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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天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股股票并上市招股意向书摘要
（上接 C5 版）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关联方名称 2019年

12月 31 日
2018年

12月 31 日
2017年

12月 31 日
应付账款 河北新天国化燃气有限公司 562.18 792.63 127.18

合同负债 河北建投融碳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0.52 2.32 -

其他应付款 河北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 66.77 5, 036.78

其他应付款 河北建投国融能源服务有限
公司 0.81 0.81 0.81

其他应付款 香港中华煤气（河北）有限公
司 - - 31.04

应付利息 汇海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102.21 115.69 -

应付利息 河北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 0.38 73.33

应付利息 河北建投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202.11 115.94 -
长期应付款 汇海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4, 113.88 117, 297.55 90, 972.81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应
付款 汇海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886.12 6, 350.09 3, 503.13

应付股利 河北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382.31 - -

租赁负债 汇海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118, 021.19 - -

租赁负债 河北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328.87 - -

一年内到期的租赁负
债 汇海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7, 421.17 - -

一年内到期的租赁负
债

河北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354.42 - -

报告期各期末， 公司从河北建投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的借款余额情况如
下：

单位：万元
关联方 项目 2019年

12月 31 日
2018年

12月 31 日
2017年

12月 31 日

河北建投财务公司

应付票据 6, 048.57 7, 431.45 -
短期借款 139, 270.00 71, 400.00 45, 400.00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
款 11, 000.00 3, 000.00 17, 900.00

长期借款 - 11, 000.00 14, 000.00
合计 156, 318.57 92, 831.45 77, 300.00

4、关联交易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公司具有独立的业务运作系统， 具有完整的业务体系和直接面向市场

独立经营的能力，公司的业务、财务均独立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
制的其他企业。

报告期内，公司经常性关联交易主要包括关联销售、关联劳务、关联租
赁、金融服务、商标许可等，该等关联交易均按照定价公允的原则进行。

报告期内，公司偶发性关联交易主要包括关联担保、关联方股权收购及
转让、合资设立公司等，该等关联交易均按照定价公允的原则进行。

5、关联交易决策程序及独立董事对关联交易事项的意见
报告期内公司关联交易的审批遵循了《公司章程》和《H 股关连交易管

理规定》等关于决策权限的规定；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关连 / 联交易事项
时，关联董事和关联股东均回避表决。

2020 年 3 月 19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确认新天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1 月 1 日～2019 年 12 月 31 日
期间各项关联交易的议案》，确认公司报告期内关联交易均系发生于公司生
产经营过程中的正常交易，有关交易协议所确定的条款公允、合理，定价依
据和定价方式符合市场规律，交易价格公允、合理，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
利益，不存在损害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独立董事已就公司报告期内的重大关联交易发表意见，认为“公司因经
营需要，与相关关联方存在关联交易。 上述关联交易属公司日常经营生产活
动必须进行的合理、合规交易，有助于公司的迅速发展，符合国家有关法律
法规。 上述交易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并依据公允价格确定交易价
格，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况；公司报告期内发生的关联交易
履行的审议程序合法。 ”

七、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
（一）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简历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董事 9 名，其中非执行董事 4 名，执

行董事 2 名，独立非执行董事 3 名；公司监事 3 名，其中外部监事 1 名，职工
监事 1 名，独立监事 1 名；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共 7 名。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基本情况如下：

1、董事
曹欣，男，中国国籍，出生于 1971 年 7 月，无境外居留权，博士学位，正高

级经济师；1992 年至今在河北建投工作， 历任河北建投工业分公司经理助
理、资产经营分公司副经理、公用事业二部经理、总经理助理、党委常委、副
总经理，河北建投新能源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
事、总裁等职务。 现任公司非执行董事兼董事长。

李连平，男，中国国籍，出生于 1962 年 5 月，无境外居留权，博士学位，正
高级工程师；1983 年至 2005 年，在唐山钢铁公司工作，历任副科长、科长、厂
长助理、副厂长、代理厂长、副总经理等职务；2005 年至 2008 年在邯郸钢铁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工作，任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2008 年至 2009
年在河北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工作，任董事、副总经理；2009 年至 2012 年，任
河北建投党委书记、 董事长；2012 年至今历任河北省国资委党委副书记、副
主任（正厅级），河北建投党委书记、董事长、燕山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等职
务。 现任公司非执行董事。

秦刚，男，中国国籍，出生于 1975 年 3 月，无境外居留权，硕士学位，高级
经济师；1997 年至今在河北建投工作，历任财务管理部经理助理、副经理、资
本运营部副部长、部长、总经理助理，燕山国际投资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茂天资本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等职务。 现任公司非执行董事。

吴会江，男，中国国籍，出生于 1979 年 9 月，无境外居留权，硕士学位，高
级经济师；2005 年至 2008 年，任河北建投公用事业一部项目经理；2008 年至
2013 年，任建投水务投资发展部经理；2013 年至今，历任河北建投投资发展
部副总经理、总经理等职务。 现任公司非执行董事。

梅春晓，男，中国国籍，出生于 1968 年 6 月，无境外居留权，硕士学位，正
高级工程师；1987 年至 1997 年在邢台发电厂工作，历任值长室副主任、生技
科副科长；1997 年至 2006 年在河北兴泰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工作， 历任二分
场党支部书记、主任、副总工程师兼发电部主任；2006 年至 2007 年在河北围
场龙源建投风力发电有限公司工作，任副总经理；2007 年至今，历任河北建
投新能源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总工程师、总经理，公司党委副书
记、副总裁等职务。 现任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总裁。

