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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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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

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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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 2018年度利润分配以总股本 6,746,734,457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股分红 0.08元（含

税）。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京能电力 600578 京能热电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樊俊杰 李溯 

电话 010-65566807 010-65566807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八里庄陈家林9

号华腾世纪总部公园G座 

北京市朝阳区八里庄陈家林9

号华腾世纪总部公园G座 

电子信箱 jndl@powerbeijing.com jndl@powerbeijing.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

比上年度末

增减(%)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78,309,650,325.71 74,967,380,241.48 68,489,849,289.94 4.46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23,457,441,973.65 24,270,997,951.88 22,912,779,161.98 -3.35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



（1-6月） 调整后 调整前 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1,044,814,949.55 1,270,965,667.89 1,185,034,097.80 -17.79 

营业收入 8,030,750,904.65 6,341,190,078.20 5,510,421,793.03 26.64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680,414,361.91 302,656,852.86 307,988,196.60 124.81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664,247,677.23 269,557,522.34 280,155,223.46 146.42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2.76 1.27 1.36 增加1.49个

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10 0.04 0.05 150.00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10 0.04 0.05 150.00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68,246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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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北京京能国际能源股份

有限公司 

国有

法人 

42.53 2,869,161,970 0 无 0 

北京能源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

法人 

23.69 1,598,336,144 1,411,710,154 无 0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分红－个人分红

－005L－FH002 沪 

未知 6.39 431,432,509 0 无 0 

山西国际电力集团有限

公司 

国有

法人 

6.29 424,686,128   质

押 

424,686,100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传统－普通保险

产品－005L－CT001 沪 

未知 4.44 299,589,763 0 无 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

公司 

未知 2.67 180,019,079 0 无   

申能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

法人 

1.07 72,340,000 0 无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未知 0.63 42,582,400 0 无 0 

哈尔滨市道里区慈善基

金会 

未知 0.48 32,601,248 0 无 0 

叶利其 境内

自然

人 

0.25 16,681,191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股东中，北京京能国际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为北京能源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未知其他股东间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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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

数量的说明 

无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2018 年 公

司债券 ( 第

一期) 

18 京能 01 155058 2018 年 12

月7日-2018

年 12 月 11

日 

2021 年 12

月 11 日 

600,000,000 3.95 

2019 年 公

司债券 ( 第

一期) 

19 京电 01 155452 2019 年 6 月

5日-2019年

6 月 10 日 

2022 年 6 月

10 日 

110,000,000 3.79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不适用  

主要指标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资产负债率 63.81 61.16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2.90 2.76 

 

关于逾期债项的说明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19 年上半年，全国电力生产运行平稳，全社会用电量平稳增长。预计下半年，电力消费将

延续上半年的平稳增长态势，全国电力供需总体平衡。 

公司所处火电行业仍面临市场份额受到挤压，市场化竞争加剧，环保要求不断提高等多重外

部压力。报告期内，京能电力把握燃料价格小幅回落契机，加强燃料协同管理，控制公司成本，

同时，多措并举实现交易电价回升、电量同比增长，公司报告期内业绩实现同比大幅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控制装机容量 1,424 万千瓦，同比增加 344万千瓦，增幅 31.85%；权益装机

容量 1,652万千瓦,同比增加 241.6 万千瓦，增幅 17.14%。上半年累计完成发电量 309.04 亿千瓦

时，同比增幅 22.44%；累计完成上网电量 284.09 亿千瓦时，同比增幅 23.52%。累计完成供热量

2，532 万吉焦，同比增长 19.99%。 

截止 2019 年 6 月末，公司总资产 783.05 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23.3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234.57 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3.17%；2019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80.31 亿元，

较去年同期增长 26.6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80 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124.81%。 

（一）多措并举，控股企业业绩实现好转 

报告期内，京能电力积极通过做好电量营销工作、加强燃料成本、拓宽融资渠道、扩大供热

面积等方式，提升公司下属控股煤电企业的业绩水平。 

1、售电业务有序开展，电量营销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在电力市场竞争不断加剧的形势下，按照“维护存量、抢占增量”的原则，持续关注各区域

