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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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罗伟新 董事 因公出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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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獐子岛 股票代码 002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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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福君 阎忠吉

办公地址

大连市中山区港兴路6号大连万达

中心写字楼27层

大连市中山区港兴路6号大连万达

中心写字楼27层

电话 0411-39016969 0411-39016968

电子信箱 touzizhe@zhangzidao.com yanzhongji@zhangzidao.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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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5,318,937.10 1,336,900,753.04 12.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30,774,672.23 6,687,842.30 360.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31,892,995.68 -24,675,851.39 229.2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161,511,993.52 3,792,904.66 -4,358.2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 0.009 344.4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 0.009 344.4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83% 0.75%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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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25,067,562.22 4,474,231,573.63 3.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103,702,571.04 1,072,840,016.03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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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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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长海县獐子岛

投资发展中心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30.76%

218,768,

800

质押

106,700,

000

北京吉融元通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和

岛一号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8.32% 59,161,200

长海县獐子岛褡裢

经济发展中心

境内非国

有法人

7.21% 51,286,800

长海县獐子岛大耗

经济发展中心

境内非国

有法人

6.85% 48,705,645

吴厚刚

境内自然

人

4.12% 29,292,000 23,896,000 质押

23,000,

000

兵工财务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1.16% 8,268,603

花中富

境内自然

人

1.13% 8,006,700

獐子岛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第1期员工

持股计划

其他 0.95% 6,766,033

陆炳荣

境内自然

人

0.69% 4,898,891

广东恒健资本管理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63% 4,5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1、上述股东中，长海县獐子岛投资发展中心、北京吉融元通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和岛一号证券投资基金、 长海县獐子岛褡裢经济发展中心、 吴厚

刚、长海县獐子岛大耗经济发展中心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均与其他股东

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1期员工持股计划为

公司员工持股计划。2、未知剩余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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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

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是

畜禽水产养殖业

公司需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1号———上市公司从事畜禽、水产养

殖业务》的披露要求

2017年上半年，公司继续贯彻落实提升“产品力、销售力、成本控制力” 举措，围绕“聚

焦运营、释能提速” 的主基调，释放在资源、市场、技术、资金、队伍、品牌等经营要素上所积

蓄的潜能，全力推进向“市场+资源”“技术+市场” 转型、“食材企业向食品企业” 升级，公

司年度经营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主要工作内容如下：

（一）改善运营质量，提升经营性利润水平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发挥活品、海参专卖、休闲食品、流通、电商等全渠道优势及营销功

能，国内、外市场端开拓释能提速。 扇贝活品销售精准对位开发市场，量价齐升，海螺吨值创

历史新高，珍蚝、鲍鱼等在运营模式改进的基础上增量增效，海参产品毛利率不断提升，休

闲食品合作店铺倍增至4000多家，电商线上线下平台合作不断优化和深化，各加工厂产能

利用充分，订单充足，“加工+贸易” 、“冷藏+贸易” 模式促进海外市场继续保持良好发展态

势。

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505,318,937.10元，同比增长12.60%；实现营业利润34,

200,361.42元，同比增长242.40%；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0,774,672.23元，同

比增长360.16%。

（二）加快“三个平台” 能力建设，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推进向“市场+资源”“技术+市场”转型、“食材企业向食品企业”

升级，海洋牧场资源整合平台、供应链保障平台、O2O消费者服务平台建设进步显著，资源

整合、创新研发、信息化建设等表现突出。

1、海洋牧场资源端增效释能提速

海洋牧场围绕资源恢复与价值提升的目标，扎实推进各项工作。 苗种方面积极布局辽

宁、山东主要资源产区，苗量实现较好效果。 海洋牧场资源保持稳定供应：一龄贝生产及收

获达预期；扇贝活品市场供应平稳增长，扇贝销售精准对位和服务开发市场，保障北上广等

主要销区销量及市场份额同比增长，实现量价齐升；抢抓海螺市场机会，提升资源价值，海

螺吨值创历史新高；海参资源培植效果凸显，毛利率大幅提升；珍蚝产业充分利用三倍体技

术与生态技术，有序规划资源与市场，资源得以整合与培植。 海洋牧场内部实施“养管结

合” ，外部开展常态海上联合巡检，资源养护与安全保护工作取得良好成效。

海洋牧场生态技术服务能力不断加强。 海洋牧场按照“避让、识别、容量、良种、标准”