王红军，男，中国国籍，出生于 1964 年 11 月，无境外居留权，硕士学位；
1983 年至 1995 年在部队服役；1995 年至 2013 年在河北建投工作，历任河北
建投科长、办公室副主任、总经理工作部副主任、主任等职务。 现任公司党委
副书记、执行董事。

谢维宪，男，中国国籍，出生于 1955 年 4 月，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高
级工程师。 1976 年至 1978 年任北京市西城区工业局建筑公司团委书记；
1982 年至 1986 年，历任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干部、副处长；1986 年至 1988
年任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副局长；1988 年至 1989 年任中国防卫技术学校
筹备处负责人；1989 年至 1992 年，任北京市大业电子技术公司总经理；1995
年至 2009 年，历任深圳新华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北京新华实业总公司副总
经理、总经理；1998 年至 2002 年，历任上海宏普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上海宏
盛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2009 年至 2015 年， 任重庆置信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董事长；2009 年至 2015 年， 任北京中关村科学城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总裁、重庆国信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 2013 年至今，任重庆国际信托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北京鼎红世纪投资有限公司监事，2015 年至 2019 年，任北京
中关村科学城建设股份有限公司高级顾问。 2018 年 9 月至今，任珠海巨能智
联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 现任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

尹焰强，男，中国香港籍，出生于 1958 年 9 月，拥有香港、英国、澳大利亚
永久居留权，硕士学位。 1982 年至 1984 年，任世纪城市控股有限公司总经理
助理；1984 年至 1989 年历任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助理、会计师、主管、助理经理；1989 年至 2009 年任东亚银行有限公司首席
审计员、财务总经理、助理总经理兼首席财务官、副总经理兼首席财务官、总
经理兼集团首席财务官；2001 年至 2002 年， 任第一太平银行首席执行官；
2009 年至 2015 年， 任瑞安房地产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兼首席财务官；2015
年至今，任海富国际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2016 年
至今，任卓悦控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现任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

林涛，男，中国国籍，出生于 1970 年 10 月，无境外居留权，博士学位。
1993 年至今，在河北工业大学人工智能与数据科学学院工作，现为河北工业
大学人工智能与数据科学学院物联网工程系教授、电脑科学与技术、控制理
论与控制工程硕士生导师。 现任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

2019 年 6 月 11 日，公司召开 2018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选举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董事，曹欣、李连平、秦刚和吴会江担任非执行董事，梅春晓、王红军
担任执行董事，谢维宪、尹焰强、林涛担任独立非执行董事。 上述董事任期至
第四届董事会届满时止。
2、监事

王春东，男，中国国籍，出生于 1965 年 12 月，无境外居留权，硕士学位。
1987 年至 1990 年，在承德地区教育学院任助教；1990 年至 1993 年任承德地
区监察局秘书；1993 年至 2013 年历任承德市纪委秘书、副科级检查员，河北
省纪委办公厅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河北省企业纪律检查工作委员会综合
办公室副处级主任， 河北省监察厅驻省国资委监察专员办公室综合室副处
级主任、监察员兼综合办公室主任，河北省国资委纪委委员、正处级纪检员、
副书记兼综合室主任；2013 年至 2016 年， 历任河北钢铁集团唐钢公司党委
副书记、纪委书记、监事会主席；2016 年至今，担任河北建投党委常委、纪委
书记。 现任公司监事会主席。

乔国杰，男，中国国籍，出生于 1962 年 7 月，无境外居留权，硕士学位，高
级经济师。 1984 年至 1988 年，任河北省新能源办公室助工；1988 年至 1999
年，任河北省计划委员会科员、主任科员；1999 年至今历任河北建投农林分
公司项目经理、副经理，公用事业二部副经理，河北建投新能源有限公司工
会主席、党委副书记等职务。 现任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职
工监事。

邵景春，男，中国国籍，出生于 1956 年 5 月，无境外居留权，博士学位。自
1988 年至 1996 年历任北京大学法律系讲师、教授；1996 年至 2001 年，任北
京大学法学院国际经济法教研室主任；2002 年至 2008 年， 任北京大学世界
贸易组织法律研究中心主任；2001 年至今，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
导师、北京大学国际经济法研究所所长；2016 年至今，任中国华融资产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现任公司独立监事。

2019 年 3 月 6 日，公司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乔国杰为公司第四届职
工代表监事；2019 年 6 月 11 日，公司召开 2018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选举王
春东担任公司第四届监事会外部监事， 选举邵景春担任公司第四届监事会
独立监事；王春东经公司 2019 年 6 月 11 日召开的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临时
会议选任为公司监事会主席。 上述监事任期至第四届监事会届满时止。

3、高级管理人员
梅春晓，具体简历见公司董事的简历。
孙新田，男，中国国籍，出生于 1964 年 11 月，无境外居留权，硕士学位，

高级工程师。 1984 年至 1996 年，任邢台发电厂技术员、专工；1996 年至 2006
年，任河北兴泰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副主任、副总工；2006 年，任河北建投张家
口风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06 年至 2010 年， 历任河北建投新能源有限公
司总经理助理、总工程师、副总经理等职务；2010 年至 2013 年任公司执行董
事、副总裁。 现任公司副总裁。

