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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代表、同志们：

我代表京能集团经营层，向大会报告经

营管理工作，报告的主题是：深化改革创新，

强化提质增效，为实现京能集团高质量发展

而努力奋斗！请审议。

第一部分 2019年主要工作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 70周年，是京能

集团释放融合改革红利、打基础、增效益、促

提升、谋发展的一年。

一年来，我们面对国内外复杂多变的风

险挑战，在市委市政府、市国资委和集团党委

的坚强领导下，砥砺奋进、攻坚克难，经营发

展稳中有进，圆满完成了全年各项目标任务，

集团重返市属A级企业。成功召开了京能集

团第一次党代会，统一了思想，擘画了蓝图；

认真开展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筑牢了广大党员守初心、担使命的思想根基；

高标准完成了新中国成立 70周年庆祝活动

和“一带一路”峰会的能源和服务保障工作，

彰显了国企担当；全面完成了精准扶贫、疏解

非首都功能任务，落实企业社会责任。各项

工作成绩突出，成效显著，展现了各级领导干

部、广大职工的政治责任与担当作为，全体干

部职工奋勇拼搏，共谋发展，昂首阔步开启了

新征程，凝心聚力谱写了新篇章。

一、生产经营实现新跨越

（一）主要经营指标完成情况

1.总资产3050亿元，同比增长10.78%；

2.净资产 1100亿元，同比增长 9.61%；归

属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761 亿元，同比增长

8.99%；

3.资产负债率 63.93%，同比上升 0.38个

百分点；

4. 营 业 总 收 入 633 亿 元 ，同 比 减 少

4.96%，完成全年预算的85.58%；

5. 利 润 总 额 50.51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5.82%，完成市国资委考核目标值的 122%，

