请开具保函。

一、概述

1、担保方：金风科技

2、被担保方：目前已成立的纳入合并范围内子公司及部分参股公司，以及自 2017 年度股东大会决

议之日起至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之日前新成立的子公司、新成立的分公司代为开具保函。

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各公司：

（1）北京金风科创风电设备有限公司

（2）哈密金风风电设备有限公司

（3）江苏金风科技有限公司

（4）北京天源科创风电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5）吐鲁番金风科技有限公司

（6）北京天诚同创电气有限公司

（7）甘肃金风风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8）锡林郭勒盟金风科技有限公司

（9）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张家口分公司

（10）北京金风慧能技术有限公司

（11）北京天杉高科风电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12）大安天诚智慧能源有限公司

（13）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攀枝花分公司

（14）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沽源分公司

（15）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宣化分公司

（16）北京金风科创风电设备有限公司德令哈分公司

（17）北京金风科创风电设备有限公司通榆分公司

（18）北京金风科创风电设备有限公司康保分公司

（19）北京天润新能投资有限公司

（20）北京金风天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1）天通（香港）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22）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乌兰察布分公司

（23）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贵阳分公司

（24）金风科技河北有限公司

（25）北京天源科创风电技术有限公司木垒分公司

（26）福建金风科技有限公司

（27）北京金风科创风电设备有限公司平原分公司

（28）无为金风智慧能源管理有限公司

（29）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滨州沾化分公司

（30）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州分公司

（31）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建宁分公司

（32）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兴安分公司

（33）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昌邑分公司

（34）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庄河分公司

（35）北京金风科创风电设备有限公司凉山分公司

（36）安阳金风科技有限公司

（37）江苏金风天泽风电有限公司

（38）阿勒泰金风科技有限公司

（39）天信国际租赁有限公司

（40）金风环保有限公司

（41）乌鲁木齐金风建投水处理有限公司

（42）江苏盐城金达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43）安陆市涢泉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44）菏泽蓝清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45）西部水务集团（贵州）有限公司

（46）曲靖市西部水务有限公司

（47）金风国际控股（香港）有限公司（Goldwind� International� Holdings� (HK)� Limited）

（48）金风美国有限公司（Goldwind� USA,Inc.）

（49）金风国际思迪奥克有限公司（Goldwind� International� SO� Limited）

（50）金风智利有限公司（Goldwind� Chile� SpA）

（51）金风可再生能源设备与解决方案有限公司（Goldwind� Equipment� and� Solutions� in� Renew-

able� Energy� Ltda）

（52）金风美国服务有限公司（ Goldwind� Service� Company,� LLC）

（53）天润美国有限公司（ TianRun� USA,� Inc.）

（54）马赛莎尔风电项目有限公司（Musselshell� Wind� Project,� LLC）

（55）马赛莎尔风电项目二有限公司（Musselshell� Wind� Project� Two,� LLC）

（56）奥克风电场有限公司（Uilk� Wind� Farm,� LLC）

（57）金风巴拿马服务有限公司（Goldwind� Service� Company� Panama,� S.� de� R.L.）

（58）金风国际卢森堡佩诺农有限公司（ Goldwind� International� Penonome,� S.a.R.L.）

（59）金风澳洲有限公司（Goldwind� Australia� Pty� Ltd）

（60）莱斯内克能源有限公司(Rattlesnake� Power,� LLC)

（61）莱斯内克 TX有限公司（Rattlesnake� TX,� LLC）

（62）莱斯内克 TX控股有限公司（Rattlesnake� TX� Holdings,� LLC）

（63）莱斯内克能源控股有限公司（Rattlesnake� Power� Holdings,� LLC）

（64）金风国际莱斯内克有限公司（Goldwind� International� Rattlesnake� Limited）

（65）白石太阳能风电场有限公司（White� Rock� Solar� Farm� Pty� Ltd）

（66）巴拿马 UEP 佩诺农有限公司（UEP� Penonome� I,� S.A.）

（67）古尔本有限公司(Goulburn� Land� Pty� Ltd)

（68）Moorabool 风电场有限公司（Moorabool� Wind� Farm� Pty� Ltd）

（69）Moorabool 南风电场有限公司（Moorabool� South� Wind� Farm� Pty� Ltd）

（70）Moorabool 风场有限公司（Moorabool� Wind� Farm� Interface� Company� Pty� Ltd）

（71）亚斯谷风电场有限公司（Yass� Valley� Wind� Farm� Pty� Ltd）

（72）金风国际（韩国）有限公司（Goldwind� International� (Korea)� Co.,Ltd.）

（73）金风国际（泰国）有限公司（Goldwind� International� (Thailand)� Co.,Ltd.）

（74）金风巴基斯坦私人有限公司（Goldwind� Pakistan� (PVT.)� Limited）

（75）北京金风新能贸易有限公司

（76）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厄瓜多尔分公司（Xinjiang� Goldwind� Science� &Technology� Co.,�

Ltd.）

（77）持有 Janshan� 绿色能源有限公司(Janshan� Green� Energy� Co.,Ltd)� 80%的权益，按照股权比例

公司代其开具保函

（78）New� Gullen� Range� Wind� Farm� Pty� Ltd

（79） 持有 White� Rock� Wind� Farm� Pty� Ltd� 25%的权益， 按照股权比例公司将代 White� Rock�

Wind� Farm� Pty� Ltd 开立保函

（80）持有金风非洲有限公司（Goldwind� Africa� (Pty)� Ltd）80%的权益，公司将代金风非洲有限公

司（Goldwind� Africa� (Pty)� Ltd）开立 100%比例的保函

（81）金风国际服务有限公司（Goldwind� International� Service� SRL）

（82）金风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83）金风资本（澳洲）有限公司（Goldwind� Capital� (Australia)� Pty� Ltd）

（84）金风国际哈萨克斯坦有限责任合伙企业(Goldwind� International� Kazakhstan� Limited� Liability�

Partnership)

（85）金风阿根廷股份有限公司（Goldwind� Argentina� S.A.）

（86）金风土耳其能源股份有限公司（Goldwind� Turkey� Enerji� Anonim� irketi）

（87）Goldwind� International� Janshan� Limited

（88）PARQUE� EóLICO� LOMA� BLANCA� I� S.A (下转 B24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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