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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0958   股票简称：东方能源  公告编号：2018-012 

国家电投集团东方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石家庄东方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的回复公告 

 

 

 

 

国家电投集团东方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于1月26日收到深交所公

司管理部《关于对石家庄东方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公司部关

注函[2018]第 19号），公司对此非常重视，经多方核查，现回复如下： 

你公司于 2018 年 1 月 25 日披露了《关于与阿拉善左旗签订新能

源发电项目投资开发框架协议书的公告》。公告显示，你公司计划在阿

拉善左旗傲伦布拉格太阳能光热发电示范基地投资建设 2000 MW 太阳

能光热发电项目，规划总投资 460 亿元，一期投资建设 200 MW 太阳

能光热发电项目，规划投资 46 亿元，同时配套建设与建设规模匹配的

变电站及相关产业链。 

我部对此表示关注，请你公司董事会对以下问题进行说明： 

1、请结合你公司最近三年的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说明对阿拉善

左旗太阳能光热发电项目规划总投资 460亿元和一期投资 46亿元是否

具备实现的可能性。如是，请说明你公司完成前述投资的现实依据、

实现条件、具体措施、资金来源、资金到位的时间安排及其他影响该

投资实现的风险因素，并进行补充信息披露及重点提示；如否，请你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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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予以澄清。 

答复：  

（一）公司近三年经营业绩与财务状况 

东方能源 2014 至 2016 年的资产总额为 53.47 亿元、53.01 亿元、

53.02亿元，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71.25%、56.23%、51.21%，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总额为 3.84 亿元、4.45亿元、2.83亿元。连续三年

实现净利润总额 11.12 亿元，经营业绩显著，资产负债率趋向 50%，有

较好的融资、偿债能力，财务状况良好。在煤炭价格大幅上涨的情况下，

公司2017年仍预计实现净利润6800万元，体现了公司较好的盈利能力。 

2017 阿拉善左旗光热项目规划初步预计总投资 460 亿元（具体投

资规模以国家批复情况为准），该项目初步确定公司为投资主体，资金

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及银行贷款。其中资本金 92 亿元，以公司自有资

金投资。一期项目投资目前估算为 46 亿元，需投入资本金 9.2 亿元。

公司初步预计在 2019-2021 年投入资本金 9.2 亿元，其余资本金 82.8

亿元在“十四五”至“十五五”期间分期投入，具体资金到位时间安排

将根据国家批复情况确定。随着公司新能源项目自 2018 年陆续投产，

预计公司盈利能力将逐年提高，公司自有资金可以完成对该项目资本金

的拨付。项目其余投资为银行贷款。公司目前资产负债率较低，该项目

虽然投资金额较大，但投资时间跨度较长。公司将积极与金融机构协商，

对项目投、融资工作进行将合理安排，确保不超出公司投、融资能力。 

（二）项目实现可行性分析 

1.项目规划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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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和《太阳能发展“十

三五”规划》，阿拉善盟被规划为“风光热综合新能源基地”。当地政

府根据资源禀赋条件，委托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华北电力设计院有限

公司，编制完成了《内蒙古阿拉善盟左旗太阳能热发电示范基地规划》，

规划提出阿拉善盟左旗地区光热发电项目开发规划框架，预计到 2030

年，内蒙古阿拉善盟左旗将实现 16000MW 光热发电装机。分为三期建设，

一期项目计划“十三五”内完成，考虑紧邻敖伦布拉格工业园区，并尽

量利用园区现有设施（道路、变电站等）。二期项目计划“十四五”内

完成，考虑临近近期的两侧布置在水库附近。三期项目计划“十五五”

内完成，考虑往东侧荒漠中发展。各期建设容量根据土地情况、消纳情

况等再行确定。傲伦布拉格太阳能光热发电示范基地投资 2000 MW 太阳

能光热发电项目为该规划中的一部分。 

2.项目建设条件 

一是光照条件方面，阿拉善盟境内光照资源丰富，年平均总辐射约

为 1724kW·h/mm2，日平均辐射量约合 4.7kW·h/mm2，属我国仅次于青

藏高原区域的光照资源丰富区。二是土地方面左旗敖伦布拉格区域光热

基地规划场址均为荒漠及荒漠草场，场地较为平整，示范基地区域总面

积 1274万 km
2
。三是水资源方面，规划光热基地的取水来自乌兰布和沙

漠分洪区工程，该工程退水后剩余水量 5245×10
4
m
3
/a，规划修善乌兰

布和沙漠分洪区工程,并同期建设取水泵房及净化站，满足光热基地近

期、中期、远期规划的用水需求。四是电力消纳与送出方面，根据项目

规划，送出途径有以下三种方式：容量较小的项目可就近接入阿拉善盟

http://guangfu.bjx.com.cn/zt.asp?topic=%b9%e2%c8%c8%b7%a2%b5%e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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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电网，就地消纳；利用目前已列入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12 条重

