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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米大斌、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徐贵林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曹芸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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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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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58,762,199.56 29,239,949,797.25 -0.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元） 
10,747,346,344.49 11,228,798,652.78 -4.29%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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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元） 2,404,790,550.15 7.22% 7,194,356,278.95 6.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元） 
3,330,215.97 -99.32% 237,527,626.50 -85.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396,762.45 -99.71% 217,209,754.34 -86.6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元） 
-- -- 973,882,820.81 -61.1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2 -99.27% 0.133 -85.5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2 -99.27% 0.133 -85.5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03% 降低3.77个百分点 2.14% 降低 12.26 个百分点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856,431.33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

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8,770,592.27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4,023,828.65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778,301.86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030,421.89 

减：所得税影响额 5,124,100.9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4,304,740.23 

合计 20,317,872.16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

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

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

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

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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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01,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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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65.63% 1,175,905,950 701,495,667   

华能国际电力开发公司 国有法人 2.01% 36,073,648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78% 31,868,115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1.34% 24,028,3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15% 20,602,196    

华夏基金－农业银行－华夏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0.18% 3,306,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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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7% 3,063,566    

王永胜 境内自然人 0.14% 2,550,000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0.13% 2,368,800    

程光耀 境内自然人 0.12% 2,170,00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河北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474,410,283 人民币普通股 474,410,283 

华能国际电力开发公司 36,073,648 人民币普通股 36,073,648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31,868,115 人民币普通股 31,868,115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4,028,300 人民币普通股 24,028,3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0,602,196 人民币普通股 20,602,196 

华夏基金－农业银行－华夏中证金融资产管

理计划 
3,306,900 人民币普通股 3,306,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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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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63,566 人民币普通股 3,063,566 

王永胜 2,5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550,000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中证金融资产管

理计划 
2,368,800 人民币普通股 2,368,800 

程光耀 2,17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17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且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

明（如有）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股东程光耀通过信用担保账户持有公

司股票 2,170,000 股。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

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

定购回交易。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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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资产负债项目大幅变动情况 

单位：元 

变动项目 期末金额 期初金额 变动金额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预付款项 712,332,240.90  447,787,019.50  264,545,221.40  59.08% 
主要是预付工程款

和燃料款增加影响 



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5 

应收股利 137,563,201.66  223,560,297.76  -85,997,096.10  -38.47% 
主要是收到部分参

股公司分红影响 

在建工程 2,805,760,438.70  1,952,086,497.95  853,673,940.75  43.73% 

主要是运营电厂技

改和承德热电、遵化

热电工程建设增加

影响 

短期借款 3,921,000,000.00  2,978,649,290.72  942,350,709.28  31.64% 
主要是日常经营需

要影响 

应付票据 58,288,200.80  739,384,276.00  -681,096,075.20  -92.12% 
主要是票据到期结

算影响 

应付职工薪酬 114,209,547.24  360,303,380.34  -246,093,833.10  -68.30% 
主要是应付工资减

少影响 

应付利息 10,717,462.05  35,223,176.29  -24,505,714.24  -69.57% 

主要是公司债和保

险债利息在本报告

期支付影响 

应付股利 291,763,874.27  27,555,838.54  264,208,035.73  958.81% 

主要是各子公司尚

未支付少数股东股

利影响 

一年内到期的

非流动负债 
427,931,983.52  1,543,893,065.52  -1,115,961,082.00 -72.28% 

主要是应付一年内

到期的银行借款减

少影响 

其他综合收益 1,832,000.00  4,161,384.39  -2,329,384.39  -55.98% 
主要是报告期出售

交通银行股份影响 

2、利润表项目大幅变动情况 

单位：元 

变动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金额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营业成本 6,021,711,194.09  3,970,129,827.92  2,051,581,366.17  51.68% 

主要是煤价增长影

响燃料成本增加所

致 

投资收益 107,166,190.33  589,127,288.39  -481,961,098.06  -81.81% 
主要是参股公司净

利润同比减少影响 

营业外收入 7,405,862.06  3,890,596.42  3,515,265.64  90.35% 

主要是核销长期挂

账的其他应付款影

响 

3.现金流量表项目大幅变动情况 

单位：元 

变动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金额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973,882,820.81  2,507,661,063.91  -1,533,778,243.10  -61.16% 

主要是购买商品支

付的现金增加 



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6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21,030,780.44  -753,013,742.34  974,044,522.78  129.35% 

