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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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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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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董事 姜青松 因公出差 董凤亮 

董事 张苏飞 因公出差 惠晓峰 

 

 

4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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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国家有关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2018 年度合并报表营业总收入为 980,653 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6,189 万元。

由于公司 2018年度出现亏损，且公司 2018年底未分配利润为负值，为此公司 2018年度拟不进行

利润分配，也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 公司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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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电能源 600726 龙电股份 

B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华电B股 900937 龙电B股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西金 战莹 

办公地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大成街209号 哈尔滨市南岗区大成街209号 

电话 0451-58681766 0451-58681872 

电子信箱 hdenergy@hdenergy.com hdenergy@hdenergy.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主要业务 



    报告期内，本公司的主要业务仍然是向本公司发电资产所在的区域销售电力产品和热力产品，

以满足当地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需求。公司已成为黑龙江省最大的发电及集中供热运营商，电厂分

布在黑龙江省主要中心城市，截至 2018 年底，本公司已投入运行的全资及控股发电 厂 8 家，全

部为火力发电厂，发电装机容量 670 万千瓦，总供热面积 1.14 亿平方米。 

公司的主要业绩驱动因素包括但不限于发电量（供热量）、电价（热价）及燃料价格等方面。

同时技术创新、环境政策、人才队伍等亦会间接影响公司当期业绩和发展潜力。 

二、公司经营模式 

公司火力发电、供热业务的主要原材料为煤炭，主要通过外部采购获得。公司所发电量除满

足厂用电外，主要由省工信委和省级电网公司核定的上网电量并入电网，上网电价由国家有权部

门批准及调整； 另一部分通过大用户直供的市场交易决定电量和电价水平。在热力销售方面，公

司生产的热水和蒸汽直接供给居民或单位用户，公司按照供热区域所属地方政府物价管理部门核

定的供热价格和供热量从热力终端用户获取供热收入。 

采购模式：通过多元化煤源结构来保证燃料供应的稳定，为达到节约成本的目的积极开展混

配掺烧工作，通过燃料采购管理制度及燃料采购计划来实施市场化的采购方式，加强煤炭市场的

调研与分析工作，针对燃料供应商及供应量、质、价，提出公司燃料采购策略和采购方案。 

生产模式：主要产品为电力、热力，采用燃煤作为一次能源，通过煤粉燃烧加热锅炉使锅炉中的

水变为高温高压水蒸汽，利用蒸汽推动汽轮机发电；同时，将汽轮机中段乏汽导入热力供应系统

中。 

销售模式：电力销售上，主要的电力销售对象为国家电网黑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热力销售

上，将生产的热力直接或与热力公司或工业蒸汽客户签订的供热、供蒸汽合同约定的供热量和工

业蒸汽量组织供应。公司主要通过对全资、控股子公司及联营公司的投资经营上述业务。 

三、行业情况说明 

截至 2018 年底，全国的发电装机容量约为 189,967 万千瓦，同比增长 6.5%。其中，火力发

电的装机容量约为 114,367 万千瓦，占全部装机容量的约 60%；水力发电的装机容量约为 35,226

万千瓦，占全部装机容量的约为 19%。2018 年全国全社会用电量 6.84 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8.5%。 

截至 2018 年底，黑龙江省全口径发电装机容量 3,129 千瓦，其中水电 104 万千瓦、火电 2,212 万

千瓦、风电 598 万千瓦、太阳能 215 万千瓦。2018 年黑龙江省全社会用电量 973.88 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 4.88%。 

 



当前火力发电行业盈利能力下滑明显，电力市场化竞争加剧，火电机组的利用小时持续低位

运行，电煤价格持续处于高位运行状态，而煤、电、热价联动不到位，火力发电侧受燃煤成本上

涨冲击较大，出现了大面积的利润下滑甚至亏损。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8年 2017年 

本年比上

年 

增减(%) 