丁鹏，女，中国国籍，出生于 1971 年 2 月，无境外居留权，硕士学位，正高
级会计师；1991 年至今，历任河北建投财务部会计，河北省天然气有限责任
公司财务部经理、总会计师兼财务部经理、党委副书记、副总经理、党委书
记、总经理。 现任公司副总裁。

陆阳，男，中国国籍，出生于 1970 年 3 月，无境外居留权，硕士学位，高级
工程师；1991 年至 2006 年，在邯郸市煤气公司工作，历任储配站副站长、总
工程师、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2006 年至 2014 年，历任港华投资有限公司工
程支援经理，河北省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等职务。 现任公司副
总裁。

谭建鑫，男，中国国籍，出生于 1979 年 6 月，无境外居留权，硕士学位，高
级工程师；2006 年至 2009 年， 历任河北建投新能源有限公司工程建设与设
备供应部高级主管、工程建设与设备供应部经理助理；2009 年至 2012 年，历

任建投燕山(沽源)风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河北建投蔚州风能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总经理、蔚县新天风能有限公司总经理；2012 年至 2018 年，历任河北
建投新能源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兼工程管理部经理、副总经理兼工程管理部
经理、副总经理、总经理、河北新天科创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党总支书记；2018
年至今，任河北建投新能源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 现任公司副总裁。

范维红，女，中国国籍，出生于 1970 年 10 月，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注
册会计师；1991 年至 1993 年， 任石家庄市第六棉纺厂会计；1993 年至 2007
年，历任石家庄市建设投资公司财务负责人、副总经理；2007 年至今，历任河
北建投交通投资公司财务部副经理、经理，公司财务负责人等职务。 现任公司
总会计师。

班泽锋，男，中国国籍，出生于 1978 年 1 月，无境外居留权，硕士学位，高
级经济师；2000 年至 2013 年，历任河北建投办公室职员、办公室文秘机要处
处长、办公室（党委办公室、董事会秘书室）主任助理等职务。 现任公司董事会
秘书。

2019 年 4 月 19 日，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聘任谭建鑫为公司副总裁；2019 年 6 月 11 日，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聘任梅春晓为公司总裁，聘任孙新田、丁鹏、陆阳、谭建鑫为公司
副总裁，聘任范维红为公司总会计师，聘任班泽锋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上述高
级管理人员任期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时止。

（二）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个人投资情况
1、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近亲属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情况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近亲属持

有本公司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姓名 职务 股份类别 持股数量（股）

曹欣 董事长、非执行董事 H股 50, 000
梅春晓 执行董事、总裁 H股 50, 000
班泽锋 董事会秘书 H股 50, 000

除上述情况外，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近亲属不存在其他
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情况。

2、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对外投资情况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对外

投资情况。
（三）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收入情况
2019 年度，时任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从本公司及关联方取

得收入的情况如下：
1、2019 年度时任董事领取薪酬情况

姓名 在本公司现任职务
2019年度在本公司领取

薪酬
（万元）

是否在本公司专
职领薪

是否从关联方
领取薪酬

梅春晓 执行董事、总裁 115.66 是 否
王红军 执行董事 107.73 是 否
曹欣 非执行董事兼董事长 - 否 从控股股东控制的企业领薪

李连平 非执行董事 - 否 从控股股东领薪
秦刚 非执行董事 - 否 从控股股东控制的企业领薪
孙敏 非执行董事 - 否 从控股股东领薪

吴会江 非执行董事 - 否 从控股股东领薪

秦海岩 独立非执行董事 4.34 否 从其本人担任董事、独立董事
的企业领薪

丁军 独立非执行董事 4.34 否 否
王相君 独立非执行董事 4.34 否 否

余文耀 独立非执行董事 4.34 否 从其本人担任独立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的企业领薪

谢维宪 独立非执行董事 4.49 否 否
尹焰强 独立非执行董事 4.49 否 否
林涛 独立非执行董事 4.49 否 否

注：孙敏、秦海岩、丁军、王相君、余文耀于 2019 年 6 月 11 日退任公司董
事；谢维宪、尹焰强、林涛经公司 2019 年 6 月 11 日召开的 2018 年度周年股东
大会选举为独立非执行董事。

2、2019 年度时任监事领取薪酬情况
姓名 在本公司现任职务 2019年度在本公司领取

薪酬（万元）
是否在本公司专

职领薪 是否从关联方领取薪酬

王秀册 职工监事 13.86 是 否
王春东 外部监事、监事会主席 - 否 从控股股东领薪
刘金海 外部监事 - 否 从控股股东领薪
乔国杰 职工监事 93.99 是 否
梁永春 独立监事 2.17 否 否
肖延昭 独立监事 2.17 否 否
邵景春 独立监事 2.25 否 否

注：刘金海、王秀册、肖延昭及梁永春于 2019 年 6 月 11 日退任公司监事；
邵景春经公司 2019 年 6 月 11 日召开的 2018 年度周年股东大会选举为独立
监事。

3、2019 年度除任董事外的高级管理人员领取薪酬情况
姓名 在本公司现任职务 2019年度在本公司领取薪

酬（万元）
是否在本公司专

职领薪 是否从关联方领取薪酬

孙新田 副总裁 102.00 是 否
丁鹏 副总裁 90.37 是 否
陆阳 副总裁 98.96 是 否

谭建鑫 副总裁 95.68 是 否
范维红 总会计师 95.68 是 否
班泽锋 董事会秘书 88.09 是 否

注： 谭建鑫经公司 2019 年 4 月 19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
时会议聘任为公司副总裁。

