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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00                 证券简称：建投能源                    公告编号：2018-24 

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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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 

上年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31,197,201,743.02 31,164,755,902.10 31,164,755,902.10 0.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0,813,138,915.41 10,673,417,892.91 10,673,417,892.91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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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元） 3,384,510,833.33 39.51% 10,224,826,048.96 40.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94,725,461.22 2,741.65% 283,051,132.58 19.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90,304,695.20 6,681.67% 268,952,244.52 2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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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 1,441,708,523.57 46.3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3 2,550.00% 0.158 18.8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3 2,550.00% 0.158 18.8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88% 提高 0.83 个百分点 2.63% 提高 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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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0,99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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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93,155.71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3,796,615.04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872,641.49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821,461.75 

减：所得税影响额 4,858,227.8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162,839.06 

合计 14,098,88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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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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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026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

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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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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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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能国际电力开发公司 国有法人 1.01% 18,161,948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88% 15,817,305    

蔡洪雄 境内自然人 0.54% 9,707,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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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5% 6,323,066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鹏华动

力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境内非国有法人 0.20% 3,570,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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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进森 境内自然人 0.15% 2,724,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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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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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能国际电力开发公司 18,161,948 人民币普通股 18,161,948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5,817,305 人民币普通股 15,817,305 

蔡洪雄 9,707,602 人民币普通股 9,707,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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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23,066 人民币普通股 6,323,066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鹏

华动力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3,570,335 人民币普通股 3,570,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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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进森 2,724,179 人民币普通股 2,724,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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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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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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股东蔡洪雄通过信用担保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9,707,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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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应收款 111,294,294.44  250,811,088.44  -139,516,794.00  -55.63% 
主要是本期收回参

股公司股利影响 

在建工程 1,916,204,027.05  961,004,848.56  955,199,178.49  99.40% 

主要是运营电厂技

改和遵化热电工程

建设增加影响 

开发支出 1,042,488.80  225,544.27  816,944.53  362.21% 
主要是热力公司新

增研发支出影响 

长期待摊费用 3,200,488.78  1,443,480.84  1,757,007.94  121.72% 
主要是宣化热电续

付土地租赁费影响 

应付票据及 

应付账款 
1,574,460,519.30  2,267,267,780.23  -692,807,260.93  -30.56% 

主要是应付燃料款

减少影响 

预收款项 309,304,861.24  460,270,738.39  -150,965,877.15  -32.80% 
主要是预收采暖费

本期结转收入影响 

一年内到期的 953,916,648.21  1,823,285,523.19  -869,368,874.98  -47.68% 主要是偿还保险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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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流动负债 影响 

长期应付款 774,611,993.01  439,524,603.71  335,087,389.30  76.24% 

主要是遵化热电应

付融资租赁款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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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 10,224,826,048.96  7,260,770,327.68  2,964,055,721.28  40.82% 

主要是新增运营公司

恒兴发电、承德热电

以及所属发电公司发

电量同比增加影响 

营业成本 8,676,049,907.81  6,086,092,231.61  2,589,957,676.20  42.56% 

主要是新增运营公司

恒兴发电、承德热电

以及煤价同比上涨影

响 

税金及附加 121,660,982.20  74,472,474.47  47,188,507.73  63.36% 

主要是费改税后，环

境保护税和水资源税

计入税金及附加核算

影响 

管理费用 466,170,242.97  316,700,564.02  149,469,678.95  47.20% 

主要是新增运营公司

恒兴发电、承德热电

以及修理费等同比增

加影响 

投资收益 73,937,115.55  107,166,190.33  -33,229,074.78  -31.01% 

主要是参股公司净利

润和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分红同比减少影响 

营业外收入 3,195,577.22  7,497,074.06  -4,301,496.84  -57.38% 

主要是无法支付的应

付款项转收入金额同

比减少影响 

营业外支出 6,438,034.49  1,231,871.50  5,206,162.99  422.62% 
主要是罚款和违约金

支出同比增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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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1,708,523.57  984,813,667.19  456,894,856.38 46.39% 

主要是销售商品收

到的现金同比增加

和购买商品支付的



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6 

现金同比增加共同

影响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305,195,860.32  221,030,780.44  -526,226,640.76 -238.08% 

主要是偿还债务支

付的现金增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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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和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按股权比例为参股公司山西国际能源裕光煤电有限责任公司提供银行贷款担保，担

保额度不超过 11.52 亿元。该事项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1 月 13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和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为参股公司山西国际能源裕光煤电有限责任公司银行贷款

提供担保的公告》（http://www.cninfo.com.cn/cninfo-new/disclosure/szse_main/bulletin_de

tail/true/1204326694?announceTime=2018-01-13）。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实际担保余额

为 15,180 万元。 

2、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 2017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对原章程

进行修订。公司于 2018 年 4 月 18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修订后的《公司章程》全文。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zse&stockCode=000600&announc

ementId=1204646630&announcementTime=2018-04-18）。 

3、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和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按股权比例为参股公司汇海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融资担保，担保额度 9.20

亿元。该事项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5 月 12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披露

的《关于为参股公司汇海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融资担保的公告》

（ http://www.cninfo.com.cn/cninfo-new/disclosure/szse_main/bulletin_detail/true/12049328

05?announceTime=2018-05-12）。截至本报告期末，上述担保尚未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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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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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对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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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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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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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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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07 月 09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http://irm.cninfo.com.cn/ssessgs/S000600/index.html 

2018 年 07 月 11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http://irm.cninfo.com.cn/ssessgs/S000600/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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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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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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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米大斌 

 

2018 年 10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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