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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ijing Jingneng Clean Energy Co., Limited
北京京能清潔能源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579）

截至2011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年度業績公佈
及

特別分派的進展

財務摘要

• 截至�0��年��月��日止年度，收入人民幣�,�0�.0百萬元，比去年增長�.�%

• 截至�0��年��月��日止年度，除稅前溢利人民幣�,0�0.�百萬元，比去年增長
��.�%

• 截至�0��年��月��日止年度，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年內溢利及綜合收益總額人
民幣�0�.�百萬元，比去年增長��.�%

• 截至�0��年��月��日止年度，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人民幣��.��分

末期股息

• 董事會薦議派發截至�0��年��月��日止年度的末期股息每股人民幣0.���分（含
稅），共計人民幣��.�百萬元

特別分派

• 董事會根據較早前股東批准決議宣派特別分派人民幣���.�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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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摘要

北京京能清潔能源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
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或「我們」）截至�0��年��月��日止年度（「報告期」），根
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的綜合業績。

合併綜合收益表

下表載列我們於所示年度的合併綜合收益表：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11年  �0�0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入 � 3,905,030  �,���,���
其他收入 � 962,124  �0�,0��
燃氣消耗  (2,110,052 ) (�,��0,��� )
折舊和攤銷  (767,754 ) (���,��� )
員工成本  (194,778 ) (���,��� )
維修保養  (102,738 ) (�0�,��� )
其他開支  (195,106 ) (���,��� )
其他利得及虧損 � (6,019 ) ��,��0    

經營溢利  1,490,707  �,00�,0��
利息收入 � 15,343  ��,�0�
財務費用 � (582,588 ) (�00,��� )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147,398  ��,���
應佔合營公司業績  (316 ) ��0    

除稅前溢利  1,070,544  ���,0��
所得稅開支 � (175,559 ) (��,��0 )    

年內溢利及綜合收益總額  894,985  ��0,�0�    

應佔年內溢利及綜合收益總額：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803,455  ���,���
 －非控股權益  91,530  ��,���    

  894,985  ��0,�0�    

  2011年  �0�0年
  人民幣（分）  人民幣（分）

每股盈利
 基本及攤薄 �� 15.9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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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財務狀況表

下表載列我們於所示日期的合併財務狀況表：

 於12月31日
  2011年  �0�0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4,044,371  ��,���,���
無形資產  3,627,509  �,�0�,���
預付租賃款項  91,499  ��,�0�
於聯營公司的投資  1,267,749  �,��0,���
向聯營公司貸款  136,440  �0�,���
於合營公司的投資  200,429  �00,���
遞延稅項資產  107,220  ��,���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98,028  ��,0��
可回收增值稅  516,526  ���,���
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的已付按金  852,682  ���,���    

  20,942,453  ��,���,���    

流動資產
存貨  51,445  ��,�0�
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 �� 1,401,721  �,���,���
其他應收款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131,768  �0�,���
即期稅項資產  1,048  –
應收關聯方款項  35,845  ��,��0
向合營公司貸款  –  �0,�0�
預付租賃款項  2,009  �,���
可回收增值稅  291,343  ���,���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443,421  ���,���    

  4,358,600  �,��0,���
分類為持作待售資產  –  ���,���    

  4,358,6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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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12月31日
  2011年  �0�0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 1,367,020  �,���,��0
應付關聯方款項  260,743  ���,�0�
銀行及其他借貸－於一年內到期  6,087,492  �,���,�00
應付所得稅  65,769  ��,���
遞延收入－即期部份  160,094  �0,���    

  7,941,118  �,���,���
分類為持作待售資產有關的負債  –  ���,���    

  7,941,118  �,���,���    

流動負債淨額  (3,582,518 ) (�,��0,��� )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7,359,935  ��,00�,���    

非流動負債
銀行及其他借貸－於一年後到期  8,154,585  �,���,���
遞延稅項負債  3,845  �,���
遞延收入  42,105  ��,���    

  8,200,535  �,���,��0    

資產淨值  9,159,400  �,0��,���    

資本及儲備
註冊資本╱股本  6,032,200  �,000,000
儲備  2,749,385  �,���,��0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權益  8,781,585  �,���,��0
非控股權益  377,815  �0�,���    

權益總額  9,159,4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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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集團重組及合併財務報表的呈列基準

本公司為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其股份已於�0��年��月��日在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上市。

本公司的註冊辦事處地址為中國北京市延慶縣八達嶺經濟開發區紫光東路�號���室。

本公司的董事（「董事」）認為，京能集團為本公司的最終控股公司。京能集團為於中國成立
的國有企業有限公司，由中國北京市人民政府（「北京政府」）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國
資委」）全資擁有。

本公司的主要業務為投資控股及清潔能源發電。

合併財務報表以本公司的功能貨幣人民幣（「人民幣」）呈列。

為就本公司股份於聯交所上市（「上市」）而精簡集團架構，本公司已進行若干集團重組。該
等重組的詳情載於本公司就上市而於�0��年��月��日刊發的招股章程。截至�0��年��月��
日止兩個年度的相關集團重組載列如下：

(a) 本公司於�0�0年�月��日向京能集團的一家附屬公司轉讓聯營公司北京科利源熱電有
限公司（「北京科利源」）��.��%股權。北京科利源的賬面值人民幣��,���,000元計為向
股權參與者京能集團的分派。

(b) 京能集團於�00�年��月��日轉讓北京京能國際�.��%的股權予本公司。連同本公司於
轉讓之前當時所持北京京能國際�0.��%的股權，本公司持有北京京能國際�0%的股
權，故北京京能國際成為本公司的聯營公司。該額外�.��%股權於�00�年��月��日按
股權公允價值記錄的金額為人民幣���,���,000元，入賬計為京能集團注資及呈列為資
本儲備。可識別資產及負債於�00�年��月��日的公允淨值的份額超過該日�0.��%股
權的賬面值的部份為人民幣��,���,000元，可根據中國相關法規分派，故計入累計溢
利。

於�0�0年�月��日，本公司、京能集團及一組策略投資者同意，�00�年��月��日北京
京能國際�.��%的股權應佔的累計溢利應屬京能集團。於�0�0年�月��日，北京京能國
際股東批准股息分派決議案，分派於�00�年��月��日北京京能國際的所有累計溢利。
�.��%股權應佔的股息人民幣���,���,000元已根據上述協議分配予京能集團，入賬計
為減少從京能集團已收股權注資的公允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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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於�0�0年��月�0日，北京京能國際向北京京能新能源有限公司（「新能源」）轉讓內蒙
古京能巴林右風力發電有限責任公司（「巴林右風電」）�00%股權，現金對價為人民幣
�,000,000元。

(d) 於�0��年�月��日，經北京政府國資委批准，本集團向京能集團出售其附屬公司山東
京能生物質發電有限公司（「山東京能發電」）及其聯營公司國電湯原生物質發電有限公
司（「國電湯原」）。本集團已分別全數收取對價人民幣��,���,000元及人民幣��,���,000
元。出售利得人民幣��,���,000元入賬計為京能集團注資。

