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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京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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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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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 2016年度利润分配以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股分红0.17元（含税）。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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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能电力 600578 京能热电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樊俊杰   

电话 010-65566807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八里庄陈家林9

号华腾世纪总部公园G座 

  

电子信箱 jndl@powerbeijing.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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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346,067,620.97 53,871,459,061.32 53,871,459,061.32 6.45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23,104,265,394.98 20,537,679,743.14 20,537,679,743.14 12.50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

上年同期增

减(%) 

调整后 调整前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623,765,937.60 1,755,493,019.82 1,282,483,280.79 -64.47 

营业收入 5,048,174,855.85 4,904,487,616.22 3,791,142,418.77 2.93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63,319,251.16 967,978,218.81 678,746,550.92 -93.46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6,802,444.18 657,534,418.22 657,534,418.22 -102.56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0.31 4.16 4.16 减少3.85个

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01 0.16 0.15 -93.75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01 0.16 0.15 -93.75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85,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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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北京京能国际能源股份

有限公司 

国有

法人 

42.53 2,869,161,970 0 无   

北京能源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

法人 

23.69 1,598,336,144 1,411,710,154 无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分红－个人分红

－005L－FH002沪 

国有

法人 

6.39 431,432,509 430,622,009 无   



山西国际电力集团有限

公司 

未知 6.29 424,686,128 0 质

押 

424,686,100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传统－普通保险

产品－005L－CT001沪 

未知 4.44 299,589,763 287,081,340 无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

公司 

未知 2.45 165,202,597 0 未

知 

  

申能股份有限公司 未知 1.07 72,340,000 0 未

知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未知 0.63 42,582,400 0 未

知 

  

哈尔滨哈里实业股份有

限公司 

未知 0.56 38,063,848 0 未

知 

  

叶利其 未知 0.25 16,681,191 0 未

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股东中，北京京能国际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为北京能源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未知其他股东间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

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

数量的说明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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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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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 京 京 能

电 力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2013 年公

司 

13 京能 02 122319 2014 年 8

月 22 日 

2017 年 8

月 21 日 

1,498,176,637.21 5.14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主要指标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资产负债率 0.5269   0.5466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2.64   5.40   

 



关于逾期债项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17年上半年，发电行业产业结构继续深度调整，“电改”深度推进，煤电企业市场竞争压

力持续增加，并且面临市场交易电量占比增加导致综合电价降低，以及煤价居高不下等多重经营

压力。 

面对严峻复杂的外部形势，公司在报告期内全力降本增效,积极推进各项生产经营管理工作，

2017 年上半年公司合并报表实现营业收入 50.48亿元，同比增长 2.93%；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

润 6,331.93万元，同比下降 93.46%。 

 

1、度电必争，全力抢发争供 

报告期内，电力行业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深化，市场电量交易比例扩大，电量营销压力继续增

加。公司积极建设完善营销机构，动态调整经营模式，依据市场特点抢发争供。报告期内实现发

电量 213.93 亿千瓦时，同比增加 3.84%；完成售电量 197.46亿千瓦时，同比增加 3.3%，平均发

电利用小时完成 2,118 小时，同比增加 61小时。供热量 891.24万吉焦，同比增加 19.84%。  

 

2、精细开展燃料管控，全力应对高位煤价  

报告期内，煤价持续处于高位，公司各企业加大力度进行成本控制，精细开展燃料管理，合

理压减燃料成本。在确保满足机组安全、稳定、环保运行的前提下，积极拓展煤源，不断提高机

组煤种适应能力，最大限度降低燃料成本。 

 

3、紧扣政策方向，延展公司产业链 

面对我国经济结构深度调整，电改步伐加速，产业政策不断出台的大形势，公司积极思考发

展模式，全面探索延展产业链。报告期内公司营业范围新增售电业务，并建立营销机构，在必要

区域成立营销售电公司全力推进售电业务。公司于报告期内筹备成立乌兰察布售电公司、苏里格

售电公司等电量营销机构。 

 

4、把握资本运作机遇，有效降低公司融资成本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把握重大资产重组机遇，于 2017年 4月公司完成募集配套融资发行及股

份登记工作，根据本次发行结果，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 4.18元/股全额认购 717,703,349

股，公司共计募集配套资金 30亿元，发行完成后，上市公司总股本增至 6,746,734,457股。 

通过本次资产重组配套融资，公司财务结构更趋稳健，资金实力显著增强，公司规模化优势

进一步显现，为京能电力后续经营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5、积极推进节能减排，实现经济环保效益 

公司始终坚持目标管理、动态对标，在实现达标排放的同时，重视发电设备经济运行。报告

期内，为满足国家下达的《全面实施燃煤电厂超低排放和节能改造工作方案》要求并落实相关文

件政策奖励，公司积极推进节能降耗工作，成功争取超低排放电量、电价优惠政策；同时，公司

通过设备升级改造、严格执行节能管理制度等各种措施，有效降低厂用电率、综合供电煤耗等能

耗指标。其中公司控股企业岱海发电于报告期内启动节能综合升级改造工作，全力打造节能减排

综合升级改造的示范工程。 

 

2017年下半年，公司将以电量营销、降煤价、压低经营成本为抓手，充分发挥存量资产优势，

降本增效；并积极把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电力体制改革机遇，探索产业链延展，寻求公司新的

利润增长点，着力提升资产质量，确保公司可持续发展。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