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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肖宏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邓玉敏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王 超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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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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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
总资产（元）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43,628,575,769.80

41,761,732,007.34

4.47%

25,381,470,726.40

23,733,306,032.99

6.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
营业收入（元）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3,078,062,624.20

27.00%

8,776,228,417.01

28.03%

692,891,792.23

28.94%

2,036,418,767.15

11.33%

638,946,000.04

17.53%

1,979,084,292.61

8.03%

2,538,908,839.67

-4.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

37.50%

0.31

10.7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

37.50%

0.31

10.7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77%

0.41%

8.23%

-0.05%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3,128,056.25
主要系公司所属天然气公司获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得天然气综合补贴资金 500 万
13,739,998.39 元、所属财务公司收到落户奖励
132.09 万元、与资产相关递延收
益计入当期损益 659.91 万元等。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
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
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

59,072,076.00 处置陕西煤业股票

得的投资收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845,28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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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5,619,928.94 股权溢价拍卖

减：所得税影响额

19,944,283.2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436,019.92

合计

57,334,474.54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

涉及金额（元）

增值税退税

原因

101,410,291.30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21,692

0

股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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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股份状态

数量

湖北省宏泰国有
资本投资运营集 国有法人

27.30%

1,776,634,330

国有法人

23.36%

1,520,180,034

国有法人

15.69%

1,021,097,405

国有法人

3.56%

231,912,060

境内非国有法人

3.26%

212,247,740

国有法人

3.11%

202,676,864

国有法人

2.93%

190,500,000

境内非国有法人

2.46%

159,930,500

团有限公司
中国长江电力股
份有限公司
中国长江三峡集
团公司
中国国电集团公
司
长电资本控股有
限责任公司
陕西煤业化工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
三环集团有限公
司
中国证券金融股
份有限公司

956,022,944

202,676,864

质押

3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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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汇金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邓忠祥

国有法人

0.73%

47,228,800

境内自然人

0.37%

24,390,00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份种类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湖北省宏泰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

数量

1,776,634,330 人民币普通股

1,776,634,330

1,520,180,034 人民币普通股

1,520,180,034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

231,912,060 人民币普通股

231,912,060

长电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212,247,740 人民币普通股

212,247,740

三环集团有限公司

190,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90,500,00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59,930,500 人民币普通股