（四）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兼职情况及相互关系
1、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兼职情况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兼职情况

如下：
姓名 本公司

任职 兼职情况 兼职职务 兼职单位与本公司关系

曹欣 董事长、非执行
董事

河北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副总经理、党委
常委 本公司控股股东

汇海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副董事长 控股股东控制的企业
茂天资本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长 控股股东控制的企业

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非执行董事 本公司董事长、非执行董事担任
非执行董事的企业

燕山发展有限公司 董事、总经理 控股股东控制的企业
燕山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董事、总经理 控股股东控制的企业

李连平 非执行董事

河北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长、党委书
记 本公司控股股东

河北建投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董事 控股股东控制的企业
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控股股东控制的企业
燕山发展有限公司 董事长 控股股东控制的企业
燕山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董事长 控股股东控制的企业
河北建投城镇化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董事 控股股东控制的企业

秦刚 非执行董事

河北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总经理助理、资
本运营部总经
理

本公司控股股东

茂天资本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总经理 控股股东控制的企业

河北沿海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长 本公司非执行董事担任董事长
的企业

茂天（北京）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执行董事、经理 控股股东控制的企业

高康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副董事长 本公司非执行董事担任副董事
长的企业

河北建投创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控股股东控制的企业
汇海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控股股东控制的企业

燕山发展有限公司 董事、常务副总
经理 控股股东控制的企业

燕山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董事、常务副总
经理 控股股东控制的企业

隆兴资本有限公司 董事长 控股股东控制的企业

燕邢金线控股有限公司 董事 本公司非执行董事担任董事的
企业

邢台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副董事长 本公司非执行董事担任董事的
企业

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副董事长 控股股东控制的企业
河北建投水务投资有限公司 董事 控股股东控制的企业
老挝通联矿业有限公司 董事 控股股东控制的企业

河北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 本公司非执行董事担任董事的
企业

燕赵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本公司非执行董事担任董事的
企业

北京启天创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长 本公司非执行董事担任董事长
的企业

建投东南亚投资有限公司 董事 控股股东控制的企业
建投华信资本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控股股东控制的企业

建投华天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董事 本公司非执行董事担任董事的
企业

河北省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董事 本公司非执行董事担任董事的
企业

吴会江 非执行董事

河北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投资发展部总
经理 本公司控股股东

河北沿海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 本公司非执行董事担任董事的
企业

燕山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董事 控股股东控制的企业
茂天资本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 控股股东控制的企业
廊坊市清泉供水有限责任公司 监事 控股股东控制的企业

中嘉建信资本（北京）有限公司 董事 本公司非执行董事担任董事的
企业

河北融投担保集团有限公司 监事 本公司非执行董事担任监事的
企业

燕山发展有限公司 董事 控股股东控制的企业
河北燃气有限公司 董事 本公司控制的企业

梅春晓 党委书记、执行
董事、总裁

河北建投新能源有限公司 董事长 本公司控制的企业
河北省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长 本公司控制的企业
新天绿色能源投资（北京）有限公司 董事长 本公司控制的企业
河北金建佳天然气有限公司 副董事长 本公司参股公司
汇海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控股股东控制的企业
曹妃甸新天液化天然气有限公司 董事长 本公司控制的企业
河北燃气有限公司 董事长、总经理 本公司控制的企业
唐山新天天然气管道有限公司 董事长 本公司控制的企业

王红军 执行董事、党委
副书记

五莲县新天风能有限公司 董事长 本公司控制的企业
瑞安市新运新能源有限公司 董事长 本公司控制的企业
莒南新天风能有限公司 董事长 本公司控制的企业
浮梁中岭新天绿色能源有限公司 董事长 本公司控制的企业
新天绿色能源盱眙有限公司 董事长 本公司控制的企业
曹妃甸新天液化天然气有限公司 董事 本公司控制的企业
河北丰宁抽水蓄能有限公司 副董事长 本公司参股公司
河北燃气有限公司 董事 本公司控制的企业
新天绿色能源连云港有限公司 董事长 本公司控制的企业
河北丰宁建投新能源有限公司 董事长 本公司控制的企业
新天绿色能源（丰宁）有限公司 董事长 本公司控制的企业
唐山新天天然气管道有限公司 董事 本公司控制的企业
承德大元新能源有限公司 副董事长 本公司参股公司

谢维宪 独立非执行董
事

重庆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担任董
事的企业

珠海巨能智联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
人

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担任执
行事务合伙人的企业

北京鼎红世纪投资有限公司 监事 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担任监
事的企业

尹焰强 独立非执行董
事

海富国际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副董事长兼首
席执行官

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担任副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的企业

卓悦控股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担任执
行董事的企业

林涛 独立非执行董
事 河北工业大学人工智能与数据科学学院 教师 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担任教

师的单位

王春东 监事会主席 河北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党委常委、纪委
书记 本公司控股股东

乔国杰

职工代表监事、
党委副书记、纪
委书记、工会主
席

河北燃气有限公司 监事 本公司控制的企业

邵景春 独立监事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 本公司独立监事担任独立董事
的企业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 顾问 本公司独立监事担任顾问的单
位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 英文译审委员 本公司独立监事担任英文译审
委员的单位