完成全年预算的100.41%；

6.净资产收益率（归属于母公司）2.71%，

同比提高0.65个百分点；

7. 人 均 创 利 13.74 万 元 ，同 比 增 长

17.21% ；人 均 收 入 15.53 万 元 ，同 比 增 长

11.9%。

（二）主要生产指标完成情况

1. 发 电 量 1005 亿 千 瓦 时 ，同 比 增 长

16.44%，完成全年计划的100.47%；

2. 电厂供热量 7227 万吉焦，同比增长

13.33%，完成全年计划的106.28%；

3. 供 热 面 积 4.21 亿 平 米 ，同 比 增 长

15.46%，完成全年计划的113.73%；

4.煤炭产量 1330万吨，同比增长 9.54%，

完成全年计划的100%；

5.房地产销售面积20.38万平米，同比下

降 50.39%，完成全年计划的 58.11%；房地产

开复工面积 122.06万平米，同比增长 1.05%，

完成全年计划的87.56%。

（三）各产业板块主要指标完成情况

1.煤电板块：经营收入187.70亿元，同比

增加 42.26 亿元，增幅 29.09%；利润 17.09 亿

元，同比增利7.82亿元，增幅84.84%。

2.清洁能源板块：经营收入172.76亿元，

同比减少 1.17 亿元，减幅 0.67%；利润 24.87
亿元，同比减利1.30亿元，减幅4.95%。

3.热力板块：经营收入114.37亿元，同比

增加 17.16 亿元，增幅 17.65%；利润 3.82 亿

元，同比增利0.40亿元，增幅11.71%。

4.京煤集团：经营收入 86.24亿元，同比

减少 78.32 亿元，减幅 47.60%；利润 1.95 亿

元，同比减利0.97亿元，减幅33.32%。

5.煤化板块：经营收入 55.87亿元，同比

减少 7.19亿元，减幅 11.41%；利润 5.93亿元，

同比减少4.88亿元，减幅45.16%。

6.房地产板块：经营收入 38.46亿元，同

比减少 4.84 亿元，减幅 11.18%；利润 0.15 亿

元，同比减利0.98亿元。

7. 金融业务:经营收入 11.49 亿元，同比

增加 0.78 亿元，增幅 7.33%；利润 12.85 亿元

（含参股企业分红 6.24亿元），同比增利 1.09
亿元，增幅9.28%。

8.其他企业：经营收入 22.96亿元，同比

减少 0.95 亿元，减幅 3.98%；利润 3.27 亿元，

同比增利7.23亿元。

从指标完成情况看，集团资产规模突破

了 3000亿元，净资产收益率稳步提高，利润

与人均收入大幅增长，集团整体经济运行稳

中有进、稳中向好，质量效益同步提升，企业

发展基础进一步夯实，改革红利持续释放，专

业化运营效益持续显现。

二、融合改革迈出新步伐

深入贯彻落实国资国企改革精神，推动

“双百行动”落地，推动国有企业体制机制创

新。

一是京能集团获准改组为国有资本投资

公司，是首农后第二家获批的市属国企，是

集团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件大事，

为集团高质量发展奠定了体制机制基础。

二是启动了上市公司和科技型企业的

股权激励工作。继鑫华源后，京能电力、清

洁能源两家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分别得

到了市国资委批复和预批复，集团中长期激

励机制改革迈出了实质性步伐。

三是推进员工持股试点工作。编制印

发了《集团控股企业员工持股管理办法》，选

出7家实体企业作为员工持股试点。能源研

究院、领金智汇、源深科技三家企业的持股

计划获得了市国资委审批。科学的激励机

制使职工与企业形成利益共同体，共促企业

发展。

四是完成了集团所属企业分级分类管

理。搭建了二级公司平台和功能性平台架

构体系，组织机构夯基垒台、立柱架梁工作

全部完成，为集团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体制保

障。

五是持续整合同类资源，理顺产权关

系。完成了京能电力所属5家企业及金泰地

产全部股权划转，推进了京能建设等 4家单

位股权划转及托管工作，实施专业化管理，做

强做大产业平台。

六是产业协同，增加效益。热电协同，完

成了 2245 万吉焦供热量，增加效益 1.15 亿

元；煤电协同，内部煤炭购销 160万吨，煤矿

助力电力市场营销2亿千瓦时；基建协同，签

订合同金额 6.13亿元；京能租赁协助蒙西煤

电企业争取市场电量 17 亿千瓦时；资金协

同，全口径资金归集率达到了75%；人员流动

协同，跨平台统筹安置职工450人，实现了集

团整体利益最大化。

三、投资并购取得新成效

聚焦主业，加大市场开拓力度，稳步推进

重点项目建设，全力开展战略并购，储备项目

快速集聚，实现了质的突破。

一是重点项目建设进展顺利。锡林发电

在同地区、同时段项目中率先投产，实现了当

年投产当年盈利 2.06亿元。十堰热电、京秦

热电、吕临发电、京欣发电等7台机组实现投

产，是集团成立以来煤电投产规模最大的一

年。钰海项目建设有序推进，澳洲拜亚拉项

目开工建设，三个光伏领跑者项目实现并

网。副中心 5＃调峰热源项目建成供热，中

南海周边热力管线工程全线竣工。新疆油气

项目 1＃井试油出气。武清新安路等 5个地

产项目，开盘销售。

二是市场开拓成效大。主动攻关，多方

协调，张家口至北京 1200MW风电项目及时

获批；1500MW 海上风电项目正积极推进；

1900 MW风光项目具备了申报条件。京宁

二期等9个前期项目稳步推进。获得江汉油

