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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43                           证券简称：皖能股份                           公告编号：2017-38 

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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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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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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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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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皖能股份 股票代码 000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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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庆霞 李天圣、方慧娟 

办公地址 
安徽省合肥市马鞍山路 76 号能源大厦 12

层 
安徽省合肥市马鞍山路 76号能源大厦 5层 

电话 0551-62225966 0551-62225811 

电子信箱 wn000543@wenergy.com.cn wn000543@wenergy.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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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62,187,012.41 4,234,141,088.47 26.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4,696,817.14 518,628,589.00 -110.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55,820,856.44 511,269,033.63 -11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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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87,865,144.97 1,145,001,178.91 -57.3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06 0.2897 -110.5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06 0.2897 -110.5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51% 5.84% -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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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77,239,321.07 27,085,553,384.36 -2.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0,517,005,479.03 11,017,800,014.17 -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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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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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省能源集

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2.69% 764,326,919 0   

中国证券金融

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99% 53,536,512 0   

安徽省能源物

资供销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04% 36,550,000 0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招

商丰庆灵活配

置混合型发起

式证券投资基

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45% 25,932,721 0   

兴业证券－兴

业－兴业证券

金麒麟 5 号集

合资产管理计

划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09% 19,582,126 0   

黄海晓 境内自然人 1.04% 18,548,007 0   

徐克伟 境内自然人 0.84% 15,071,450 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0.78% 13,983,520 0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中证 500 交

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

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27% 4,846,456 0   

兴业证券－工

行－兴业证券

金麒麟核心优

势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25% 4,488,12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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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安徽省能源物资供销公司是安徽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其他股东间是否有关

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不详。安徽省能源物资供销公司除直接持有公司 3655 万股外，其

通过华安—兴业—皖能电力定向 6 号资产管理计划持有公司股份 447.1 万股。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黄海晓通过信用账户持股 18548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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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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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2017年6月30日，公司控股发电装机容量为725万千瓦，其中经营期装机655万千瓦，建设期装机70万千瓦。2017年

上半年，控股机组累计完成发电量121亿千瓦时，较上年增长5.99%，实现合并口径营业收入53.62亿元，同比增长了26.64%；

营业成本53.57亿元，同比增长了53.31%；利润总额-1.51亿元，较去年同期减少10.24亿元。 

2017年上半年，火电企业受煤价高位运行、煤电产能过剩及电力市场改革等多方面影响，利润空间受到严重挤压，行业

出现大面积亏损。面对经营环境和条件的深刻变化，公司深入推进“两个转变”，着力加强改革创新，全力做好提质增效和管

理提升，公司安全生产保持平稳有序，电力营销成效明显，各项工作稳步推进，但囿于燃料成本及电价等因素制约，上半年

经营利润大幅下降。 

公司2017年上半年工作回顾： 

一．安全、生产与环保指标 

上半年，公司安全生产情况总体平稳，实现“八无”目标；公司供电煤耗、厂用电率同比均有下降；公司控股发电企业污

染治理设施安全稳定运行，系统内污染物排放总量满足环保要求，各项指标均低于目标值。 

二．项目建设开发 

2017年3月初，铜陵第二台百万机组一次性通过168小时试运，实现即投产即稳定；钱营孜（2×350MW）低热值煤发电

项目上半年已完成重要节点工作；与国电合作风电项目进展顺利；国安公司二期（2×1000MW）超超临界机组项目，已正式

纳入省“十三五”能源发展规划，项目可研正积极开展。 

三．电力营销与电量电价 

截至6月底，公司控股发电企业共取得直购电量85.83亿千瓦时，占全省成交总量的16.8%。公司积极主动与相关部门沟

通、联系，全力争取电量计划，在机组节能降耗、环保减排、供热及迎峰度夏劳动竞赛、利用中水等方面争取奖励电量。 

电价方面，新投产铜陵公司#6机于4月25日取得了环保电价和超低排放电价；上半年，完成了国安公司#2机组超低排放

改造，通过了环保监测，6月19日取得超低排放电价。公司其他机组环保设施运行正常，足额兑现了环保电价和超低排放电

价。   

四．燃料管理与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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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研判市场形势，制定煤炭采购策略，适时动态调整采购计划。坚持“一厂一策”的原则，根据各控股发电企业实际及

煤炭市场变化情况，积极推进公司控股发电企业加大掺配烧力度，最大限度降低燃料成本。 

五．机组检修与改造 

根据年度检修计划，精心组织完成了国安2号机组A修、铜陵5号机C修等计划性检修；国安2号机组完成节能减排升级改

造，铜陵3号机超低排放改造也完成招标工作，预计9月份开工；铜陵公司、国安公司供热改造项目均已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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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 

财政部于2017 年5 月10 日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16 号——政府补助》，准则修订与企业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

助，应当按照经济业务实质，分别计入其他收益或冲减财务费用，并在利润表中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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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企业日常经营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应当计入营业外收支。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将合并利润表及母公司利润表中的“营业外收入-政府补

助”项目调整为“其他收益”、“财务费用”项目。 

其他收益、财务费用、营业外收入 

财政部2017年6月12日实施《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

补助》（财会【2017】15号），企业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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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至准则施行

日之间新增的政府补助根据准则进行调整。 

调整合并利润表其他收益本期金额14,825,602.35 元，调减

合并利润表财务费用本期-135,407.52元，调减合并利润表营

业外收入本期金额14,961,009.87元，。调整母公司利润表其

他收益本期金额0 元，调减母公司利润表营业外收入本期

金额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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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皖能铜陵售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铜陵售电公司”）成立于 2017 年 3 月 16 日，由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安徽省售电开发投资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省售电公司”）与铜陵大江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大江投资”）共同投资设立。铜陵售电公司注册资本为人

民币 5，000 万元，其中省售电公司出资 4,75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95%；大江投资出资 25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5%。

自公司成立之日，本公司将铜陵售电公司纳入合并范围。 

 

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张飞飞 

 

2017年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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