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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1896                          证券简称：豫能控股                          公告编号：定 2018-01 

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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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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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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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艳霞  

办公地址 郑州市农业路东 41 号投资大厦 B 座 9 层  

传真 0371-69515114  

电话 0371-69515111  

电子信箱 ynkg001896@163.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是河南省内唯一省级资本控股的电力上市公司，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清洁可靠的电力保障。从事的主要业务包

括：火电项目的投资管理、综合能源销售、煤炭物流、新能源项目投资建设、环境保护和发电设备检修等。 

（一）火电项目投资管理业务 

公司控股在运火电总装机为6,340MW。包括：天益公司2×600MW超临界发电机组，中益公司2×660MW 超超临界发电

机组，丰鹤公司2×600MW超临界发电机组，鹤淇公司2×660MW超超临界发电机组、2×300MW亚临界发电机组，鸭电公司

2×350MW亚临界发电机组，控股装机规模位居河南省第二位。此外，公司拥有联营企业华能沁北（4×600MW+2×1000MW）

12%股权，并受托管理控股股东投资集团下辖全部火力发电装机。 

我国电力工业经过多年发展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已逐步进入以“高比例可再生能源、多能互补综合能源”为特征的电力

工业新时代。报告期内，公司密切关注宏观政策变化，针对下一步的发展，认真研究转型发展思路，坚持绿色环保发展，火

电业务加快实施发电机组供热改造，大力开拓供热市场，依托中原经济区构建全国重要综合能源产业基地，积极推进由传统

煤电企业向国内一流新型综合能源服务商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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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其他业务 

1. 煤炭物流业务 

根据煤炭去产能政策和“公转铁”运输结构的战略调整，抓住关键物流节点，煤炭物流业务推进“互联网+煤炭”发展，围

绕“物流基础设施投资、物流业务集成、物流资源整合”三大环节，按照平台+全产业链的战略导向，加快发展“交易+物流+

金融+数据”四大业务。依托国家首条煤炭运输重载铁路——瓦日铁路，投资建设的山西兴县集运站和鹤壁煤炭物流园部分单

体工程已完工，尚未全面投运。 

2. 新能源业务 

新能源产业致力于成为公司参与国家能源互联网建设和可再生能源电力绿色证书交易、碳减排交易、节能量交易的支撑

平台，谋划推动全产业链整合开发合作模式，与地方政府对接，抢占资源，储备项目，目前已核准风电项目共计416MW。 

3. 能源销售业务 

抓住供给侧改革的机遇，研究增量部分配电网建设和经营业务，实现配售一体化；扩大销售服务范围，拓展热、汽、水、

冷等综合销售业务，搭建能源销售管理信息平台，利用信息化技术为公司长远健康发展提供支撑。不断拓展售电业务，2018

年共签订电力委托代理交易合同11.50亿千瓦时，帮助16家企业进行市场准入并逐步签订电量委托代理合同。协助鹤壁宝山

循环经济产业集聚区成为河南省第三批增量配电业务试点，并积极推进配售电业务合作。 

4. 环境保护业务 

环保产业通过上下游整合及横向联合，在气、水、土壤、固废、服务等环境治理领域，搭建产业链协同运作平台，以平

台的集约化、专业化管理和市场化运作，助推河南省形成特色主导、错位竞争、联动发展的环保产业集群。 

5. 电力技术服务业务 

公司优化配置内部检修资源，搭建检修维护、技术服务、备件联储管理三个平台，与设备制造商、科研院校形成创新战

略联盟，形成产、学、研、用四位一体协同发展，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多年来，公司所属机组脱硫设施投入率达到99%；

污水达标排放率达到100%，粉煤灰（渣）综合处置率达100%。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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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政策变更 

单位：人民币元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6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8,081,518,818.00 8,760,331,490.94 8,760,242,374.99 -7.75% 6,950,819,893.30 6,950,819,893.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660,400,546.87 53,533,508.11 53,533,508.11 -1,333.62% 473,462,824.01 473,462,824.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81,603,386.35 -69,139,144.99 -69,139,144.99 -885.84% 413,184,340.14 413,184,340.1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060,895,462.79 567,948,704.23 572,968,704.23 85.16% 1,140,036,201.82 1,152,996,201.8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740 0.0470 0.0470 -1,321.28% 0.4399 0.439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740 0.0470 0.0470 -1,321.28% 0.4399 0.439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96% 0.86% 0.86% -11.82% 8.79% 8.79%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

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总资产 21,310,873,234.87 20,896,357,015.95 20,896,357,015.95 1.98% 18,312,069,766.22 18,312,069,766.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5,693,179,956.26 6,353,580,503.13 6,353,580,503.13 -10.39% 5,625,447,154.76 5,625,447,15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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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根据《关于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有关问题的解读》要求，企业作为个人所得税的扣缴义务人，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收到的扣缴税款手续费，原计入“其他业务收入”调整至其他与日常活动相关的项目在利润表的“其