五项适应性管理措施进行管理，发挥生态大数据平台效能，强化生态与产品关联、科技与生

产融合，对海洋牧场进行实时性、应急性、周期性管理，不断提升生态技术与生物技术应用

和转化效率，内部技术服务体系日渐成熟。 青岛前沿海洋种业公司按计划生产，培育的三倍

体牡蛎苗种上市销售，市场知名度与影响力不断增强。 “产、学、研” 等科研项目持续推进，

不断探索以新技术研发、转化带动产业升级。 公司作为国内唯一水产企业参加了国家2030

种业自主创新重大工程指南编制工作。

2、市场保障与服务端能力升级释能提速

报告期内，公司各业务单元抢资源、拓渠道、推新品，取得了较好的销售业绩，销售对后

端养殖、加工生产拉动效应明显。 休闲食品与良品铺子深度战略合作并积极拓展新渠道，目

前零食专卖终端超过4000家，休闲食品增加了近20款新品种，销量亦实现了跨越式增长；食

品板块与国内知名连锁专卖店、便利店、商超等开展多渠道、多品系合作；海参产品全新升

级终端品牌形象，加强经销商优胜劣汰和价格规范，严把产品质量关，聚焦发力淡干海参、

参旅等优势单品。 公司海参样品顺利通过了辽宁局检验检疫技术中心对181种兽药残留的

检测，成为国内首家通过全面兽药残留检测的海洋食品企业，海参品牌的市场认可度持续

提升，销售毛利率大幅提高。 冻品流通渠道优化升级重点城市合作客户，鲍宴新产品完成全

面铺货，冻煮鲍鱼销售拉动利润提升。

公司供应链平台各加工企业订单充足。 “加工+贸易” 模式凸显良好效果，贸易业务同

比增长约20%；加快现有食品生产线周转及运行效率，保障产能及市场供应；海外公司积极

对接开发海外优质资源，推进集团粉丝贝与调理食品在北美等地区的销售，贝类等原料与

产品资源整合与采购能力不断增强，满足国内差异化消费需求。

公司功能性资产的运行取得较好效果。 上海大洋基地被浦东机场检验检疫局指定为进

境鲜活水产品委托暂养专用区。 中央保税冷藏库获肉类查验直提资质、海关查验场所资质，

成为自贸区第一批试点企业，仓储量创新高。 运输公司高效调配车辆，保障集团活品销售运

输与外部业务需求。 贝类加工中心、韩国项目、海外龙虾基地等项目的功能释放，均在积极

向前推进。 消费者服务平台与供应链保障平台等信息化建设按步骤推进。

3、新业态与新技术创新能力释能提速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拥抱互联网时代，大数据、人工智能、机器人、数字化等第四次工业