点输电通道的上海庙-山东±800kV 直流特高压通道，将部分光热电力

送出。“十三五”末期在阿拉善左旗建设 1条敖伦布拉格-华中（华东）

±800kV直流特高压通道，配套建设可再生能源总装机 1450万千瓦。 

3.项目建设指标获取工作 

2016 年，国家能源局正式启动的第一批光热发电示范项目，最终

20 个项目合计容量 1.349GW 纳入第一批项目规划，但截至目前，首批

示范项目中共有不到 10 个项目进入实质性建设阶段，一半左右的项目

由于多方面原因未能开建。由于第一批示范项目的执行情况必然将影响

第二批示范项目的相关工作，在首批示范项目尚未有明显结果的情况下，

第二批示范近期启动的可能性并不大。因此本项目申报建设计划时间受

国家建设计划下发情况，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4.本项目下一步开发计划 

东方能源公司紧跟国家能源及环保政策，一直坚定清洁发展的战略

发展方向，近年来在风电、光伏发电领域发展速度明显加快，可持续发

展能力较强。 

签订本项目开发框架协议符合公司清洁能源发展战略，目前，公司

正在积极对阿左旗敖伦布拉格太阳能光热发电示范基地的规划、土地性

质、水力资源、电网送出等建设条件做逐项跟踪，在完成项目土地初步

选址、确定无颠覆性因素后，适时开展一期项目的测光与规划报告编制

工作。 

下一步根据国家能源局第二期光热发电示范项目进展情况，及时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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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项目申报工作，待项目光热发电项目建设指标落实后，继续开展项目

前期阶段的土地、规划、电网接入等前期支持下文件办理工作。 

5.项目风险提示 

①由于光热项目建设计划尚未正式申报，最终项目能否获得国家发

改委的核准存在不确定性风险。 

②最终核准项目计划时间与指标容量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可能与本

次公司预计的投资规模、建设时间计划存在差距。 

③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尚未完成，如回报率不能满足公司要求，

公司将根据实际情况对项目进行调整。 

2、公告称，本次投资事项对公司今后的业务发展及主业核心竞争

能力将产生积极影响，有利于挖掘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请你公司结

合投资建设阿拉善左旗太阳能光热发电项目的后续安排，包括但不限

于完成立项、环保、行业准入、用地、规划、施工建设等有关报批程

序的预计时间和各期投资建设项目尤其是一期项目建设的预计完成时

间，分析并说明本次投资开发事项对你公司本年度和未来年度经营业

绩和财务状况的具体影响。 

答复：由于国家第一期光热发电示范项目总体进展情况并未达到

预期，可能会对第二期项目开展构成一定影响，业内预计最早为 2018

年末或 2019 年初，一期项目最终明晰后，第二期项目才能开展申报工

作。 

预计 2018 年本项目（一期 200MW）主要开展测光与规划报告编制

等相关工作，对东方能源本年度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无影响。 

由于光热项目建设计划申报以及具体列入计划时间与指标容量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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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较大不确定性，2019 年假设本项目（一期 200MW）列入第二期光热发

电示范项目指标计划。根据光热项目正常开发进度，列入指标后，预计

1 年内完成项目土地、规划、电网接入、水保、环评等前期工作，3 年

内完成项目工程建设。上述期间对东方能源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不会产

生实质性影响。 

本项目（整体 2000MW）根据左旗光热规划，除申报第二期国家光

热发电示范项目指标容量项目外，其余开发建设容量将在“十四五”至

“十五五”期间实现，受国家光热项目整体开发进展影响，存在较大不

确定因素，尚无法预测对公司的具体影响。 

3、你公司曾于 2017 年 5 月 15 日披露《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国家电

力投资集团与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签订清洁能源项目战略合作框架

协议的公告》、2017 年 5 月 25 日披露《关于与腾格里开发区管委会签

订清洁能源项目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和《关于与中电投电力工

程公司签订风资源合作开发框架协议的公告》、2017 年 7 月 19 日披露

《关于与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和《关

于与三一重能有限公司签订风电项目合作协议的公告》、2017 年 9 月

20 日披露《关于与平山县政府签订新增风电项目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2017 年 10 月 12 日披露《关于与四川康盛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签署

