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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40                               证券简称：九洲电气                  公告编号：2008-041 

哈尔滨九洲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摘要 

1、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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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报告全文。 

2、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本年度报告及其摘要内容无异议。 

声明 

3、公司所有董事均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4、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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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343,032,004 股 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50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0

股。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九洲电气 股票代码 300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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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斌 李真 

办公地址 哈尔滨市松北区九洲路 609 号 哈尔滨市松北区九洲路 609 号 

传真 0451-58771345 0451-58771345 

电话 0451-58771318 0451-58771318 

电子信箱 stock@jze.com.cn stock@jze.com.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让电能拥有智慧、让人们享有蓝天”一直是公司的经营理念，以绿色和智慧方式满足社会电力需求，

建设可再生的综合能源供应体系，减少传统能源对人类生存环境的影响，解决能源供应的可持续和安全问

题，是公司持之以恒的追求。公司主要业务包括以下三方面：  

（1） 可再生能源电站投资及开发运营业务  

    可再生能源电站投资、建设与开发运营业务是公司的主要收入来源。公司可再生能源电站投资建设与

开发运营业务主要是风电、光伏、水电、生物质发电等可再生能源电站建设以及投资与运营业务，主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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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业务模式，第一种是受可再生能源电站项目业主委托，出资进行电站BT建设，竣工验收后移交业主。

此种模式是当前可再生能源业务的主要运作模式。第二种是可再生能源项目投资和运营，即公司取得项目

所有权，持有并运营，通过收取电费的方式实现稳定收益。 

    报告期内，公司承揽了近340MW的可再生能源电站项目，合同额为28.62亿，46.18MW光伏电站扶贫项

目，合同额为2.81亿元，公司2017年确认的BT合同收入为8.44亿元。可再生能源电站建设与服务已经成为

了公司稳定的利润增长点。 

（2）电力设备制造类业务 

    公司拥有20余年电力设备制造经验，以高电压、大功率电力电子技术为公司的核心技术，可为城市智

能配电网和可再生能源提供关键电气设备，产品涵盖35kv以下各类电开关和变电设备、高频电源及高压变

频器，高低压无功补偿，可再生能源用变流器和逆变器，铅碳储能蓄电池，固体蓄热电锅炉，交直流电动

汽车充电桩等。 

   报告期内，电力设备制造类业务确认收入4.40亿元。传统制造业一直为公司的基础产业，将制造业服

务化，往下游发展是公司转型的方向。 

（3）综合能源业务 

以互联网+、智能技术为手段，将不同的能源供应连接起来，实现热、电、冷、气、储、充等有机整

合起来，平衡不同能源间的优势和不足，实现多能协同，联产联供，互补集成，提高整体能源效率，降低

用能成本，实现能源的系统优化。公司可提供离网型分布式发电解决方案，智能微网解决方案，冷热电三

联供解决方案，光储充系统解决方案，智能配电网解决方案，固体电蓄热解决方案，以电代煤城市供暖，

化学储能削峰填谷解决方案，能效管理和能源设施管理解决方案。 

综合能源业务为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报告期内实现收入386.25万元。该业务将是公司未来主要利润

来源之一。 

3、行业发展变化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国际国内对优化能源结构、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加强生态环保、应对气候变化

等问题日益重视，减少对化石能源的依赖，加快开发利用清洁地摊和储量丰富的可再生能源已成为国际社

会普遍共识和一致行动，而科技的进步也使得可再生能源的生产能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并使得能源

结构多元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通过各种能源间的物理联通和信息交互构建综合能源体系，将成为促进整

体能源使用效率的最优选择。 

在以上背景下，我国能源格局总体的特征与趋势是：一、可再生能源对传统能源的替代加速进行；二、

能源多元化趋势明显，能源综合利用的需求和程度持续提升；三、电气化程度不断提高，电力占终端能源

消费的比重不断增长。 

公司转型以来紧密跟随能源发展趋势，大力发展以风电和光伏为主的可再生能源投资与建设业务和输

配电成套电气设备制造销售业务，并将以上业务结合清洁供暖、储能和充电桩业务向综合能源管理方向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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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布局。以下行业分析主要围绕上述行业和业务展开。 

（1）可再生能源投资与开发运营 

公司所发展的可再生能源投资与开发运营业务主要指光伏电站、风力电站、水电站及生物质电厂等的

投资、开发、设计、工程建设及管理运营，现阶段公司主要开展了风电和光伏电站业务，与光伏行业和风

电行业发展密切相关。 

从我国未来社会经济发展战略路径看，发展可再生能源产业是我国保障能源供应、建设低碳社会、推

动经济结构调整、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方向。“十三五”规划中，可再生能源行业将继续保持较快

