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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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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公司负责人王广西、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卞鹏飞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梁亚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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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902,432,746.31 106,485,157,848.79 -0.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23,640,429,339.38 23,790,206,779.03 -0.63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003,364,509.68 1,105,840,874.42 -9.27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4,620,322,015.62 5,260,517,676.79 -12.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28,054,424.26 32,353,484.07 -13.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951,237.12 7,533,334.90 -60.8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12 0.13 减少 0.01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23 0.0026 -11.5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23 0.0026 -11.54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  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39,993,561.71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 1,469,248.53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2 

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

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19,871,829.88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16,294,417.9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7,363,921.9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5,066,002.03  

所得税影响额 -7,507,111.06  

合  计 25,103,187.14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

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330,650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

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永泰集团有限公司 4,027,292,382 32.41 0 
冻结 4,027,292,382 

境内非国有法人 
质押 4,024,096,952 

青岛诺德能源有限公司 989,847,716 7.97 0 
冻结 989,847,716 

境内非国有法人  
质押 989,838,477 

南京汇恒投资有限公司 659,898,478 5.31 0 质押 659,898,478 境内非国有法人 

襄垣县襄银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417,865,240 3.36 0 质押 416,005,962 其他 

嘉兴民安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351,758,793 2.83 0 质押 351,758,793 其他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306,377,980 2.47 0 无 0 国有法人 

西藏泰能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40,769,200 1.13 0 质押 56,000,000 境内非国有法人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陕国投·唐兴 8 号证券投资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108,905,176 0.88 0 无 0 其他 

泰达宏利基金－工商银行－泰达

宏利新毅 3 号资产管理计划 
103,865,577 0.84 0 无 0 其他 

山西太钢投资有限公司 61,157,700 0.49 0 无 0 国有法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永泰集团有限公司 4,027,292,382 人民币普通股 4,027,292,382 

青岛诺德能源有限公司 989,847,716 人民币普通股 989,847,716 

南京汇恒投资有限公司 659,898,478 人民币普通股 659,898,478 

襄垣县襄银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17,865,240 人民币普通股 417,865,240 

嘉兴民安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51,758,793 人民币普通股 351,758,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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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306,377,980 人民币普通股 306,377,980 

西藏泰能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40,769,200 人民币普通股 140,769,200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陕国投·唐兴 8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08,905,176 人民币普通股 108,905,176 

泰达宏利基金－工商银行－泰达宏利新毅 3 号资

产管理计划 
103,865,577 人民币普通股 103,865,577 

山西太钢投资有限公司 61,157,700 人民币普通股 61,157,7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从公司已知的资料查知，永泰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无关联

关系，也不属于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有无关联

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

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1）资产负债项目发生较大变化原因说明：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增减比例% 原因分析 

应收款项融资  97,314,994.28 461,282,551.83 -78.90 
主要系本期应收票据重分

类金额同比减少所致。 

应付票据  802,469,757.56 1,158,000,757.13 -30.70 
主要系前期票据到期兑付

所致。 

应交税费  409,592,989.71 586,762,878.28 -30.19 
主要系本期缴纳上期税费

所致。 

 

（2）利润项目发生较大变化原因说明：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 目 报告期（1-3 月）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原因分析 

研发费用 19,546,230.96 40,698,515.10 -51.97 
主要系本期研发费用投入

同比减少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6,465,757.30 4,755,691.70 - 
主要系本期计提信用减值

损失所致。 

其他收益 1,374,248.53 369,343.31 272.08 
主要系本期政府补助收入

同比增加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 -6,438.29 -80,720.26 - 
主要系本期非流动资产处

置损失同比减少所致。 

营业外收入 40,944,214.92 532,932.54 7,582.81 
主要系本期非流动资产处

置利得同比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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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外支出 24,507,554.81 3,258,385.34 652.14 
主要系本期赔偿金、违约

金等同比增加所致。 

 

（3）现金流量项目发生较大变化原因说明：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 目 本期数 上期数 增减比例% 原因分析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003,364,509.68 1,105,840,874.42 -9.27 

主要系本期收到其他与经

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同比减

少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49,640,369.39 -96,043,645.95 - 

