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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投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报告摘要 

 

 

§1 重要提示 

1.1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年度报告摘要摘自年度报告全文，报告全文同时刊载于 www.sse.com.cn。投资者欲了解详细

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1.2  本报告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郭忠杰董事因其他工作事务未能出席本次

会议，委托马红艳董事行使表决权。 

 

1.3  公司年度财务报告已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并被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

告。 
 
1.4  公司董事长胡刚先生、总经理王维东先生、财务负责人曲立新先生、计财部经理牛月香女士声

明：保证本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2 公司基本情况 

2.1 基本情况简介 

股票简称 国投电力 

股票代码 600886 
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2.2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魏琼 李樱 

联系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南小街 147

号国投 5 号楼 

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南小街 147
号国投 5 号楼 

电话 010-88006378 010-88006378 
传真 010-88006368 010-88006368 

电子信箱 gtdl@sdicpower.com  gtdl@sdicpower.com  
 
§3 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摘要 

3.1 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要会 2011 年 2010 年 本年 200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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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数据 

调整后 调整前 

比上

年增

减（%）

调整后 调整前 

营 业 总

收入 
21,703,539,229.47 17,474,731,747.12 15,947,612,024.69 24.20 12,996,415,900.84  11,917,120,466.15 

营 业 利

润 
865,559,460.50 1,398,206,330.32 1,367,565,628.55 -38.10 1,196,562,966.48 1,192,092,029.43

利 润 总

额 
968,749,275.45 1,413,641,775.32 1,384,526,073.55 -31.47 1,246,415,923.42 1,241,993,165.78

归 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

的 净 利

润 

259,256,058.41 504,422,210.02 494,486,645.79 -48.60 532,538,773.21 531,370,805.25

归 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

的 扣 除

非 经 常

性 损 益

的 净 利

润 

203,529,269.20 477,253,326.29 477,253,326.29 -57.35 274,561,144.61 274,561,144.61

经 营 活

动 产 生

的 现 金

流 量 净

额 

5,376,582,107.46  5,076,237,224.70 5,045,281,505.99 5.92 5,034,364,108.30 5,044,550,123.26

2010 年末 2009 年末 

 2011 年末 
调整后 调整前 

本年

末比

上年

末增

减(%)

调整后 调整前 

资 产 总

额 
120,910,654,136.15  101,131,834,697.00 100,582,613,758.96 19.56 88,543,664,708.14 88,391,398,864.39

负 债 总

额 
99,156,250,463.36  84,953,794,182.71 84,500,350,136.05 16.72 72,128,063,952.42 72,029,350,322.57

归 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

的 所 有

者权益 

11,475,312,928.11  8,847,881,216.84 8,803,618,287.78 29.70 9,264,766,810.56 9,240,694,656.47

总股本 2,345,102,751.00  1,995,101,102.00 1,995,101,102.00 17.54 1,995,101,102.00 1,995,101,1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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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主要财务指标 

2010 年 2009 年 

 2011 年 
调整后 调整前 

本年比上

年增减

（%） 
调整后 调整前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281 0.2528 0.2479 -49.34 0.2669 0.2663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281 0.2528 0.2479 -49.34 0.2669 0.2663 

用最新股本计算的

每股收益（元/股） 
不适用 / / / / /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1005 0.2392 0.2392 -57.97 0.2423 0.242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2.79 5.30 5.21

减少 2.51
个百分点

5.76 5.76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2.19 5.03 5.03
减少 2.84
个百分点

6.12 6.12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股） 

2.2927 2.5444 2.5288 -9.89 2.5234 2.5285 

2010 年末 2009 年末 

 2011 年末 
调整后 调整前 

本年末比

上年末增

减（%）
调整后 调整前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股） 

4.89 4.43 4.41 10.34 4.64 4.63

资产负债率（%） 82.01 84.00 84.01 
减少 1.99
个百分点

81.46 81.49

 
3.3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2011 年金额 2010 年金额 2009 年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3,254,311.71 -10,147,039.13 -4,049,531.72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

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

业务密切相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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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817,532.06 46,641,979.75 63,391,154.38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

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
2,207,50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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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

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

日的当期净损益 

22,116,421.11 224,427,896.88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

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3,915,640.58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

收入 
2,000,000.00 1,929,420.18 1,266,666.68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

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795,064.48 -8,657,813.62 -3,851,898.7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45,481,209.00 -24,036,753.22 -28,548,184.75
所得税影响额 -4,150,286.62 -677,331.34 -781,623.07