他收益”项目中填列；编制现金流量表时，与资产相关政府补助的原作为筹资活动的现金流量列报，变更为经营活动的现金

流量列报。本集团相应追溯调整了比较数据，详见第十一节财务报告、五、27 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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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5,369,993.29 1,665,260,818.91 2,507,064,654.96 1,723,823,350.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1,349,163.44 -110,787,465.75 7,271,625.99 -355,535,543.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07,184,149.39 -114,414,252.57 3,674,345.10 -363,679,329.4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0,803,731.95 185,775,804.46 171,139,324.15 643,176,60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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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子公司交易中心开展的煤炭购销贸易业务中，由于部分供应商和客户存在关联关系，交易中心在这些购销业务中未

承担向客户转让煤炭的主要责任和存货风险，从业务交易实质看，交易中心也未承担所交易煤炭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

体现了代理人特征，不满足按总额法确认收入的条件。根据会计准则的相关判断原则，经与审计机构讨论，对该部分收入采

用净额法进行确认和列报，并对公司2018年第一季度、半年度、第三季度报告合并财务报表的营业收入、营业成本进行追溯

调整。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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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302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个

月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4,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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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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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7% 6,567,265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45% 5,193,953    

李德林 境内自然人 0.43% 5,000,000    

李丽 境内自然人 0.43% 4,995,300    

何声建 境内自然人 0.37% 4,265,600    

赵玉敏 境内自然人 0.34% 3,950,000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30% 3,455,42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无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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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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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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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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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18年河南电煤矛盾突出，火力发电产能过剩，省统调火电发电利用小时数同比降低，交易电量无序竞争，煤炭价格持

续高位运行，发电成本难以有效向外疏导，省内发电企业普遍亏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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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切

关注宏观政策变化，认真研究转型发展，积极通过技术进步促使发电成本下降，通过加强运营管理、强化成本资金管控、提

高生产效率、防范经营风险，整体经营有序运转。 

（一）火电业务生产经营情况 

火电业务为公司的主要业务，主要业绩驱动因素包括不限于发电量、供热量、电价、热价及燃料价格等方面，同时，技

术创新、环境政策、管理手段等也会间接影响公司当期业绩和发展潜力，受河南经济运行形势、行业管理、市场竞争等多重

因素影响，控股火电企业完成发电量211.39亿千瓦时，同比减少6.15%；供热量282.33万吉焦，同比增长43.72%；结算电价

358.88元/千千瓦时，同比降低11.94元/千千瓦时，燃料单位成本225.70元/千千瓦时，同比升高6.05元/千千瓦时。 

为有效提升公司业绩，公司高度重视安全环保生产，不断优化生产运行方式，强化设备管理，机组可靠性大幅提升，全

年安全环保生产形势保持平稳。经营分析更加注重问题导向，深化行业对标，强化差异分析，实行经营预警。电力营销和燃

料采购建立协同机制，有效地降本增效，全年共争取奖励基础电量13.49亿千瓦时，争取市场交易电量100.33亿千瓦时，同比

增加35.42亿千瓦时；通过省内、外长协合同采购原煤约占公司总采购量的26.10%。供热业务，积极推进机组供热改造，加

强与地方政府沟通，进一步加大电厂周边集中供热项目前期工作力度，利用地方循环经济产业园，统筹规划供汽管网建设，

延伸产业链条。 

（二）发展布局初见成效 

公司积极研究政策和经营形势，谋划下一步的发展，制定了转型发展框架思路，以发展“互联网+煤炭”作为转型的主要

方向，加快推进煤电一体化进程，推进公司由传统煤电企业向国内一流新型综合能源服务商转变。煤炭物流产业布局初步完

成，围绕“物流基础设施投资、物流业务集成、物流资源整合”三大环节开展业务，推进集装箱多式联运和铁路物流金融等服

务。投资建设的山西兴县集运站和鹤壁煤炭物流园部分单体工程已完工，尚未全面投运；新能源项目建设及培育稳步推进，

目前共有9个风电项目41.6万千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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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强化精细化管理 

持续推进经营管理精细化、规范化、信息化建设。坚持绿色发展，严守环保底线，组织各企业开展节能评价检查、煤场

封闭等工作，各企业更加注重环境保护治理，扎实做好节能减排。深化行业对标，建立信息交流平台，实行经营预警，强化

了风险管理。梳理业务条线编制岗位工作手册，简化合并业务流程。加强了工作督办问责，建立重点工作清单和备忘录，实

施挂图作战、对帐销号，提高工作效率。豫能财务共享中心、生产实时监控诊断系统先后揭牌、上线，通过设备点检、生产

实时监控诊断系统优化检修项目，全年降低修理费1700万元。 

（四）党建工作再启征程 

公司始终把党的建设摆在首位，认真组织开展政治学习，着力打造意识形态阵地。充分运用各种生动载体，形成全方位、

多层次学习宣传矩阵，党内生活不断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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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电、供热 6,199,894,106.46 -370,526,998.71 -5.98% -8.82% -214.23% -10.45% 

煤炭销售 1,523,688,369.02 13,844,069.70 0.91% 9.93% -33.38% -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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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6,040.05万元，同比减少-71,393.41万元，主要原因是电力市场竞争加剧，