主要系本期收回投资收到

的现金同比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800,165,900.22 -1,431,965,797.81 - 

主要系本期偿还债务支付

的现金同比减少所致。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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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债券情况 

报告期内，2017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经公司与相关债券持有人达成

了展期和解后予以摘牌；子公司华晨电力股份公司正在与其发行的2016年公司债券

（第一期）债权人充分沟通进行展期和解。 

（2）公司其他债务融资工具情况 

①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发生实质性违约的债券为：2017 年度第四期、第五期、第

六期、第七期及 2018 年度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短期融资券，2015 年度第一期、

第二期及 2017 年度第一期、第二期及 2018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2017 年度第一期、

第二期、第三期及 2018 年度第一期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金额共计 112.46 亿元。 

②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尚有约 25.07 亿元金融机构借款到期未能结清。 

（3）公司生产经营情况 

自发生债务问题以来，在各界理解与支持下，公司积极采取各项措施，努力确保

生产经营稳定，未出现非正常停顿、歇业情况。公司所属电力、煤炭等主业经营正常，

下属电厂及在产煤矿继续保持安全稳定生产。与此同时，公司重大建设项目有序推进，

华瀛石化所属燃料油调和配送中心及配套码头项目于 2019 年 10 月 17 日开展试运营；

南阳电厂 2×100 万千瓦超超临界燃煤发电机组项目 1 号机组于 2020 年 1 月正式投入

商业运营；张家港华兴电力二期 2×40 万千瓦燃机热电联产机组建设进度稳步推进；

设计年产 600 万吨的陕西亿华海则滩煤矿建设项目已签订采矿权出让合同，核准手续

正在积极办理中。 

自 2020 年 1 月以来，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国内企业普遍停工或延期复工，社

会用电需求下降，致使电力行业发电小时相应减少，公司电厂所在区域发电量显著下

降；煤炭行业因人员返岗受阻、物流不畅以及下游产业需求减弱，煤炭产销受到限制。

为此，对公司所属电力业务和煤炭业务带来较大影响。为应对疫情影响，公司坚决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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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一手抓好疫情防控工作，确保公司员工的健康安全；一手抓

好所属企业复工复产，努力降低疫情对生产经营影响，保持了公司平稳运行，自三月

以来经营情况环比改善。 

（4）永泰金融机构债权人委员会情况 

永泰金融机构债权人委员会（简称“债委会”）自 2018 年 8 月 23 日成立以来，积

极协调金融机构债权人开展救助帮扶。2019 年 3 月 22 日，债委会发出纪要明确：在

债务重组过渡期内，在公司满足相应条件后，主席团建议各债委会成员按照基准利率

水平降低企业财务风险，存量债券票息建议降至基准利率水平，在清偿原拖欠本息后

建议免除相应罚息复利。 

经过债委会主席团、公司及公司主要债权人三方多轮沟通，2019 年 7 月 19 日债

委会主席团成员一致通过永泰能源债务重组初步方案，各方一致同意按照市场化、法

治化原则，通过实施债转股、债权延期、降低企业财务成本等措施帮助企业降杠杆，

结合非核心资产处置变现，调整企业资产负债率至合理水平。 

2019 年 12 月 30 日，债委会结合前期各方意见，对永泰能源债务重组方案进行了

完善。公司和债委会正在就最新方案与债权人进行沟通，债务重组方案整体思路获得

大多数已沟通债权人认可。该重组方案实施后，将有效降低公司的负债规模和财务成

本，提升公司业绩，调整公司资产负债率至合理水平，最大限度保障全体债权人及中

小股东利益。 

（5）公司资产处置进展情况 

报告期内，为加快资产出售工作，公司对内设立总协调组和专项工作小组，对外

积极拓宽交易渠道、广泛收集市场信息，多举措推动资产处置进度。目前公司正按资

产处置项目与各意向购买方进行深入沟通，并通过采取公开挂牌转让等多种方式进行

资产处置，加快化解公司债务问题。 

报告期内，公司分别于 2020 年 3 月 4 日、3 月 20 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七次

会议和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开挂牌转让公司所属陕西

亿华矿业开发有限公司 70%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所属全资公司郑州裕中能源有限