於人民幣��,���,000元注資中，人民幣��,���,000元乃與出售山東京能發電有關。

山東京能發電於出售日期的資產及負債（分類為持作待售）詳情及計為京能集團注資的
出售利得載於下文：

 人民幣千元

終止確認的資產及負債：

物業、廠房及設備 ���,�0�
無形資產 ��
預付租賃款項 ��,0��
存貨 �,�0�
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 ��,���
其他應收款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0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0 )
銀行及其他借貸 (���,��� )
遞延收入 (�,��� )
來自本公司的其他借貸 (�0�,000 ) 

 (�,0�� )
減：
非控股權益 (�,��� ) 

已出售負債淨額 (�,��� )
 

已收取的現金對價總額 ��,���
 

計入京能集團注資的出售利得 ��,���
 

出售附屬公司的現金流入淨額 ��,���
 

(e) 此外，京能集團於�0��年�月��日向本公司轉讓北京京能高安屯燃氣熱電有限責任公
司（「高安屯熱電」）全部股權，現金對價為人民幣��,��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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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編製基準

合併財務報表已根據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所頒佈的《國際財務報告
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公司條例的披露規定編製。合併財務報表亦符合香港聯
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適用之披露規定。

除另有說明外，在編製該等合併財務報表時所採用的重大會計政策於所有呈列年度內已貫
徹應用。

2.1 持續經營

董事在編製合併財務報表時特別注意到於�0��年��月��日，本集團擁有流動負債淨額
人民幣�,���,���,000元。經考慮本集團於�0��年��月��日可使用但未動用的銀行融資
人民幣��,���,���,000元及本集團經營活動所得現金流入，董事認為本集團可在財務
負債於可見將來到期時悉數償還。因此，合併財務報表已按持續基準編製。

2.2 採納新訂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本集團已採用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頒佈的所有準則、修訂及詮釋，該等準則、修訂及
詮釋於本集團�0��年�月�日開始的財政年度生效。

於刊發該等合併財務報表日期，下列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及詮釋已頒佈但尚未生
效：

國際會計準則第�號（修訂本） 其他綜合收益項目的呈報(�)

國際會計準則第��號（修訂本） 遞延稅項：收回相關資產(�)

國際會計準則第��號 僱員福利(�)

 （�0��年經修訂）
國際會計準則第��號 單體財務報表(�)

 （�0��年經修訂）
國際會計準則第��號 於聯營公司及合營公司投資(�)

 （�0��年經修訂）
國際會計準則第��號（修訂本） 抵銷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號 嚴重通貨膨脹及為首次採納者移除固定日期(�)

 （修訂本）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號 政府貸款(�)

 （修訂本）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號 披露－金融資產之轉讓(�)

 （修訂本）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號 披露－抵銷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

 （修訂本）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號 金融工具(�)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號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之強制生效日期
 及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號  及過渡披露(�)

 （修訂本）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0號 合併財務報表(�)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號 聯合安排(�)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號 於其他公司的權益披露(�)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號 公允價值計量(�)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 露天採礦場生產階段之剝採成本(�)

 委員會第�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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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 於�0��年�月�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 於�0��年�月�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 於�0��年�月�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 於�0��年�月�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 於�0��年�月�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 於�0��年�月�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編製合併財務報表時，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納該等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及詮釋。

董事預期應用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或詮釋（下文所披露者除外）將不會對本集團的
業績及財務狀況造成重大影響。

3. 分部資料

於附註�所載重組後，本集團自�0��年開始按分部管理業務，例如就按業務類別劃分的分部
每月分析收入。為以合理方式呈列分部資料，截至�0�0年��月��日止年度的分部資料按與
�0��年的管理層內部報告的一致方式呈列，並符合為進行�0��年的資源分配和業績評估而
向本集團主要經營決策者（「主要經營決策者」，包括總經理、副總經理及財務總監）內部報
告資料的方式。本集團已呈報以下經營及報告分部。

－ 風力發電：建造、管理和營運風力發電廠和生產電力，出售予外部客戶。

－ 燃氣發電及供熱業務：管理和營運天然氣發電廠和生產電力及熱力，出售予外部客
戶。

－ 水電：管理及營運水電站及銷售發電予外部客戶。

－ 其他：「風力發電」、「燃氣發電及供熱」及「水電」以外的業務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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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分部收入、業績、資產與負債

本集團於截至�0��年��月��日止年度按經營分部劃分的報告分部收入、業績、資產與
負債分析如下：

   燃氣
 風力發電  發電及供熱  水電  其他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截至2011年12月31日止年度
來自外部客戶收入
售電 1,145,703  2,308,854  4,861  –  3,459,418
熱力銷售 –  349,900  –  1,478  351,378

其他 30,970  40,993  5,351  16,920  94,234
報告分部收入╱總收入 1,176,673  2,699,747  10,212  18,398  3,905,030 
         

報告分部收益（虧損）（附註(i)） 672,712  838,336  6,493  (28,930 ) 1,488,611
         

報告分部資產 13,370,821  6,053,201  1,412,375  4,338,703  25,175,100
         

報告分部負債 10,235,975  3,877,732  999,755  2,642,490  17,755,952
         

其他分部資料：
折舊 291,931  270,086  1,762  2,452  566,231

攤銷 201,450  53  2  18  201,523
財務費用（附註(ii)） 385,495  144,038  –  53,055  582,588
其他收入 110,677  849,347  4  2,096  962,124
包括：
 －有關清潔能源生產的
  政府補助 25,133  607,287  –  –  632,420
 －來自核證減排量及自願
  減排量的收入 82,003  198,283  –  –  280,286
 －其他 3,541  43,777  4  2,096  49,418
報告分部非流動資產開支 1,533,845  916,781  343,987  26,630  2,821,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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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燃氣
 風力發電  發電及供熱  水電  其他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截至2010年12月31日止年度
來自外部客戶收入
售電 �,0��,���  �,���,���  �,���  ��,0��  �,���,0��
熱力銷售 –  ���,���  –  –  ���,���
其他 –  –  –  �,���  �,���         

報告分部收入╱總收入 �,0��,���  �,���,���  �,���  ��,���  �,���,���
         

報告分部收益（虧損）（附註(i)） ���,���  ���,��0  �,�0�  (��,��� ) ���,�0�
         

報告分部資產 ��,���,���  �,���,0��  �,���,���  �,���,���  ��,���,���
         

報告分部負債 �,���,���  �,���,�0�  ���,��0  �,0��,���  ��,0��,���
         

其他分部資料：
折舊 ���,���  ���,���  �,���  ��,���  ���,���
攤銷 ���,���  ���  �  ���  ���,���
財務費用（附註(ii)） ���,�0�  ���,��0  –  ��,���  �00,���
其他收入 ��,0��  ���,�0�  –  �0,��0  �0�,0��
包括：
 －有關清潔能源生產的
  政府補助 ��,��0  �0�,���  –  –  ��0,���
 －來自核證減排量及自願
  減排量的收入 ��,���  ���,���  –  –  ���,���
 －其他 �,���  ��,�0�  –  �0,��0  ��,���
報告分部非流動資產開支 �,���,00�  ���,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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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i) 分部收益乃於收入及其他收入（不包括可供出售金融資產的股息）扣除燃氣消
耗、折舊和攤銷、員工成本、維修保養、其他開支以及其他利得及虧損後得
出。