2016年 

总资产 25,133,116,932.06 25,388,999,129.42 -1.01 25,453,958,216.40 

营业收入 9,806,529,513.95 9,081,443,461.01 7.98 8,633,017,069.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761,887,934.05 -1,103,894,334.50   148,410,104.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843,496,001.96 -1,139,663,070.39   112,926,891.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573,152,738.64 2,308,256,196.85 -31.85 3,391,825,445.1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519,822,297.69 889,058,894.18 183.43 2,420,888,299.50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39 -0.56   0.08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39 -0.56   0.0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39.26 -38.73   4.54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3,134,772,782.37 1,990,291,895.91 1,692,269,518.59 2,989,195,317.08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81,099,684.35 -227,040,435.43 -477,362,172.43 -238,585,010.54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 

194,688,005.14 -234,922,751.91 -483,120,245.32 -320,141,009.87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49,470,138.65 170,326,581.38 901,200,931.73 1,298,824,645.93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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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87,679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85,829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

增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

限售条

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 0 881,126,465 44.80 0 无 0 国有法人 

黑龙江辰能投资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0 26,626,134 1.35 0 无 0 其他 

VANGUARD EMERGING 

MARKETS STOCK INDEX 

FUND 

0 7,910,644 0.40 0 无 0 境外法人 

VANGUARD TOTAL 

INTERNATIONAL STOCK 

INDEX FUND 

35,400 5,125,234 0.26 0 无 0 境外法人 

黄丽 2,362,436 4,700,000 0.24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陈才林 4,557,137 4,557,137 0.23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华能综合产业有限公司 -50,000 3,721,828 0.19 0 无 0 其他 

程飞虎 1,808,665 1,808,665 0.09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黄宝庆 -30,500 1,469,500 0.07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刘洪生 1,460,000 1,460,000 0.07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公

司未知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和前十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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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未发行优先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为 187,679 户，其中 A 股 122,310 户；B 股 65,369 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 185,829 户，其中 A 股 121,415 户；B 股 64,414 户。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截止2018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为251.33亿元，比2017年末的 253.89亿元下降了1.01%；

股东权益为 15.73亿元，比 2017年末的 23.08亿元下降了 31.85%。 

2018年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98.07亿元，完成董事会年初制定目标(99.12亿元)的 98.94%，

比 2017 年的 90.81 亿元增加了 7.98%；实现净利润-7.62 亿元，比 2017 年的-11.04 亿元升高了

30.98%；基本每股收益为-0.39元，每股净资产为 0.80元。 

2、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本公司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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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为“应收票据

及应收账款”列示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期末列示金额 1,725,177,794.48 元，期初列示

金额 1,685,676,874.85 元。 

将应收利息、应收股利与其他应收款合并

为“其他应收款”列示 

其他应收款期末 38,957,845.99 元，期初列示金额 90,415,164.19

元。 

将固定资产清理与固定资产合并为“固定

资产”列示 

固定资产期末列示金额 17,742,708,379.62 元，期初列示金额

18,459,281,927.93 元。 

将工程物资与在建工程合并为“在建工程”

列示 

在建工程期末列示金额 478,816,307.88 元，期初列示金额

104,600,670.42 元。 

将应付票据与应付账款合并为“应付票据

及应付账款”列示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期末列示金额 3,559,255,888.98 元，期初列示

金额 2,659,782,150.20 元。 

将应付利息、应付股利与其他应付款合并

为“其他应付款”列示 

其他应付款期末列示金额 433,637,468.47 元，期初列示金额

505,912,852.84 元。 

将专项应付款与长期应付款合并为“长期

应付款”列示 

长期应付款期末列示金额 183,390,777.10 元，期初列示金额

125,211,44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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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加研发费用本期发生金额 10,690,921.35 元，减少管理费用本期

发生金额 10,690,921.35 元；增加研发费用上期发生金额

9,846,590.42 元，减少管理费用上期发生金额 9,846,590.42 元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