交易细则政策变化，落实电量营销主体责任，营销指标同比增长明显。2019 年上半年实现市场交

易上网电量 139.63 亿千瓦时，占整体上网电量 49.15%，同比上升 14.97%；上半年实现平均售电

单价 259.74元/千千瓦时（不含税），较去年同期增幅 2.94%。 

2、加强协同管理，燃料成本同比大幅降低 

发挥协同管理职能，促进与大型煤企的战略合作，增加长协煤合同比重，扩大市场煤供应商

来源，实施市场煤网上竞价阳光采购。积极研判动力煤期货市场走势，实行错峰采购，提前调增

供暖季库存，科学开展劣质煤掺烧，2019 年上半年入厂标煤单价同比降低 16.05 元/吨，降幅达

到 3.9%。 

3、拓宽公司融资渠道， 助力公司发展 

在货币金融市场持续紧缩，煤电行业融资受限的环境下，积极探索融资渠道，深入研究多种

融资手段，充分发挥平台职能，准确把握窗口期，以同期行业内最低利率完成 2019 年第一期 11

亿元三年期公司债发行，有效降低了公司融资成本。 

4、热力市场扩大，供热量增加 

公司积极拓展热力市场，2019 年上半年企业供热面积达到 9,954 万平米，同比增涨 1,666 万

平米。同时随着对热电联产机组的技术改造的投入，不断提高下属企业的供热能力，2019 年上半

年完成供热量 2,532 万吉焦，同比增长 19.99%。 

 

报告期内，通过上述降本增效手段，2019 年上半年公司同期 10 家亏损发电企业中，7 家实现

扭亏为盈。宁东发电同比增利最高，达到 1.2 亿元，盛乐热电、京隆发电和岱海发电同比增利均

超 5,000 万元，分别为 6,870 万元、5,658 万元和 5,377 万元。  

（二）参股企业盈利能力增强，投资收益稳步上涨 

公司主要参股企业均为上市公司下属企业，具有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并且均为盈利能力较

强的优质企业。 



1、参股企业大唐托克托发电、大唐托克托第二发电、上都发电、上都第二发电、国电大同发

电等企业均位于煤炭富集地区，承担西电东送职能，点对网直供京津唐电网，具有成本及电价电

量优势，报告期内整体盈利情况较好。 

2、参股企业华能北京热电、三河发电均为保障民生的城市热电联产机组，并且具有京津唐电

网的电价电量优势，报告期内实现了较好的盈利。 

3、参股企业伊泰京粤煤矿受煤价持续高位运行影响，业绩持续提升。 

报告期内，公司投资收益实现 7 亿元，同比增加 0.13 亿元。 

（三）拓展公司发展空间，投资项目择优推进 

1、增强主营业务实力，稳步推进煤电项目进度 

报告期内，锡林发电项目利用煤电基地特高压外送通道优势条件与京津唐夏季负荷紧张现状，

#2 机组于 2019 年 1 月通过 168 试运行，实现双机投产; 十堰热电正在积极推进转入商业运营相

关事项。 

公司在建项目进度按时间节点稳步推进，预计 2019 年内呂临发电、京欣发电、秦皇岛热电#1

机组，宜春热电将陆续投产，预计京泰发电二期项目于下半年开工建设。 

2、延伸产业上下游业务，培育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 

报告期内，为适应电力市场化改革发展的需要，延伸公司产业结构，拓展综合能源业务，公

司成立了综合能源分公司，青岛有住综合能源项目现已落地。下一步，公司将建立完善集售电、

微电网、供冷供热供汽、分布式供能、储能、智能控制等服务于一体的多能供应服务链，扩大综

合能源市场，培育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 

（四）安全环保长抓不懈，高度重视节能减排 

京能电力重视企业成长与社会和谐紧密相依的重要性，自觉履行社会责任，坚持安全第一、

科学清洁的发展理念。 

报告期内，公司全力抓安全生产，持续开展反事故、防寒、防汛、防火等专项演练，顺利圆

满完成了首都春节、两会、迎峰度夏等重要时段的电力保障及热力供应工作。 

坚决落实环保改造投入，在完成超低排放改造任务的同时，加强煤场全封闭改造管理，通过

增加喷淋、防尘网等措施，确保大气污染防治达标。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详见本报告“第十节 财务报告 五、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 45.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

的变更”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