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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43                           证券简称：皖能股份                           公告编号：2018-13 

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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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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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皖能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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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51-62225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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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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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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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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2016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5 年 

营业收入 12,207,433,397.76 10,633,470,914.99 14.80% 11,297,726,954.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2,054,306.12 889,033,049.67 -85.15% 1,154,820,766.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22,111,479.81 872,217,895.98 -86.00% 1,075,420,269.8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89,442,166.46 1,940,543,171.29 -49.01% 3,185,205,155.0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 0.50 -86.00% 0.6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 0.50 -86.00% 0.6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5% 8.83% -7.58% 12.89%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5 年末 

总资产 26,547,647,317.01 27,085,553,384.36 -1.99% 22,779,148,707.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0,135,849,055.69 11,017,800,014.17 -8.00% 9,108,262,87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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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6,108,589.43 2,756,078,422.98 3,159,770,057.09 3,685,476,328.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0,028,344.68 -14,668,472.46 155,247,723.83 31,503,399.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1,774,052.91 -14,046,803.53 148,281,492.15 29,650,844.1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0,086,802.09 247,778,342.88 124,273,443.59 377,303,57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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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727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71,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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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省能源集

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2.69% 764,326,919 0   

中国证券金融 境内非国有 2.99% 53,536,51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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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有限公司 法人 

安徽省能源物

资供销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29% 41,021,000 0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招

商丰庆灵活配

置混合型发起

式证券投资基

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45% 25,932,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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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克伟 境内自然人 0.65% 11,676,600 0   

#肖赛花 境内自然人 0.59% 10,637,300 0   

钱业银 境内自然人 0.43% 7,714,490 0   

胡立新 境内自然人 0.37% 6,662,36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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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26% 4,657,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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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肖赛花通过信用账户持股 10633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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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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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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底，公司控股发电装机容量为725万千瓦，其中经营期装机655万千瓦，建设期装机70万千瓦。公司经营期

权益发电装机容量为643.7万千瓦（含风电发电装机容量11.22万千瓦，核电发电装机容量5.2万千瓦）。全年完成发电量267.45

亿千瓦时。全年实现合并报表口径营业收入122.07亿元，营业利润1.31亿，利润总额1.38亿元。 

2017年，面对煤价高位运行、机组发电利用小时数下降、发电企业利润空间受到严重挤压的不利形势，公司以市场为

中心，以改革为动力，以对标为抓手，通过内抓管理强素质，外拓市场求发展，苦练内功、提质增效，顺应市场、积极作为，

在极其艰难的经营形势下，各项重点工作稳步推进并有所突破，较好地促进了公司的“两个转变”和良性发展。 

公司2017年主要开展了以下工作： 

1、安全生产总体平稳，实现“八无”目标 

全年较好地完成了全国“两会”、厦门金砖会议和十九大期间的安全保电任务，公司安全生产情况总体平稳，各项安全

指标控制在年度目标内，实现“八无”目标。其中皖能合肥公司、皖能马鞍山公司两家发电公司已连续两年实现无非停。 

2、积极争取电量，开展电力营销 

近年来，随着新能源的迅猛发展，火电产能相对过剩，全省统调火电机组发电小时数呈现连年下降趋势。面对这一严

峻形势，公司通过努力，在机组节能降耗、环保减排、供热及迎峰度夏劳动竞赛、中水利用等方面争取奖励电量；同时争取

铜陵公司新投产6号机组电量，有效缓解利用小时下降给公司带来的不利影响。 

2017年，省售电公司代理用户470家，总交易电量达187亿千瓦时，用户覆盖了全省16个地市的55个县级供电区。 

3、科学采购电煤，降低燃料成本 

公司确定了“判断煤炭市场—制定发电计划—确定煤炭采购计划”的工作思路，公司控股的各发电公司均根据发电计划

和煤炭采购计划，通过电煤月协调会、周调度会进行科学研判、把握节奏、加强调度、严肃执行力，力求做到发电计划科学、

煤炭库存合理，严格控制燃料成本。 

4、加大技改力度，实现节能减排 

公司继续加大节能减排技术改造力度，截至2017年底，公司所属常规机组已全部完成超低排放改造。 

5、全力克服困难，加快项目建设 

铜陵6号机组建设项目圆满收官。3月4日，铜陵第二台百万机组一次性通过168小时试运，实现即投产即稳定。钱营孜

（2×350MW）低热值煤发电项目拟于2018年上半年竣工投产。 

6、履行股东承诺，解决同业竞争 

公司2015年非公开发行工作，由于股价与发行底价倒挂，此项工作于2017年2月底终止。公司及时调整工作思路，于2018

年3月6日召开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公司拟公开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并使用本次公开发行的募集资金收购安徽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神皖能源有限责任公司49%的股

