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1 

证券代码：000600                          证券简称：建投能源                        公告编号：2021-21 

证券代码：149516                          证券简称：21 建能 01 

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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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 2021 年半年度报告和摘要均无异议。 

公司全部董事均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其中董事秦刚、李连平，独

立董事安连锁、曾鸣、赵丽红以通讯方式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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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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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投能源 股票代码 00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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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原 郭嘉 

办公地址 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西路 9 号裕园广场 A 座 17 层 

电话 0311-85518633 

电子信箱 jei@jei.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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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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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67,724,860.57 6,613,118,334.12 7,168,025,032.37 4.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40,801,517.00 504,832,864.61 528,599,955.50 -73.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19,647,964.88 492,431,553.32 492,431,553.32 -75.7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889,321,621.00 694,488,915.64 867,965,798.78 2.4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9 0.282 0.295 -73.2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9 0.282 0.295 -73.2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4% 4.32% 4.35% 下降 3.21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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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478,137,485.14 33,884,899,569.78 35,752,622,712.62 4.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1,946,783,712.10 12,173,789,379.52 12,527,191,989.71 -4.63%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72,125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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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

或冻结情况 

股份

状态 
数量 

河北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65.63% 1,175,905,950 701,495,667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34% 24,028,3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62% 11,021,799    

华夏基金－农业银行－华夏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0.18% 3,306,900    

三星资产运用株式会社－三星中国中小

型股精选母基金 
境外法人 0.17% 2,971,600    

林君平 境内自然人 0.16% 2,832,300    

李凤霖 境内自然人 0.15% 2,6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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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0.13% 2,368,800    

邱进森 境外自然人 0.13% 2,308,579    

华能国际电力开发公司 国有法人 0.13% 2,278,5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且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股东李凤霖通过信用担保账户持有公

司股票 2,260,000 股。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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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1）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万元） 
利率 

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第一期） 

21 建能 01 149516.SZ 
2021 年 06 月

17-18 日 

2026 年 06

月 18 日，若

投资者行使

回 售 选 择

权，则其回

售部分的到

期日为 2024

年 6月 18日 

150,000 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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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资产负债率 59.96% 56.51%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4.37 6.49 

三、重要事项 

2021 年上半年，公司以“控成本、谋发展、促转型”为经营思路，坚持高质量发展

目标，统筹做好疫情防控、生产经营和转型发展工作。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74.68

亿元，同比增长 4.1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1 亿元，同比减少 73.36%。 

1、公司优化发展情况 

（1）通过战略引领、制度倾斜、优化人员配置等政策措施，充分调动公司系统的

积极性，加大清洁能源领域的项目开发力度。扩大综合能源服务项目布局，科林电气产

业园区综合能源服务项目一期配电网、屋面光伏、热泵冷热联供、电动车充电站工程已

建成；河北青县、固安和山西阳泉等地产业园区综合能源服务项目正抓紧开展前期工作。

开发建设数据中心项目，布局数字化产业，目前试点项目已在建设中。 

（2）参股山西盂县 2×1,000MW 项目工程建设进展顺利，1 号机组于 3 月末投运，

2 号机组计划下半年投运；扎实推进寿阳热电、阳泉热电项目工程建设。 

（3）持续加大热力市场开发力度，稳步实施区域供热市场整合，拓展工业热用户，

进一步扩大供热面积和增加工业蒸汽供应量。上半年，公司控股发电公司累计完成售热

量 3,286.57 万吉焦，与去年同期持平。 

（4）积极适应电力体制改革，上半年，公司成立了电力营销（报价）中心，统筹

公司电量营销工作，积极做好电力市场现货交易准备工作。上半年，公司子公司售电公

司累计签约京津冀区域电力用户 171 户，签约电量 93.61 亿千瓦时。 

2、火电业务生产经营情况 

2021 年上半年，公司统筹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和安全环保生产工作，确保重要时段

电力、热力稳定供应，未发生人身伤亡、重大设备损坏、重大环境污染等事故，安全环

保生产形势总体平稳；进一步强化电量、煤价、机组能效水平对标，提升专业化管理效

能；千方百计做好电煤保供控价工作，努力控制燃料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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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公司控股运营的 11 家发电公司累计完成发电量 202.38 亿千瓦时，上网电

量 188.99 亿千瓦时，分别同比增长 6.50%和 6.77%；完成市场交易电 118.64 万千瓦时，

占上网电量的 62.78%。在 2020 年度全国火电大机组能效水平对标竞赛中，国泰公司#11

机组获得全国同类机组 4A 优胜机组；秦热公司#5 号、#6 号机组获得 3A 优胜机组，同

时秦热公司#5 号机组进入同类机组供电煤耗指标最优机组行列。 

3、科技创新工作情况 

2021 年上半年，公司坚持创新驱动，进一步加强创新体系与能力建设，设立了公

司科技创新研究中心，着力推进高新技术企业和技术创新平台建设，加快科技成果的转

化应用。 

上半年，公司承担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燃煤发电机组水分高效低成本回收及

处理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已顺利通过课题任务绩效评价工作；省级重点研发项目“燃

煤机组脱硫废水热膜耦合高效低成本处理技术”完成示范工程建设并通过验收；省级重

点研发项目“数据驱动下的发电厂集群智能监督诊断优化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处于实

施阶段；控股孙公司冀能科院承担的中央引导地方专项科技项目“增汽机系统提升燃煤

机组供热能力技术研究与示范应用”经河北省科技成果转化中心评定，项目整体达到国

内先进水平，其中增汽机设备设计制造和增汽机超临界机组应用方面居国际领先水平。

上半年，公司加快实施智慧能源、智慧热网建设，推动公司业务数字化转型。 

4、清洁生产情况 

2021 年上半年，公司控股发电公司持续增加环保投入，优化环保设施运行和维护工

作，氮氧化物、二氧化硫和粉尘的平均排放浓度分别为 20.51mg/Nm3、14.24mg/Nm3 和

1.91mg/Nm3，均优于河北省深度减排标准要求。同时，公司继续对部分机组进行有色

烟羽治理、深度减排改造和煤场封闭等无组织排放治理工作，实现了排放的有效管控，

清洁生产水平不断提升。 

公司在报告期内生产经营与管理运作的详情，请参阅公司《2021 年半年度报告》全

文。 

 

 

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双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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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8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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