159,930,500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

65,074,461 人民币普通股

65,074,461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47,228,800 人民币普通股

47,228,800

邓忠祥

24,39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4,390,000

湖北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

23,902,325 人民币普通股

23,902,325

团有限公司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1）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为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2）长电资本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为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出资设立的全资子公司；
（3）湖北省国
有资本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为湖北省宏泰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
（4）除上述情况外，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其他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存在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股东邓忠祥通过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2,000,000 股。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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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应收票据本期期末数147,280,622.83元，较期初249,677,118.80元减少102,396,495.97元，减幅41.01%，
主要系票据结算金额低于到期承兑金额所致；
2.应收账款本期期末数1,449,309,591.27元，较期初736,284,845.79元增加713,024,745.48元，增幅96.84%，
主要系本期发电情况较好，部分电费暂未收回所致；
3.预付款项本期期末数367,863,721.64元，较期初271,530,825.94元增加96,332,895.70元，增幅35.48%，
主要系本期煤炭市场行情较好、购销渠道拓宽，客户需求增加而向供货方预付购煤款增加所致；
4.其他流动资产本期期末数76,111,405.15元，较期初637,483,433.39元减少561,372,028.24元，减幅
88.06%，主要系期初短期无风险理财产品本期到期所致；
5.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本期期末数609,483,500.73元，较期初417,833,500.73元增加191,650,000.00元，增幅
45.87%，主要系公司持有陕西煤业股票公允价值上升所致；
6.短期借款本期期末数4,581,005,477.05元，较期初3,106,000,000.00元增加1,475,005,477.05元，增幅
47.49%，主要系本期归还短期融资券15亿元，资金需要增加所致；
7.应交税费本期期末数485,569,076.49元，较期初334,358,185.26元增加151,210,891.23元，增幅45.22%，
主要系本期收入及业绩提升，相关税费相应增加；
8.应付利息本期期末数65,216,935.80元，较期初25,406,508.82元增加39,810,426.98元，增幅156.69%，主
要系公司债利息计提暂未到支付时间所致；
9.应付股利本期期末数231,305,202.25元，较期初66.36元增加231,305,135.89元，增幅348561084.83%，
主要系由本公司自行派发的部分2016年度分红款暂未支付完毕，且期初应付股利金额较小所致；
10.其他应付款本期期末数1,584,936,005.62元，较期初994,962,416.90元增加589,973,588.72元，增幅
59.30%，主要系公司应付往来款和质保金增加所致；
11.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本期期末数795,722,542.00元，较期初497,799,557.00元增加297,922,985.00
元，增幅59.85%，主要系长期借款重分类金额大于归还一年内到期长期借款所致；
12.其他流动负债本期期末数500,000,000.00元，较期初2,000,000,000.00元减少1,500,000,000.00元，减幅
75.00%，主要系本期归还短期融资券15亿元所致；
13.递延所得税负债本期期末数75,600,000.00元，较期初15,937,500.00元增加59,662,500.00元，增幅
374.35%，主要系公司持有陕西煤业股票公允价值上升而计提递延所得税负债增加所致；
14.其他综合收益本期期末数274,938,198.92元，较期初73,317,581.63元增加201,620,617.29元，增幅
275.00%，主要系公司持有陕西煤业股票公允价值上升所致；
15.营业总收入本期数8,788,616,085.80元，较上年同期增加1,924,391,505.05元，增幅28.04%，主要系煤
炭贸易业务量、新能源业务发电量增加所致；
16.营业成本本期数5,965,908,085.58元，较上年同期增加1,837,969,884.77元，增幅44.53%，主要系本期
燃煤成本上升，煤炭贸易业务量增加所致；
17.税金及附加本期数100,106,441.81元，较上年同期增加28,199,563.71元，增幅39.22%，主要系收入增
加，相关税费上升，同时同期计入管理费用相关税费本期在该项目核算所致；
18.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本期数194,609,027.04元，较上年同期减少110,871,103.48元，减
幅36.29%，主要系部分被投资单位本期业绩同比降低所致；
19.其他收益本期数101,410,291.30元，较上年同期增加101,410,291.30元，主要系根据《企业会计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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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号——政府补助》部分政府补助本期纳入该项目核算所致；
20.营业外收入本期数20,919,438.35元，较上年同期减少105,125,807.66元，减幅83.40%，主要系同期部
分在本项目核算政府补助本期在“其他收益”反映所致；
21.营业外支出本期数5,896,665.59元，较上年同期减少7,728,903.41元，减幅56.72%，主要系上年同期
湖北省受灾严重，公司履行社会责任捐赠所致；
22.少数股东损益本期数54,492,633.70元，较上年同期减少140,816,433.79元，减幅72.10%，主要系公司
本期主要控股单位经营业绩下降所致；
23.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本期数201,620,617.29元，较上年同期增加154,890,395.64元，增幅331.46%，
主要系公司持有可供出售金融资产陕西煤业股票本期公允价值上升所致；
2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数2,538,908,839.67元，较上年同期减少107,256,518.65元，减幅
4.05%，主要系煤炭贸易量增加、煤价上升，购买商品支付现金增加，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降
低；
25.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数-1,492,909,414.28元，较上年同期增加2,532,403,911.31元，增幅
62.91%，主要系公司购买短期无风险理财产品规模同比缩减且收回金额大于支付金额，同时购建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支付的现金减少，致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
26.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数-873,389,501.58元，较上年同期增加3,430,521,850.26元，增幅
79.71%，主要系本期借款现金增加，偿还债务现金减少，致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所致；
27.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本期数171,183,917.49元，较上年同期增加5,854,243,236.60元，增幅
103.01%，主要系本期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增加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燃煤电厂上网电价调整
湖北省物价局发出《关于合理调整电价结构有关事项的通知》（鄂价环资〔2017〕92号）（以下简称
《通知》）。《通知》要求，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统一部署，湖北省决定取消向发电企业征收的工业企业
结构调整专项资金，提高省内燃煤电厂标杆上网电价，将省内燃煤电厂标杆上网电价（含税、含脱硫、脱
硝和除尘电价）由每千瓦时0.3981元上调至每千瓦时0.4161元，以上政策自2017年7月1日起执行。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17年7月28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公告。
2.投资收购秘鲁查格亚水电站
为有效拓展海外业务，增强盈利能力，公司拟与ACE INVESTMENT FUND II LP及国新国际投资有限
公司共同投资，收购秘鲁查格亚水电站项目公司全部股权，共同投资方持股比例分别为40%∶40%∶20%。
本次收购拟以秘鲁查格亚水电站项目公司企业价值13.9亿美元进行收购，最终成交价格将根据交割时EGH
经审计的营运资本、债务、现金等情况进行调整，其中，湖北能源对应股权出资额不超过2.77亿美元。
本议案已经公司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17年8月25日、9月13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公告。
目前，收购工作正在有序推进，计划年内完成相关资产交割。
3.部分会计政策变更
根据财政部制定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财会〔2017〕15号），公司对2017年1月1
日存在的政府补助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2017年1月1日至本准则施行日之间新增的政府补助根据本准则
进行调整。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17年8月26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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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公告。
4.公司总经理兼任财务负责人
为确保公司相关财务管理工作的正常进行，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公司章程》及《公司董
事会提名委员会工作细则》等文件的规定，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并同意由公司总经理邓玉敏
先生兼任财务负责人，任职期限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任期一致。邓玉敏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受
中国证监会稽查、行政处罚、通报批评及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的情形；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无任何亲属关系；持有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106,900股；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
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5.签订框架合作协议
经公司与舟山市人民政府、长联石油控股有限公司/加拿大斯图尔特能源集团三方友好协商，本着优势
互补、互惠互利、合作共赢的原则，就投资建设舟山液化天然气接收站项目及配套项目签订战略合作框架
协议。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17年9月20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公告。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湖北能源财务公司与三峡财务公司合并
及增资事项。因监管要求变化，公司拟
调整入股三峡财务公司方案，调整后的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