(ii) 財務費用已於呈列分部資料時分配至各分部的其他資料，惟並不被視為計入分
部收益。然而，相關借貸已分配至分部負債。其指定期提供予主要經營決策者
的數額，惟未計入計量分部收益或虧損。

(b) 分部業績、資產及負債與合併財務報表的對賬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11年  �0�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業績
報告分部收益  1,488,611  ���,�0�
未分配項目
於一間聯營公司及一間合營公司
 非控股權益注資的利得  –  ��,���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的股息收入  2,096  ���    

經營溢利  1,490,707  �,00�,0��
利息收入  15,343  ��,�0�
財務費用  (582,588 ) (�00,��� )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147,398  ��,���
應佔合營公司業績  (316 ) ��0    

合併除稅前溢利  1,070,544  ���,0��
    

資產
報告分部資產  25,175,100  ��,���,���
分部間抵銷  (2,491,782 ) (�,���,��� )
未分配資產：
 －於聯營公司的投資  1,267,749  �,��0,���
 －向聯營公司貸款  136,440  �0�,���
 －於合營公司的投資  200,429  �00,���
 －向合營公司貸款  –  �0,�0�
 －遞延稅項資產  107,220  ��,���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98,028  ��,0��
下列項目的列報差異：
 －可收回增值稅（附註(i)）  807,869  �0�,��0
 －應計未付土地使用權（附註(ii)）  –  (��0 )    

合併資產總額  25,301,053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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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11年  �0�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負債
報告分部負債  17,755,952  ��,0��,���
分部間抵銷  (2,491,782 ) (�,���,��� )
未分配負債：
 －應付所得稅  65,769  ��,���
 －遞延稅項負債  3,845  �,���
下列項目的列報差異：
 －可收回增值稅（附註(i)）  807,869  �0�,��0
 －應計未付土地使用權（附註(ii)）  –  (��0 )    

合併負債總額  16,141,653  ��,���,�0�
    

附註：

(i) 可回收增值稅在分部資料內與應付增值稅抵銷，惟重新分類及在合併財務狀況
表內呈列為資產。

(ii) 本集團僅將有關土地使用權的預付款項列作資產，惟就分部分析用途記錄完整
合約價值。

所有資產分配至報告分部，惟可供出售金融資產、於聯營公司及合營公司的投資、向
聯營公司及合營公司貸款以及遞延稅項資產除外；所有負債分配至報告分部，惟應付
所得稅及遞延稅項負債除外。

(c) 地區資料

本集團所有收入及非流動資產（非流動資產不包括遞延稅項負債）均位於中國境內，因
此並無呈列地區分部資料。收入分配基準為所賺取收入的中國境內客戶所在地，及銷
售活動乃於中國境內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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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主要客戶資料

截至�0��年��月��日止年度，來自中國政府控制下的電網公司的收入為人民幣
�,���,���,000元（�0�0年：人民幣�,���,0��,000元）。截至�0��年��月��日止年度，按
分部劃分的銷售電力予主要客戶如下：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11年  �0�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風力發電  1,145,703  �,0��,���
燃氣發電及供熱  2,308,854  �,���,���
水電  4,861  �,���
其他  –  ��,0��    

總計  3,459,418  �,���,0��
    

4. 收入

本集團的收入分析如下：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11年  �0�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銷售貨品：
 －電力  3,459,418  �,���,0��
 －熱力  351,378  ���,���
 －其他貨品  –  �,���
服務收入來自：
 －同系附屬公司（附註(a)）  50,264  –
 －聯營公司  13,000  –
 －第三方（附註(b)）  30,970  –    

  3,905,030  �,���,���
    

附註：

(a) 服務收入主要指就發電容量轉讓安排所提供的技術服務及所賺取的服務費。同系附
屬公司的服務收入包括持續交易金額人民幣�,�00,000元及非持續交易金額人民幣
��,0��,000元。

(b) 服務收入指就向風機供應商提供風機的改良工作，以確保若干發電廠的電網運行安全
而向彼等收取的費用。



- �� -

5. 其他收入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11年  �0�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與下列項目有關的政府補助及補貼：
 －清潔能源生產  629,788  ��0,���
 －資產建設  2,632  �,���
核證減排量和自願減排量收入  280,286  ���,���
豁免若干供應商的預扣金額（附註(a)）  38,847  –
增值稅退還（附註(b)）  4,777  ��,��0
轉售所購電力之淨收入（附註(c)）  –  ��,0�0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的股息，非上市  2,096  ���
其他  3,698  �,���    

  962,124  �0�,0��
    

附註：

(a) 所豁免的金額指來自若干燃氣設備供應商的有關本集團所產生的相關維修費用的補
償。

(b) 本集團有權就風電場的發電銷售所得收入享受�0%的增值稅退還，並可就向居民的熱
力銷售所得收入享受全額增值稅退還。增值稅退還的應收款項及相應收入於相關中國
稅務機關批准相關增值稅退還申請時確認。

(c) 該金額指轉售所購電力的溢利。截至�0�0年��月��日止年度，本集團向其他發電廠
（包括關聯方）購入電力，並按收購價加溢利的基準轉售予電網。該一次性交易乃為補
足因本集團為進行維護而暫時關閉一個燃氣電廠導致須向電網供電的未完成供電量而
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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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其他利得及虧損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11年  �0�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其他利得（虧損）包括：
應收呆賬減值虧損  (175 ) (��� )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虧損  (282 ) (��� )
外滙虧損淨額  (5,348 ) (�0,0�� )
於一間聯營公司及一間合營公司
 非控股權益注資的收益（附註）  –  ��,���
其他  (214 ) �,�0�    

  (6,019 ) ��,��0
    

附註：  該項目包括分佔京能國際資本儲備的增幅人民幣�0,���,000元，是由於向京能國際
一間附屬公司的非控股股東進行非公開配售而產生。此外，人民幣�,���,000元乃分
佔一間合營公司儲備的增幅，是由於該合營公司的非控股股東於年內向該合營公司
的一間附屬公司作出額外注資所致。

7. 利息收入╱財務費用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11年  �0�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利息收入來自：
 －向聯營公司貸款  7,748  �,���
 －向合營公司貸款  1,889  �,���
 －向一間同系附屬公司貸款  1,533  –
 －關聯非銀行金融機構（附註）  817  �,0��
 －銀行結餘  3,356  �,��0    

利息收入總額  15,343  ��,�0�
    

須全數償還之銀行及其他借貸的利息：
 －五年內  586,572  ���,�0�
 －五年後  184,849  ���,���    

利息開支總額  771,421  ���,�0�
減：利息資本化款項：
 －物業、廠房及設備  (188,833 ) (���,��� )    