发展，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将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5%，2030年的这一比重将达20%。国务院办公厅

《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2014-2020年）》提出，"着力优化能源结构，坚持发展非化石能源与化石能源

高效清洁利用并举，要大幅增加风电、太阳能、地热能等可再生能源和核电消费比重。同时核电的节奏有

所放缓，因此要确保完成可再生能源消费占比，就要提高光伏、风电、水电、生物质发电的投资力度。其

中，光伏要从4000多万千瓦要上升到1.5亿千瓦，风电要从1.2亿千瓦上升到2.5亿千瓦。 

    2017年，光伏装机量大幅超预期，全年新增装机53.06GW，其中，光伏电站33.62GW，同比增加11%；

分布式光伏19.44GW，同比增长3.7倍。到12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1.3亿千瓦，其中，光伏电站

100.59GW，分布式光伏29.66GW。2017年，光伏发电11.82GW，同比增长78.6%。 

 
 

    截至2017年底，我国新增并网风电装机容量1503万千瓦，累计并网装机容量达到1.64亿千瓦，同比增

长10.7%,占全部发电装机容量的9.2%。2017年，全国风电发电量3,05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6.3%，风电发

电量占全部发电量的4.8%；全国平均利用小时数1,948小时，同比增加203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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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界最为关注的对风电和光伏造成不利影响的问题是“弃风限电”，但从2016年开始，国家加强了解

决可再生能源消纳问题的力度，并且取得了显著的进展；2017年全国风电平均限电率12%，弃风电量419亿

千瓦时，同比下降5.2个百分点；光伏平均限电率6%，弃光电量73亿千瓦时，同比下降4.3个百分点。根据

2017年11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的《解决弃水弃风弃光问题实施方案》，到2020年将在全

国范围内有效解决弃水弃风弃光问题，届时制约风电光伏发展的最大障碍将被清除。 

从我国未来社会经济发展战略路径看，发展可再生能源产业是我国保障能源供应、建设低碳社会、推

动经济结构调整、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方向，“十三五”期间，可再生能源行业将继续保持较快发

展。 

（2）能源结构调整需求催生万亿综合能源管理市场规模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能源生产和消费模式正在发生重大转变，能源产业肩负着提高能源效率、

保障能源安全、促进可再生能源消纳和推动环境保护等新使命。传统能源系统建设以单一系统的纵向延伸

为主，能源系统间物理互联和信息交互较少。能源生产和消费模式的重大转变，要求改变传统能源系统建

设路径和发展模式，构建综合能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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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能源服务以电力和热力系统为核心，以物理信息技术、智能技术为手段，实现热、电、冷、储、

充等有机整合，平衡不同能源间的优势和不足，形成多能协同，联产联供，互补集成的新型区域性能源供

给系统。构成综合能源体系的各要素市场，未来三年的投资规模预测如下： 

综合能源要素市场类型 “十三五”期间新增投资规模（万亿） 

可再生能源 2.50 

    其中：水电 0.50 

          风电 0.70 

          太阳能 1.00 

          生物质、沼气、地热 0.30 

配电网改造 1.70 

天然气分布式 0.07 

集中供热 0.07 

合计 4.34 

 

综合能源管理和服务在我国刚刚开始发展，各要素间形成物理互联和信息交互，构建起综合能源管理

和服务市场，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初步按照上述要素市场总规模的25%进行估算，十三五期间，综合能

源服务和管理的市场规模将达1.09万亿，市场空间仍旧可观，体量巨大。 

（3）新一轮电网基础设施建设带动输配电成套电气设备制造行业稳步增长 

     从2015年到2020年国家电网将投资2.7万亿建成国家电网的特高压交流骨干网架和跨区特高压直流

工程。这2.7万亿投资可带动相关产业投资3万亿以上，总投资将达到近6万亿元。把这些投资额度分配到

每年，电网投资将达到我国GDP的1%。如此巨大的投资给我国输变电、配电两大设备行业带来巨大的商机。

我国电网投资近年来持续保持在较高位，且变电、配电设备投资的占比呈现稳中有升的势态，变电、配电

等设备行业是电力行业中最具潜力的细分领域，电网的高速建设也拉动了变电、配电设备发展的市场需求。 

    另外，随着全社会用电量增速放缓，以及大部分电源供给及输电线路骨架逐步完善的情况下，我国电

网建设投资的重心将逐步由主干网向智能化、配网侧、售电侧、用电侧转移。智能电网是能源及电力发展

的核心技术支撑和物质基础。 

4、市场竞争格局的变化 

十三五期间我国能源体系的最主要变化就是能源结构的优化调整,由此而引起的市场发展趋势的变化

如下： 

（1） “十三五”时期，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要提高到15%以上；天然气消费比重力争达到10%或者更