2017 年 03 月 08 日

方案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

2017 年 06 月 14 日

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与武汉临空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

营口市人民政府、鄂州市人民政府分别 2017 年 06 月 20 日

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签订合作框架协议书

（www.cninfo.com.cn)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
2017 年 06 月 24 日

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公司股东长电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增
持公司股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
2017 年 06 月 27 日

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对 2017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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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公司新能源业务布局，公司燃机项目进

2017 年 07 月 04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展，及公司未来发展战略等。内容详见
深交所投资者互动易交流平台。
公司各业务版块经营情况，大力发展燃

2017 年 08 月 31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机业务的原因，及海外收购秘鲁水电站
项目公司的情况。内容详见深交所投资
者互动易交流平台。
公司在三峡集团中的定位，公司参与湖

2017 年 09 月 11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北省电力直接交易的情况，公司天然气
业务的成长性等。内容详见深交所投资
者互动易交流平台。
公司上半年发电业务情况，在建项目及

2017 年 09 月 11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项目储备情况等。内容详见深交所投资
者互动易交流平台。
公司发展定位，未来重点投资方向，对

2017 年 09 月 27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目前持有的金融股权规划，及未来分红
政策等。内容详见深交所投资者互动易
交流平台。

八、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九、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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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履行精准扶贫社会责任情况
1、三季度精准扶贫概要
（1）湖北能源清江公司长阳县都镇湾镇高桥村定点帮扶项目
1）对村级现有5公里主干道公路扩宽1米综合整治，拟投资金约45万元（按行业工程定额9万元/公里），
改善、提升现有村级公路的通行能力和安全保障；
2）加大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宣传力度，及时传递党的政策、方针，实施“村村响”有线广播增容升级项
目改造。援资约5万元，建10处（双喇叭/处）。
以上项目均已开工，预计10月底前可完成。
（2）湖北能源新能源公司恩施州利川市谋道镇双鹿村结对帮扶项目
2017年，湖北能源新能源公司所属齐岳山风电公司对口帮扶项目为利川市谋道镇双鹿村民宿旅游项
目，由谋道双鹿村牵头，农户配合，企业支持，分期分步建设一个腊肉加工坊，野竹笋加工包装厂，配套
一个中型跑马场、中高端农家乐、观景亭，最终成立“双鹿山生态观光农业公司”。该项目整体帮扶预算为
39万元（分两年实施，2017年帮扶20万元，2018年帮扶19万元）。目前，帮扶资金已审批完成，正逐步落
实中。
（3）湖北能源银隆电业公司保康县过渡湾镇倒座庙村结对共建项目
根据保康县过渡湾镇政府2017年大力推进村级光伏发电站建设的发展规则，结合该村现有条件和实
际情况，经当地镇村两级组织调研论证，并经村党员和村民代表讨论，决定在本村1组长岭处投资50万元
新建60千瓦光伏电站1座，目前已取得保康县改革与发展局批准的《湖北省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备案证》。
银隆电业公司决定在2017年分批投入帮扶资金总额20万元，帮扶资金已审批完成，正逐步落实中。
（4） 湖北能源银隆电业公司谷城县南河镇东坪村扶贫项目
2017年，银隆电业公司结合东坪村实际，通过认真核实和初步审定，在经过该村党员和村民代表讨
论的基础上，决定对该村200亩老茶园进行改选，预计每亩改造资金1000元，总投资20万元。银隆电业公
司提供帮扶资金6万元，促进帮扶项目得到落实，帮扶资金已审批完成，正逐步落实中。
（5）湖北能源房县水电公司襄阳市保康县后坪镇三岔村扶贫项目计划
