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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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郑晓彬、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崇香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乔艳艳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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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1,702,233,903.60 1,083,186,737.84 1,397,268,561.41 21.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18,879,958.19 85,013,603.29 142,859,692.89 -183.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32,959,754.09 80,096,906.91 79,140,616.39 -268.0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93,906,963.08 456,528,733.16 581,603,932.06 -83.8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04 0.0994 0.1327 -183.2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04 0.0994 0.1327 -183.2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13% 2.17% 2.73% -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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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44,477,241.68 14,431,969,397.13 18,314,539,944.57 1.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185,901,450.21 4,336,920,064.63 5,632,563,841.20 9.82%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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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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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22,791.70 
摊销以前年度确认的递延收益 41.28 万元，中益公司本

期收到扶持企业发展奖励资金 2391 万元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

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8,362,864.61 

本期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子公司同力公司、丰鹤公司

期初至合并日的净损益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4,698,113.37 
按照与投资集团签订的股权托管协议，本期确认的托管

费收入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1,063,817.36 子公司支付的环保考核支出等 

减：所得税影响额 5,791,88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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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77,456.11  

合计 14,079,795.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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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股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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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270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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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52% 517,632,210 193,346,930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三组合 其他 2.92% 25,000,000    

宝盈基金－浦发银行－宝盈定

增 24 号特定多客户资产管理

计划 

其他 0.73% 6,259,585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36% 3,050,535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富国中证国有企业改革指数分

级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33% 2,857,375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30% 2,583,901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传统－普通保险产品

-005L-CT001 深 

其他 0.29% 2,474,582    

俞习文 境内自然人 0.25% 2,128,818    

周翅翔 境内自然人 0.21% 1,800,000    

刘予丰 境内自然人 0.19% 1,583,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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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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324,285,280 人民币普通股 324,285,280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三组合 25,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5,000,000 

宝盈基金－浦发银行－宝盈定增

24 号特定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 
6,259,585 人民币普通股 6,259,585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050,535 人民币普通股 3,050,535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

国中证国有企业改革指数分级证

券投资基金 

2,857,375 人民币普通股 2,857,375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583,901 人民币普通股 2,583,901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

统－普通保险产品-005L-CT001 深 
2,474,582 人民币普通股 2,474,582 

俞习文 2,128,818 人民币普通股 2,128,818 

周翅翔 1,8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800,000 

刘予丰 1,583,900 人民币普通股 1,583,9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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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 

周翅翔通过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份

1,800,000 股；俞习文通过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

司股份 1,667,817 股 ;刘予丰通过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

有本公司股份 1,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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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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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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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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表项目 

1、货币资金2017年3月31日期末数为1,095,145,096.99元，比年初数255,714,629.55元增加328.27%，

主要原因：公司本期收到收购沁北股权募集资金款。 

2、应收票据2017年3月31日期末数为107,705,073.44元，比年初数278,287,826.36元减少61.3%，主

要原因：年初发电子公司结算电费收到的银行承兑汇票较多，本期加大票据转移支付力度，期末应收票据

余额下降。 

3、预付账款2017年3月31日期末数为424,341,222.00元，比年初数319,593,410.58元增加32.78%，主

要原因：一是子公司交易中心预付煤款增加；二是子公司环保公司预付的工程款增加。 

4、其他非流动资产2017年3月31日期末数为438,554,586.45元，比年初数328,840,586.47元增加

33.36%，主要原因：一是子公司交易中心基建项目预付工程款及设备款增加，二是孙公司朝歌热力在建项

目投资增加。 

5、应付票据2017年3月31日期末数为225,254,544.40元，比年初数415,020,003.73元减少75.72%，主

要原因是：公司及子公司开具的电子商业承兑汇票、银行承兑汇票到期兑付。  

6、预收账款2017年3月31日期末数为8,579,238.39元，比年初数12,748,577.61元减少32.7%，主要原

因是：子公司环保公司预收工程款减少。 

7、应交税费2017年3月31日期末数为30,260,193.98元，比年初数45,160,581.52元减少32.99%，主要

原因是：子公司应交所得税、应交增值税减少。 

8、应付利息2017年3月31日期末数为1,275,578.46元，比年初数465,183.44元增加174.21%，主要原

因是：子公司交易中心计提的到期还本付息贷款利息增加。 

9、股本2017年3月31日期末数为1,150,587,847.00 元，比年初数855,275,976.00 元增加34.53%，主

要原因是：公司本期完成发行股份购买同力、丰鹤股权，并完成支付现金购买华能沁北股权配套募集资金

发行，故期末股本增加。  

10、未分配利润2017年3月31日期末数为-102,008,774.37元，比年初数16,871,183.82元减少704.53%，

主要原因是：因煤价上涨成本升高，发电子公司本期发生亏损。 

（2）利润表项目 

1、营业成本本期发生数为1,749,954,005.93元，比上年同期数1,057,344,117.30元增加65.50%，主

要原因：主要原因：一是发电量增长及燃煤价格上升导致售电业务成本增加；二是煤炭销售业务增长使得

煤炭销售成本相应增加。 

2、销售费用本期发生数为963,696.21元，比上年同期数597,716.77元增加61.23%，主要原因是：子

公司交易中心、环保公司本期市场开拓费用同比增加。 

3、资产减值损失本期无发生，比上年同期数2,469,040.34元减少100%，主要原因是：公司本期未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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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资产减值损失。 