田“三供一业”移交供热项目；接管三河、大厂

供热公司，增加供热面积509万平米，取得了

雄安新区等多个京津冀供热项目。积极推动

杨坨二期政府安置房项目开工建设；与电建

合作成功摘牌大兴旧宫项目；广宁村棚改等

4个政策房项目加快推进，实现了项目接续

滚动发展。

三是并购扩张实现重大突破。控股并购

了大同热力，新增供热面积8200万平米；取得

了乌兰察布市集宁区供热项目25年特许经营

权，增强了行业影响力。成功摘牌锡盟查干淖

尔煤电一体化项目，新增控股（51%）装机

1320MW，参股（49%）煤矿资源量24.85亿吨，

一期产能500万吨，推动了煤电平衡。收购了

产能660万吨宁夏红墩子煤矿60%股权，稳健

扩张，转移发展。收购了广东阳江、陆丰等

670MW、12个光伏项目，清洁

能源装机占比持续提升。

全 年 新 增 煤 电 装 机

2760MW，新增清洁能源装机

756MW，新增供热面积 1.22
亿平米，新增煤炭储量 20 亿

吨，新增土地储备 47万平米，

实现了新建项目与并购重组

双轮驱动。

四、降本增效取得新成绩

严格落实“降本降造、提

质增效”专项工作方案，定目

标、定措施、严考核，成效显

著。

一 是 成 本 费 用 大 幅 压

减。营业收入成本率比预算

降低了1.75个百分点，较预算

压减 12.12 亿元；费用总额较

年度计划节约23.57亿元。钰

海电力优化工程设计，节约投

资5000万元。

二是强化运营，提质增

效。高家梁煤矿、京西热电和

财务公司3家实体企业年度盈

利超过 5亿元；17家企业实现

扭亏为盈，其中，宁东发电增利1.4亿元，京宁

热电增利0.54亿元，企业经营效益全面向好。

三是加强和规范招标集采工作。招标代

理业务实现全覆盖，集中采购实现新突破。

全年累计完成招标代理业务 573批次，金额

79.6 亿元;完成集中采购 6.05 亿元，集采率

92%，节约采购成本6200万元。

四是优化债务结构，降低融资成本。将

109 亿元存量贷款利率下调或提前置换，节

约融资成本 5600万元；通过发行公司债、永

续债、短期融资券等多种形式，集团系统直接

融资 204.8亿元，利率再创新低，节约财务费

用 2.43亿元。

五是政策争取卓有成效。争取国有资本

经营预算资金 2.6 亿元，争取环保专项资金

2.6亿元。京能电力利用两个《细则》等政策

增收 3亿元，争取石热关停替代电量年增利

2.3亿元。清洁能源获得可再生能源补贴7.1
亿元，回收电费补贴7亿元，获得增值税返还

0.8亿元。收取破产企业供暖补助0.14亿元。

五、资本运作增加新潜能

落实资产经营和资本运营并重发展战

略，实现了价值增值和效益增长。

一是统筹谋划企业上市。启动了竞争性

供热业务上市筹备工作，推进了鑫华源、源深

节能在创业板和科创板上市的准备工作，研

究清洁能源回归A股方案，提升集团资产证

券化水平。

二是利用资本运作助力企业扩张发展。

抓住资本市场低谷契机，稳步推进香港红筹

股熊猫绿能股权收购工作，预期将增加

2000MW 光伏发电项目资产。积极谋划其

它股权收购的前期工作，历练了队伍，提升了

能力。

三是强化市值管理。制定优化四家上市

公司市值管理方案，做好上市公司利润分配，

维护股价稳定；修订《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严

把信息披露质量关。强化持有证券类金融资

产市值管理，适时开展转融通业务，盘活金融

资产，提高上市金融资产的收益性和流动性。

四是强化资产运营管理。完成评估项目

资产总值 544亿元，评估增值率 6.46%；办理

了 26个产权交易项目，涉及金额 45亿元；累

计完成产权登记403户，规范了资产权属；成

立保险经纪公司，筹建产业并购基金，丰富金

融业态，提升服务实体经济效能；克服各种困

难，成功转让古北水镇 10%股权，实现收益

4.5亿元。

五是加快处置低效无效资产。一企一

策，对29户连续亏损企业分别拟出了处置方

案，正加紧推进落实。按时完成了“三供一

业”非经营性资产移交，每年减少费用支出

2.5 亿元。压缩管理层级，减少法人户数 43
家，三年累计减少 98家，提前超额完成市国

资委下达的三年压减任务。

六、科技创新助力新发展

京能集团成功召开了首届科技创新大

会，举办了科技成果展，开启了科技创新发展

新纪元。

一是构建“1+1+N”科技创新体系。发

布了《科技创新专项规划》（2019～2035年），

建立了科技创新奖励等 6项机制，修订完善

了《科技创新奖励管理办法》等 9项制度，明

确了科技创新的目标和主攻方向，构建了科

技创新生态体系。

二是打造科技创新平台。制定了“智慧

京能”和“机器人应用”两项科技行动计划。

整合研发力量，成立了能源研究院。煤矿智

能机器人工程技术中心筹建工作，取得了实

质性进展；员工持股的机器人公司工作稳步

推进，科技型企业规模不断扩大。

三是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应用。五间房超

临界褐煤机组烟气提水系统应用项目，在电

力工业史上首次实现正常发电零补水，每年

节省成本 1620 万元。京西复杂地质环境应

力集中煤层调控开采及顶板灾害防治关键技

术，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新型熔盐蓄热项

目替代传统供热，用于生产实践，获得创新创

意大赛一等奖。拥有自主产权的余热综合利

用技术，已在6家企业推广应用，增加余热回

收能力145MW，助力了产业提质创效。

四是科技创新成果显著。目前，京能已