主要是本期借款增

加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邢台热电项目 2 号机组投产 2017 年 01 月 05 日 

http://www.cninfo.com.cn/cninfo-new/discl

osure/szse_main/bulletin_detail/true/12029

90525?announceTime=2017-01-05 

购买深圳新天汇海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股

权并增资事项 
2017 年 04 月 13 日 

http://www.cninfo.com.cn/cninfo-new/discl

osure/szse_main/bulletin_detail/true/12032

90940?announceTime=2017-04-13 

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股票出售完毕 2017 年 04 月 27 日 

http://www.cninfo.com.cn/cninfo-new/discl

osure/szse_main/bulletin_detail/true/12034

04471?announceTime=2017-04-27 

董事会、监事会换届及高管人员聘任事项 

2017 年 06 月 30 日 

http://www.cninfo.com.cn/cninfo-new/discl

osure/szse_main/bulletin_detail/true/12036

64663?announceTime=2017-06-30 

2017 年 06 月 30 日 

http://www.cninfo.com.cn/cninfo-new/discl

osure/szse_main/bulletin_detail/true/12036

64664?announceTime=2017-06-30 

2017 年 07 月 07 日 

http://www.cninfo.com.cn/cninfo-new/discl

osure/szse_main/bulletin_detail/true/12036

86106?announceTime=2017-07-07 

2017 年 07 月 19 日 

http://www.cninfo.com.cn/cninfo-new/discl

osure/szse_main/bulletin_detail/true/12037

13311?announceTime=2017-07-19 

2017 年 07 月 29 日 

http://www.cninfo.com.cn/cninfo-new/discl

osure/szse_main/bulletin_detail/true/12037

42217?announceTime=2017-07-29 

公司控股发电公司电价上调 2017 年 07 月 18 日 

http://www.cninfo.com.cn/cninfo-new/discl

osure/szse_main/bulletin_detail/true/12037

10063?announceTime=2017-07-18 

修订公司章程 2017 年 07 月 19 日 

http://www.cninfo.com.cn/cninfo-new/discl

osure/szse_main/bulletin_detail/true/12037

13304?announceTime=2017-07-19 

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2017 年 07 月 19 日 
http://www.cninfo.com.cn/cninfo-new/discl

osure/szse_main/bulletin_detail/true/12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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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07?announceTime=2017-07-19 

“11 建能债”2017 年兑付兑息及摘牌 2017 年 08 月 22 日 

http://www.cninfo.com.cn/cninfo-new/discl

osure/szse_main/bulletin_detail/true/12038

34983?announceTime=2017-08-22 

控股子公司替代发电关联交易事项 2017 年 08 月 26 日 

http://www.cninfo.com.cn/cninfo-new/discl

osure/szse_main/bulletin_detail/true/12038

71965?announceTime=2017-08-26 

与汇海公司签订金融服务框架协议 2017 年 08 月 26 日 

http://www.cninfo.com.cn/cninfo-new/discl

osure/szse_main/bulletin_detail/true/12038

71966?announceTime=2017-08-26 

公司参股行波堆核电项目事项 2017 年 09 月 26 日 

http://www.cninfo.com.cn/cninfo-new/discl

osure/szse_main/bulletin_detail/true/12039

99277?announceTime=2017-09-26 

承德热电项目首台机组投产 2017 年 09 月 29 日 

http://www.cninfo.com.cn/cninfo-new/discl

osure/szse_main/bulletin_detail/true/12040

12046?announceTime=2017-09-29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

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

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对 2017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

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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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7 年 02 月 09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http://irm.cninfo.com.cn/ssessgs/S

000600/index.html 

八、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九、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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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履行精准扶贫社会责任情况 

1、三季度精准扶贫概要 

报告期内，驻村工作队按照年度扶贫计划不断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各

项工作。一是完善当地的基础设施建设。包括修缮和绿化道路、增设医疗室、

垃圾处理池及冲水卫生等设施，建成 300 千瓦光伏项目，改善当地群众的基础

生活条件；促进当地经营发展。改造低产田 250 亩，改良农作物种植结构，433

亩优质张杂谷子已播种完成，利用荒坡地种植山杏、毛桃，同时协助当地发展

肉牛养殖产业，提高当地群众的经济收入；三是加快美丽乡村建设，发展特色

产业，打造生态文明示范村。整体方案已委托有资质的设计院进行规范设计。 

2、上市公司三季度精准扶贫工作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帮扶地区扶贫项目主要利用财政资金和相关单位的扶贫资

金，公司 2017 年扶贫资金尚待相关主管部门审批后使用。 

3、后续精准扶贫计划 

公司将根据年度扶贫计划继续推行精准扶贫工作，使广大贫困群众真正走

向富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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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为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签章页） 

 

 

 

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米大斌 

2017 年 10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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