財務費用總額  582,588  �00,���    

財務費用淨額  567,2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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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11年  �0�0年

撥充合資格資產開支的借貸成本的資本化比率  6.21%  �.��%
    

附註：  關聯非銀行金融機構指本集團的同系附屬公司京能集團財務有限公司。

8. 所得稅開支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11年  �0�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即期稅項：
 中國企業所得稅  200,401  �0�,0��
遞延稅項：
 本年度  (24,842 ) (��,��� )    

所得稅開支  175,559  ��,��0
    

於有關期間，本集團旗下公司的中國企業所得稅一般根據估計應課稅溢利按適用企業所得
稅稅率��%計算。

根據中國財政部及國家稅務總局的第��號聯合通知（�00�年），中國公司從事公眾基建項
目，可於相關項目獲利首年就�00�年�月�日後批准的合資格公眾基建項目產生的應課稅收
入開始享受「三免三減半」的中國企業所得稅優惠。

本公司的中國附屬公司山東京能發電使用中國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及國家發展和改革委
員會頒佈的《資源綜合利用企業所得稅優惠目錄》所列資源作為主要原材料所生產的產品，
符合中國工業標準。根據於�00�年�月��日頒佈的企業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法」），該公司
僅�0%的收入須繳納中國企業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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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企業所得稅法，中國西部地區鼓勵企業的稅收優惠及若干產業導向稅收優惠措施仍然
有效，直至原稅收優惠期限於�0�0年��月��日屆滿。本公司的附屬公司黑水縣三聯水電開
發有限責任公司享有��%的中國企業所得稅優惠稅率，並可享受截至�00�年及�00�年��月
��日止兩個年度的稅務豁免，以及截至�0�0年��月��日止年度的企業所得稅減半。本公司
附屬公司全資擁有的三個風電項目察右中一期風電項目、吉相華亞一期風電項目及霍林郭
勒一期風電項目享有中國企業所得稅優惠稅率��%，並可享受截至�00�年及�0�0年��月��
日止兩個年度的稅務豁免。截至�0��年��月��日止，國家稅務總局已宣佈延長優惠期限至
相關屆滿日期。

年內的稅項支出與合併全面收益表的除稅前溢利對賬如下：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11年  �0�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除稅前溢利  1,070,544  ���,0��
    

按稅率��%繳納的中國企業所得稅  267,636  ���,���
稅項影響：
 －不可扣稅開支  630  ��,�0�
 －分佔豁免稅項的聯營公司及合營公司業績的影響  (36,771 ) (��,��0 )
 －於一間聯營公司及一間合營公司非控股權益
  注資的收益的影響  –  (�,��� )
 －稅項虧損及未確認為遞延稅項資產的暫時差額  8,117  �,���
 －動用過往未確認的稅項虧損  (1,638 ) (�,��� )
 －豁免課稅收益的影響  –  (�,��� )
 －中國企業所得稅豁免及優惠  (62,415 ) (��,�0� )    

  175,55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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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年內溢利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11年  �0�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年內溢利已扣除下列項目：
 核數師酬金  2,408  ���
 撥至損益的預付租賃款項  1,211  �,��0
 土地及樓宇經營租賃款項  9,353  �0,���    

折舊及攤銷：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566,231  ���,���
 無形資產攤銷  201,523  ���,���    

折舊及攤銷總額  767,754  ���,���    

員工成本：
 董事酬金  712  ���
 其他員工成本  194,066  ���,0��    

總員工成本  194,778  ���,���
    

10. 股息

(a) 於�0�0年�月�日，本公司宣派合共約人民幣���,���,000元的股息。附屬公司同時向其
非控股股東宣派人民幣��,���,000元的股息。

(b) 於�0��年�月�日，北京太陽宮燃氣熱電有限公司（「太陽宮熱電」）向其當時股東宣派合
共人民幣���,��0,000元的股息，包括非控股股東應佔人民幣��,���,000元的股息。

(c) 於�0�0年��月��日，本公司作出特別決議案以等同於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本集團於
�0�0年�月�0日（即就本公司成立為股份有限公司而評估本集團資產當日）至�0��年�月
�0日（即緊接�0��年��月上市前一季季末）所產生溢利的金額向本公司當時的股東作出
特別分派（「特別分派」）。特別分派為人民幣���,���,000元，乃於有關�0%法定盈餘儲
備根據對本集團於�0�0年�月�0日起至�0��年�月�0日止期間的合併財務報表的特別審
核予以撥備後，按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或中國公認會計準則項下釐定的溢利（以較低者
為準）釐定。本公司會在實際支付前公佈特別審核結果及特別分派金額。本集團的中
國法律顧問表示，根據中國法律，本公司須有充足可分派儲備方可宣派特別分派。因
此，於宣派及派付特別分派前，本公司將須安排附屬公司向本公司分派股息。董事認
為，特別分派將於�0��年度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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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除特別分派外，於報告期末後，董事建議派發截至�0��年��月��日止年度的末期股息
每股人民幣0.���分（含稅）（�0�0年：無），共計人民幣��,��0,000元，惟須待股東於應
屆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後，方可作實。

11. 每股盈利

本公司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是按照以下數據計算：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11年  �0�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盈利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年內溢利  803,455  ���,���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11年  �0�0年
  千股  千股

股份數目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盈利的普通股平均加權股數  5,028,279  �,���,���

潛在攤薄普通股的影響：
　本公司已發行超額配股權  40  –    

用於計算每股攤薄盈利的普通股平均加權股數  5,028,319  �,���,���
    

為呈列每股盈利，截至�0�0年��月��日止年度的加權平均股數乃參考於�0�0年�月��日因
完成資本化發行而已發行的�,000,000,000股股份計算。

於截至�0��年��月��日止年度，本公司因存在超額配股權而擁有潛在普通股，故此呈列每
股攤薄盈利。

12. 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

 於12月31日
  2011年  �0�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貿易應收款項  1,386,103  �,���,0��
應收票據  15,927  �,���    

  1,402,030  �,���,���
減：應收呆賬撥備  309  ���    

  1,401,7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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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於呈報日期按發票日期劃分的本集團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已扣除應收呆賬撥
備）賬齡分析：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11年  �0�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0日以內  773,505  ���,���
��至���日  455,397  ���,���
�至�年  172,819  �,0��    

  1,401,721  �,���,���
    

本集團的主要客戶為具有優質信貸評級的中國國有電網公司。

就銷售電力及熱力所授予中國國有電網公司的信貸期一般為�0至�0天，惟向中國國有電
網公司徵收的風電附加電費通常將於��個月前後收取。對於並無特定信貸期的其他貨品銷
售，一般將於一年內收回。