权。 

7、完善公司治理，合法规范运作 

坚持依法治企，认真执行《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范运作

指引，确保公司重大决策程序合规；全面梳理了公司的规章制度，修订了内部控制手册。 

本年度公司共召开了9次董事会会议、4次监事会会议、1次股东大会，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均按时出席会议，认真履行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赋予的职责和义务。本年度公司履行信息披露29次。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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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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61,148,863.13 7,945,550,455.75 2.64% 8.30% 22.80% -11.50% 

煤炭销售 3,618,886,943.13 3,571,079,145.04 1.32% 34.50% 33.86% 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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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金额较去年同期增长14.80%，主要系本期售电量较去年同期增加，同时综合平均电价较去年同期上涨，电力业务

收入较去年同期增加6.25亿元；煤炭价格大幅上涨，煤炭销售收入较去年同期增加增加9.28亿元所致。 

营业成本金额较去年同期增长25.67%，主要系本期煤炭价格较去年同期大幅上涨，发电成本较去年同期增加14.76亿元、煤

炭销售成本较去年同期增加9.02亿元所致。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较去年同期减少85.15%，主要系1、本期煤炭价格较去年同期大幅上升，导致公司主营业务火

电业务亏损；2、本报告期公司权益法核算参股火电企业投资收益较去年同期大幅下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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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公司于2017年8月30日董事会会议批准，自2017年1月1日采用《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

补助》（财会〔2017〕15号）相关规定，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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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与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计入“其他收

益”科目核算 

“营业外收入”、“其他收益” 

将自2017年1月1日起与日常活动相关的政

府补助，从利润表“营业外收入”项目调整为

利润表“其他收益”列报，比较数据不予调

整。 

合并利润表：增加 “其他收益”本年金额37,842,868.67元，减少 “营

业外收入”本年金额37,842,868.67元。 

（2）本公司于2018年3月22日董事会会议批准,自2017年5月28日采用《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持有

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及终止经营》（财会〔2017〕13号）相关规定，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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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中区分“持续经营

净利润”与“终止经营净利润”  

“持续经营净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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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中区分“持续经营

净利润”与“终止经营净利润”项目 

合并利润表：增加 “持续经营净利润”本年金额79,292,463.56元，上年金额

1,218,262,670.48 元。 

母公司利润表：增加 “持续经营净利润”本年金额450,830,830.10元，上年金

额1,308,942,014.51元。 

新增持有待售资产、持有待售负债 无影响 

调整持有待售资产减值 无影响 

（3）本公司于2018年3月22日董事会会议批准，自2017年1月1日采用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

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7〕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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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中新增“资产处置收

益”行项目，并追溯调整。 

“营业外收入”、“营业外支出”、“资产处置收益” 

在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中新增“资产处置收

益”行项目，将部分原列示为“营业外收入”

及“营业外支出”的资产处置损益重分至“资

产处置收益”项目，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合并利润表：增加 “资产处置收益”本年金额52,398.03元，上年金额

-4,429,435.46元；减少“营业外支出”本年金额213,454.30元，上年金额

5,152,661.51元；减少“营业外收入”本年金额265,852.33元，上年金额

723,226.05元。 

母公司利润表：增加 “资产处置收益”上年金额-10,904.90元；减少 “营

业外支出”上年金额10,904.90元。 
非流动资产毁损报废按利得、损失总额分别

列示，并追溯调整。 

2.会计估计的变更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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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铜陵售电公司成立于2017年3月16日，为公司控股子公司省售电公司与铜陵大江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大江投资”）共同投资设立。铜陵售电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000万元，其中省售电公司出

资4,75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95%；大江投资出资25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5%。自该公司成立之日，本公司

将铜陵售电公司纳入合并范围。 

（2）皖能淮北热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淮北热力”）成立于2017年3月23日，为公司控股子公司皖能

淮北能源销售有限公司投资设立，注册资本40000万元，本期支付首次出资款2600万元。自该公司成立之

日，本公司将其纳入合并范围。 

（3）皖能环保公司成立于2010年10月20日，注册资本400万元，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于2017年10月11

日注销。自该公司注销之日起，本公司不再将其纳入合并范围。 

 

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张飞飞 

 

 

2018年3月24日 

 

 


	一、重要提示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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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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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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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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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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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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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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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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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