中国法学会国际经济法学研究会 副会长 本公司独立监事担任副会长的
单位

国际工程法协会 副会长 本公司独立监事担任副会长的
单位

中国质量万里行促进会 副会长 本公司独立监事担任副会长的
单位

北京大学法学院 教授 本公司独立监事担任教授的单
位

北京大学国际经济法研究所 所长 本公司独立监事担任所长的单
位

孙新田 副总裁

河北建投新能源有限公司 董事 本公司控制的企业
河北建投海上风电有限公司 董事长 本公司控制的企业
建投新能源（唐山）有限公司 董事长 本公司控制的企业
建水新天风能有限公司 董事长 本公司控制的企业
广西新天绿色能源有限公司 董事长 本公司控制的企业
防城港新天绿色能源有限公司 董事长、总经理 本公司控制的企业
河北建投龙源崇礼风能有限公司 董事长 本公司控制的企业
崇礼建投华实风能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本公司控制的企业
张北建投华实风能有限公司 董事长 本公司控制的企业
曹妃甸新天液化天然气有限公司 董事 本公司控制的企业
河北燃气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本公司控制的企业
新天绿色能源（上林）有限公司 董事长 本公司控制的企业
西藏新天绿色能源有限公司 董事长 本公司控制的企业
新天绿色能源投资（北京）有限公司 董事 本公司控制的企业
唐山新天天然气管道有限公司 董事 本公司控制的企业

丁鹏 副总裁

河北省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 党委书
记、总经理 本公司控制的企业

中石化河北建投天然气有限公司 董事长 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担任董事
的企业

河北鑫联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长 本公司副总裁担任董事长的企
业

曹妃甸新天液化天然气有限公司 董事 本公司控制的企业
中石油京唐液化天然气有限公司 监事 本公司副总裁担任监事的企业

河北省企业家协会 常务理事 本公司副总裁担任常务理事的
单位

河北省投资协会 常务理事 本公司副总裁担任常务理事的
单位

河北燃气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本公司控制的企业
中海油华北天然气管道有限公司 副董事长 本公司参股公司
新天液化天然气沙河有限公司 董事长 本公司控制的企业
唐山新天天然气管道有限公司 董事 本公司控制的企业

陆阳 副总裁

河北金建佳天然气有限公司 董事 本公司参股公司
河北省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 本公司控制的企业
新天绿色能源投资（北京）有限公司 董事 本公司控制的企业
河北新天国化燃气有限责任公司 副董事长 本公司参股公司
云南普适天然气有限公司 董事长 本公司控制的企业
通道新天绿色能源有限公司 董事长 本公司控制的企业
荥阳新天风能有限公司 董事长 本公司控制的企业
卫辉新天绿色能源有限公司 董事长 本公司控制的企业
曹妃甸新天液化天然气有限公司 董事、总经理 本公司控制的企业
崇礼建投华实风能有限公司 监事 本公司控制的企业
河北燃气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本公司控制的企业

新港国际天然气贸易有限公司 董事会主席、总
经理 本公司控制的企业

唐山新天天然气管道有限公司 董事、总经理 本公司控制的企业

谭建鑫 副总裁

河北建投新能源有限公司 董事、总经理 本公司控制的企业
黑龙江新天哈电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董事长 本公司控制的企业
朝阳新天新能源有限公司 董事长 本公司控制的企业
哈尔滨瑞风新能源有限公司 董事长 本公司控制的企业
武川县蒙天风能有限公司 董事长 本公司控制的企业
科右前旗新天风能有限公司 董事长 本公司控制的企业
新天绿色能源围场有限公司 董事长 本公司控制的企业
承德御源风能有限公司 董事长 本公司控制的企业
承德御景新能源有限公司 董事长 本公司控制的企业
承德御枫风能有限公司 董事长 本公司控制的企业
新天河北太阳能开发有限公司 董事长 本公司控制的企业
卢龙县六音光伏电力有限公司 董事长 本公司控制的企业
新天河北电力销售有限公司 董事长 本公司控制的企业
泰来新天绿色能源有限公司 董事长 本公司控制的企业
台安桑林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董事长 本公司控制的企业

范维红 总会计师

河北建投新能源有限公司 监事会主席 本公司控制的企业
河北建投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董事 控股股东控制的企业
曹妃甸新天液化天然气有限公司 监事 本公司控制的企业
河北省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 监事会主席 本公司控制的企业
汇海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控股股东控制的企业
河北燃气有限公司 总会计师 本公司控制的企业
若羌新天绿色能源有限公司 董事长 本公司控制的企业
和静新天绿色能源有限公司 董事长 本公司控制的企业
富平冀新绿色能源有限公司 董事长 本公司控制的企业
唐山新天天然气管道有限公司 监事 本公司控制的企业

班泽锋 董事会秘书

河北建投新能源有限公司 董事 本公司控制的企业
河北省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 本公司控制的企业
新天绿色能源（香港）有限公司 董事长 本公司控制的企业
河北金建佳天然气有限公司 董事 本公司参股公司
汇海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主席 控股股东控制的企业
深圳新天绿色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董事长 本公司控制的企业
国际风电开发五有限公司 董事长 本公司控制的企业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在控股股东及其控制的
其他企业中担任除董事、监事以外的其他职务。