有20家企业具备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资质，

新增了 6家认证公示；2019年获得省部级科

技进步奖 5项，专利授权 161项，申请软件著

作权36项，发表论文248篇；主编或参与编写

国家、行业、地方和团体标准9项。

七、产业转型升级增加新动能

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构建高质量发展新

格局，增加竞争新优势。

一是优化产业结构。突出主业，调整产

业布局，加大能源投资力度，2019 年能源类

投资占比89%，能源类资产占比72%，营收占

比77%，利润占比74%，主业主导发展优势凸

显。

二是加速战略新兴项目布局。围绕能源

主业，多能互补，培育成长型、附加值高的新

兴业务。综合能源服务项目加快落地，增资

扩股收购燕开能源，用户侧电储能项目开发

实现新突破；青岛有住智能家居产业园、北京

大运综合能源服务项目开工建设；雄安容东

片区、冬奥会延庆赛区等 5个综合能源项目

正推进前期工作；加紧探索氢能发展利用，北

京公交、武汉等 2个加氢站项目正在推进落

地；与山东蓬莱市政府、岚桥集团实施战略合

作，推进LNG接收站及油气项目，培育新业

态，延伸产业链。

三是落实“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要

求，疏解非首都功能，实现转型发展。全面完

成了市国资委下达的 13项疏解整治拆违任

务，疏解分流人口 522 人，腾退、改造面积

1.64万平米。依托“能+”空间和“睿选办公”

品牌，实现服务增值，部分租金单价较旧模式

办公提高了 30%。京西煤矿按计划全部关

停，退出产能 600万吨。利用矿区工业建筑

升级改造的应急救援、实训基地项目有序推

进。石热文创产业园项目成功完成了战略伙

伴遴选工作，转型发展迈出了实质性步伐。

八、安全环保维稳工作再上新台阶

贯彻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总要求，

综合施策，本质安全、绿色环保、信访维稳能

力得到有效提升。

一是全面贯彻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

制。逐级签订《安全管理目标责任书》，明确

任务、量化目标、逐级分解，全面落实安全管

控保障措施，层层压实责任。开展以“生命至

上、平安京能”为主题的安全文化建设年系列

活动，强化安全宣传教育，提升安全意识。

二是专项检查与安全巡查有机结合，充

分发挥安全督导保障作用。以问题为导向，

聚焦重点，强化治理，开展对电力输煤系统、

外委单位管理等 6 项重点安全专项整治活

动，修编了111项管理制度和技术标准，巡视

巡查企业 20家，整改验收问题 1587项，保障

了企业安全发展。

三是主动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完善制

度、落实责任、重点督办、跟踪指导，全力做好

污染排放达标工作。截至2019年底，累计投

入 16.1 亿元，完成 21 台、9620MW 煤电机组

超低排放改造。积极开展碳排放交易，完成

二氧化碳排放量履约指标 916万吨，实现盈

余配额增收376万元。全年接受各类环保检

查 70余次，未发生环保事件，实现了集团低

碳、清洁、绿色发展。

四是做好信访维稳工作。落实《重大事

项信访稳定风险评估实施办法》，签订《信访

维稳责任书》，开展矛盾纠纷排查调处120余

批次，处理信访问题656件次，解决各类舆情

问题122项，保障了企业和谐稳定。

九、管理升级实现新进展

以推进“五精”管理，创建“三基九力”团

队为抓手，抓根本、提素质、夯根基、增效益。

一是持续推进“五精”管理，创建“三基九

力”团队工作。提高了认识，增强了意识，规

范了制度，改进了作风，提升了素质，集团基

础管理水平得到了普遍提升，企业管理文化

初步得到了升华。树立起一批以热力客服

“96069”为代表的“五精”管理典型，以点带

面，铸就品质，培育品牌，实现了管理增效。

二是强化资金管理。搭建完成了资金管

控平台，实时资金监控覆盖超过80%，压减冗

余账户500余个。筹措专项资金22.58亿元，

解决了地产等企业融资难问题；融资担保

106亿元，有力保障了企业生产经营；持续维

持了AAA信用评级，保证了融资能力，降低

了融资成本；严控资产负债率，确保了资金链

安全。

三 是 强 化 人 力 资 源 管

理。摸清冗员底数，平衡人才

结构性短缺与冗员之间的矛

盾，分流安置职工 2950 余人，

移 交 退 休 人 员 社 会 化 管 理

1622 名。落实工资总额决定

机制，完善修订《工资总额管

理办法》，坚持工资总额分配

向生产一线、核心业务、核心

岗位倾斜,确保员工收入与企

业效益同步增长。规范并统

一实施企业年金，职工长远福

利得到充分保障。

四是强化风险防控。排

查高风险业务，清退 4 项融资

性贸易，涉及资金 18.6 亿元，

采取严格措施，监控资金回

收。充分发挥集中审计优势，

全年开展了70项专项审计、25
项经济责任审计和170项工程

项目跟踪审计，揭示风险 177
条，有效防范了经营风险。强

化集团法律工作，加大重大案

件处置力度，全力维护集团权

益。

五是强化党风廉政建设。落实“一岗双

责”，注重日常监督和管理。落实中央八项规

定精神，重点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四风”

