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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43                           证券简称：皖能电力                           公告编号：2019-21 

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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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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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1,790,395,978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44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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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皖能电力 股票代码 000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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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庆霞 方慧娟、李天圣 

办公地址 
安徽省合肥市马鞍山路 76 号能源大厦 12

层 

安徽省合肥市马鞍山路 76 号能源大厦 10

层 

传真 0551-62225800 0551-62225800 

电话 0551-62225818 0551-62225811 

电子信箱 wn000543@wenergy.com.cn wn000543@wenergy.com.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 

公司主要营业范围为：电力、节能及相关项目投资、经营。与电力建设相关的原材料开发，高新技术和出口创汇项目开

发、投资、经营。公司主要以投资、建设、运营管理电力生产为主的能源项目，公司电力业务以燃煤火力发电为主，同时涉

及核电、风电、供热等能源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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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所属行业基本情况 

电力行业是我国具有先行性的重要基础产业，与国民经济的发展息息相关。2018年我国经济发展在高基数上总体平稳、

稳中有进。根据中电联数据，2018年全社会用电量6.84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8.5%。安徽省2018年全社会用电量达2135.1亿

千瓦时，同比增长11.1%，增速位居华东地区第一。 

（三）公司所处行业地位 

    目前我国电力仍然以火电为主。公司是安徽省最大的发电集团，发电机组多数为高参数、大容量、低能耗、高效率、运

行稳定、环保指标先进的火电机组。2018年底，安徽省省调火电总装机为3641.8万千瓦，公司控股装机容量占安徽省省调火

电总装机容量22.5%。公司60万千瓦及以上机组占公司总装机容量的72%，装机结构核心竞争力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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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人民币元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 

营业收入 13,416,456,919.36 12,207,433,397.76 9.90% 10,633,470,914.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56,267,729.59 132,054,306.12 321.24% 889,033,049.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69,022,176.26 122,111,479.81 202.20% 872,217,895.9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67,348,095.07 989,442,166.46 38.19% 1,940,543,171.2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1 0.07 342.86% 0.5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1 0.07 342.86% 0.5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58% 1.25% 4.33% 8.83%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总资产 28,899,887,221.01 26,547,647,317.01 8.86% 27,085,553,384.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9,796,870,921.27 10,135,849,055.69 -3.34% 11,017,800,01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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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0,115,726.18 2,855,637,769.31 3,666,634,808.24 3,884,068,615.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5,761,456.16 54,974,153.22 159,850,001.08 255,682,119.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9,667,273.50 51,787,755.41 158,671,549.76 78,895,597.5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4,210,708.34 536,270,989.76 397,497,648.99 289,368,74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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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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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813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61,475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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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股东总数 东总数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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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省能源集

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2.81% 766,496,989 0   

中国证券金融

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99% 53,536,512 0   

安徽省能源物

资供销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29% 41,021,000 0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06% 19,033,750 0   

徐克伟 境内自然人 0.83% 14,806,031 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0.78% 13,983,520 0   

全国社保基金

四零四组合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75% 13,425,46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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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4% 13,274,746 0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华夏行业龙

头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73% 13,125,264 0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博时精选混

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73% 12,999,92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安徽省能源物资供销公司是安徽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其他股东间是否有关联

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不详。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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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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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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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2018年底，公司控股发电装机容量为953万千瓦，其中经营期装机821万千瓦，建设期装机132万千瓦。公司经营期

权益发电装机容量为683.4（含风电发电装机容量11.2万千瓦，核电发电装机容量5.2万千瓦）。2018年实发电量300亿千瓦时， 

较上年同比增长12.13%。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341,645.69万元，同比增长9.90%；机组发电利用小时同比增加159小时。 

2018年公司积极应对经济增速减缓、煤价持续高位运行等不利因素，坚持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三个转变”，深入开

展对标管理，全力抓好生产经营，各项工作稳步开展。 

1、巩固安全基础，夯实安全生产 

狠抓责任落实，安全责任体系持续完善。年内制定发布了《安全生产责任追究办法（试行）》等多项制度，进一步健

全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开展安全教育培训，深入开展定期和动态安全检查、隐患排查，设备专项检查和专项整治；加强文明