八、发行人控股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的简要情况
河北建投成立于 1990 年 3 月 21 日，其前身系河北省建设投资公司，出资

人为河北省国资委，该公司是根据河北省人民政府于 1988 年 8 月 1 日作出的
《关于成立河北省建设投资公司的通知》（冀政函字[1988]73 号）成立的全民所
有制企业。河北省人民政府于 2009 年 9 月 30 日作出《关于同意河北省建设投
资公司改制为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的批复》（冀政函[2009]115 号），同意河
北省建设投资公司改制变更为国有独资公司，2009 年 12 月 30 日河北省建设
投资公司取得河北省工商局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同时更名为河北建
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河 北 建 投 现持有 河 北 省工商局核发的 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为
91130000104321511R 的《营业执照》，注册资本为 1,500,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
为李连平，住所为石家庄市裕华西路 9 号裕园广场 A 座，企业类型为有限责
任公司（国有独资），经营范围为对能源、交通、水务、农业、旅游业、服务业、房
地产、工业、商业的投资及管理。

河北建投在公司设立时持有发行人 160,000 万股股份， 占发行人设立时
总股本的 80%，为发行人的控股股东。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河北建投持有
公司 50.50%的股份，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经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河北分所审计，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河北建投合并报表的总资产为 19,118,670.54 万元， 净资产为
8,928,586.81 万元，2019 年度实现净利润 383,181.53 万元。

河北省国资委持有本公司控股股东河北建投 100%股权，为本公司的实际
控制人。

九、财务会计信息
（一）财务报表
1、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 12 月 31 日 2018年 12 月 31 日 2017年 12 月 31 日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235, 517.73 225, 320.95 212, 789.48
应收票据 - - 45, 290.37
应收账款 351, 408.70 280, 460.13 211, 073.70
应收款项融资 45, 156.12 49, 146.56 不适用
预付款项 39, 589.20 21, 379.86 10, 799.45
其他应收款 7, 190.66 10, 049.69 5, 557.03
存货 5, 119.00 4, 580.89 4, 022.95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
产 1, 120.94 - -

其他流动资产 60, 442.60 49, 762.99 62, 568.37
流动资产合计 745, 544.94 640, 701.08 552, 101.36
非流动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不适用 不适用 10, 340.00
长期应收款 - - 18, 294.26
长期股权投资 230, 223.13 191, 768.13 168, 731.01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11, 520.57 11, 520.57 不适用
投资性房地产 2, 824.25 2, 934.77 3, 073.90
固定资产 2, 057, 662.39 1, 962, 994.90 1, 756, 681.86
在建工程 764, 412.92 693, 745.78 508, 112.47
使用权资产 241, 508.83 不适用 不适用
无形资产 224, 879.83 222, 481.46 232, 426.50
商誉 3, 941.16 3, 941.16 4, 766.62
长期待摊费用 3, 113.72 1, 661.82 1, 584.57
递延所得税资产 19, 432.38 19, 571.98 12, 630.43
其他非流动资产 290, 413.71 164, 761.09 166, 151.52
非流动资产合计 3, 849, 932.89 3, 275, 381.67 2, 882, 793.13
资产总计 4, 595, 477.83 3, 916, 082.74 3, 434, 894.49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168, 493.71 127, 225.40 181, 400.00
应付票据 3, 921.32 7, 431.45 12, 664.39
应付账款 9, 734.97 7, 413.05 3, 488.66
预收款项 - - 76, 485.72
合同负债 97, 173.51 69, 157.84 不适用
应付职工薪酬 10, 214.15 10, 817.66 9, 406.13
应交税费 15, 304.60 11, 003.76 8, 693.41
其他应付款 376, 721.57 279, 003.03 260, 641.49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
债 221, 664.03 198, 192.31 299, 245.75

其他流动负债 150, 000.00 150, 000.00 100, 000.00
流动负债合计 1, 053, 227.86 860, 244.50 952, 025.54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1, 680, 816.82 1, 498, 318.34 1, 271, 718.87
应付债券 228, 500.00 170, 000.00 50, 000.00
租赁负债 130, 895.33 不适用 不适用
长期应付款 11, 282.48 135, 564.89 104, 396.57
预计负债 4, 732.54 4, 505.53 4, 505.53
递延收益 6, 485.59 5, 255.83 2, 139.21
递延所得税负债 4, 571.68 2, 538.48 -
非流动负债合计 2, 067, 284.43 1, 816, 183.06 1, 432, 760.18
负债合计 3, 120, 512.29 2, 676, 427.56 2, 384, 785.73
股东权益：
股本 371, 516.04 371, 516.04 371, 516.04
其他权益工具 149, 400.00 58, 764.00 -

其中：永续债 149, 400.00 58, 764.00 -
资本公积 213, 584.81 213, 463.33 213, 506.41
其他综合收益 649.31 649.31 -
盈余公积 36, 197.14 28, 435.16 21, 071.51
未分配利润 410, 291.51 330, 807.83 254, 389.35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
权益合计 1, 181, 638.81 1, 003, 635.67 860, 483.31

少数股东权益 293, 326.73 236, 019.51 189, 625.45
股东权益合计 1, 474, 965.54 1, 239, 655.18 1, 050, 108.76
负债和股东权益总计 4, 595, 477.83 3, 916, 082.74 3, 434, 894.49

