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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899                           证券简称：赣能股份                           公告编号：2017-28 

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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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赣能股份 股票代码 000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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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宇 李洁 

办公地址 江西省南昌市高新区火炬大街 199 号 江西省南昌市高新区火炬大街 199 号 

电话 0791-88106200 0791-88109899 

电子信箱 ganneng@000899.com ganneng@0008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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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3,628,617.86 941,477,164.97 12.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91,631,736.74 255,950,799.89 -64.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93,750,381.30 260,018,856.81 -63.9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55,006,655.79 355,451,719.24 -0.1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39 0.2623 -64.2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39 0.2623 -64.2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93% 5.64% -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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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02,385,414.14 7,567,675,940.96 -0.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554,924,255.27 4,768,685,745.37 -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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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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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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省投资集

团公司 
国有法人 38.73% 377,849,749 0 质押 153,400,000 

国投电力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3.72% 329,000,000 329,000,000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博时主题行业

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LOF） 

其他 0.61% 6,000,034 0   

林芸 境内自然人 0.58% 5,676,474 0   

叶泽刚 境内自然人 0.39% 3,761,079 0   

刘小倩 境内自然人 0.38% 3,689,100 0   

林祥华 境内自然人 0.36% 3,537,100 0   

欧林敏 境内自然人 0.30% 2,948,898 0   

四川信托有限

公司--明泽 1 号

单一资金信托 

其他 0.27% 2,606,282 0   

陈喻华 境内自然人 0.23% 2,275,8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1、前十名股东中，江西省投资集团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2、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前十名股东中，公司股东叶泽刚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0 股，通过中信建投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3,761,079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3,761,079 股；公司股东刘小倩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0 股，通过中信建投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3,689,100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3,689,100 股；公司股东陈喻华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0 股，通过中国银河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2,275,800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2,275,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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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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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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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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主营业务为火力、水力发电，目前公司所属已投产运营火电厂一家、水电厂两家，总装机容量为150万千瓦。公司

所属火电厂丰城二期发电厂装机容量2×70万千瓦，位于江西省丰城市，两家水电厂居龙潭水电厂、抱子石水电厂装机容量

分别为2×3万千瓦和2×2万千瓦，分别位于江西省赣州市和九江市修水县。公司尚有丰城三期发电厂在建，设计装机容量为

2×100万千瓦超超临界发电机组。另外，公司受托管理控股股东江投集团下辖江西东津发电有限责任公司，装机容量为2×3

万千瓦。 

2017年上半年，公司所属火力发电厂丰电二期上网电价为0.3993元/千瓦时（含脱硫脱硝、含税和电除尘价），自2017

年7月起，丰电二期上网电价调整为0.4143元/千瓦时（含脱硫、脱硝和除尘电价，不包括超低排放电价）。公司所属水电厂

上网电价未作调整，为0.42元/千瓦时（含税）。 

2017年上半年，煤炭价格高位盘整，火电行业的原材料成本压力未能得到有效缓解。尽管上半年，江西省全省用电需

求稳中有升，公司所属丰电二期发电厂发电量较去年同期有所增长，但受制于火电燃煤成本持续居高不下，导致公司陷入了

“增收反减利”的不利局面。截至目前，公司总体经营态势平稳。公司在建工程丰电三期扩建项目受2016年“11.24”丰电三期冷

却塔施工平台坍塌事故影响处于停工调查状态。目前，国务院调查组现场调查已经结束，相关调查结论和处理意见有待国务

院批准后向社会公布。 

2017年上半年，公司共完成上网电量32.08亿度，比上年同期上升了14.79%，实现营业收入10.63亿元，比上年同期上升

了12.97%，实现利润总额1.06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67.98%，实现企业所得税0.15亿，实现净利润0.92亿。 

截至2017年6月30日，公司总资产为75.02亿元，较年初下降了0.86%，净资产45.55亿，负债29.47亿元，负债率39.29%，

较年初上升了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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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 不适用  

    2016年12月3日，2017年5月10日，财政部分别印发了《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财会〔2016〕22号）和《关于修订<企

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通知》（财会〔2017〕15号）。根据上述规定，公司需对原会计政策进行相应调整，并按

照上述文件规定的起始日开始执行上述会计准则。 

    本次会计政策调整，是按照国家会计法规的要求进行调整，仅涉及会计科目之间的调整，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

现金流量不会造成重大影响。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已经公司2017年8月24日召开的公司第七届董、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7

年8月25日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发布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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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8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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