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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1896                           证券简称：豫能控股                           公告编号：定 2018-3 

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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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豫能控股 股票代码 001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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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晓彬 刘群 

办公地址 郑州市农业路东 41 号投资大厦 B 座 9 层 郑州市农业路东 41 号投资大厦 B 座 9 层 

电话 0371-69515111 0371-69515111 

电子信箱 ynkg001896@163.com ynkglq@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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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34,364,908.57 3,202,726,587.58 38.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12,136,629.19 -48,814,789.58 -539.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321,598,401.96 -143,389,240.98 -12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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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50,586,059.46 406,281,595.33 -38.3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713 -0.0438 -519.4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713 -0.0438 -519.4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04% -0.82% -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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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45,282,764.92 20,896,357,015.95 3.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041,443,873.94 6,353,580,503.13 -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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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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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64.20% 738,700,684 221,068,474   

第一创业证券－国信证券－共盈大

岩量化定增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70% 8,064,554    

平安大华基金－平安银行－国海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59% 6,774,193    

陈国华 境内自然人 0.48% 5,580,265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39% 4,515,42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成定增

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37% 4,301,076    

赵玉敏 境内自然人 0.32% 3,700,000    

信诚基金－工商银行－中国对外经

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28% 3,225,806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财通

多策略福享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27% 3,085,019    

曹碧波 境内自然人 0.24% 2,772,06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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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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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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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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随着电力体制改革与市场化建设步入深水区，电力发展已进入转方式、调结构、换动力的关键时期，电力市

场形势日趋复杂，公司及所管理企业生产经营面临严峻考验。面对市场环境带来的经营压力，公司董事会在社会各界的大力

支持下，严格遵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认真履行股东大会赋予的职责，紧紧围绕年度

经营计划和工作目标，深入开展“转变发展理念，提升发展质量；转变工作作风，提高工作效率”专项活动，制定公司发展战

略规划，多措并举优化资产布局，创新经营管理提质增效，努力减少不利因素对生产经营产生的影响，确保公司发展形势稳

中求进。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215.45亿元，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60.41亿元。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4.34亿元，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3.12亿元。 

根据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报告，2018年上半年，电煤价格总体处于高位波动态势，煤电企业经营形势仍然较为严峻，部

分大型发电集团煤电和供热板块持续亏损。另据国家能源局河南监管办公室发布的相关报告，2018年河南省市场交易电量占

比同比提高，结算电价同比降低。综上，受国家去产能政策、电力体制改革等方面影响，公司由于火电资产比重较大，2018

年上半年业绩同比下降。面对严峻形势，公司按照董事会的工作部署，深入研究政策形势，准确把握市场变化，优化资产结

构，持续创新管理，稳步推进各项工作。 

1. 优化产业结构。一是推进火电机组供热改造，大力开拓供热市场，以打造豫北综合能源服务试验区为切入点，加强

与地方政府沟通，论证豫北机组跨区域长距离集中供热的可行性，寻求新的利润增长点。二是加快煤炭物流布局，加强与中

国铁路总公司、各铁路局等单位沟通协调，研究开展集装箱多式联运和铁路物流金融工作，引入铁路物流金融服务，促进“互

联网+煤炭”发展，力争尽快形成新的利润支撑点。三是加快新能源项目开发，桐柏凤凰10万千瓦风电项目已开工建设，预计

年底投产，其他已核准的项目正在积极办理各开工要件，做好开工准备。四是发挥售电公司作用，深化探索配售电业务，积

极发展第三方服务和社会化服务，力争进入增量配电网建设。 

2. 强化经营管理。一是加强形势研判，严格管控经营指标，定期对出现异常的指标发布预警。二是加强精细化管理，

开展电量协同管理，推行经济发电；继续推行煤炭协同采购，有效降低运营成本。三是在生产上从经验驱动转向数据与经验

双驱动，用大数据技术对生产流程和关键参数进行诊断和优化，提品质提效率、降成本降库存。 

3. 全面降本增效。全方位开源节流，做好经营预警，努力拓展盈利空间。争取政策奖励，发挥规模优势，深入开展节

能降耗，多环节平抑燃料成本，报告期内供电煤耗、综合厂用电率同比下降；实施财务精细化管理，成立财务共享中心，实

现标准化、信息化、流程化建设，积极拓宽融资渠道，努力降低财务成本。 

4. 创新提效方面。一是优化组织结构，以业绩导向，示范引领，加快推进市场化改革。二是对现有业务条线进行细致

梳理，简化合并业务流程，以精简高效为核心，提升整体的运转效率。三是探索新的适应不同类型企业的考核分配方式，使

职工收入增长与企业经营效果更加适应，与企业领导人员薪酬激励相衔接。四是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进

一步加强党的建设和廉政建设，提升党员队伍整体素质，为企业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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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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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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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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