革命的核心元素已融入集团发展战略，并逐步渗透到各经营单元的生产、销售、经营与管

理。

电商业务广泛整合利用线上平台提升销售、提升品牌，承接大数据赋能，推动消费者运

营创新，实现了更具盈利性的增长。 公司与阿里确立JBP战略合作，在产品创新、渠道管理、

品牌建设等领域发挥各自行业领先优势，共同拓展生鲜市场空间。 与天猫、京东、顺丰、易果

等平台合作不断深入，销量稳定增长。 借“618” 之际，为消费者安排了多种实惠、优质的海

洋食品，让消费者在家中即可享用地道的海洋大餐，从订单情况看，加拿大龙虾、即食海参、

蒜蓉粉丝扇贝等排在前列，同时，公司推出的文莱皇室专供的有机蓝虾产品、泰国白虾等新

产品亦颇受消费者喜爱。

公司努力打造“好产品、好品牌、好服务” 。 食品研发坚持用户中心、市场导向、渠道驱

动，打磨极致产品，提高转化速度，上半年开发新品30个，连壳鲍鱼、花蛤系列、浪蛤系列、照

烧鳗鱼等15个新产品成功上市，获得市场好评，新品收入贡献提升。 成立“海洋食品创新研

究院” ，借力院士团队强化食品创新研发的产学研平台力量。 深化开展与专业餐饮团队及工

匠大师的合作，以“獐子岛味道”为核心开发特色产品，加快推进集团向食品战略转型进程。

（三）持续品牌修复，树立良好口碑

报告期内，集团围绕品质、文化、重点经营活动，持续塑造与传播品牌，品牌影响力与领

先性不断提升，市场口碑持续向好。 品牌对“全球资源、全球市场、全球流通”战略的驱动作

用日益显现。

公司虾夷扇贝渔场顺利通过MSC第二次年度监督审核， 再次完成虾夷扇贝碳足迹追

踪，2016年培育的虾夷扇贝带来的碳汇效果相当于约641万棵大树一年在大气中的碳移除

量。参加冬夏季达沃斯、中国农业品牌发展论坛、MSC中国可持续海产品市场发展倡议等活

动，“海参大雪采捕” 、“海鲜的名义” 等营销举措有效促进了公司品牌传播与产品推广。 成

功组织2017年全国海钓大师积分赛，海洋牧场渔业资源养护广受赞誉、海钓大赛模式获全

国推广。 公司获“鲲鹏奖-中国水产行业推动企业” 、大连市民信赖“十大食品品牌” 等荣

誉。

（四）产业与资本融合，提速主营业务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探索外延式发展方式，拓展主营业务的深度和广度，挖掘、培育新的利

润增长点。 与国泰元鑫、上海积泉合作设立水产品产业并购基金，拟投资水产品行业的相关

上下游产业。 与乳山市政府签署合作框架协议，基于公司海洋牧场模式与技术优势、乳山牡

蛎的资源优势，拟合作设立产业基金，打造以牡蛎为主导品种的国际一流现代海洋牧场。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期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主体较上期相比，增加大连獐子岛海钓服务有限公司。

3、其他重大事项的说明

2017年7月31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融资租赁方式

进行融资的议案》。根据公司生产经营需要，为进一步开拓融资渠道，盘活存量固定资产，公

司拟与平安国际融资租赁（天津）有限公司以“售后回租” 的方式进行融资租赁交易，租赁

物为公司名下的生产设备等，融资总金额4,000万元，租赁期限3年。

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利用现有固定资产进行融资，有利于进一步拓宽融资渠道，降

低融资难度与融资成本，满足公司生产经营资金需求，亦有利于优化公司的债务结构，盘活

存量固定资产，增强市场竞争力。 公司本次实施融资租赁业务，不会影响租赁标的的正常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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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獐子岛 公告编号：

2017－44

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2017年

8月8日以电话、传真或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和会议资料，并于2017年8月14日9时在

公司27楼1号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10名，实到董事9名，缺席董事1名，董事罗伟新因公

出差缺席本次董事会，监事及部分高管列席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与会董事经过讨论，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2017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报告全文于2017年8月16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供投

资者查阅。报告摘要详见公司于2017年8月16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

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7—43）。

特此公告

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8月16日

证券代码：

002069

证券简称：獐子岛 公告编号：

2017－46

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17年8

月8日以电话、传真或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和会议资料，并于2017年8月14日13时在

公司27层1号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本次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监事会主席杨育健女士主持本次会议，经记名投票表决审议通过

并形成了如下决议：

会议以赞成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了《2017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

要。

报告全文于2017年8月16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供投

资者查阅。报告摘要详见公司于2017年8月16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

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7—43）。

监事会发表结论性审核意见如下：经审核，监事会认为《2017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

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此公告

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7年8月16日

证券代码：

002069

证券简称：獐子岛 公告编号：

2017-43

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

601991

公司简称：大唐发电

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一 重要提示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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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

年度报告全文。

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

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董事 梁永磐 公务原因 应学军

独立董事 刘吉臻 公务原因 罗仲伟

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大唐发电 601991

H股 香港联合证券交易所有限公司 大唐发电 00991

H股 伦敦证券交易所 DAT 991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应学军 魏玉萍

电话 （010）88008678 （010）88008669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广宁伯街9号 北京市西城区广宁伯街9号

电子信箱

YINGXUEJUN@DTPOWER.