高，煤炭消费比重要降低在58%以下，非化石能源和天然气增量合计约为4.8亿吨标准煤，是煤炭增量的三

倍多，以风电、光伏、水电为主的清洁、低碳的可再生能源将是“十三五”期间能源供应增量的主体。 

（2）可再生能源的大量使用，导致各类能源需要按照地理特征、负荷特征和电力基础设施完备程度

进行因地制宜的规划和发展，就地消纳为主的分布式能源和区域统筹规划的综合能源管理成为以更高的效

率来利用可再生能源的重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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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讲，能源生产模式将由大型集中式逐渐过渡到小型本地化，本地化和小型化以后对综合能源管

理的需求也日益突出。综合能源管理和服务不仅仅为区域电力能源体系内部各类功能和能源间的协同提供

解决方案，在妥善安排大规模集中电源与区域综合能源体系之间的优化配合也起到关键作用，这对我国能

源电力整体效率的提高，对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未来电力能源行业的竞争格局是：大规模集中式可再生能源稳步发展，分布式的区域性的综合能源体

系投资不断加强，电力能源行业的商业模式从集中生产和批发销售，发展为集规划设计和终端客户维护于

一体的具有高度市场营销特征的激烈竞争局面。 

十三五期间我国能源体系的最主要变化就是能源结构的优化调整,由此而引起的市场发展趋势的变化

如下： 

1、 “十三五”时期，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要提高到15%以上；天然气消费比重力争达到10%或者更高，

煤炭消费比重要降低在58%以下，非化石能源和天然气增量合计约为4.8亿吨标准煤，是煤炭增量的三倍多，

以风电、光伏、水电为主的清洁、低碳的可再生能源将是“十三五”期间能源供应增量的主体。 

2、可再生能源的大量使用，导致各类能源需要按照地理特征、负荷特征和电力基础设施完备程度进

行因地制宜的规划和发展，就地消纳为主的分布式能源和区域统筹规划的综合能源管理成为以更高的效率

来利用可再生能源的重要方式。 

总体来讲，能源生产模式将由大型集中式逐渐过渡到小型本地化，本地化和小型化以后对综合能源管

理的需求也日益突出。综合能源管理和服务不仅仅为区域电力能源体系内部各类功能和能源间的协同提供

解决方案，在妥善安排大规模集中电源与区域综合能源体系之间的优化配合也起到关键作用，这对我国能

源电力整体效率的提高，对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未来电力能源行业的竞争格局是：大规模集中式可再生能源稳步发展，分布式的区域性的综合能源体

系投资不断加强，电力能源行业的商业模式从集中生产和批发销售，发展为集规划设计和终端客户维护于

一体的具有高度市场营销特征的竞争局面。 

 

5、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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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人民币元 

 2017 年 2016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5 年 

营业收入 1,428,214,706.47 1,319,491,445.24 8.24% 758,767,188.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0,105,551.61 130,514,415.82 -23.30% 20,098,885.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2,211,049.64 119,626,255.87 -22.92% 12,029,834.4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8,031,992.16 114,563,925.59 -299.04% -128,413,418.5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9 0.39 -25.64% 0.070 



哈尔滨九洲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摘要 

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9 0.38 -23.68% 0.07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49% 7.62% -2.13% 1.63%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5 年末 

资产总额 3,783,016,420.25 2,832,535,366.46 33.56% 2,339,364,819.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865,251,845.56 1,784,363,558.35 4.53% 1,640,005,718.76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238,576,332.24 486,234,256.77 263,959,072.94 439,445,044.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2,714,821.65 53,882,078.18 22,327,434.00 1,181,217.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0,257,587.60 51,273,099.09 19,628,163.33 1,052,199.6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7,016,497.25 -162,602,536.39 59,922,775.58 -98,335,734.10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6、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22,823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22,508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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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寅 境内自然人 19.75% 68,370,602 51,277,951 质押 38,826,789 