2、合并利润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一、营业收入 1,196,941.86 999,201.26 707,094.89
减：营业成本 863,782.12 711,556.42 474,967.70
税金及附加 3,880.55 2,747.56 2,194.28
销售费用 56.26 47.28 47.79
管理费用 55,394.19 46,871.39 41,955.94
研发费用 1,029.26 801.29 614.67
财务费用 86,888.51 78,101.15 78,332.34
其中：利息费用 87,533.39 80,254.42 76,418.32
利息收入 1,693.43 1,452.77 1,181.60
加：其他收益 9,597.99 4,327.25 5,640.26
投资收益 22,234.29 29,506.86 21,459.77
其中： 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
投资收益 21,498.27 28,986.54 21,372.58

信用减值损失 -3,492.30 -17,408.99 不适用
资产减值损失 -707.48 -2,863.77 -15,571.78
资产处置收益 38.37 -623.85 295.89
二、营业利润 213,581.85 172,013.68 120,806.31
加：营业外收入 5,023.25 3,758.44 1,054.37
减：营业外支出 180.23 1,456.32 1,473.32
三、利润总额 218,424.87 174,315.80 120,387.36
减：所得税费用 35,630.68 16,799.40 9,914.84
四、净利润 182,794.19 157,516.40 110,472.51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1,478.56 126,850.60 93,961.50
少数股东损益 41,315.63 30,665.80 16,511.01
五、综合收益总额 182,794.19 157,516.40 110,472.51
其中：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综合
收益总额 141,478.56 126,850.60 93,961.50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41,315.63 30,665.80 16,511.01
六、每股收益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36 0.33 0.25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36 0.33 0.25

3、合并现金流量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1, 315, 092.78 1, 075, 806.69 762, 957.33
收到的税费返还 9, 114.84 3, 882.09 5, 366.42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
金 3, 970.80 5, 835.74 2, 392.23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 328, 178.43 1, 085, 524.52 770, 715.98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817, 173.70 666, 650.62 427, 622.42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
金 55, 703.63 41, 875.39 35, 445.77

支付的各项税费 59, 122.03 37, 735.39 24, 926.75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
金 21, 309.30 22, 202.66 17, 359.56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953, 308.66 768, 464.05 505, 354.5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74, 869.76 317, 060.47 265, 361.47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0.10 - 750.00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17, 778.32 9, 375.55 3, 231.84
取得子公司收到的现金 175.10 - 702.88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
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192.18 10.25 331.57

出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
的现金净额 - - -1, 351.30

减少已质押的银行存款和其他使
用受限的货币资金 - 497.51 -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8, 145.70 9, 883.32 3, 664.98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
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595, 090.18 400, 872.75 350, 830.61

投资所支付的现金 33, 997.36 7, 152.00 9, 278.44
增加已质押的银行存款和其他使
用受限的货币资金 1, 044.04 - 1, 779.52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630, 131.58 408, 024.75 361, 888.57
投资活动使用的现金流量净额 -611, 985.89 -398, 141.44 -358, 223.59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138, 450.41 79, 284.00 28, 241.00
取得借款所收到的现金 982, 553.96 1, 090, 739.22 955, 811.31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6, 355.03 8, 500.00 -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 127, 359.40 1, 178, 523.22 984, 052.31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674, 299.29 850, 516.92 691, 828.50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
现金 188, 416.14 150, 489.44 126, 492.41

其中：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的股
利 /利润 28, 997.64 9, 799.78 8, 301.22

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
金 18, 188.56 82, 970.37 9, 467.84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880, 904.00 1, 083, 976.73 827, 788.75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6, 455.41 94, 546.49 156, 263.56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的影响 -186.55 -436.54 -1, 515.25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9, 152.73 13, 028.99 61, 886.20
加：年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24, 032.48 211, 003.49 149, 117.29
六、年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33, 185.21 224, 032.48 211, 003.49

（二）经注册会计师核验的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
安永华明对报告期内本公司的非经常性损益进行了审核，并出具《新天绿

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非经常性损益的专项说明》（安永华明（2020） 专字第
60809266_A04 号）。 报告期内，本公司的非经常性损益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6.83 -1, 232.83 97.13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112.54 27.31 24.60
委托贷款利息收入 51.07 50.94 118.60
以前年度已经计提各项减值准备的转回 2, 762.70 482.71 502.38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支净额 5, 245.15 3, 323.06 -244.80

小计 8, 178.30 2, 651.19 497.91
减：所得税影响数 2, 034.85 708.73 153.57
减：少数股东损益影响数（税后） 1, 241.00 312.86 449.31

非经常性损益影响净额 4, 902.45 1, 629.61 -104.98

本公司对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的确认依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
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一非经常性损益》（证监会公告
[2008]43 号）的规定执行，对于根据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
目，以及将其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增值税返还 9, 114.84 3, 882.09 5, 366.42

（三）主要财务指标
1、报告期内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2019年 12 月 31 日 2018年 12 月 31 日 2017年 12 月 31 日
流动比率（倍） 0.71 0.74 0.58
速动比率（倍） 0.70 0.74 0.58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31.13% 33.45% 36.76%
资产负债率（合并） 67.90% 68.34% 69.4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净资产
（元 /股） 3.18 2.70 2.32

