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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112259              债券简称：15甘电债 

甘肃电投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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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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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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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肃电投 股票代码 000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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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寇世民 戴博文 

办公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北滨河东路 69 号甘肃投资集

团大厦 24 楼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北滨河东路 69 号甘肃投资集

团大厦 24 楼 

传真 0931-8378560 0931-8378560 

电话 0931-8378559 0931-8378559 

电子信箱 nyfzksm@163.com nyfzdbw@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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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包括水力发电、风力发电和光伏发电，主要产品为电力，业绩主要来源于发电收

入。经营模式是在水电站、风力发电场、光伏发电场(发电设备)及相关输变电设施设备建成之后，控制、

维护、检修并将发电站(场)所发电量送入电网公司指定的配电网点，实现电量交割。报告期内，公司从事

的主要业务和经营模式未发生重大变化。 

当前，我国电力体制改革正向纵深发展，公司从事的水力发电、风力发电、光伏发电业务除受河流流

域来水、风力及太阳能资源波动等自然因素影响，还受电力改革的持续深入、宏观经济波动导致的电力消

纳能力变化、国家支持新能源的相关政策发生变化、电网调度的安排等因素影响。公司已发电权益装机容

量为 265.30万千瓦，其中，已发电水电权益装机容量 169.89万千瓦，位居全省第一。已发电风力权益装

机容量 81.81万千瓦，已发电光伏权益装机容量 13.6万千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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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2019 年 2018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7 年 

营业收入 2,267,603,850.39 2,305,941,868.89 -1.66% 1,986,702,784.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22,503,763.72 485,199,230.93 -12.92% 261,055,067.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 
415,537,443.76 453,255,773.99 -8.32% 229,253,808.1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31,225,612.47 1,370,860,477.89 11.70% 1,200,493,005.0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108 0.3569
注 1 

-12.92% 0.192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108 0.3569 -12.92% 0.192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87% 7.97% -1.10% 5.08%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7 年末 

总资产 18,980,246,723.88 19,140,373,127.76 -0.84% 19,833,367,661.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400,735,848.15 6,020,735,134.32 6.31% 5,850,298,016.93 

注 1：公司 2018年度权益分派工作已于 2019年 4月 24日实施完成，上表中基本每股收益和稀释每股

收益根据最新总股本计算，并对以前年度同期数据进行调整。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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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 359,635,808.13 651,113,169.14 780,411,945.62 476,442,927.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9,179,759.16 225,362,910.51 292,071,507.45 -65,750,895.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9,287,123.85 224,798,363.36 291,670,796.91 -71,644,592.6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35,150,058.91 327,705,447.82 477,220,067.49 391,150,03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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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639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个月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52,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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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肃省电力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62.54% 850,331,727 242,951,922  0 

重庆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85% 11,532,466 3,294,990  0 

李斌 境内自然人 0.36% 4,865,240 4,766,740  0 

李莉 境内自然人 0.33% 4,451,000 4,451,000  0 

王启伦 境内自然人 0.29% 3,968,264 3,968,264  0 

廖美助 境内自然人 0.26% 3,563,855 3,563,855  0 

邱建伟 境内自然人 0.21% 2,805,240 2,805,240  0 

常永斌 境内自然人 0.16% 2,216,020 2,116,020  0 

单光林 境内自然人 0.11% 1,500,000 1,500,000  0 

董易 境内自然人 0.10% 1,373,800 1,373,800  0 

上述股东关联

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前 10 名股东中国有法人股股东甘肃省电力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

《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流通股股东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也未知其他流通股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前 10 名股东中境内自然人李莉通过信用证券帐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4451000 股；境内自然人王启伦通过信用证

券帐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3918264 股；境内自然人邱建伟通过信用证券帐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2300020 股；境内

自然人常永斌通过信用证券帐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36220 股。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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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肃电投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摘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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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甘肃电投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公司债券 15 甘电债 112259 2020 年 09 月 10 日 70,000 4.23% 

报告期内

公司债券

的付息兑

付情况 

2019 年 9 月 4 日，公司披露了《2015 年公司债券 2019 年付息公告》，按照《甘肃电投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公