合计 55,726,789.21 27,168,883.73 257,977,628.60
 

§4 股东持股情况和控制框图 

4.1 前 10 名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2011 年末股东总数 103,417 户
本年度报告公布日前一

个月末股东总数 

102,3
24 户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总数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

或冻

结的

股份

数量

国家开发投资公司 国家 61.60 1,444,604,341 940,472,766 无 
中国建设银行－博时主题行业股票证

券投资基金 
未知 3.38 79,341,963 

未

知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三组合 未知 2.53 59,418,743 
未

知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二组合 未知 0.90 21,208,851 
未

知 
中国建设银行－工银瑞信信用添利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0.75 17,578,327 

未

知 
中国建设银行－工银瑞信增强收益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0.68 16,000,000 

未

知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博时转

债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0.67 15,808,582 

未

知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八组合 未知 0.67 15,601,407 
未

知 
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保

险产品 
未知 0.47 11,102,101 

未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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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商银行－鹏华优质治理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LOF)           
未知 0.43 10,080,555 

未

知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国家开发投资公司 504,131,575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博时主题行业股票证

券投资基金 
79,341,963 人民币普通股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三组合 59,418,743 人民币普通股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二组合 21,208,851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工银瑞信信用添利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7,578,327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工银瑞信增强收益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6,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博时转

债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5,808,582 人民币普通股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八组合 15,601,407 人民币普通股  
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保

险产品 
11,102,101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鹏华优质治理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LOF) 
10,080,555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第一大股东国家开发投资公司与其余九名股东之间不存

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

致行动人；中国建设银行－博时主题行业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三组合、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二组合、全国

社保基金一零八组合、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博时转

债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同属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

理；中国建设银行－工银瑞信信用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建设银行－工银瑞信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同属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

在关联关系，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4.2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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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董事会报告 

5.1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概要 

1、报告期经营情况的回顾 

（1）报告期公司总体经营情况概述 
2011 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较快增长。根据中电联全国电力工业统计快报：2011 年，全国新增

装机容量 9041 万千瓦，年底发电装机容量达到 10.56 亿千瓦，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 11.74%。年度

6000 千瓦及以上电厂发电设备平均利用小时数为 4731 小时，同比增加 81 小时。其中，水电设备平

均利用小时 3028 小时，同比降低 376 小时，为近二十年来的最低水平；火电设备平均利用小时 5294
小时，为 2008 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同比提高 264 小时；风电 1903 小时，同比降低 144 小时。 

受电煤供应矛盾、主要水电来水偏枯影响，全国多个区域出现了电力供应紧张局面，但由于煤

炭价格大幅上涨，煤电联动不到位，全国大部分火电企业亏损严重。 
2011 年，公司以“强管理、强效益”为指导思想，积极克服煤价高位运行、煤电联动严重滞后、

财务成本大幅攀升等不利因素，继续深化开拓电力市场，强化燃煤管理，巩固安全生产，促进节能

减排，推进专业化管理，有序推动后续发展。 
2011 年公司新增总装机 30 万千瓦，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总装机 1733 万千瓦，控股装机 1276

万千瓦，权益装机 852 万千瓦。2011 年公司控股企业累计完成发电量 657.25 亿千瓦时、上网电量

630.97 亿千瓦时，与去年同期相比分别增长了 6.80%和 6.75%。 
2011 年，本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17.04 亿元，同比提高 24.20%；实现利润总额 9.69 亿元，同比

下降 31.47%；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59 亿元，同比下降 48.60%；实现每股收益 0.1281
元，同比下降 49.33%。盈利水平大幅下滑的主要原因：一是受燃煤价格大幅上涨和煤电联动政策滞

后影响，火电整体亏损加剧；二是受来水偏枯的影响，水电项目利润同比减少；三是受借款规模扩

大、利率提高和机组投产后部分贷款停止利息资本化的影响，财务费用大幅增加。 
2011 年公司重点工作完成情况如下： 
 
重点项目推进 
截至 2011 年末，公司在建资产总额 615.78 亿元，占公司总资产的 51%，其中：二滩在建资产

总额 598.71 亿元。为保障公司持续健康发展，公司高度重视重点项目的管理。年度二滩水电重点项

目进展顺利，二滩水电雅砻江流域锦屏一级水电站世界在建最高的锦屏一级拱坝浇筑高度超过 190 
米，首台机组吊装定子成功；锦屏二级水电站闸坝主体工程全面完成，总长达 120 公里的世界最大