无形资产（扣除土地使用权、水面养
殖权和采矿权等后）占净资产的比
例

11.34% 14.17% 17.81%

项目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3.24 3.34 3.12
存货周转率（次） 178.10 165.40 110.95
总资产周转率（次） 0.28 0.27 0.22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万元） 444, 993.90 372, 359.10 309, 295.10
利息保障倍数（倍） 2.79 2.61 2.1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万
元） 141, 478.56 126, 850.60 93, 961.5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万元） 136, 576.11 125, 220.99 94, 066.48

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元 /股） 1.01 0.85 0.71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 /股） 0.02 0.04 0.17

注：上述财务指标的计算方法如下：
流动比率 = 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速动比率 = 速动资产÷流动负债

资产负债率 = 总负债÷总资产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净资产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权益÷期

末股本总数
无形资产占净资产的比例 = 无形资产（扣除土地使用权、水面养殖权和

采矿权等后）÷净资产
应收账款周转率 = 营业收入÷应收账款平均余额
存货周转率 = 营业成本÷存货平均余额
总资产周转率 = 营业收入÷总资产平均余额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 = 利润总额 + 财务费用中的利息支出 + 固定资产

计提的折旧 + 投资性房地产计提的折旧 + 使用权资产的折旧 + 无形资产以
及长期待摊费用的摊销

利息保障倍数 =（利润总额 + 费用化利息支出）/ 利息支出
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期末股本总

数
每股净现金流量 =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 减少额÷期末股本总

数
2、报告期内净资产收益率及每股收益
本公司按照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9 号

一一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计算及披露（2010 年修订）》（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公告 [2010]2 号）、《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一一非经常性损益（2008）》（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08]43 号）要
求计算的每股收益和净资产收益率如下：

报告期利润 报告期间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每股收益（元）
基本每股收益 稀释每股收益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
利润

2019年度 12.83% 0.36 0.36
2018年度 13.72% 0.33 0.33
2017年度 11.39% 0.25 0.2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
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2019年度 12.36% 0.35 0.35
2018年度 13.54% 0.33 0.33
2017年度 11.40% 0.25 0.25

注：上述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①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P/（E0＋NP÷2＋Ei×Mi÷M0－Ej×Mj÷

M0±Ek×Mk÷M0）
其中：P 分别对应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或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NP 为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
润；E0 为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期初净资产；Ei 为报告期发行新股或债转
股等新增的、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资产；Ej 为报告期回购或现金分红
等减少的、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资产；M0 为报告期月份数；Mi 为新增
净资产下一月份起至报告期期末的月份数；Mj为减少净资产下一月份起至报
告期期末的月份数；Ek为因其他交易或事项引起的净资产增减变动；Mk为发
生其他净资产增减变动下一月份起至报告期期末的月份数。

②基本每股收益
基本每股收益 =P/S
S=S0＋S1＋Si×Mi÷M0－Sj×Mj÷M0－Sk
其中：P 为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或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归属于

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S 为发行在外的普通股加权平均数；S0 为期初股份总
数；S1 为报告期因公积金转增股本或股票股利分配等增加股份数；Si 为报告
期因发行新股或债转股等增加股份数；Sj 为报告期因回购等减少股份数；Sk
为报告期缩股数；M0 为报告期月份数；Mi 为增加股份下一月份起至报告期
期末的月份数；Mj为减少股份下一月份起至报告期期末的月份数。

③稀释每股收益
稀释每股收益 = [P+（已确认为费用的稀释性潜在普通股利息－转换费

用）×（1- 所得税率）]/（S0＋S1＋Si×Mi÷M0－Sj×Mj÷M0－Sk+ 认股权
证、股份期权、可转换债券等增加的普通股加权平均数）

其中：P 为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或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
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S0 为期初股份总数；S1 为报告期因公积金转增
股本或股票股利分配等增加股份数；Si 为报告期因发行新股或债转股等增加
股份数；Sj 为报告期因回购等减少股份数；Sk 为报告期缩股数；M0 为报告期
月份数；Mi为增加股份下一月份起至报告期期末的月份数；Mj 为减少股份下
一月份起至报告期期末的月份数。 公司在计算稀释每股收益时， 考虑所有稀
释性潜在普通股的影响，直至稀释每股收益达到最小值。

（四）简要盈利预测表
本公司未编制盈利预测报告。
（五）管理层对公司近三年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简要讨论与分析
1、财务状况分析
（1）资产分析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的资产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 12 月 31 日 2018年 12 月 31 日 2017年 12 月 31 日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流动资产合计 745, 544.94 16.22% 640, 701.08 16.36% 552, 101.36 16.07%
非流动资产合
计 3, 849, 932.89 83.78% 3, 275, 381.67 83.64% 2, 882, 793.13 83.93%

资产总计 4, 595, 477.83 100.00% 3, 916, 082.74 100.00% 3, 434, 894.49 100.00%

①资产总额逐年增长
从资产规模来看，报告期各期末公司资产总额整体呈增长趋势，公司资产

总额的增长主要报告期内公司业务规模扩大，增加风电项目、光伏项目、天然
气管道等固定资产投资所致。

②资产结构保持相对稳定
公司所处的风电行业、 天然气行业是典型的资本密集型行业。 公司资产

结构呈现“重资产”特点。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非流动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较
高，且保持相对稳定。 公司非流动资产主要为风电场、输气管道等固定资产及
在建工程等，符合风电、天然气行业的运营特点。

（2）负债分析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的负债构成情况如下：

（下转 C7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