生产和班组建设，巩固安全生产基础。全年公司安全生产情况总体平稳，全面完成了安全生产目标任务。 

2、加大环保投入，强力推进生态环保建设 

继续加大环境保护投资力度，2018年度环保项目投资共27项，总费用11241万元左右。开展了废水雨污分流、梯级利用

减量化治理、扬尘整治、固体废物污染防控等工作，大力推进环保技术改造；制定《环境保护责任追究办法（试行）》等多

项环境保护制度，建立环保治理长效机制 。 

3、积极开拓电力市场，提升市场竞争能力 

2018年全省统调煤电机组基数发电小时同比降低200小时，直购电规模达580亿千瓦时，较上年增加30亿千瓦时。公司

积极开拓电力市场，在节能降耗、环保减排、中水利用及度夏度冬、供热奖励等方面合计取得约22亿千瓦时的优先电量；控

股发电公司（不含阜阳华润）全年取得直接交易电量114.33亿千瓦时，同比增加17.04亿千瓦时，占全省总交易规模的19.7%。

省售电公司变更经营范围，使业务范围覆盖至全国17个省份。 

4、优化“三个结构”，开拓供热市场，提升盈利水平 

坚持以煤定电的统筹原则，利用月电煤定价会、周电煤视频调度会平台，指导控股公司优化发电量-煤价拟合曲线的匹

配度，不断优化电量、电煤结构，组织控股发电企业之间电量转移发电。根据各电厂实际及煤炭市场变化情况，优化煤炭采

购与使用结构；继续加大经济煤种掺配烧力度，最大限度降低燃料成本。开拓供热市场，扩大合肥公司、临涣公司供热量，

完成皖能铜陵公司供热改造、启动皖能马鞍山公司供热改造。全年实现供热收入11230万元，同比增长76.33%。 

5、项目建设稳步开展 

钱营孜2×350MW低热值煤发电项目两台机组均一次高标准通过168小时试运行，顺利投入商业运行。公司2018年底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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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增资实现控股的阜阳华润二期两台66万千瓦超超临界燃煤机组扩建工程，于2018年11月28日正式启动。 

6、积极推进资产注入和并购重组 

履行大股东承诺，积极推进皖能集团将优质资产注入上市公司的工作。2018年公司发行股份加现金方式收购皖能集团

持有的神皖能源49%股权方案获股东大会通过，发行股份方案于2019年3月25日经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委员会会议

审核无条件通过。年内完成向阜阳华润增资5.76亿元，公司持有阜阳华润股份比例由40%增至56.3636%。 

7、尊重股东，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 

     强化投资者服务意识，通过接待现场调研、接听投资者电话、互动易平台、召开电话会议等多种渠道和方式，积极与投

资者互动交流，解答投资者问题，听取意见与建议，为投资者提供必要的服务，增进投资者对公司的了解，确保沟通及时有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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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力 9,486,316,839.55 503,677,078.58 5.31% 16.24% -182.68% 2.67% 

煤炭销售 3,437,199,811.93 31,171,735.16 0.91% -5.02% 7.60% -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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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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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会计政策的变更 

经本公司董事会批准，自2018年1月1日采用财政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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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规定。会计政策变更导致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将“应收账款”与“应收票据”科目合并为“应

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列示。 

合并资产负债表：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列示本期末金额

1,676,227,185.43元，上期末金额1,389,767,517.03元。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列示本期末金额200,000.00

元，上期末金额0.00元。 

将“应收利息”“应收股利”和“其他应收款”科合并资产负债表：其他应收款列示本期末金额446,498,795.58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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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合并为“其他应收款”列示。 期末金额27,086,062.34元。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其他应收款列示本期末金额333,978,331.67元，

上期末金额27,276,346.27元。 

将“固定资产”与“固定资产清理”科目合并为

“固定资产”列示。 

合并资产负债表：固定资产列示本期末金额17,580,326,725.78元，上

期末金额13,874,806,530.80元。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固定资产列示本期末金额40,682,821.16元，上

期末金额41,781,501.67元。 

将“在建工程”与“工程物资”科目合并为“在

建工程”列示。 

合并资产负债表：在建工程列示本期末金额238,937,349.28元，上期

末金额2,145,179,318.91元。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在建工程列示本期末金额0.00元，上期末金额

0.00元。 

将“应付票据”与“应付账款”科目合并为“应

付票据及应付账款”列示。 

合并资产负债表：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列示本期末金额

1,674,706,249.41元，上期末金额1,351,682,653.11元。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列示本期末金额0.00元，

上期末金额0.00元。  

将“应付利息”“应付股利”和“其他应付款”科

目合并为“其他应付款”列示。 

合并资产负债表：其他应付款列示本期末金额830,490,188.30元，上

期末金额851,206,176.96元。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其他应付款列示本期末金额16,125,329.05元，

上期末金额14,016,712.17 元。 

将“长期应付款”与“专项应付款”科目合并为

“长期应付款”列示 

合并资产负债表：长期应付款列示本期末金额52,454,774.39元，上

期末金额61,993,753.00元。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长期应付款列示本期末金额0.00元，上期末金

额0.00元。   

新增研发费用报表科目，研发费用不再在管

理费用科目核算 

合并资产负债表：研发费用列示本期金额0.00元，上期金额0.00元。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研发费用列示本期金额0.00元，上期金额0.00

元。 

在“财务费用”项目下列示“利息费用”和“利

息收入”明细项目 

合并利润表：利息费用列示本期金额440,023,521.27元，上期金额

347,757,774.54元；利息收入列示本期金额17,793,672.25元，上期金

额12,572,363.59元。 

母公司利润表：利息费用列示本期金额9,642,414.45元，上期金额

1,515,250.00元；利息收入列示本期金额1,535,579.00元，上期金额

7,162,770.50元。 

2.会计估计的变更 

报告期内，本公司未发生会计估计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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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增强阜阳华润运营能力及后续发展，推进二期工程建设，基于华润电力与公司双方资本运作的需要，双方通过增资

扩股形式对所持阜润公司股权比例进行调整，公司2018年12月增资5.76亿元资本金后，公司持有阜阳华润的股份比例由40%

增至56.3636%，形成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年底阜阳华润纳入公司合并范围。 

 

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朱宜存 

 

2019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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