开发行 2015 公司债券票面利率公告》，“15 甘电债”票面利率为 4.23%，每 10 张面值 1,000.00 元的本期债券派

发利息为人民币 42.30 元（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人实际每手派发利息为 33.84 元；非居

民企业（包括 QFII、RQFII）取得的实际每手派发利息为 42.30 元。 

（2）公司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1、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于 2015 年 5 月 19 日对本期债券的信用状况进行了评估，确定公司债

信用等级为 AAA，评级展望为稳定，并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进行披露。 

2、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于 2016 年 5 月 27 日对本期债券的信用状况进行了跟踪评级，确定公

司债信用等级为 AAA，评级展望为稳定，并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进行披露。 

3、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于 2017 年 5 月 24 日对本期债券的信用状况进行了跟踪评级，确定公

司债信用等级为 AAA，评级展望为稳定，并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进行披露。 

4、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6 月 14 日对本期债券的信用状况进行了跟踪评级，确定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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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债信用等级为 AAA，评级展望为稳定，并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进行披露。 

5、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5 月 14 日对本期债券的信用状况进行了跟踪评级，确定公

司债信用等级为 AAA，评级展望为稳定，并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进行披露。 

6、预计将于 2020 年 6 月 30 日前出具定期跟踪评级报告，公司将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进行披露，提请投资者关注。 

7、报告期内，大公国际未对公司及公司债券进行不定期跟踪评级。 

8、2019年 12月 18日，公司在银行间市场发行 2019年度第一期绿色中期票据（19甘肃电投 GN001）。

根据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2019年度甘肃电投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信用评级报告》，

公司主体信用评级为 AA，公司主体评级结果不存在差异。 

（3）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2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2018 年 同期变动率 

资产负债率 62.41% 67.62% -5.21% 

EBITDA 全部债务比 16.43% 16.00% 0.43% 

利息保障倍数 1.89 1.87 1.07%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19年，公司所属电站完成发电量 89.66亿千瓦时，上年同期发电量 86.82亿千瓦时，同比增加 2.84

亿千瓦时；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2.68亿元，同比减少 1.66%；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23亿元，

同比减少 12.92%。截止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 189.80 亿元，同比减少 0.8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 64.01亿元，同比增加 6.31%。 

2019年，公司始终坚持“度电必争”的经营理念，以安全生产和市场营销为主线，深入开展安全生产

管理体系化、规范化、标准化，不断提升电力业务的发展质量和效益，稳步提升公司经营业绩。公司水力

发电业务不断加强水情研判、水库调度、运行优化，风力光伏发电业务抢抓消纳政策利好，全面开展大用

户直供、发电权置换、跨省跨区交易、现货交易等市场交易，公司各板块发电量实现稳步增长。但由于甘

肃省 2019 年水电优先发电计划调整及参与市场化交易等因素影响，造成公司所属电站上网电量平均结算

电价下降，营业收入下降。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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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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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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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力产品 2,259,274,179.95 543,046,797.01 45.86% -1.29% -1.73%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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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业务年度口径汇总的主营业务数据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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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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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财政部于 2017 年发布了修订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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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

金融工具列报》（上述四项准则以下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 

新金融工具准则将金融资产划分为三个类别：（1）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2）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3）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在新金

融工具准则下，金融资产的分类是基于本公司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及该资产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而确

定。新金融工具准则取消了原金融工具准则中规定的持有至到期投资、贷款和应收款项、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三个类别。新金融工具准则以“预期信用损失”模型替代了原金融工具准则中的“已发生损失”模型。在新

金融工具准则下，本公司具体会计政策见附注三、（十）（十一）。 

（2）财政部于 2019 年 4 月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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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财务报表格式”），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应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该通知的要求编

制财务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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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董事会会议于 2019 年 3 月 13 日决议通过，本公司按照财政部的要

求时间开始执行前述新金融工具准则。 

本公司于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上述修订后的准则和财务报表格式，对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调整。 

上述事项，均与前任年报审计会计师事务所取得了必要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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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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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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