於�0��年��月��日，為數人民幣��,���,000元（�0�0年：人民幣�0,���,000元）的貿易應收款
項已就銀行借款作出抵押。

13.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於12月31日
  2011年  �0�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貿易應付款項  977,596  ���,��0
應付票據（附註(a)）  31,594  ���,���
預收客戶賬款  400  �,��0
工資及員工福利  43,952  ��,���
應繳非所得稅稅項  49,890  ��,���
應付預提利息  26,193  ��,���
就新股份發行而應付全國社會保障基金
 理事會（「社保基金理事會」）（附註(b)）  140,126  –
新股份發行的應付成本  63,729  –
其他應付款項  33,540  ��,���    

  1,367,02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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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a) 於�0�0年��月��日的結餘包括向本集團一間同系附屬公司發行的銀行承兌票據人民幣
��0,000,000元，而於�0��年��月��日並無有關結餘。

(b) 根據中國有關出售國有股份的法規，倘國家擁有權益的中國股份制公司於海外證券市
場向公眾股東進行首次公開發售或股份配售，則該公司須出售相當於其來自有關發售
或配售已收款項�0%的國有股份。出售該等國有股份所得款項須繳付予全國社會保障
基金理事會（「社保基金理事會」）。

貿易應付款項主要包括貿易購買及持續成本的未付款項以及物業、廠房及設備應付款項及
相關租賃應付款項。本集團一般於�0日內結算有關燃氣採購的貿易應付款項，根據相關合
約安排（通常規定於建設期間按進度付款及於獨立估值師核實建設成本後作出最後付款）結
算有關設備採購及建設成本的貿易應付款項。

以下為於呈報日期按發票日期劃分的本集團貿易應付款項賬齡分析：

 於12月31日
  2011年  �0�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0日內  395,433  ��,���
��至���日  292,246  ���,���
�至�年  64,225  ���,��0
�至�年  190,515  ��,���
�年以上  35,177  ��,���    

  977,59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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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一、 行業回顧

二零一一年，國家能源局及北京市發展與改革委員會（「北京市發改委」）分別發布了
《國家能源科技「十二五」規劃》及《北京市「十二五」時期能源發展建設規劃》。其中，
《北京市「十二五」時期能源發展建設規劃》（「規劃」）中明確提出了加快能源結構調
整，實現天然氣利用跨越式發展的目標。規劃確定，到�0��年，北京地區清潔能源
比重達到�0%以上，天然氣利用總量翻番，天然氣年消費量由�0�0年的��億立方米
增加到�0��年的��0億立方米，天然氣發展進入全面提速期，應用領域進行結構性
變革，由過去以炊事、供熱為主向炊事、供熱及熱電聯產為主轉變。

二零一一年，北京市在國內率先啓動對PM�.�（即大氣中直徑為�.�微米的顆粒）的監
測及排放源控制。根據監控措施要求，北京市發改委針對規劃中提出的「五環內無煤
化」目標制定了具體實施方案，要求建設及規劃中的「四大熱電中心」項目加快實施，
其中公司投資控股項目西南熱電中心－京橋燃氣熱電項目於�0��年－季度全面開工
建設，將於�0��年投入運行，投產裝機容量���兆瓦；東北熱電中心－高安屯燃氣熱
電項目於�0��年獲得核准，將於�0��年投入運行，投產裝機容量���兆瓦；西北熱
電中心－京西燃氣熱電項目於�0��年獲得同意開展前期工作批復，投產安排由�0��
年提前到�0��年，建成後可增加裝機容量�,�0�兆瓦。

北京市强力推進「五環內無煤化」實施方案必將使公司投資的在建項目投產時間較原
計劃提前，提高公司資金使用效率；同時，受此影響，公司正在開展的前期項目也
將大大加快項目審批速度，北京市防控PM�.�將為公司帶來重大利好。

面對國家及北京市大力推動清潔能源發展的有利時機，公司積極利用北京市加快能
源結構調整的大好形勢，通過加大開發力度、推動工程建設、强化安全生產管理、
細化成本控制、完善管理制度等措施，公司運營、管理等各方面均取得了諸多顯著
的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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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業務回顧

二零一一年是本集團迅速發展的一年，本年度本集團各項經營目標均超額完成，與
二零一零年相比均有大幅度增長。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股權持有人應佔年內溢利及綜合收益總額
為人民幣�0�.�百萬元，比二零一零年同期增長��.��%，實現上市前預測的二零一一
年歸屬於公司權益持有人的利潤目標。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已開工建設項目控股裝機容量為
�,���.�兆瓦，獲得中國國家或省級發改委核准批復控股裝機容量為�,���.�兆瓦，成
功實現了集團「容量倍增計劃」第一階段的目標。

1. 細化成本管理，盈利能力大幅增强，利潤水平大幅提升

隨著裝機規模的不斷擴大，本集團不斷强化安全生產，細化成本控制，優化投
產項目的運營管理，注重電價申報及電費回收工作，積極利用各項優惠政策，
努力降低財務費用，繼續加大清潔發展機制（「CDM」）項目開發力度，使得公司
盈利水平不斷上升。二零一一年公司實現股權持有人應佔年內溢利及綜合收益
總額為人民幣�0�.�百萬元，比二零一零年同期增長��.��%。

2. 獲得國家發改委强力政策支持，集團所屬燃氣發電項目年內兩次上調上網電價

二零一一年，本集團所屬太陽宮燃氣熱電項目及京豐燃氣熱電項目受到國家發
改委强力政策支持，年內，分別於�0��年�月�0日及�0��年��月�日兩次獲得上
調上網電價，分別由���元╱兆瓦時（含增值稅）增加至���元╱兆瓦時（含增值
稅），再增加至���元╱兆瓦時（含增值稅），累計共獲得上網電價增加��元╱兆
瓦時，對公司持續經營業績將形成重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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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積極拓展光伏發電領域，獲准開發建設北京地區首座地面兆瓦級大型光伏併網
電站

二零一一年，本集團獲得北京市發改委批准，同意由本集團開發建設「京能八
達嶺太陽能綜合試點工程」項目，核准新建總裝機容量為��.0�兆瓦的太陽能光
伏併網電站，該電站系北京地區首座地面兆瓦級大型光伏併網電站，系北京地
區最大光伏發電項目。二零一一年，本集團亦獲准開發建設「寧夏太陽山風光
互補」項目，其中批准開發建設光伏發電容量為�0兆瓦。

4. 不遺餘力提升科技創新能力，多個項目通過國家級科技項目審核

二零一一年，本集團科技創新亦取得重大突破，風電集中控制獲得中華人民共
和國實用新型專利，高安屯燃氣熱電項目烟氣餘熱利用項目通過國家科技部審
核立項，未來科技城燃氣熱電項目《城鎮供熱系統能效提升關鍵技術與示範》項
目列入國家科技部「十二五」重點支撑項目，未來科技城燃氣熱電項目評審入圍
國家發改委能源局「十二五」期間發展分布式能源示範項目。

5. 自本年度開始實施「容量倍增計劃」，第一階段目標已如期達成

本報告期內，本集團啓動實施了「容量倍增計劃」，計劃在未來五年間通過新
建、併購等手段使本集團發電裝機容量在本報告期初的基礎上有5倍左右的增
長。

本報告期內本集團投產、新建及獲得核准控股裝機容量2,463.9兆瓦，截至二
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運營、在建及獲得核准控股裝機容量
4,755.05兆瓦，比本報告期初的運營容量2,291.15兆瓦增長108%，如期達成「容
量倍增計劃」第一階段目標。

