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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电投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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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2、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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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肃电投 股票代码 000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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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寇世民 马满强、戴博文 

办公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北滨河东路 69号甘肃投资集团

大厦 24楼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北滨河东路 69号甘肃投资集

团大厦 24楼 

电话 0931-8378559 0931-8378559 

电子信箱 nyfzksm@163.com nyfzmba@163.com、nyfzdbw@163.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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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8,047,120.26 648,936,731.29 15.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1,606,996.18 -162,414,542.86 92.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4,937,010.33 -129,061,148.14 80.6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59,807,197.43 323,990,042.97 11.0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20 -0.1829 93.4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20 -0.1829 93.44% 



甘肃电投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23% -4.02% 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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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06,349,039.55 18,930,407,553.82 1.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268,087,811.94 4,997,450,482.81 5.42%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61,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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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肃省电力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62.54% 607,379,805 0  0 

平安大华基金－平安银行－平安大华平安金橙

财富 82号蓝巨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7.69% 74,690,500 0  0 

华安未来资产－工商银行－蓝巨定增 1号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4.19% 40,715,200 0  0 

重庆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85% 8,237,476 0  0 

安光宁 境内自然人 0.27% 2,616,992 0  0 

华安资产－工商银行－蓝巨灵活配置 1号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0.25% 2,392,499 0  0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24% 2,366,808 0  0 

财通基金－上海银行－富春定增 665号资产管

理计划 
其他 0.18% 1,750,438 0  0 

郭玉栋 境内自然人 0.11% 1,076,000 0  0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富春定增 733号资产管

理计划 
其他 0.11% 1,059,302 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 10 名股东中国有法人股股东甘肃省电力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

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

行动人。未知其他流通股股东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流通股股东是否属

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前 10名股东中无参与融资融券业务的股东。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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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甘肃电投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公司债券 15甘电债 112259 2020年 09 月 10日 70,000 4.23% 

（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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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末增减 

资产负债率 71.77% 72.78% -1.01%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2.14 1.56 37.18%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17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48亿元，同比增加15.27%；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0.12亿元，同比增加92.85%。截止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192.06亿元，同比增加1.46%；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所有者权益52.68亿元，同比增加5.42%。 

2017年上半年，公司亏损0.12亿元，主要因水力发电业务年度内业绩呈现明显的季节性特点，公司所

属电站河流流域的丰水期通常为6月至10月，丰水期的发电量占全年发电量的比重最大；同时风电和光伏

发电业务受区域性弃风限电因素影响。报告期与上年同期相比公司亏损减少92.85%，主要因本报告期公司

所属水电站所处部分河流流域来水情况好于去年同期，发电量相应同比增加。同时，公司风电场弃风率低

于去年同期，风力发电量相应同比增加，公司财务费用等成本费用同比下降。本报告期公司所属电站发电

量27.93亿千瓦时，上年同期发电量24.26亿千瓦时，同比增加3.67亿千瓦时。 

报告期内，甘肃省大力推进祁连山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问题的整改工作，公司积极响应配合，启动制

定了生态放流方案，于报告期内督促落实整改措施，公司相关电站已安装生态流量下泄视频监控设备、流

量计和永久性生态放流设施改造。2017年6月，甘肃省下发《甘肃省贯彻落实中央环保督察反馈意见整改

方案》，省发展改革委根据相关要求，于2017年8月下发通知，要求公司停止杂木河神树水电站建设。目

前，公司神树水电站已按通知要求停建，政府部门尚未就神树水电站停建后相关事宜作出安排。下半年，

公司将积极跟进协调停建后续相关工作，配合做好祁连山自然保护区环境保护工作。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陇南市充电桩项目以及参股设立大数据运营公司

的相关议案。报告期内，投资陇南市充电桩项目相关公司甘肃电投新能源汽车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和甘肃电

投陇南新能源汽车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已经成立。大数据运营公司受业务拓展等因素影响，公司尚未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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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说明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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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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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本报告期因出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甘肃电投新能源汽车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能源公司”），

本公司持有新能源公司 100%股权，符合企业会计准则中控制的要求，因此，在本报告期，将新能源公司纳

入合并报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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