4、投资收益本期发生数为179,753.35元，比上年同期数-20,954.96元增加957.81%，主要原因是：子

公司交易中心的对外股权投资项目本期实现盈利。 

5、营业外收入本期发生数为 24,403,971.61 元，比上年同期数1,853,898.05元增加1216.36%，主要

原因是：子公司中益公司本期收到扶持企业发展奖励资金2,391万元。 

6、营业外支出本期发生数为1,140,125.67元，比上年同期数  201,729.38元增加465.18%，主要原因

是：子公司鸭电公司本期支付环保考核款同比增加。 

7、所得税本期发生数为2,103,951.10元，比上年同期数 40,181,002.39 元减少94.76%，主要原因是：

因子公司盈利同比减少，使得所得税费用相应减少。 

8、净利润本期发生数为-157,394,326.18元，比上年同期数164,770,566.21元减少195.52%，主要原

因是：因煤炭价格上涨、燃料成本增加，发电子公司本期盈利同比减少。 

9、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本期发生数为-118,879,958.19元，比上年同期数142,859,692.89

元减少183.21%，主要原因是：公司本期盈利同比减少。 

（3）现金流量表项目 

1、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本期发生数为 2,112,712,768.79元，比上年同期数

1,489,323,795.59元增加41.86%，主要原因：一是子公司天益公司、鹤淇公司本期发电量增长，使得电费

收入、现金流入同比增加；二是子公司交易中心煤炭销售收入增长，导致现金流入同比增加。 

2、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本期发生数为73,621,777.11元，比上年同期数26,940,614.85元

增加173.27%，主要原因：子公司中益公司本期收到财政奖励、扶持资金。 

3、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本期发生数为1,880,186,025.53元，比上年同期611,199,304.53

元增加207.62%，主要原因：一是发电子公司发电量增加，燃煤采购成本同比升高，二是两家非发电子公

司业务增长，采购现金流出同比增加。 

4、支付的各项税费本期发生数为57,877,375.53元，比上年同期185,331,441.06元减少68.77%，主要

原因是：由于子公司燃煤采购成本同比升高、盈利水平同比下降，使应交增值税及企业所得税相应减少，

导致当期支付的各项税费现金流出同比减少。                                                    

5、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发生数为93,906,963.08元，比上年同期数581,603,932.06元减

少83.85%，主要原因是：煤价上涨，导致燃煤采购支出同比升高。 

6、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本期发生数为2,194,478.66元，比上年同期数29,890,125.22元减

少92.66%，主要原因是：子公司交易中心和孙公司兴鹤公司在报告期内收到的项目建设履约保证金同比减

少。 

7、投资支付的现金本期无发生额，比上年同期数1,050,000.00元减少100%，主要原因是：子公司交

易中心上年同期支付股权投资款，而公司本报告期无对外投资支出。 

8、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本期发生数为1,828,000.00元，比上年同期数11,421,188.22元减

少83.99%，主要原因是：子公司交易中心本报告期退还的基建项目投标保证金同比减少。 

9、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本期发生数为674,463,592.10元，比上年同期数20,000,000.00元增加

3272.32%，主要原因是：公司本报告期收到收购沁北股权募集资金款。 

10、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本期发生数为1,966,000,000.00元，比上年同期数695,000,000.00元增加

182.88%，主要原因：一是子公司天益公司、交易中心本报告期煤炭采购存在临时资金缺口，借入短期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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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贷款金额较大；二是子公司交易中心基建项目进度加快，项目贷款相应增加。 

11、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本期发生数为1,455,000,000.00元，比上年同期数765,200,000.00元增加

90.15%，主要原因是：子公司天益公司本报告期偿还短期周转贷款金额较大。 

12、“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本期发生数为1,054,180,218.50元，比上年同期数

-178,226,199.82 元增加691.48%，主要原因：公司本报告期收到收购沁北股权募集资金款，吸收投资收

到的现金流入同比增加较大。 

13、“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本期发生数为822,881,364.27元，比上年同期数-15,997,974.20

元增加5243.66%，主要原因是：公司本报告期收到收购沁北股权募集资金款，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同比增加

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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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 

2015年8月3日，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停牌，启动重大资产重组。 

2015年11月2日，公司董事会2015年第8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的议案》等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议案。 

2016年2月29日，董事会2016年第3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等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议案。 

2016年3月18日，本公司控股股东投资集团接到河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河南

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资产重组有关事项的批复》（豫国资产权〔2016〕6号），原则同意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方案。2016年3月22日，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方案获得公司2016年第2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 

2016年4月29日，中国证监会发布《关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经营性资产”

的相关问答》，对上市公司重组收购少数股权作出明确要求：“上市公司发行股份拟购买的企业股权原则

上应为控股权，如确有必要购买少数股权的，少数股权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对应的营业收入、资产总额、资

产净额三项指标，均不得超过上市公司同期合并报表对应指标的20%。”由于公司原重组方案拟收购的华

能沁北35%少数股权相关财务指标占比超过20%，2016年6月8日公司召开董事会2016年第7次临时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议案》等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调整相关的议案，对本次

重组方案进行相应调整。 

2016年6月28日，公司召开2016 年第3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调整后的重大资产重组方案。 

2016年8月19日，公司重新向中国证监会报送了方案调整后的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 

2016年9月23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通知，经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于2016年9

月23日召开的2016年第70次并购重组委工作会议审核，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事项获得有条件通过。 

2017年1月17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于2017年1月5日印发的核准批文。 

2017年1月20日，鹤壁同力97.15%股权、鹤壁丰鹤50%股权过户至公司名下。 

2017年2月16日，公司向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共募集资金6.9亿元。 

2017年4月17日，华能沁北12%股权过户至公司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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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4月27日，新增股份上市。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

项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复的公告 
2017 年 01 月 18 日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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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对 2017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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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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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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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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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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