地热开发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2017 年 10 月 18 日披露《关于与河南

确山县政府签订新增风电项目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请你公司核查并

说明前述框架协议是否已进入实施阶段，是否已签订具体的项目合作

协议。如是，请及时披露并履行相应的审议程序；如否，请披露未进

入实施阶段的原因及继续推进相关框架协议落地的后续安排。 

1.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国家电投集团公司与中国中车签订清洁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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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合作协议的进展情况 

2017 年 5 月国家电投集团与中国中车签订清洁能源项目战略合作

框架协议。协议签订后，东方能源与中车株洲所成立项目推进联合体，

对中国中车系统 41 家所属二级单位下发对接函，寻求共同开发中国中

车系统内分布式光伏项目机会。截至 2018 年 1 月，分别与中车广机公

司、中车天津公司签署了合作开发协议，锁定了项目开发权。目前上述

两个项目正在办理内部外部审批手续，计划 2018 年内建成并网。 

2.关于与腾格里开发区管委会签订清洁能源项目战略合作框架协

议的进展情况 

2017 年 5 月，东方能源与腾格里开发区管委会签订清洁能源治沙

示范基地框架协议。协议签订后，东方能源于 2017 年 8 月在腾格里完

成两座 120 米测风塔的建设工作；并在腾格里嘉尔格勒赛汉镇办理了公

司预核名工作。2017 年 12月，关于腾格里开发区清洁能源治沙示范基

地规划报告初稿已编制完成。 

2017 年，内蒙古被列入风电发展红色区域，“十三五”期间不再

发放风电建设指标。从 2017 年开始，内蒙区域落实 100 万千瓦光伏指

标，均为扶贫指标。腾格里区域位于内蒙古西部，几乎没有扶贫项目。

从当前情况看，该项目存在取得国家相关部门核准方面存在重大风险。 

东方能源将积极同当地政府配合，做好当地总体规划和本项目规

划的结合、上报，密切跟踪政策变化情况，伴随内蒙古区域新能源政策

调整，落实腾格里开发区清洁能源治沙示范基地的项目建设工作。 

3.关于与中电投电力工程公司风资源合作开发框架协议的进展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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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 

2017 年 5 月，东方能源与中电投电力工程公司签订风资源合作开

发框架协议。因双方尚未就合作模式达成一致意见，并未签署具体项目

投资合资合作协议。 

4.关于与金风科技战略合作协议的进展情况 

2017 年 7 月，东方能源与金风科技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协议签署

后，双方正在积极推动河北邯郸风电项目合作，正在就合作协议进行磋

商，尚未签署正式投资合作协议。 

5.关于与三一重能风电项目合作协议进展情况 

2017 年 7 月，东方能源与三一重能签订风电项目合作协议，协议

签署后，双方在 2018 年 1 月 3 日成立合资公司“临邑东方重能新能源

有限公司”，其中三一重能 51%股份，东方能源 49%股份，合作开发山

东临邑风电项目。目前正在开展前期支持性文件办理工作，委托设计院

编制可研报告，准备申报 2018 年山东风电建设指标。 

6.关于与平山县新增风电项目合作框架协议的进展情况 

东方能源石家庄公司与平山县政府签订新增风电项目合作框架协

议后，在拟选风电场区内建设了 3座测风塔，开展当地风资源数据的收

集和评估工作。东方能源积极办理前期支持性文件，与项目选址区域内

所涉及到的乡镇政府均作了详细沟通汇报，取得了所涉及乡镇的风电开

发许可证明，以及项目国土、林业、规划、环保、军事、文物、水务的

县级支持性文件，委托设计咨询单位编制了风电项目建设方案和并网分

析报告，准备申报 2018 年河北省年度风电建设指标。下一步，一是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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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完善支持性文件和报告的办理工作；二是密切跟踪河北省发改委年

度风电开发计划申报工作开展情况。 

7.关于与四川康盛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签署地热开发合作框架

协议 

2017 年 10 月，东方能源与四川康盛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后，双方积

极推进项目合作，共同调研了河北省内多个地热项目，目前正在协商沧

州、衡水、邢台等区域地热项目的合作事宜，尚未签订项目合作协议。 

8.关于与确山县政府风电项目合作框架协议的进展情况 

2017 年 10 月，东方能源与确山县人民政府签订了风电项目合作框

架协议。协议签署后，东方能源于当月在确山县双河乡设立一座测风塔，

开展测风工作，推进各项前期工作进展。 

公司将根据上述项目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国家电投集团东方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1月 3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