6. 股東强强聯合，產業鏈上下游貫通，本集團將獲得更大支持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北京市政府宣布對本集團的兩個股東北京能源投資（集團）
有限公司（「京能集團」）及北京市熱力集團有限責任公司（「北京市熱力集團」）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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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重組，根據北京市國資委《關於京能集團與北京市熱力集團實施重組的通知》
精神（京國資[2011]277號文），將北京市熱力集團的國有資產無償劃轉給京能
集團，由京能集團對其行使出資人職責。

北京市熱力集團是全國最大的集建設、管理、調度、運營為一體的集中供熱企
業，此次重組，是北京市整合完善能源供應產業鏈的重大戰略舉措，拓展了公
司控股股東—京能集團的資源掌控能力，進一步强化了其在北京市的能源主體
地位，對於公司在北京地區的市場開拓及項目實施必將提供更加堅强的資源保
障。

此次重組後，本集團將受惠於股東的强强聯合，貫通產業鏈上下游，更高效地
實施北京「四大熱電中心」項目建設，在北京市「十二五」能源規劃實施過程中搶
佔先機。

7. 加大CDM項目開發力度

本集團有專門團隊負責CDM項目的開發。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本集團累計獲得國家發改委核准的CDM項目29個，新增於清潔發展機
制執行理事會成功註冊CDM項目8個，新增注冊項目裝機容量為594兆瓦。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累計成功註冊CDM項目21
個，其中風電項目18個，裝機容量總計為1,174兆瓦；燃氣發電項目2個，裝機
容量為1,190兆瓦；水力發電項目1個，裝機容量為15兆瓦。

三、 經營業績及分析

1、 概覽

�0��年，公司盈利水平大幅提升，全年實現淨利潤人民幣���.0百萬元，比�0�0
年人民幣��0.�百萬元增長��.��%，股權持有人年內溢利及綜合收益總額人民
幣�0�.�百萬元，比�0�0年人民幣���.�百萬元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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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營業收入

收入總額由�0�0年的人民幣�,���.�百萬元增加�.�0%至�0��年的人民幣�,�0�.0
百萬元，原因在於�0��年燃氣發電及供熱分部售電量增加和風電分部投產裝機
容量增加。經調整營業收入總額（按我們的總收入減特許權建設收入，再加上
有關清潔能源生產的政府補助及補貼計算）由�0�0年的人民幣�,0��.�百萬元增
加��.��%至�0��年的人民幣�,���.�百萬元，原因在於有關清潔能源生產的政府
補助及補貼增加。

燃氣發電及供熱分部

燃氣發電及供熱分部的收入由�0�0年的人民幣�,���.�百萬元增加�.��%至�0��
年的人民幣�,���.�百萬元，原因在於該分部售電及熱力銷售增加。售電收入
由�0�0年的人民幣�,���.�百萬元增加�.��%至�0��年的人民幣�,�0�.�百萬元，
原因在於京陽燃氣銷售量增加；售熱收入由�0�0年的人民幣���.�百萬元減少
�.0�%至�0��年的人民幣���.�百萬元，原因在於京橋熱電因整體技改轉入在
建，供熱量減少。

風電分部

風電分部的收入由�0�0年的人民幣�,0��.�百萬元增加��.��%至�0��年的人民幣
�,���.�百萬元，原因在於該分部控股裝機容量擴充使淨售電量上升，運營中風
電場由�0�0年的��座增至�0��年的��座，淨售電量增加�.��%。

水電及其他

水電及其他的收入由�0�0年的人民幣��.�百萬元減少��.��%至�0��年的人民幣
��.�百萬元。

3、 其他收入

其他收入由�0�0年的人民幣�0�.0百萬元增加��.��%至�0��年的人民幣���.�百
萬元，原因在於燃氣發電及供熱分部與風電分部售電量增加導致核證減排量及
自願減排量收入以及有關清潔能源生產的政府補貼及補助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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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經營開支

經營開支由�0�0年的人民幣�,���.�百萬元增加�.��%至�0��年的人民幣�,���.�
百萬元，原因在於燃氣發電及供熱分部售電量增加導致燃氣消耗增加及風電分
部項目投產導致相應支出費用化。

（�） 燃氣消耗

燃氣消耗由�0�0年的人民幣�,��0.�百萬元增加�.0�%至�0��年的人民幣
�,��0.�百萬元，原因在於燃氣發電及供熱分部售電量增加。

（�） 折舊及攤銷

折舊及攤銷由�0�0年的人民幣���.�百萬元增加�.��%至�0��年的人民幣
���.�百萬元，原因在於風電分部投產容量增加。

（�） 員工成本

員工成本由�0�0年的人民幣���.�百萬元增加�.��%至�0��年的人民幣
���.�百萬元，原因在於本集團業務發展導致人員增加以及新建項目投產
部分員工成本費用化。

（�） 維修保養

維修保養由�0�0年的人民幣�0�.�百萬元減少�.��%至�0��年的人民幣
�0�.�百萬元，原因在於現階段燃氣發電機組運行平穩且風電機組處於代
維階段。

（�） 其他開支

其他開支由�0�0年的人民幣���.�百萬元減少��.��%至�0��年的人民幣
���.�百萬元，原因在於本集團實行精細化管理，提高了生產經營投資管
理水平，降低了費用開支，以及處置了山東京能生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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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收益）及虧損

其他（收益）由�0�0年的人民幣��.�百萬元變為�0��年的人民幣�.0百萬元 
的其他虧損，原因在於京能熱電�0�0年定向增發產生收益。

5、 經營溢利

基於上述原因，經營溢利由�0�0年的人民幣�,00�.0百萬元增加��.��%至�0��年
的人民幣�,��0.�百萬元。

6、 經調整分部經營溢利

經調整分部經營溢利總額（按經調整收入減扣除服務特許權建設成本佔的經營
開支計算）由�0�0年的人民幣���.�百萬元增加��.0�%至�0��年的人民幣�,���.�
百萬元，原因在於燃氣發電分部及風電分部售電量增加。各業務分部的經調整
經營溢利╱（虧損）指可呈報分部溢利（或虧損），不包括該分部有關的其他非經
常收入；但包括該分部有關清潔能源生產的政府補助及補貼。

燃氣發電及供熱分部

燃氣發電及供熱分部的經調整分部經營溢利總額由�0�0年的人民幣���.0百萬元
增加��.0�%至�0��年的人民幣���.�百萬元，原因在於該分部電力銷售增加達
至更佳的規模經濟效益，及技改降低售電氣耗，單位發電成本減少。

風電分部

風電分部的經調整分部經營溢利由�0�0年的人民幣���.�百萬元增加��.��%至
�0��年的人民幣���.�百萬元，原因在於該分部售電量增加以及核證減排量及自
願減排量銷售額的增加。

