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能电力集团有限公司 2017 年度
财务等重大信息公开
一、企业基本情况
1.中文名称及简称：
晋能电力集团有限公司（简称：晋能电力集团）
2.外文名称及缩写：
JINNENG ELECTRONIC POWER GROUP CO.,LTD.（JINNENG
POWER GROUP）
3.法定代表人：冯培一
4.股东名称：山西国际电力集团有限公司
5.经营范围：
电、热项目的投资、筹备及管理；电、热项目上下游相
关产业及相关高新技术的投资、开发及管理；电、热及相关
产业设备的检修与维护。
6.办公地址及邮编
太原市迎泽区劲松北路 27 号

030002

7.公司网站：http://jndl.jinnengjt.com
8.电子邮箱: jndlzhgzb@jinnenggroup.cn
9.公司简介
晋能电力集团有限公司组建成立于 2014 年 2 月，现有
产业包括燃煤发电、水力发电、燃气发电、能源服务等类型。
目前，公司注册资本金 166610.2 万元，在役运行电厂装机

558.2 万千瓦，在建控股电厂装机 237 万千瓦。
二、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报告期收入利润情况（单位：万元）
报表项目

本期累计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比率（%）

发电量

1,417,820

1,172,100

20.96

营业收入

452,422.60

378,787.14

19.44

利润总额

-102,044.91

-17,321.05

-489.14

销售费用

21.55

管理费用

19,879.99

18,644.01

6.63

财务费用

64,601.64

57,688.59

11.98

净利润

-78,127.78

-17,323.14

351.00

-

100.00

2.报告期资产负债情况(单位：万元)
报表项目

年初金额

期末金额

变动比率（%）

资产总额

2,511,084.50

2,698,806.74

7.48

应收账款

90,965.12

83,462.96

-8.25

固定资产净值

1,403,780.89

1,332,777.99

-5.06

负债总额

2,012,964.70

2,275,725.71

13.05

应付账款

124,831.19

149,046.14

19.40

应交税费

4,744.22

1,483.20

-68.74

498,119.80

423,081.03

-15.06

所有者权益总额

3.发起人认缴和实缴的出资额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
166610.2 万元。
4.企业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的情况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 2017 年度未发生变更。
三、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任职和年度报酬情况
1.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序号

姓名

职务

性别

出生年月

任期起止年月

期间实际取得税后报
酬总额（万元）

1

冯培一

党委委员、董事长

男

1963.04

2014.02至今

未在本企业取薪

2

史晓文

党委委员、董事、总经理

男

1970.01

2015.10至今

27.4

3

李贵平 党委书记、董事、工会主席

男

1968.03

2014.02至今 党委书记
2014.04至今 董事
2017.07至今 工会主席

15.06

4

魏绍青

党委委员、总工程师

男

1964.09

2014.02至今

26.96

5

王三伟

党委委员、纪委书记

男

1972.10

2014.02至今 党委委员
2017.07至今 纪委书记

26.11

6

王卫平

党委委员、总会计师

男

1971.02

2017.03至今

26.92

7

柳成亮

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男

1971.02

2017.07至今

8.22

8

贾新兵

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男

1967.03

2017.07至今

8.22

9

雷霖田

监事

男

1964.06

2014.04至今

26.96

2.员工年均收入水平
集团公司及所属企业在岗职工年平均收入为 8.38 万元。
四、公司年度工作报告
2017年公司紧紧围绕晋能集团“1255”发展战略和晋能
电力集团争创“七个新作为”有关部署安排，有效应对煤电价
格倒挂和安全、环保压力持续增大等不利影响，凝心聚力、
迎难而上、笃定发展，各项工作持续推进。
（一）加强安全生产管控，努力提高安全管理水平。
公司严格执行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认真落实主体责任，
实行了“升级监管、全程跟踪”管理，全年实现安全生产“八不
发生”。深化安全大检查和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公司领导深入
一线挂牌企业安全督查 100 余次，各级企业深入开展“周四
安全日”“走动式管理”等活动，排查整改各类隐患 6300 余条，
针对不安全事件“说清楚”25 次，对安全检查中发现的 9 项触

碰红线行为经济处罚 3.9 万元。坚持“标准化达标”与“标准化
动态达标”同步推进。国峰煤电等 5 家企业实现标准化一级达
标，国金电力等 3 家企业实现标准化二级达标。强化安全教
育培训，组织安全技术培训 450 余人次，举办专题讲座 12
场次。强化应急管理与处置能力建设。3 家企业完成应急能
力建设评估，9 家发电运营企业完成应急预案备案，全年组
织专项应急演练 90 余次，现场处置方案演练 50 次。强化安
全生产基础，修编了《事故事件障碍调查管理制度》、《安
全生产责任追究制度》、《安全绩效考核计分办法》等 4 项
制度，各所属企业梳理修订有关安全制度 190 余项。推动科
技兴安。实现了气象灾害预警短信服务，公司“安全管理信息
系统”荣获全国“2017 年电力企业信息技术应用创新优秀成
果”二等奖。
（二）顺应电力体制改革，企业发展结构进一步优化。
业务布局方面，积极顺应行业改革趋势，多方扩源挖潜，
拓宽发展空间。所属企业较好完成电量落实和电量交易。报
告期内，公司不断增强市场话语权，完成参股电力交易中心；
售电公司完成在北京电力交易中心挂牌注册，成为国内首批
具有独立配电网运营权和电费结算权的第二类售电企业。多
渠道保障市场竞争优势。完成参股中铝华润，积极引进中铝
华润参股售电业务。优化存量资源配置，完成国源煤电前期
成果转让。利用盂县鑫磊项目闲置厂房，开展
150MW/600MWh 储能独立调峰调频辅助服务示范项目。积
极寻求新的股权受让方，推进长治欣隆、鑫磊煤电“腾笼换鸟”

