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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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未有经董事会审议的利润分配预案及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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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华电 600863 G蒙电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晓戎 任建华 

电话 0471-6222388 0471-6222388 

办公地址 呼和浩特市锡林南路工艺厂巷

电力科技楼 

呼和浩特市锡林南路工艺厂巷

电力科技楼 

电子信箱 nmhd@nmhdwz.com nmhd@nmhdwz.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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资产 43,879,256,291.17 42,964,713,326.63 2.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3,593,980,120.93 13,108,784,762.20 3.70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13,413,457.64 1,450,087,072.24 4.37 

营业收入 6,756,204,057.12 6,344,175,329.00 6.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39,584,948.51 292,644,529.77 152.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34,824,253.98 286,296,864.73 156.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94 2.73 增加3.2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 0.05 14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 0.05 140 

说明：1、公司 2017年底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自 2018年 6月 28日开始转股，截至报告期末，

可转债转股股数为 692,779股，公司总股本由转股前的 5,807,745,000股变为 5,808,437,779股。 

2、计算每股收益及净资产收益率指标时，扣除可续期债券应计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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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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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方联合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56.91 3,305,473,803   质押 1,165,000,00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未知 3.32 192,956,016   未知   

天津华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华能结构调整 1号证券投

资私募基金 

未知 1.61 93,575,980 

  

未知 

  

李革 未知 1.07 62,400,000   未知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未知 0.73 42,504,600 

  
未知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未知 0.70 40,856,644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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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知 0.60 34,871,751 

  

未知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传统六号 
未知 0.56 32,244,352 

  
未知 

  

谢升敬 未知 0.52 30,081,300   未知   

李洪霞 未知 0.43 25,050,00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北方联合电力有限责任公司、天津华人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华能结构调整 1 号证券投资私募基金属于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

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

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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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内

蒙古蒙电华

能热电股份

有限公司可

转换公司债

券 

蒙电转债 

转债代码：

110041 转

股代码：

190041 

2017/12/22 2023/12/21 1,873,195,000  

内蒙古蒙电

华能热电股

份有限公司

公 开 发 行

2018 年可

续期公司债

券 ( 第 一

期)(品种一) 

18 蒙电 Y1 136917 2018/11/19 2021/11/20 1,500,000,000 4.89 

内蒙古蒙电

华能热电股

份有限公司

公 开 发 行

2018 年可

续期公司债

券 ( 第 一

期)(品种二) 

18 蒙电 Y2 136918 2018/11/19 2023/11/20 500,000,000 5.15 

注：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利率为第一年 0.4%，第二年 0.6%，第三年 1.0%，第四年 1.5%，第五年 1.8%，

第六年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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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90   61.71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6.55   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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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累计完成发电量 256.87亿千瓦时，同比增加 6.6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2.67%；完成上网电量 236.77亿千瓦时，同比增加 5.9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2.58%。实现营业收

入 67.56亿元，同比增长 6.49%，其中：电力产品销售收入实现 60.02亿元，同比增长 2.27%；供

热产品销售收入实现 1.55亿元，同比增长 3.22%；煤炭销售收入实现 5.48亿元，同比增长 99.02%。

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7.40亿元，同比增长 152.7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实现 7.35亿元，同比增长 156.67%。主要由以下原因共同影响所致： 

（一）受蒙西地区总体负荷增长较快等因素的影响，公司所属蒙西地区发电企业上半年发电

量同比增长 20.61%。 

（二）受机组集中检修等因素影响,公司直送华北地区电厂上半年发电量同比下降 12.14%。 

（三）上半年公司煤炭产量 309.50万吨，同比增长 31.74%。增产部分全部用于外销。 

（四）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增加 2.99亿元；其中：公司分别参股 15%的大唐托克托发电公司

及大唐托克托第二发电公司于报告期内宣告分红合计 23,372万元，公司按相关规定计入当期投资

收益，而去年同期上述公司尚未宣告分配。 

（五）煤炭销售收入实现 5.48亿元,同比增加 2.73亿元，增长 99.02%。 

（六）报告期财务费用同比降低 1.32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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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 

1、报表格式修订 

财政部于 2019 年 4 月发布《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

〔2019〕6 号），公司于 2019 年中期财务报表和年度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执行。执行

上述政策的主要影响如下： 

                                                            单位：元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1）“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分

拆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两个

2019 年 8 月 21 日经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应收票据：增加 205,419,649.69 

应收账款：增加 2,063,314,383.85 



项目 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通过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减少 2,268,734,033.54 

（2）“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分

拆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两个

项目 

2019 年 8 月 21 日经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通过 

应付票据：增加 41,450,574.00 

应付账款：增加 1,491,958,277.45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减少 1,533,408,851.45 

2、新金融工具准则 

财政部于 2017 年度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

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

工具列报》。上述修订后的准则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根据准则规定，对于施行日尚未终止

确认的金融工具，之前的确认和计量与修订后的准则要求不一致的，应当追溯调整。涉及前期比

较财务报表数据与修订后的准则要求不一致的，无需调整。本公司于 2019 年 1 月 1 日将因追溯调

整产生的累积影响数调整了年初留存收益和其他综合收益，执行上述准则的主要影响如下： 

                                                              单位：元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非交易性的可供出售权益工具投

资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2019年 4月 18日经公

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

五次会议决议通过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少 699,571,000.00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增加 1,132,248,093.02 

其他综合收益：增加 432,677,09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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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蒙电华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 8月 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