COM

WEIYUPING@DTPOWER.COM

2.2�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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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811,315 233,222,425 -0.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40,786,330 39,718,450 2.69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7,348,592 10,725,301 -31.48

营业收入 30,047,916 29,198,539 2.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080,774 1,693,687 -36.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849,996 1,636,053 -48.0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2.68 3.69 减少1.0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0.0812 0.1272 -36.16

稀释每股收益 （元／

股）

0.0812 0.1272 -36.16

2.3�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230,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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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

量

中国大唐集团公司 国有法人 31.10 4,138,977,414 / 未知 49,000,000

HKSCC��� NOMINEES�

LIMITED

境外法人 24.73 3,291,752,921 / 无 /

天津市津能投资公司 国有法人 9.74 1,296,012,600 / 无 /

河北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9.62 1,280,872,927 / 无 /

北京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9.47 1,260,988,672 / 无 /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91 387,353,765 / 无 /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0.58 76,904,200 / 无 /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中

信民生财富2期指定型结构化

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0.53 70,000,000 / 无 /

航天科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41 54,901,264 / 无 /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中

信民生财富4期指定型结构化

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0.39 52,399,942 / 无 /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大唐集团之全资子公司中国大唐海外(香港)有限公司持有本

公司H股480,680,000股，包含在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

限公司持有股份中，约占公司总股本的3.61%；截至2017年6月

30日， 大唐集团及子公司合计持有本公司已发行股份4,628,

396,014股，合计约占本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34.77%。

2.4�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2009 年 大 唐

国际发 电股

份有限 公司

第一期 公司

债券

09大唐债 122017 2009-08-17 2019-08-17 30 5.00

2011 年 大 唐

国际发 电股

份有限 公司

公司债券（09

大唐 债第二

期）

11大唐01 122066 2011-04-20 2021-04-20 30 5.25

2012 年 大 唐

国际发 电股

份有限 公司

公司债券（第

一期）

12大唐01 122244 2013-03-27 2023-03-27 30 5.10

2012 年 大 唐

国际发 电股

份有限 公司

公司债券（第

二期）

12大唐02 122334 2014-11-03 2024-11-03 30 5.00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主要指标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资产负债率 0.74 0.75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3.07 2.80

关于逾期债项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17年上半年，面对电力体制改革深入推进,电煤保供控价形势异常严峻等复杂局面，

公司紧盯“行业领先、国际一流” 目标，紧扣“全面提质” 主线，主动适应国家政策与市场环

境的变化，积极推进各项生产经营管理工作，全力实施赶超计划，抢发争发效益电量，煤价

控制保持较好水平，对标先进降低费用，较好完成了上半年各项工作任务，为圆满实现“全

面提升年”奋斗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

报告期内，公司利润总额约为人民币17.82亿元，同比降低48.6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净利润约为人民币10.81亿元，同比降低36.19%；截至2017年6月30日，公司合并资产总额