规模的水工隧洞群全线贯通，首台机组吊装定子成功，为 2012 年按期投产打下良好基础；官地水

电站大坝全线封顶，达到高程 1334 米，导流洞工程顺利下闸蓄水，首台机组安装完成；桐子林水

电站实现大江截流，全面进入主体工程建设。杨房沟建设管理局(筹)、雅砻江上游建设管理局（筹）

成立。 
 
主要工作进展  
安全生产形势总体平稳，节能减排任务顺利完成。截至报告期末，NOSA 体系建设已 7 个项目

通过 NOSA 五星评审，在深化内部管理的同时，公司也针对外包工程和外用工人的事故着手加强对

外管理。报告期公司控股火电企业供电煤耗同比下降；分类综合厂用电率同比下降或持平。火电机

组全部配备了脱硫装置，华夏电力、国投宣城和国投北疆 2#机组完成了脱硝改造。国投北疆获“十

大绿色创新企业”称号；华夏电力获厦门市“十一五”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先进企业称号；靖远二

电获“黄河中上游流域节约用水先进集体”和“工业节能降耗先进单位”。公司新完成了张家口风电、

酒泉一、二风电等 3 个项目 CDM 注册，国投白银、乌金峡等 2 个项目获得减排量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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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料管理不断加强。针对电煤价格不断上涨的不利形势，公司与企业一道外抓采购、内抓管理。

年度公司多个投资企业在保证重点合同煤兑现率、推进集中采购、创新开拓煤源、开通煤炭通道等

方面取得了积极的进展，有效控制了采购成本。投资企业积极开展科学掺烧经济煤种，总结燃煤掺

烧对成本、设备、指标的影响，降低了发电成本、稳定了煤质。 
竞争发电量成效明显。年度各投资企业结合政策及市场的变化获取竞争性电量，争取效益最大

化。绝大多数火电发电利用小时创历史新高、发电利用小时在各区域排名位居前列。 
基建管理进一步深化。2009 年重大资产重组后，公司根据在建项目资产比重较大的情况，不断

加强基建管理和重点项目管理。全年基建项目工程进度可控在控。公司全面树立“基建为生产服务，

基建即经营”的理念，深化对标管理，规范招标管理，加强设计优化和过程监督，大力推进在建项

目达标和创优。年内二滩大坝荣获国际里程碑混凝土坝工程奖，国投北疆一期工程、乌金峡水电站

获得“中国电力优质工程奖”。  
积极争取电价政策。为落实二滩水电雅砻江流域大型水电站 2012 年起陆续投产后的项目电价，

公司及二滩水电积极配合国家有关部门的电价核定工作。  
财务管理和融资运作紧贴经营、突出重点。一是继续做好预算闭环管理，深入开展预算执行评

价工作，加大对利润敏感因素分析，为全年预算目标的实现提供了坚强的管理保证。二是积极开拓

公司和投资企业融资渠道，加大资金保障力度，较好保证了项目融资需求；三是用财务理念准确把

握和提前分析公司的重大经营和发展问题，及时作出分析报告，指导企业克服困难、度过难关。在

目前银根紧缩、火电企业经营困难的市场环境下，公司实现了整体负债率平稳，资金总体平衡，财

务风险可控。 
完成可转债和公开增发两项资本运作。在全体股东和广大投资者的大力支持下，公司年度完成

可转债和公开增发融资总额 55.805 亿元，及时满足了雅砻江下游在建项目的资金需求。 
继续完善制度建设，提升内控有效性。年度公司继续健全内控和风险管控体系，完成公司投资

企业审计 8 家，先后就全年预算完成情况与管控体系建设、技术监督、燃料管理、薪酬福利等专题

深入进行调研，切实解决企业经营难题，针对审计和管控体系自查发现的问题，及时下发整改要求，

不断推进制度在体系、层次、结构和内容上的创新完善并强化执行。年内新订修订了《可靠性监督

管理办法》、《电源建设项目前期工作管理办法》等二十一项制度。 
 
项目储备与公司发展 
公司以提升盈利能力为引领，着手制定“十二五”能源发展规划。坚持项目储备和适时开发相

结合的原则，充分论证并落实项目建设和经营内外部条件，优化前期项目布局。 
2011 年度新核准控股装机 81.65 万千瓦，其中：伊犁热电 60 万千瓦，白银风电二期 4.95 万千