工作。
推进电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太钢集团达成股权合作
和电力中长期直接交易合作，开创了“煤—电—X”发展新路
径。公司积极拓展区域综合能源供给业务，2017 年供热量
达到 2365 万吉焦，供热面积 8500 万平方米。
吕梁局域电网取得项目批复，成为省内首个获批的国家
级增量配电试点。已按时为中铝华润电解铝项目调试供电，
大土河电厂-车家湾变电站、兴县变电站-兴县红旭站等 2 条
220 千伏线路投运，离石-临县、临县-兴县等 2 条 220 千伏
线路以及 220 千伏方山串补变电站建成，具备整体投运条件。
大土河热电和孝义煤电等电源点，配套线路及变电站工程也
按计划实施。
（三）以降本增效为中心，精细化管理水平稳步提升。
夯实基础管理。修订完善《信息化项目管理办法》、
《技
术监督一级网络》等系列管理制度，实现生产管理系统和招
投标采购系统云平台操作，不断优化技术监督、指标对标、
燃煤供应、电量交易等工作机制。突出成本控制。紧抓燃料
管理这个关键，通过区域燃煤市场调研和区域燃煤供应协调
会，优化完善燃煤供应管理体系，提高发电企业燃煤管理能
力。同时，开展配煤掺烧技术交流，提炼总结经验，有效降
低了生产成本。开展全方位对标。在供电煤耗、标煤煤价、
厂用电率等指标上，多维度对标国内行业先进企业和省调同
类型机组，明确差距短板，学习先进经验，制定有效措施，
进一步提升经营管理与设备运行水平。强化技术监督。以提

升管理为目标，采取专项监督与动态检查相结合方式，实现
技术监督与基础管理、安全生产、环保达标、经济运行、设
备改造等工作有机互促。严控预算管理。严格执行集团“资金
十条”，基本实现全年主营业收入应收款“当月应收、次月收
回”，存量应收款在去年的基础上压控 5.23%，可控费用同比
下降 7.9%。基本建设项目全年审减 1.39 亿元，完成集团下
达任务的 163%。加强参股企业管理，确保分红到账，全年
争取各类财政补贴 1.19 亿元。重视风险管控。根据国家煤电
政策，统筹安排在建工程建设进度，提前制定停建项目防范
措施，有力应对投资损失、合同履约、法律纠纷、银行信用
等重大风险。针对个别企业实际情况，从财务管控、资金链
安全、信息披露等方面及时预警，有效化解经营风险。
（五）节能环保改造工作成效显著。
认真贯彻落实国家《控制污染物排放许可制实施方案》
和《排污许可证管理暂行规定》，火电企业全部取得排污许
可证。同时，火电企业积极推进烟气污染物超低排放改造工
作，加强环保设施运行维护以及灰场、煤场等污染源整治，
不断加大扬尘治理力度。同时，按照《晋能电力集团 2016
—2018 年节能项目规划》，长治热电完成 1#机组高背压及供
热增容改造，新增供热面积约 800 万平方米；国峰煤电完成
1#机组高背压改造，为进一步降低煤耗奠定了基础。在全年
入炉煤热值较低的情况下，发电企业平均供电煤耗同比降低
2.5 克/千瓦时。配电企业强化内部管理，全年综合线损率
6.29%，同比下降 0.10%。

五、年度重点披露事项
1.重大投资项目情况
根据集团公司《2017 年基本建设投资计划（第一批）》
计划投资 47.48 亿元，实际完成 47.86 亿元，完成全年计划
100.8%。
2.并购重组情况
2017 年，完成向晋能孝义公司增资 2000 万元；完成向
中铝华润公司增资 1 亿元。
3.企业出借资金（含贷款分拨）情况
公司对下级子公司共委贷 186055 万元。
4.企业对外担保情况（无）
5.企业应收账款保理情况及存在主要问题（无）
6.企业信托产品投资及存在主要问题（无）
7.其它高风险业务情况及存在主要问题（无）
8.境外国有资产运营及监管情况（无）
9.业务支出情况（单位：万元）
项目

预算

实际完成

比预算减少

公务用车

176.80

129.40

47.40

公务招待

1.50

0.37

1.13

因公出国

-

-

-

通讯费

19.50

17.36

2.14

差旅费

34.50

17.56

16.94

10.财务会计报告和审计报告摘要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山西分所对该公司
2017 年度的财务报表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晋能电力集团有限公司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
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公允反映了晋能电力集团有限公
司 2017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状况以及 2017 年度的经营成果
和现金流量。
六、环境保护情况
根据山西省政府要求，晋能电力集团积极推进火电企业
的烟气污染物超低排放改造工作，到 2017 年底基本按要求
完成了 300MW 及以上火电机组的烟气污染物超低排放改造
工作；晋能电力集团 2017 年度所属发电企业环保设施均运
行正常。
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环境保护部、国家能源局《关于
印发〈煤电节能减排升级与改造行动计划（2014-2020）年〉
的通知》（发改能源〔2014〕2093 号），及山西省经济和信
息化委员会、山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联合下发的《山西省
燃煤电厂节能改造实施方案(2016-2018 年)》的通知（晋经
信节能字〔2016〕239 号）要求，晋能电力集团制定了《现
役燃煤发电机组节能规划》，目前已经完成了国锦煤电、国
峰煤电和长治热电的高背压改造工作，正在积极推进国金电
力和耀光煤电高背压供热改造等节能降耗改造项目的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