约为人民币2318.11亿元，较年初减少0.61%；资产负债率完成74.28%，较年初降低0.60个百

分点。

1、安全生产管控不断加强。 公司始终坚持安全生产基础地位不动摇，保持安全管理高

压态势。 始终坚持抓小事防大事、把未遂当已遂，对安全隐患零容忍，对安全问题从严追责、

升级考核。 深入实施班组标准化建设，不断强化全员安全意识和安全技能。 圆满完成了“两

节”“两会”“一带一路” 高峰论坛保电任务。 全力抓好大机组竞赛管理，坚持以竞赛促机组

健康经济运行，促人员技术水平提升，其中8台600MW机组获奖，同比增加4台，9台300MW

机组获奖，同比增加5台。 托克托发电公司、乌沙山发电公司、盘山发电公司、张家口发电厂

等企业6台机组在全国可靠性机组评价中获奖。 持续推进科技创新，上半年共新获发明专利

12项，获实用新型专利120个。

2、对标提升成效显著。 一是全力以赴抢发电量。 以对标为抓手，强化区域对标、同类对

标，抢抓一切有效益的市场电量。 积极参与市场电量竞争，强化营销体系建设，不断提高市

场竞争能力。于报告期内，公司累计完成发电量约905.76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约10.52%。二

是千方百计控降煤价。 加强专业部门间的协调联动，从燃料采购、库存优化、配煤掺烧等方

面入手，创新燃料管理模式，抓住煤炭市场有利时机，全力降低燃料成本。 三是全面加强费

用管控。 强化预算的全面性和刚性，严控各项费用支出。

3、优化发展连获突破。 公司启动“十三五”发展规划滚动修编工作，积极推进重点项目

落地，寻求转型升级的最优路径。海南项目开发实现零突破，获得陵水富力海洋公园6.7MW

分布式光伏项目开发权。 报告期内，公司新增装机容量2,756.5兆瓦；其中，托克托发电厂五

期工程两台66万千瓦机组顺利投产跃居世界最大火电厂； 长河坝水电站已投产3台65万千

瓦机组，成为公司装机规模最大的在役水电站。

4、资本运营稳步推进。优化产权结构，盘活存量资产，实现保值增值。报告期内，公司完

成所持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2.31%全部股权及重庆渝能扬子电力有限公司

100%股权转让工作，转让收益分别为人民币2.38亿元、人民币2,152万元，回收资金分别为

人民币4.08亿元、人民币2,368万元。 公司A股股票及H股股票非公开发行工作已完成中国

证监会首轮反馈意见的回复。

5、党建工作扎实推进。 公司充分发挥中央企业的政治优势，把加强党的领导和完善公

司治理有机结合，按照中共中央组织部、国务院国资委党委关于将国有企业党建工作总体

要求写入公司章程的要求，明确党组织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相关事项已经

公司董事会及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3.2�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

影响

√适用 □不适用

（一）变更的内容及原因

财政部于2017年4月及5月分别颁布了 《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

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以下简称“准则42号” )和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

府补助》(以下简称“准则16号(2017)” )，其中准则42号自2017年5月28日起施行；准则16号

(2017)自2017年6月12日起施行。

采用上述企业会计准则后的主要会计政策已在公司2017年半年度报告“第十节、五”

中列示。

本公司及其子公司采用上述企业会计准则的主要影响如下：

（1）持有待售

本公司及其子公司根据准则42号有关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或处置组的分类、计量和

列报等规定，对相关资产进行了重新梳理，采用该准则未对本公司及其子公司财务状况和

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2）政府补助

本公司及其子公司根据准则16号(2017)� 的规定，对2017年1月1日存在的政府补助进

行了重新梳理，采用未来适用法变更了相关会计政策。 采用该准则未对本公司及其子公司

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采用该准则后，对于与企业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在计入利润表时，按照经济业务

实质由原计入营业外收入改为计入其他收益。

（二）变更对当期财务报表的影响

采用变更后会计政策编制的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6个月期间合并利润表及利润表各

项目、2017年6月30日合并资产负债表及资产负债表各项目，与假定采用变更前会计政策编

制的这些报表项目相比，受影响项目的增减情况如下：

（1） 本期会计政策变更对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6个月期间合并利润表及利润表各项

目的影响分析如下：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2017年1-6月份影响金额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 合并 母公司

其他收益 170,678 104,090

营业利润 170,678 104,090

营业外收入 -170,678 -104,090

利润总额 / /

净利润 / /

（2）本期会计政策变更对2017年6月30日合并资产负债表及资产负债表各项目无影响。

3.3�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证券代码：

601991

证券简称：大唐发电 公告编号：

2017-056

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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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7年8月15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 北京市西城区广宁伯街9号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或“本公司” ）1608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0