万,新疆哈密一期 4.95 万千瓦,青海都兰一期 4.95 万千瓦,甘肃敦煌 1.8 万千万,宁夏石嘴山 2 万千瓦，

青海格尔木 3 万千瓦。 
截至 2011 年末，公司已核准在建控股装机容量 1216 万千瓦，在建控股装机容量占公司投产控

股装机容量的 95%，其中：水电 1140 万千瓦；火电 66 万千瓦；风电 4.95 万千瓦；光伏发电 5.3 万

千瓦。 
根据二滩水电雅砻江水能资源开发规划，在“十二五”期间，雅砻江流域下游在建的锦屏一级、

锦屏二级、官地、桐子林等电站陆续建成投产的同时，推进中上游项目的前期工作，2015 年雅砻江

流域力争投产装机容量达到 1470 万千瓦，公司控股装机规模实现翻番；2020 年雅砻江流域力争投

产装机容量达到 2000 万千瓦，占可开发容量的 68%；预计至 2025 年，雅砻江流域开发 3,000 万千

瓦目标将全面完成。从 2012 年一季度官地水电站首台机组投产起，二滩水电的持续快速增长已拉开

序幕，公司水电发展将迎来黄金十年。 
 

（2）公司主营业务及其经营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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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主营业务分行业、产品情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营业利润

率(%) 

营业收入

比上年增

减(%) 

营业成本

比上年增

减(%) 

营业利润

率比上年

增减（%）

电力 1,800,918 1,442,427 19.91 14.00 18.22 
减少 2.86
个百分点

原煤购销 348,518 341,227 2.09 128.22 130.55 
减少 0.99
个百分点

其他 10,270 15,731 -53.18 14.95 108.78 
减少 68.84
个百分点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营业利润

率(%) 

营业收入

比上年增

减(%) 

营业成本

比上年增

减(%) 

营业利润

率比上年

增减（%）

电力 1,800,918 1,442,427 19.91 14.00 18.22 
减少 2.86
个百分点

原煤购销 348,518 341,227 2.09 128.22 130.55 
减少 0.99
个百分点

其他 10,270 15,731 -53.18 14.95 108.78 
减少 68.84
个百分点

 
电力: 
①营业收入 
2011 年，本公司电力行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1,800,918 万元，较 2010 年增加 221,124 万元，增

长 14%，引起收入增长的主要原因： 
一是受益于电价上调政策，火电企业上网电价提高。 
二是受益于区域来水偏枯、电力需求增长、营销力度增强等因素，华夏电力、国投北部湾、靖

远二电、国投北疆等火电机组利用小时增加。 
三是受益于国投酒泉一、国有酒泉二、国投格尔木等新能源项目的投产，投产装机容量提升。 
②营业成本 
2011 年，本公司电力行业发生主营业务成本 1,442,427 万元，较 2010 年增加 222,296 万元，增

长 18.22%，引起成本增长的主要原因： 
一是发电量增加与新能源项目投产，营业成本相应提高。 
二是火电企业燃料价格大幅上涨。 
 
原煤购销: 
①营业收入 
2011 年，本公司原煤购销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348,518 万元，较 2010 年增加 195，806 万元，增

长 128%，引起收入增长的主要原因： 
一是大力开拓煤炭采购渠道，加大市场销售力度，原煤购销量同比增加。 
二是煤炭市场走高，销售价格提升。 
②营业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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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本公司煤炭销售产品发生营业成本 341,227 万元，较 2010 年增加 193,223 万元，增长

131%。引起营业成本增长的主要原因是业务量提高和煤炭采购单位成本上涨。 
 

2）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比上年增减（％） 
天津 381,260 18.59 
北京 301,639 111.18 
云南 292,564 3.26 
四川 290,296 -8.91 
甘肃 280,755 25.40 
福建 276,339 34.15 
广西 147,232 19.57 
安徽 122,698 12.07 
山西 46,878 374.68 
新疆 8,533 262.65 
河北 7,611 1,856.88 
青海 2,484 - 
宁夏 1,414 - 

2011年，天津地区、安徽地区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增加，主要原因是国投北疆、国投宣城受益于

用电需求增长和电价上调政策，机组利用小时提高和上网电价上升。 
2011年，北京地区、山西地区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增加，主要原因是国投煤炭运销、国投山西运