市场化交易电量价差扩大，而煤价居高不下；同时受递延所得税资产转回及资产减值影响。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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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规范公司会计核算，保证公司会计核算制度符合《环境保护税法》和财政部于2018年修订和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新规，经公司董事会2018年第7次临时会议审议，决定公司根据上述准则政策变化并结

合公司业务核算需要，对会计政策予以变更，并相应修订了会计核算制度。详情如下： 

（一）会计政策及会计核算制度变更概述 

1. 变更的原因 

一是财政部修订财务报表格式。财政部于2018年6月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

会[2018]15号）。二是2018年1月1日起《环境保护税法》在全国范围内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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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变更前的会计政策 

财务报表格式按照财政部于2017年12月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7]30号）的规

定执行。执行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

公告及其他相关规定。   

3. 变更后的会计政策 

财务报表格式按照财政部于2018 年 6 月 26 日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 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

[2018]15号）的规定执行，未变更部分仍按照财政部前期印发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及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

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及其他相关规定。 

（二）本次会计政策及会计核算制度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1. 财务报表格式调整 

根据财政部2018 年 6 月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 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的相关规

定，公司调整以下财务报表项目的列报，并对可比会计期间的比较数据进行相应调整： 

（1）原“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项目合并计入新增的“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 

（2）原“应收利息”、“应收股利”和“其他应收款”项目合并计入“其他应收款”项目。 

（3）原“固定资产清理”和“固定资产”项目合并计入“固定资产”项目。 

（4）原“工程物资”和“在建工程”项目合并计入“在建工程”项目。 

（5）原“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项目合并计入新增的“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 

（6）原“应付利息”、“应付股利”和“其他应付款”项目合并计入“其他应付款”项目。 

（7）原“专项应付款”和“长期应付款”项目合并计入“长期应付款”项目。 

（8）新增“研发费用”项目，原计入“管理费用”项目的研发费用单独列示为“研发费用”项目。 

（9）在“财务费用”项目下列示“利息费用”和“利息收入”明细项目。 

2. 修订完善公司会计核算制度 

根据国家《环境保护税法》规定，调整“应交税金”、“税金及附加”、“营业成本”核算内容 

在“应交税金”核算范围中新增“环境保护税”；环保费支出由原在“营业成本”科目核算调整至在“税金及附加”科目核算。 

（三）本次修订对公司财务报表的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会影响财务报表项目的列报，并对可比会计期间的比较数据进行相应调整；不会对当期及会计政策变

更之前公司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净资产以及净利润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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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调整子公司部分业务收入确认方法 

公司子公司河南煤炭储配交易中心有限公司（简称“交易中心”）从事商品煤炭贸易业务，与供应商和客户分别签订采购

合同和销售合同，办理完毕货权转移、按照规定流程支付采购货款、收取商品销售款项并开具发票，已全额确认营业收入并

相应结转营业成本。 

在2018年年度财务报表预审过程中，经与审计机构讨论，由于部分供应商和客户存在关联关系，交易中心在这些购销业

务中未承担向客户转让煤炭的主要责任和存货风险，从业务交易实质看，交易中心也未承担所交易煤炭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

和报酬，体现了代理人特征，不满足按总额法确认收入的条件。根据会计准则的相关判断原则，经与审计机构讨论，认可对

该部分收入采用净额法进行确认和列报，并对公司2018年第一季度、半年度、第三季度报告合并财务报表的营业收入、营业

成本进行追溯调整。具体如下： 

 

（1）对2018年3月31日合并财务报表项目及金额影响 

单位：元 

项目 
合并报表 

调整前金额 调整金额 调整后金额 

一、营业总收入   2,410,108,145.54    -224,738,152.25   2,185,369,993.29  

其中：营业收入   2,410,108,145.54    -224,738,152.25   2,185,369,993.29  

二、营业总成本   2,678,722,858.72    -224,738,152.25   2,453,984,706.47  

其中：营业成本   2,549,201,106.88    -224,738,152.25   2,324,462,95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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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2018年6月30日合并财务报表项目及金额影响 

单位：元 

项目 
合并报表 

调整前金额 调整金额 调整后金额 

一、营业总收入   4,434,364,908.57    -583,734,096.37   3,850,630,812.20  

其中：营业收入   4,434,364,908.57    -583,734,096.37   3,850,630,812.20  

二、营业总成本   4,963,433,484.94    -583,734,096.37   4,379,699,388.57  

其中：营业成本   4,675,382,720.25    -583,734,096.37   4,091,648,623.88  

 

（3）对2018年9月30日合并财务报表项目及金额影响 

单位：元 

项目 
合并报表 

调整前金额 调整金额 调整后金额 

一、营业总收入   7,232,384,449.91    -874,688,982.75   6,357,695,467.16  

其中：营业收入   7,232,384,449.91    -874,688,982.75   6,357,695,467.16  

二、营业总成本   7,746,752,101.64    -874,688,982.75   6,872,063,118.89  

其中：营业成本   7,286,739,526.33    -874,688,982.75   6,412,050,543.58  

详见2019年4月15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或《证券时报》的《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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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年报第十一节财务报告八、“合并范围的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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