赵晓红 境内自然人 15.65% 54,170,602 40,627,951 质押 35,127,949 

黑龙江辰能哈

工大高科技风

险投资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3.36% 11,622,240 0   

李长和 境内自然人 2.26% 7,835,173 4,150,587 质押 4,480,000 

李文东 境内自然人 2.16% 7,463,257 4,593,923 质押 5,400,000 

北京智诚盛景

创业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00% 1,793,979 1,793,979   

哈尔滨市科技

风险投资中心 
国有法人 0.73% 2,538,460 0   

北京中电新能

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68% 2,344,613 1,380,692   

宁波华建汇富 境内非国有 0.65% 2,249,724 200,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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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 

法人 

张勇 境内自然人 0.63% 2,195,835 1,175,28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前 10 名股东中，李寅和赵晓红为一致行动人，李文东和李长和为叔侄关系。公司未知其

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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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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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电能拥有智慧，让人们享有阳光”是公司的经营理念，以绿色和智慧方式满足全球电力需求，

建设可再生的能源供应体系，减少传统能源对人类生存环境的影响，使全球变成一个亮亮堂堂的地球村，

解决人类能源供应的永续安全问题，是公司坚持的产业方向。报告期内，国内外宏观经济环境仍然复杂严

峻，国内经济增速持续放缓，需求减少，供给过剩，制造企业继续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公司在董事会和管

理层的领导下稳扎稳打，夯实资产。 

2017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42,821.47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24%；营业成本111,404.75万元，比

上年同期增长10.39%；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010.56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23.30%；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量净额-22,803.20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34,259.59万元；截至2017年12月31日公司资产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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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8,301.64万元，负债总额为191,736.33万元，资产负债率为50.6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为186,525.18万元，少数股东权益40.13万元，基本每股收益0.29元，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5.49%。 

    报告期内，管理层紧密围绕公司战略目标及年度工作计划，贯彻执行董事会的战略安排，重点开展了

以下方面的工作： 

1、全面布局新能源，拉动公司总承包业务和产品的销售实现公司既定战略目标 

   报告期内， 继续夯实能源互联网建设及产品销售，将制造业服务化，打造“制造+服务+金融”的全产

业链服务。2017年公司与嫩江德馨水电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馨水电”）签署了关于《嫩江县红石

砬水电站工程项目BT总承包工程》、与安达市亿晶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签署了关于《青肯泡乡20MWP光伏

地面电站A项目BT总承包合同》及《青肯泡乡20MWP光伏地面电站B项目BT总承包合同》、与通化中康电力

开发有限公司签署了《通化中康电力开发有限公司10MⅣ光伏发电项目BT总承包合同》、与定边蓝天新能

源发电有限公司签署了关于《定边天池塘风电场BT总承包工程》、与亚洲新能源（金湖）风力发电有限公

司签署了关于《亚洲新能源金湖县100MW风电场BT总承包合同》、与亚洲新能源（宝应）风力发电有限公

司签署了关于《亚洲新能源宝应县100MW风电场BT总承包合同》上述合同总金额为28.62亿元，完成了2017

年初制定的签订20亿以上新能源总包合同的经营计划。同时，公司积极响应国家光伏扶贫号召，主动承揽

了46.18MW的光伏扶贫电站建设。 

2、通过资本运作并购手段快速进入新能源电站运营领域 

 报告期内，随着宏观经济的增速下滑，制造业成本上升，公司利润空间收窄，单一主业的业务模式逐

渐受到挑战，完善公司产业链，丰富公司产品结构，实现公司整体规模和经济效益的快速提升成为必要。

公司报告期内成功收购七台河万龙及佳兴风电场实现快速进入下游风电运营领域的战略目标，收购完成后

会在较长的运营期限内为公司带来稳定的收益和现金流入。 

3、建设完成光储充智能充电站示范工程 

 光储充智能充电站主要由分布式光伏系统、铅炭电池的储能系统、直流充电桩和交流充电桩系统、

能源管理系统组成。在阳光充足的时候，光伏系统为充电站提供符合用电，同时也为储能系统充电，剩余

的电量为生产提供用电，多余的电量通过屋顶光伏的计量系统并入电网。储能系统的电量储存在谷电价的

时段进行充电，在峰电价的时段内给充电桩系统。结合光伏发电和储能技术的建站模式能够减少电动汽车

对电力的需求，规避电动汽车的无序充电，减少电动汽车充电时对电网的负荷冲击，从而极大减少了不必

要的发电机装机容量与电网建设，进而保证电动汽车与电网的协调发展。此向示范工程在报告期内建设完

成，投产试运营后公司将推向市场，将成为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 

4、突出创新发展，不断增强企业发展的驱动力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坚持"以技术领先"为原则，遵循"使用一代、研发一代、储备一代"的创新思想，