其中：A股股东人数 8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8,737,593,051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7,981,748,153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755,844,89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5.65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59.97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5.6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临时股东大会” ）由公司董事长陈进行先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5人，出席13人，梁永磐董事、刘吉臻董事由于公务原因不能亲自出

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

2、 公司在任监事4人，出席3人，刘全成监事由于公务原因不能亲自出席本次临时股东

大会；

3、 董事会秘书应学军先生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聘用2017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981,748,153 100 0 0 0 0

H股 755,844,898 100 0 0 0 0

普通股合计： 8,737,593,051 100 0 0 0 0

2、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A股 7,977,932,413 99.95 3,815,740 0.05 0 0

H股 266,578,127 35.27 489,266,771 64.73 0 0

普通股合计： 8,244,510,540 94.36 493,082,511 5.64 0 0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第2项《关于修改〈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为特

别决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浩天信和律师事务所

律师：陶姗律师、李琳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上述两位律师对本次临时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依法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国法律和大唐发电《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

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符合中国法律和大唐发电《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临时股东

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8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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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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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大唐发电” 或“公司” ） 第九届十六次董事会会议于

2017年8月15日（星期二）在北京市西城区广宁伯街9号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1608会

议室召开。会议通知已于2017年8月1日以书面形式发出。会议应到董事15名，实到董事13名。

梁永磐董事、刘吉臻董事由于公务原因不能亲自出席本次会议，已分别授权应学军董事、罗仲

伟董事代为出席并表决。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大唐国际发电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公司3名监事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由董事长陈进行

先生主持。 经出席会议的董事或其授权委托人举手表决，会议一致通过并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发布2017年半年度报告的议案》

1.表决结果：同意15票，反对0票，回避表决0票

同意公司2017年半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摘要及中期业绩公告内容。

2.表决结果：同意12票，反对0票，回避表决3票

确认“2017年上半年主要关联交易执行情况” ,董事(包括独立董事)认为2017年上半年

发生的关联交易事项属公司日常业务中按一般商务条款进行的交易；相关交易公平、合理，

符合公司及股东的整体利益。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关联董事陈进行、刘传东、梁

永磐已就所涉及关联交易事项放弃表决。

二、审议通过《关于投资建设福建平潭长江澳海上风电项目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5票，反对0票，回避表决0票

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福建大唐国际新能源有限公司（“福建新能源公司” ）与平潭综合

实验区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平潭交通投资公司” ）共同出资组建项目公司开发建设福

建平潭长江澳海上风电项目 （规划总装机规模为250MW， 分两期建设， 一期装机容量

185MW）；其中，福建新能源公司出资80%，平潭交通投资公司出资20%。

待相关协议签署后，公司将按规定另行发布相关公告。

三、审议通过《关于委托大唐环境公司承担公司部分企业相关EPC项目及脱硫脱硝特

许经营项目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票，反对0票，回避表决3票

1.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广东大唐国际雷州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与大唐环境产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大唐环境公司” ）（或其分子公司） 分别签订“输煤系统EPC总承包合同” 、

“除灰、除尘、除渣岛系统EPC总承包合同” 、“烟气脱硫特许经营合同” 、“烟气脱硝特许经

营合同”和“凝结水精处理系统采购合同” 。

2.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辽宁大唐国际沈东热电有限责任公司与大唐环境公司（或其分

子公司）签订“烟气脱硫、脱硝特许经营合同” 。

3.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河北大唐国际唐山北郊热电有限责任公司与大唐环境公司（或

其分子公司）分别签订“输煤系统EPC工程合同” 、“除渣、除尘、除灰、烟囱玻璃钢内筒EPC

工程合同” 、“水务管理系统EPC工程合同”和“烟气脱硫、脱硝特许经营合同” 。

4.同意将上述签订烟气脱硫、脱硝特许经营项目合同事宜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如适用）。