销的煤炭销售业务量提高和销售价格上升。 
2011年，云南地区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增加，主要原因：一是受益于来水情况较好和上游水电站

增强枯水期调节能力，国投大朝山发电量上升；二是国投曲靖上网电价提高。 
2011年，四川地区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减少，主要原因是受雅砻江流域来水特枯影响，二滩电站

发电量同比下滑。 
2011年，甘肃地区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增加，主要原因：一是靖远二电加大市场开拓力度，争取

扩销和外送电量，发电量增加；二是靖远二电电价提高；三是酒二风电等新能源项目投产增加收入。 
2011年，福建地区、广西地区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增加，主要原因华夏电力和国投北部湾受益于

区域来水偏枯和电价上调政策，机组利用小时提高和上网电价上升。 
2011年，河北地区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增加，主要原因是2011年为国投张家口第一个完整经营年

度，其机组利用小时和平均装机容量显著提高。 
2011年，新疆地区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增加，主要原因是2011年为国投伊犁取得委托运营收入的

第一个完整年度。 
2011年，宁夏地区、青海地区的国投石嘴山和国投格尔木光伏项目投产运营。 

 
主要供应商、客户情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

币 

前 5 名供应商采购金额合计      565,505 占采购比重 41.31% 

前 5 名销售客户销售额合计      1,374,060 占销售比重 6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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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报告期内利润构成、主营业务及其结构、主营业务盈利能力较前一报告期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说

明    
主营业务变化: 
2011年，本公司完成了对国投煤炭运销和国投山西运销各51%股权的收购，两家公司自2011年

初纳入本公司合并范围。因此，本公司2011年新增煤炭销售业务，其业务收入占本公司营业总收入

的16.06%，其贡献的收益占本公司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的3.95%。 
 
主盈利业务盈利能力变化: 
详见（1）报告期公司总体经营情况概述 “ 盈利水平下滑的主要原因”。 

 
（4）公司资产构成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2011 年年末 2010 年年末 

报表项目 
金额 占总资产比重 金额 占总资产比重

占资产比重变化 

货币资金    496,050 4.10%   117,092 1.16% 增加 2.94 个百分点

固定资产 4,262,822 35.26% 4,372,335 43.23% 下降 7.98 个百分点

在建工程 6,157,793 50.93% 4,639,377 45.87% 增加 5.05 个百分点

 
货币资金占总资产比重提高的主要原因是，临近期末公司公开增发3.5亿股普通股以及发行15亿

元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所募集资金尚未全部投入使用。 
固定资产占总资产比重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在建工程转固金额低于基建项目投资增加额，使得

固定资产净增加额小于在建工程净增加额。 
在建工程占总资产比重提高主要系二滩水电新建水电项目的工程投入增加所致。 

 
（5）管理费用、财务费用、所得税情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1 年 2010 年 增减率（%） 同比发生重大变动原因 

管理费用 56,027 47,091 18.98% 
税金、无形资产摊销等部分成本费用有

所增加 

财务费用 216,137 176,313 22.59% 
一是借款规模扩大；二是利率提高；三

是部分项目贷款停止资本化 

所得税 29,645 32,749 -9.48% 
二滩水电、靖远二电等投资企业利润同

比下滑 

 
（6）公司现金流量表构成及变动情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1 年 2010 年 
增减变动 
金额 

增减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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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537,658 507,624 30,034

主要系本年销售收到现金增

加额高于购买燃料和接受劳

务支出现金增加额所致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632,309 -1,354,327 -277,982

主要系二滩水电基建工程项

目同比支出增加所致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476,247 748,098 728,149

主要系本年增发股票和发行

可转换债券所致 
四、现金及现金等价

物净增加额 
381,597 -98,605 480,202 —— 

 
（7）公司主要子公司、参股公司的经营情况及业绩分析 

 1）贡献的净利润或投资收益占公司净利润 10％以上的子公司和参股公司经营情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公司名称 
业 务

