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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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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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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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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0311-85518633 

电子信箱 jei@jei.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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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8,845,576,213.15 7,467,724,860.57 18.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9,080,286.51 140,801,517.00 -141.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23,641,043.41 119,647,964.88 -203.3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42,093,450.62 889,321,621.00 -61.5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3 0.079 -141.7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3 0.079 -141.7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62% 1.14% 下降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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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资产（元） 37,120,602,579.78 38,527,872,934.56 -3.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9,534,096,175.94 9,593,176,462.45 -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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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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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5,905,950.00 701,495,667.0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32% 23,593,600.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

银施罗德趋势优先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1% 21,623,765.00    

倪晶 境内自然人 0.54% 9,617,69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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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49% 8,845,824.0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安安

华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44% 7,800,200.0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银施

罗德启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32% 5,670,700.00    

张学荣 境内自然人 0.20% 3,533,922.00    

杨晓俊 境内自然人 0.15% 2,646,700.00    

邱进森 境外自然人 0.14% 2,491,179.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一致行动人情况。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股东倪晶、张学荣及杨晓俊分别通过信用担保

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9,617,697 股、3,533,922 股和 2,646,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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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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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06 月 16 日 2026 年 06 月 18 日 150,000 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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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期） 

21 建能 02 149743 2021 年 12 月 13 日 2026 年 12 月 15 日 100,000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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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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37% 68.49%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1.01 1.63 

三、重要事项 

2022 年上半年，国际环境更趋严峻复杂，国内疫情多地散发，对我国经济持续稳定恢

复造成较大冲击。社会用电量增速放缓，叠加煤炭价格持续高位运行，火电行业经营仍面

临巨大压力。公司坚持“控成本、谋发展、促转型”的经营思路，统筹疫情常态化防控和

生产经营改革发展工作，全面落实能源保供任务，努力提升经营绩效。 

2022 年上半年，公司安全生产保持平稳态势，未发生人身伤亡、重大设备损坏及火灾

等事故，顺利完成了春节、冬奥会、全国“两会”等重要时间节点的保供任务。公司控股

运营发电公司共完成发电量 191.14 亿千瓦时，完成上网电量 178.15 亿千瓦时，分别较去

年同期减少 5.55%和 5.73%；发电机组平均利用小时 2,089 小时，较去年同期降低 123 小时，

高于全国火电平均利用小时 32 小时。平均结算电价 393.73 元/兆瓦时，同比提高 24.07%。

平均综合标煤单价 963.65 元/吨，同比上升 37%。累计完成售热量 3,892.04 万吉焦，同比

增长 18.42%。 

公司加速布局清洁能源领域。上半年全资设立冀能新能源公司，开展内蒙古自治区清

洁能源项目开发工作；购买建昊公司股权并进一步增资，加快进入光伏发电领域。积极跟

进储能、氢能等行业政策和技术发展，以 25%股权比例参股绿能科技，参与氢气液化技术

的研发；抢抓抽水蓄能快速发展机遇，积极争取项目参与权。 

公司在报告期内生产经营与管理运作的详情，请参阅公司《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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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8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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