待相关合同签署后，公司将按规定另行发布相关公告。

四、审议通过《关于2017年新增煤炭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票，反对0票，回避表决3票

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大唐燃料有限公司与中国大唐集团公司子公司大唐桂冠合山

发电有限公司、大唐黄岛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大唐耒阳发电厂和大唐南京发电厂签订煤炭购

销框架协议，预计年度交易金额上限合计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协议期限为自协议生效之

日起至2017年12月31日。

待相关协议签署后，公司将按规定另行发布相关公告。

五、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5票，反对0票，回避表决0票

同意修订后的《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相关制度详情，请见公司同日发布的相关公告。

六、审议通过《关于对瓦房店热电公司进行吸收合并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5票，反对0票，回避表决0票

同意公司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辽宁大唐国际瓦房店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瓦房店热电

公司” ）。 吸收合并完成后，本公司存续经营，瓦房店热电公司法人资格注销。

同意将上述吸收合并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有关吸收合并的安排，请见公司同日发布的相关公告。

根据上市地上市规则，上述第三、四项议案相关事项构成本公司关联交易，关联董事陈

进行先生、刘传东先生、梁永磐先生已就上述决议事项回避表决。公司董事（包括独立董事）

认为上述交易事项乃属公司日常业务中按一般商务条款进行的交易，相关交易公平、公允、

合理，符合公司及股东的整体利益。

鉴于上述第三项议案中有关签订烟气脱硫、脱硝特许经营项目合同的事宜及第六项议

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如适用），公司将适时发出股东大会通知。

特此公告。

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年8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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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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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概述

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17年8月15日召开了第九届十六

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瓦房店热电公司进行吸收合并的议案》，拟通过整体吸收合并的方式

合并公司全资子公司辽宁大唐国际瓦房店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瓦房店热电公司” ）。

本次吸收合并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形。

本次吸收合并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合并各方的基本情况介绍

合并方：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被合并方：辽宁大唐国际瓦房店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1、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成立于1994年12月13日，注册资本为1,331,003.7578万元（“人民币” ，下同），注册地为北

京市西城区广宁伯街9号，法定代表人：陈进行。

经营范围：建设、经营电厂；销售电力、热力；电力设备的检修调试；电力技术服务。

截至2017年6月30日，公司资产总额约23,181,131.5万元，负债总额约17,219,473.4万元，净资产约

5,961,658.1万元，利润总额约178,220.6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辽宁大唐国际瓦房店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瓦房店热电公司成立于2009年12月25日，注册资本金4,000万元，注册地为辽宁省瓦房店市文兰办

事处钻石街金地河畔35-2号，法定代表人：郭瑞先。

经营范围：电力、热力项目的投资及策划。 该公司主要负责瓦房店热电项目的前期工作。

截至2017年6月30日， 瓦房店热电公司资产总额为4,143.05万元， 负债总额为0万元， 净资产为4,

143.05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吸收合并的方式、范围及相关安排

1、公司通过整体吸收合并的方式合并瓦房店热电公司，合并完成后，公司存续经营，瓦房店热电公司

的独立法人资格注销。

2、本次吸收合并完成后，瓦房店热电公司的所有财产及权利义务均由本公司无条件承受，所有债务

由本公司承担，债权由本公司享有。

3、公司将与瓦房店热电公司（“合并双方” ）签署《吸收合并协议》，编制资产负债表、财产清单及清

算报告，履行通知债权人和公告程序。

4、合并双方将共同完成资产转移相关工作，并完成税务、银行、工商注销等程序。

5、合并双方履行法律、行政法规及监管部门规定的其他程序。

四、吸收合并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吸收合并有利于公司优化内部管理结构，减少管理层级，降低管理成本，提高管理效率。 鉴于瓦

房店热电公司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其财务报表已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因此本次吸收合并不会对

公司的当期损益产生影响，也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本次合并不涉及公司股本及注册资本的变化。

五、备查文件

公司第九届十六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8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