1）新建村级文体广场500平方米，增设室外文体设施和室内健身运动设施，广场四周设置文化小康
宣传墙。总投资21万元，湖北能源公司帮扶10.5万元，保康县直部门帮扶10.5万元。
2）整平、硬化三岔村三、四、五组户户通公路3.5公里，总投资9.5万元。其中湖北能源公司帮扶4.5
万元，保康县国土部门帮扶5万元。
目前，帮扶资金已审批完成，正逐步落实中。
（6）十堰市房县五台乡龙潭峪村扶贫项目计划
1）按照村级公共服务场所的标准建设要求，拟对龙潭峪村村委会进行维修和改建，计划投资12万元。
2）开展饮水建设工程，拟解决共71户、累计270人饮水问题，计划投资8万元。
目前，帮扶资金已审批完成，正逐步落实中。
（7）对口支援三峡库区及移民安置项目
2014年12月4日，湖北省政府下发《省人民政府关于湖北省对口支援三峡移民工作规划（2014-2020
年）的批复》（鄂政函〔2014〕220号），对全省对口支援三峡移民工作做出了规划。按照该文件要求，
湖北能源集团对口支援巴东县，每年对口支援60万元（可采取经济合作项目、社会公益项目等形式）。2017
年 5月9日，省发改委组织召开了全省对口支援三峡移民工作座谈会，明确湖北能源今年对口支援巴东县
60万元建设3个扶贫村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目前，帮扶资金已审批完成，正逐步落实中。
（8）鄂州发电公司葛店经济开发区黄矶村结对帮扶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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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州发电公司对口帮扶鄂州市葛店经济开发区黄矶村18户（共36人）贫困家庭，既定目标是帮助这
些贫困家庭于2020年12月31日前全部实现脱贫。每年通过拨付该村扶贫专项资金的方式实施，2017年预算
费用10万元。采取推荐就业、学费支持、纳入低保和危房改造等不同形式的帮扶措施，积极解决贫困家庭
的实际问题。目前，帮扶资金已审批完成，正逐步落实中。
（9）峡口塘水电站库区利川市文斗乡大杉树村扶贫项目
2017年7月18日，利川市能源产业项目推进会上，恩施州委常委、利川市市委书记沙玉山提出了企业
在精准扶贫方面要承担社会责任的要求，市委统战部、工商联、扶贫办三部门也联合来函，要求峡口塘水
电公司协同利川市移民局帮扶该村精准脱贫工作。峡口塘水电公司计划投入帮扶资金25万元。目前，帮扶
资金已审批完成，正逐步落实中。
（10）“集善·守护童安”爱心安全包捐赠活动
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于2017年8月启动“集善·守护童安”爱心安全包捐赠活动，拟向全省残疾中小学
生，贫困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留守儿童集中地区的中小学生捐赠安全书包，并配备人民日报出版社
出版发行的关爱中小学生健康成长丛书《民族团结、防暴反邪、留守儿童家教手册、青春密码、心理健康、
无毒世界、健康饮食、交通安全、校园安全、安全五防》，每套价值人民币300元。湖北能源捐赠“爱心安
全包”100套，共计3万元，已完成捐赠全部流程。
2、上市公司三季度精准扶贫工作情况
指标
一、总体情况
其中：1.资金
3.帮助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脱贫数
二、分项投入
1.产业发展脱贫
其中：

——

——

万元

59.34

人

512

——

——

——

——

——

1.2 产业发展脱贫项目个数

个

5

万元

2

1.4 帮助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脱贫数
2.转移就业脱贫
2.2 职业技能培训人数
2.3 帮助建档立卡贫困户实现就业人数
3.易地搬迁脱贫
3.1 帮助搬迁户就业人数

4.教育脱贫
其中：

数量/开展情况

1.1 产业发展脱贫项目类型

1.3 产业发展脱贫项目投入金额

其中：

计量单位

4.1 资助贫困学生投入金额
4.2 资助贫困学生人数

农林产业扶贫;旅游扶贫

人
——

439
——

人次

12

人

51

——

——

人
——

6
——

万元

0.9

人

3

5.健康扶贫

——

——

6.生态保护扶贫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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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兜底保障
7.3 贫困残疾人投入金额
7.4 帮助贫困残疾人数
8.社会扶贫
8.2 定点扶贫工作投入金额
9.其他项目
其中：

——
万元

1

人

33

——

——
个

9.2.投入金额

万元

三、所获奖项（内容、级别）

——

万元

9.1.项目个数

9.3.帮助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脱贫数

——

50
——
2
5.44

人
——

32
——

3、后续精准扶贫计划
下一步，湖北能源将严格按照湖北省委、省政府及三峡集团要求，积极与项目所在地政府及相关单位
做好沟通协调，扎实推进上述扶贫项目，确保湖北能源2017年扶贫工作任务全面按时保质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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