问题进行自查自纠。认真落实“吃空饷”、长

期不在岗、违规发放福利等六项专项治理要

求，专人专责，查问题、追责任，梳理整改落实

问题近2000项，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各位代表，同志们！

过去的一年，我们紧张有序，忙碌充实。

用汗水浇灌收获，用实干笃定前行，用奋斗铸

就梦想，谱写了京能集团高质量发展的新篇

章！成绩来之不易。在此，我代表京能集团

经营层向为集团发展付出辛勤努力的全体干

部职工，向关心支持集团发展的离退休老同

志、职工家属们表示最衷心的感谢！

思危方能居安。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

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影响企业高质量发

展的问题和挑战。

一是集团可持续发展动能不足。优质增

量项目储备不够，战略新兴产业尚未形成，技

术创新对集团发展的支撑作用需进一步提

升。二是融合改革红利还未充分释放。职业

经理人、项目跟投、股权激励等体制机制深层

次改革需进一步加快落地。三是“五精”管理

在落实上还需进一步加强；信息化、智能化管

理手段还有较大差距；一些资产创效能力较

差，管理效益还有很大提升空间。四是历史

遗留问题已成为掣肘集团发展的沉重包袱。

巴彦淖、金泰地产、锡林煤化等项目占压资金

较大，随着政策环境变化，破解难度加大。

为此，我们一定要直面问题挑战，担当作

为，恪尽职守，以高度负责的精神态度，认真

加以解决。

第二部分 2020年重点工作安排

2020 年，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

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决胜之年，是京能

集团落实第一次党代会精神的关键之年，是

“十三五”规划圆满收官、谋划“十四五”战略

发展承上启下之年，总结经验，谋篇布局，任

务繁重。

一、关于2020年形势分析

从国内外形势看，当前世界经济增长持

续放缓，仍处在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深度调整

期，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经济

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

长动力的攻关期。但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

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一带一路”建设为

国际能源合作提供了广阔空间。稳中有变，

变中有机，集团既面临着严峻挑战，又面临着

发展机遇。

从行业发展来看，安全高效、绿色低碳是

未来能源发展的趋势；总量增加、结构优化、

竞争加剧是行业发展的特征。清洁能源替代

继续加快，光伏、风电装机比重持续增加，预

计到2035年将分别增长5倍和3倍。水电装

机增速回落，核能增长抬头，氢能将迎来发展

的窗口期。煤电装机占比稳中有降，但依然

保持在 60%以上，基础能源地位短时期内不

会动摇。电力市场化改革持续推进，可再生

能源电价持续走低，电价市场化给企业经营

发展带来了新挑战。热力市场竞争激烈，用

热已从民生保障向商品化方向改革，助推了

行业革新，城镇化推动了集中供热需求增长，

带来了新的市场增量。煤炭市场供需基本平

稳，煤价稳中有降，行业去产能、调结构和转

型升级持续推进，逐渐向质量、效益、集约型

转变。房地产市场坚守“房住不炒”定位，因

城施策、“三稳”长效机制保证了房地产市场

平稳健康发展。健康文旅养老产业作为新兴

消费领域，正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从区域和自身发展看，北京正处在落实

新版城市总体规划，进入减量发展、绿色发

展、创新发展、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京能集

团正处在转型升级、动能加速、体制机制革

新、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机遇不少，

挑战很多，任务很重。我们要看清形势，把握

趋势，头脑更清醒，思想更坚定，信心不动摇，

困难不低估，干劲不松动，京能集团高质量发

展的目标就一定能够实现。

二、经营管理工作思路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十九届二

中、三中、四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

神，在市委市政府、市国资委和集团党委的正

确领导下，以集团第一次党代会确定的指导

思想和目标任务为统领，坚持稳中求进工作

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以“深化改革、创新

创效、强化管理、文化融合”为主线，落实“成

本效益年”各项工作要求，稳投资，控成本，强

经营，增效益，释放新活力，增加新动能，圆满

完成集团“十三五”收官，为“十四五”高质量

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下转第三版）

深化改革创新 强化提质增效
为实现京能集团高质量发展而努力奋斗

——在京能集团第一届三次职代会暨2020年工作会上的报告
总经理 阚兴

（2020年1月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