性质 
注册 
资本 

总资产 
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权

益 

营业 
收入 

营业 
利润 

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 
国投电力有限

公司 
电力

投资 
400,000 9,683,372 871,153 917,736 92,771 36,102

国投小三峡 
水力

发电 
86,000 326,039 112,056 79,641 27,699 23,419

华夏电力 
火力

发电 
102,200 316,239 130,152 276,845 14,904 12,331

张掖发电 
火力

发电 
56,000 227,283 83,302 92,321 11,968 9,014

 
2）单个子公司或参股公司的经营业绩同比出现大幅波动，且对公司经营业绩造成重大影响的，

对其业绩波动情况及其变动原因分析说明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净利润 
公司名称 

2011 年 2010 年 

增减 
变动额 

同比 
增减

（％）

变动原因说明 

国投电力

有限公司 
36,102 41,875 -5,773 -14% 

一是燃煤价格大幅上涨；二是二

滩来水偏枯，发电量下降；三是利

率上调，使得财务费用增加；  

靖远二电 -1,842 2,774 -4,616 -166% 燃煤价格大幅上涨 

国投曲靖

发电 
-15,257 -2,312 -12,945 60%

一是燃料供应紧张和区域水电出

力增加，使得发电量下降；二是燃

煤价格大幅上涨 

国投北部

湾  
-6,582 -9,706 3,124 

减亏

32%

一是区域电力需求增长，使得机

组利用小时大幅提高；二是获得地

方政府对电力企业亏损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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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利润 
公司名称 

2011 年 2010 年 

增减 
变动额 

同比 
增减

（％）

变动原因说明 

华夏电力 12,331 7,628 4,703 62%
区域水电出力下降和社会用电需

求增长，使得发电量大幅提升 

国投酒泉

一  
3,168 577 2,591 449%

2011 年为第一个完整经营年

度，且风资源条件较好，机组

利用小时高 

 

（8）主要经营指标分析 

2011 年公司控股企业完成设备利用小时 5184 小时，同比增长 4%。其中：控股火电企业完成设

备利用小时 5874 小时，同比增长 13%。水电企业完成设备利用小时 4595 小时，同比下降 5%。风电

项目完成设备利用小时 1806 小时，同比增长 6%。 
2011年公司控股火电企业完成供电煤耗321.73克/千瓦时，同比下降2.15克/千瓦时；2011年公司

所属控股火电企业耗用标煤总量1221万吨，实际标煤单价792元/吨(不含税），同比增加88元/吨。公

司控股火电企业的标煤单价均有不同程度上涨，其中靖远、曲靖、宣城、北海涨幅较大。 
2011 年公司控股发电企业综合厂用电率为 4.02%，较上年 3.98%略有提高，主要原因是火电发

电量比重提高。 
2011年公司控股发电企业平均上网电价为0.331元/千瓦时（含税），同比上涨15.67元/千千瓦时，

同比上涨的主要原因：一是受益于电价上调政策的出台，火电企业电价水平有所提高；二是电价最

低的水电电量比重降低，电价水平相对较高的火电和新能源电量比重同比提升，电量结构的变化拉

高了平均电价水平。 

（9）重组收购标的盈利预测完成情况  
公司 2009 年重大资产重组过程中，公司与国家开发投资公司签署了《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

重大资产重组之补偿协议》，就收购的标的资产国投电力有限公司《资产评估报告》收益法下 2011
年净利润预测为 31185.09 万元，若国投电力有限公司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数未达到上述预

测，则国家开发投资公司补偿相应年度两者间的差额。国投电力有限公司 2011 年归属于母公司的净

利润 36101.75 万元，较盈利预测高出 16%，完成了重组盈利预测。  
  

 
5.2 主营业务分行业、产品情况表 
  请见前述 5.1 
 
5.3 报告期内利润构成、主营业务及其结构、主营业务盈利能力较前一报告期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

说明 
  请见前述 5.1 
 
§6 财务报告 

6.1 本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的变更 
 



国投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报告摘要 

 13

6.2 前期会计差错的内容、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6.2.1 追溯重述法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会计差错更正的内容 批准处理情况 
受影响的各个比较期间

报表项目名称 
累积影响数 

国投小三峡水库库区基

金 
国投小三峡董事会批准

其他应付款、应交税费、

未分配利润、少数股东

权益 

-20,722,355.95

 
6.2.2 未来适用法 
无 
 
6.3 与最近一期年度报告相比，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具体说明 
(1)2011 年，公司收购国投物流有限公司下属的国投煤炭运销 51%股权和国投山西运销 51%的股权，

形成同一控制下的控股合并，国投煤炭运销和国投山西运销自本年初纳入合并范围。 
(2)公司于 2011 年新设成立国投宁夏风电、国投哈密风电、国投青海风电，本期将其纳入合并范围。 
 
 
 
 
 
 
 

                                                      国投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胡刚  

  

  2012 年 4 月 1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