水電及其他

水電及其他經調整分部經營虧損由�0�0年的人民幣��.�百萬元減少�0.��%至
�0��年的人民幣��.�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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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財務費用 

財務費用由�0�0年的人民幣�00.�百萬元增加��.��%至�0��年的人民幣���.�百
萬元，原因在於風電分部項目投產後利息支出費用化及銀行貸款利率升高。

8、 應佔聯營、合營公司業績

應佔聯營、合營公司業績由�0�0年的人民幣��.�百萬元增加���.��%至�0��年
的人民幣���.�百萬元，原因在於北京京能國際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進一步擴大生
產和銷售規模，淨利潤大幅增加。

9、 除稅前溢利

基於上述原因，除稅前溢利由�0�0年的人民幣���.�百萬元增加��.��%至�0��
年的人民幣�,0�0.�百萬元。

10、 所得稅開支

所得稅開支由�0�0年的人民幣��.�百萬元增加���.��%至�0��年的人民幣���.�
百萬元，而實際稅率由�0�0年的�.��%增至�0��年的��.�0%。

11、 年內溢利

基於上述原因，年內溢利由�0�0年的人民幣��0.�百萬元增加��.��%至�0��年
的人民幣���.0百萬元。

12、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年內溢利及綜合收益總額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年內溢利及綜合收益總額由�0�0年的人民幣���.�百萬元
增加��.��%至�0��年的人民幣�0�.�百萬元。



- �0 -

四、 財務狀況

1、 概覽

截至�0��年��月��日，本集團資產總額大幅提升，總資產人民幣��,�0�.�百萬
元，負債總額人民幣��,���.�百萬元，股東權益人民幣�,���.�百萬元，其中本
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權益人民幣�,���.�百萬元。 

2、 資產、負債情況

資產總額由�0�0年��月��日的人民幣�0,���.�百萬元增加��.��%至�0��年��月
��日的人民幣��,�0�.�百萬元，原因在於項目建設投資增加及上市募集資金到
位。負債總額由�0�0年��月��日的人民幣��,���.�百萬元增加��.��%至�0��年
��月��日的人民幣��,���.�百萬元，原因在於項目建設增加借款。權益總額由
�0�0年��月��日的人民幣�,0��.�百萬元增加��.��%至�0��年��月��日的人民幣
�,���.�百萬元，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權益由�0�0年��月��日的人民幣�,���.�百
萬元增加��.��%至�0��年��月��日的人民幣�,���.�百萬元，原因在於上市及利
潤增長。

3、 資金流動性

截止�0��年��月��日，流動資產為人民幣�,���.�百萬元，其中貨幣資金人民幣
�,���.�百萬元；應收票據及應收賬款為人民幣�,�0�.�百萬元，主要是應收售電
及售熱收入；預付款及其他流動資產人民幣���.�百萬元，主要是存貨及可收
回增值其他應收款等。流動負債為人民幣�,���.�百萬元，其中短期借款人民幣
�,0��.�百萬元，應付票據和應付賬款人民幣�,���.0百萬元，主要是應付燃氣款
及工程採購設備等款項；其他流動負債人民幣���.�百萬元，主要是遞延收益，
應交所稅及應付關聯方款項等。

淨流動負債由�0�0年��月��日人民幣�,��0.�百萬元增加��.��%至�0��年��月��
日淨流動負債人民幣�,���.�百萬元，原因在於短期借款增加。

流動比率由�0�0年��月��日��.0�%增加�.�0%至�0��年��月��日��.��%，原因
在於上市募集資金到位導致貨幣資金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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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淨債務負債率

淨債務負債率，即淨債務（借款總額減現金及現金等價物）除以淨債務及權益總
額之和，由�0�0年��月��日的�0.��%減少�.��%至�0��年��月��日的��.�0%，
原因在於上市及利潤增長導致所有者權益增加。

本集團長短期借款由�0�0年��月��日的人民幣��,���.�百萬元增加��.��%至
�0��年��月��日的人民幣��,���.�百萬元，包括短期借款人民幣�,0��.�百萬元
和長期借款人民幣�,���.�百萬元。

本集團持有銀行存款及現金由�0�0年��月��日的人民幣���.�百萬元增加
���.��%至�0��年��月��日的人民幣�,���.�百萬元，原因在於上市募集資金 
到位。

5、 資本開支

�0��年，本集團資本性支出人民幣�,���.�百萬元，其中燃氣發電及供熱分部工
程支出人民幣���.�百萬元，風電分部工程支出人民幣�,���.�百萬元，水電及其
他分部工程支出人民幣��0.�百萬元。

6、 重大收購及出售

根據《關於同意北京京能高安屯燃氣熱電有限責任公司國有股權轉讓的批復》
（京國資產權[�0��]��號），公司於�0��年�月完成對北京京能高安屯燃氣熱電有
限責任公司�00%的股權收購，收購價格為人民幣��.�百萬元。

根據《關於同意山東京能生物質發電公司和國電湯原生物質發電公司國有股權
轉讓的批復》（京國資產權[�0��]�號），公司於�0��年�月出售所持的山東生物質
�0%股權和湯原生物質�0%股權，出售價格合計為人民幣��.�百萬元。

7、 或有負債

截止�0��年��月��日，本集團擔保總金額為人民幣���.�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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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風險因素及風險管理

目前本集團經營和發展無重大風險因素，但短期會受到個別因素的一定影響：

1. 利率風險

二零一一年，中國人民銀行三次提高貸款基準利率，利率的變化情況將對本集
團融資成本產生一定的影響。

本集團資信良好，擁有充足的銀行授信額度，可保證資金鏈的安全、穩定、通
暢。同時，本集團積極籌劃利用發行債券，使用中期票據、短期融資券，以及
其他低成本資金等，進一步降低融資成本。

本集團將緊密追蹤經濟環境變化，判斷銀行利率變動方向，加強債務結構管
理，適時調整債務結構，以最大限度回避利率風險的影響。

2. CDM項目開發風險

由於清潔發展機制執行理事會註冊清潔發展機制項目的過程相對較復雜，認證
標準或政策存在變動的風險，因此，我們的項目註冊時間及結果存在一定的不
確定性。若項目無法註冊或項目開發過程中出現重大政策變動，將對本集團
CDM項目收入產生一定影響。

本集團利用集團內專業項目開發團隊優勢，緊密跟蹤項目建設和生產過程，加
強CDM項目開發流程管理，嚴格控制申請文件質量。

同時，實時跟蹤分析市場和政策動態，加強與相關機構的溝通交流，力爭獲取
最大的CDM收入。

3. 匯率風險

本集團業務主要集中於中國內地，絕大部分收入、支出均以人民幣計價，本集
團募集資金為港幣，同時CDM收入亦為外幣收入，人民幣匯率的變動會對本集
團外幣業務產生匯兌損失或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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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積極關注並研究匯率變化，應對匯率市場變化，通過多種管理手段加強
匯率風險管理。