责任公司以公开挂牌转让方式出售所持有的陕西亿华矿业开发有限公司 70%股权，按

照其 70%股权对应的净资产评估价值 754,259.25 万元作为公开挂牌转让底价。截至报

告期末，本次公开挂牌转让事项正在进行中。 

有关本次公开挂牌转让事项公司已于 2020 年 3 月 5 日和 3 月 21 日在《上海证券

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上进行了披露。 

（6）公司董事、监事、高管及相关人员增持公司股份事项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以及对公司价值的认可，实现与公司共同发展的

目标，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所属子公司核心管理人员和公司控股股东永

泰集团有限公司管理层人员共计 67 人，于 2020 年 2 月 5 日至 2 月 20 日期间，通过

二级市场以竞价方式增持了公司股票，共计增持公司股票 13,911,458 股，占公司总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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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的 0.1120%，成交总金额 18,612,772 元。 

有关本次增持股票事项公司已于 2020 年 2 月 5 日、2 月 21 日在《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上进行了披露。 

（7）设立子公司有关事项 

公司于 2020 年 2 月 14 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五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所属全资公司张家港华兴电力有限公司合资设立电力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所属全

资公司张家港华兴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张家港华兴电力”）与张家港市金城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城投资”）、张家港市金电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金电管理”）共同出资成立张家港华兴金城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兴金城电力”），

注册资本 5 亿元，首次缴纳注册资本金 1 亿元，其中：张家港华兴电力持股 49%，首

次出资以现金或实物方式出资 0.49 亿元；金城投资持股 48%，首次出资以现金方式

出资 0.48 亿元；金电管理持股 3%，首次出资以现金方式出资 0.03 亿元。报告期内，

该公司已完成设立。 

有关本次设立公司事项公司已于 2020 年 2 月 15 日和 3 月 25 日在《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网站（www.sse.com.cn）

上进行了披露。 

（8）报告期内，公司将新设立的张家港华兴金城电力有限公司纳入公司财务报

表合并范围。除上述变化外，报告期内公司财务报表合并范围无其他变化。 

（9）2020年1-3月，公司电力业务实现发电量66.69亿千瓦时，售电量63.12亿千

瓦时；公司煤炭业务实现原煤产量165.51万吨，销量167.24万吨（其中：对外销售82.85

万吨、内部销售84.39万吨）；洗精煤产量53.04万吨、销量51.96万吨；煤炭采选产品

销售收入100,146.97万元，销售成本51,568.43万元，毛利48,578.54万元；煤炭贸易量

2.31万吨；石化产品贸易量22.75万吨。 

截至2020年3月末，公司所属电厂正在运营的装机容量增加至909万千瓦，在建的

装机容量180万千瓦，施工准备阶段的装机容量20万千瓦，规划建设的装机容量132万

千瓦，总装机容量1,241万千瓦。 

（10）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9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带有

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主要内容为：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

如财务报表附注十四所述，2018年7月5日，永泰能源发行的2017年度第四期短期融资

券未能按期进行兑付，构成实质性违约。由于债务违约的出现，触发了债务交叉违约

条款，相关部分债权人对永泰能源提起诉讼并实施了财产保全措施，影响了永泰能源

正常融资。为解决永泰能源债务问题，永泰能源控股股东永泰集团有限公司及永泰能

源采取应对措施，维系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并定期公告债务化解进展情况。由于永

泰能源债务涉及面较多，截至审计报告日，永泰能源尚未与永泰金融机构债权人委员

会确定最终债务重组方案并签署相关协议，未来结果存在不确定性。这些事项不影响

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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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出现的债务问题，在各级政府、监管机构和债委会指导和支持下，公司积极

采取各项措施，全力化解债务风险。目前，公司继续保持生产经营稳定、管理团队及

员工队伍稳定、经营现金流稳定、金融债务关系稳定，没有出现非正常停顿、歇业情

况，为公司化解债务问题提供了有力保障。公司正在通过稳定企业生产经营、加快资

产处置、全力推进债务重组等多种措施，多渠道筹措资金，妥善化解债务风险，从根

本上保障债权人权益，使公司恢复正常发展。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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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广西            

日期 2020 年 4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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