在加强技术创新的同时，结合全球能源互联网的建设、"共建美好地球"的难得机遇，加强在智能电网、电

动汽车充电、储能等技术或领域布局。 

5、优化销售体系，创造更大的效益 

 报告期内，公司加大力度优化网络营销，根据国家供给侧的调整来调整公司销售网络布局，向电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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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节能环保、网路通讯等优质客户集中。同时，公司销售体系与昊诚电气销售体系协调发展，整合相

互的客户资源和渠道，拓宽新资源，进入新领域，降低营销成本，提高产品收益。 

6、国际化发展，迈开“走出去”的步伐 

为了紧密配合公司“走出去”的发展战略和加强国际化的发展策略，并全面配合 "一带一路"的国家

战略，公司在香港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中国九洲国际能源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主要负责与澳大利亚、

柬埔寨、泰国、孟加拉、印度、菲律宾、俄罗斯、蒙古、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阿根廷等国在电力和新

能源等能源领域的广泛深入合作。 

综上所述，公司2017年度经营计划在报告期内基本得以实施。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高压变频系统 13,129,942.20 5,143,238.90 60.83% 17.25% 65.43% -11.41% 

电气控制及自动

化产品 
337,250,652.58 253,768,835.84 24.75% -5.62% 5.26% -7.78% 

直流电源系统 38,172,859.71 20,870,234.34 45.33% -38.34% -56.03% 21.99% 

变压器产品 51,233,978.98 41,488,237.08 19.02% 6.06% 12.91% -4.91% 

新能源业务 843,709,300.12 693,012,727.85 17.86% 8.59% 8.88% -0.22% 

升压站 66,964,285.71 45,036,375.58 32.75% 0.00% 0.00% 0.00% 

电力工程 16,625,427.26 11,772,874.85 29.19% -3.36% -19.66% 14.36% 

发电收入 3,862,486.51 1,192,460.05 69.13% 0.00% 0.00% 0.00% 

其他产品 43,308,615.19 34,630,343.99 20.04% 53.60% 53.78% -0.10% 

其他业务收入 13,957,158.21 7,132,189.33 48.90% -23.92% 0.30% -12.34%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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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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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

程序 

备注 

本公司自2017年5月28日起执行财政部制定的《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持有待售的非流

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自2017年6月12日起执行经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

——政府补助》。本次会计政策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执行

新修

订准

则 

 

本公司编制2017年度报表执行《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

〔2017〕30号)，将原列报于“营业外收入”和“营业外支出”的非流动资产处置利得和损失和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利得和损失变更为列报于“资产处置收益”。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

调整法， 

执行

新修

订准

则 

2016年度营业外收入 

98,384.23元，调增资产处置

收益98,384.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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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 本期发生的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被购买方名称 股权取得 

时点 

股权取得 

成本 

股权取得 

比例(%) 
股权取得方式 

七台河万龙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2017-12-31 143,341,243.81 99.89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七台河佳兴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2017-12-31 115,684,266.86 99.79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续上表) 

被购买方名称 购买日 购买日的 

确定依据 

购买日至期末 

被购买方的收入 

购买日至期末被 

购买方的净利润 

七台河万龙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2017-12-31 财产权交接   

七台河佳兴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2017-12-31 财产权交接   

2. 其他原因的合并范围变动 
 

公司名称 
股权取得方

式 
设立时间 股权取得时点 出资额 出资比例 

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九洲太阳能发电有限公

司 
新设 2017年 3月 2017年 3月 200万元 100.00% 

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九洲纳热光伏扶贫有限

责任公司[注] 
新设 

2017年 10

月 
2017年 10月 436.2万元 100.00% 

中国九洲国际能源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新设 2017年 9月   尚未出资   

哈尔滨九洲储能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新设 2017年 2月   尚未出资   

繁峙县九天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新设 
2017年 12

月 
  尚未出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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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齐哈尔九洲环境能源有限公司 新设 
2017年 12

月 
2018年 1月 200万元 100.00% 

注：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九洲纳热光伏扶贫有限责任公司其他股东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开发有

限公司本期尚未出资。 

 

 

 

 

 

  

                                          哈尔滨九洲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李寅 

                                                 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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