六、 未來展望

近日，中國電力企業聯合會發布了《電力工業「十二五」規劃滾動研究綜述報告》（「新
規劃」），該報告在�0�0年發布的《電力工業「十二五」規劃研究報告》（「�0�0年規劃」）
基礎上，根據國家有關規劃、政策及宏觀經濟運行情況變化，對電力工業「十二五」
規劃目標進行了修訂。新規劃目標與�0�0年規劃相比，全國「十二五」末發電裝機容
量被調高��,�00兆瓦，達��.��億千瓦，其中，由於天然氣氣源增加，燃氣發電裝機
容量增加�0,000兆瓦, 達�0,000兆瓦，成為各類發電裝機增量的領跑者。在宏觀利好
政策的影響下，本集團做為以發展清潔能源為己任的企業，將努力把握重大歷史機
遇，快速發展。

二零一二年，本集團將努力實現以下工作目標：

1. 保持生產高效穩定運營，各項生產指標持續領先

加強生產現場管理，完善安全生產運營監控系統，強化主要運行指針分析，加
強與電網公司的溝通和協調，綜合運用政策、技術、管理等手段提高設備發電
水平，保持各項生產指標持續領先。全年預計可完成發電量�,��0,000兆瓦時，
完成供熱量���萬吉焦。

2. 強化工程管理，確保實現投產裝機容量增長目標

在建重點項目以創國家級優質工程為目標，細化和落實質量控制措施，嚴格開
展工程細部的質量控制，全方位全過程控制工程造價，確保年內投產，實現投
產裝機容量增長目標。

3. 開拓融資渠道、降低財務費用，為公司發展提供有力資金保障

根據資金計劃安排及市場情況，積極籌劃利用發行債券，使用中期票據、短期
融資券，以及其他低成本資金等，進一步降低融資成本，為公司發展提供有力
資金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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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著力打造優質精品工程，「氣、風、水、光」協調發展

以燃氣熱電項目開發為主，著力打造優質精品工程；穩妥推進風力發電項目；
大力發展水力發電項目；積極發展太陽能發電項目；積極跟蹤潮汐、光熱、地
熱等其他可再生能源發電技術進展；最終形成「氣、風、水、光」等多種清潔能
源發電協調發展的新局面。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自本公司於�0��年��月��日在聯交所上市以來，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截至�0��年
��月��日止年度並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關於特別分派的進展

茲提述本公司�0��年��月��日刊發的招股章程（「招股章程」）第��頁及��頁。公司股東於
�0�0年第一次特別股東大會上決議通過，以等同於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本集團自�0�0
年�月�0日（即就本公司成立為股份有限公司而評估資產當日）起至�0��年�月�0日（即上
市前一季季末）止期間所產生淨利潤的金額向京能集團、北京國際電氣工程有限責任公司
（「北京國際電氣工程」）、北京國有資本經營管理中心（「國管中心」）、北京市熱力集團、
北京升輝科技開發有限責任公司（「升輝」）、北控能源科技投資有限公司（「北控能源科技
投資」）及英國巴克萊銀行有限公司（「巴克萊」）宣派特別分派（「特別分派」）。特別分派的
實際金額將基於對本集團自�0�0年�月�0日起至�0��年�月�0日止期間的合并財務報表之
特別審核（「特別審核」）而釐定。

根據特別審核的結果，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本集團自�0�0年�月�0日起至�0��年�月�0
日止的淨利潤約為人民幣���.�百萬元。在繳納法定公積金後本公司計劃向京能集團、北
京國際電氣工程、國管中心、北京市熱力集團、升輝及巴克萊派發約人民幣���.�百萬元
特別分派。按照各股東於�0�0年��月��日的持股數量，京能集團、北京國際電氣工程、
國管中心、北京市熱力集團、升輝、北控能源科技投資及巴克萊派分別有權獲現金股利
約人民幣���.�百萬元，人民幣�.�百萬元，人民幣��.0百萬元，人民幣�.�百萬元，人民幣
�.�百萬元，人民幣��.�百萬元及人民幣��.�百萬元。�0��年�月��日召開的董事會已經批
准上述提及之特別分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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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期股息

除上述及本公司招股章程中所述的特別分派外，董事會議決在即將於�0��年�月�日召開
的年度股東大會（「股東週年大會」）上向本公司股東建議，派發截至�0��年��月��日止年
度的末期股息每股人民幣0.���分（含稅）予於�0��年�月��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上之股
東，合計約人民幣��.�百萬元。股息以人民幣計值及宣派內資股股息以人民幣支付，H股
股息以港元支付。上述末期股息分派預案須待本公司股東於股東週年大會審議批准後方
可實施。

暫停辦理過戶登記

為釐定股東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之資格以及股東有權獲派建議末期股息之資
格，本公司將分別於�0��年�月�日（星期一）至�0��年�月�日（星期四）（包括首尾兩天）期
間及於�0��年�月��日（星期三）至�0��年�月��日（星期一）（包括首尾兩天）期間暫停辦理
過戶登記手續。如欲享有出席股東週年大會及於會上投票的資格，本公司之未登記股份
持有人須於�0��年�月�日（星期五）下午四時三十分之前，將股份過戶文件送達本公司之
香港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以作登記，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號合和中心��樓����–����室。為了符合獲派擬派末期股息（須待股東於股東週年大會
上批准，始可作實）的資格，本公司之未登記股份持有人須於�0��年�月��日（星期二）下
午四時三十分之前，將股份過戶文件送達上述地址之本公司香港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中
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以作登記。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本公司作為聯交所上市公司，始終致力於保持高水平的企業管治，並遵守《香港聯合交易
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的企業管治守則所載的守則條
文。

遵守證券交易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作為本
公司所有董事及監事進行本公司證券交易的行為守則。根據對本公司董事及監事的專門
查詢後，所有董事及監事均確認：於本報告期內且自本公司於聯交所上市以來，本公司
各董事及監事均已嚴格遵守《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所訂之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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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師

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和國富浩華會計師事務所分別獲委任為本公司截至�0��年��
月��日止年度按照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和中國企業會計準則編製的財務報表的審計師。德
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已審核本公司�0��年度財務報表，該等報表按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編製。本公司自從�0��年起一直聘用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和國富浩華會計師事務
所。

本公司將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提呈決議案，續聘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和國富浩華會計
師事務作分別作為本公司�0��年度的國際審計師和國內審計師。

審計委員會

本公司的審計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0��年之年度業績，及按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的截
至�0��年��月��日止年度的財務報表。

刊登全年業績及年報

本業績公告刊載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的「披露易」網站(http://www.hkexnews.hk)以
及本公司網站(http://www.jncec.com)。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向股東寄發載有《上市規則》規
定的所有資料的�0��年年報，並在本公司及聯交所網站刊載。

承董事會命
北京京能清潔能源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陸海軍
董事長

中國•北京
�0��年�月��日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本公司的非執行董事為陸海軍先生、郭明星先生、徐京付先生、 
劉國忱先生及于仲福先生；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孟文濤先生；而本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
事為劉朝安先生、石小敏先生及樓妙敏女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