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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991         证券简称：大唐发电         公告编号：2019-055 

 

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前三季度发电量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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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或“公司”）宣布，根据本公司初步

统计，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本公司及子公司累计完成发电量约 1961.743 亿

千瓦时，同比下降约 3.00%；累计完成上网电量约 1852.814 亿千瓦时，同比下

降 2.91%。 

本公司电量下降的主要原因是： 

1.全社会用电量增速较去年同期明显回落； 

2.水电、风电、核电发电量增长较多，挤占火电发电空间； 

3.京津唐、广东、浙江等地区受需求下滑和外来电增长等因素叠加影响，发

电量出现较大负增长。 

截至 2019年 9月 30日，本公司平均上网电价为人民币 378.16元/兆瓦时（含

税）。 

 

 

公司及子公司发电量情况： 

区域电

网 
电源种类 企业名称 

2019年前

三季度发

电量（亿

千瓦时） 

增长比

率 

2019年前

三季度上网

电量（亿千

瓦时） 

增长比

率 

京津唐 

火电（燃

机） 
高井热电厂 43.925 4.40% 42.783 4.52% 

火电 陡河发电厂 43.300 -12.69% 39.598 -12.23% 

火电 下花园发电厂 5.738 -13.99% 5.193 -14.38% 

火电 张家口发电厂 102.514 7.76% 94.469 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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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唐 

火电 
天津大唐国际盘山发电

有限责任公司 
36.817 -23.76% 34.228 -24.01% 

火电 
内蒙古大唐国际托克托

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138.378 -5.09% 129.216 -5.33% 

火电 
内蒙古大唐国际托克托

第二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107.691 -1.58% 101.256 -1.67% 

火电 
河北大唐国际唐山热电

有限责任公司 
21.766 -4.11% 20.219 -3.61% 

火电 
山西大唐国际神头发电

有限责任公司 
24.392 -24.84% 22.435 -24.88% 

火电 
河北大唐国际王滩发电

有限责任公司 
44.665 -0.36% 41.837 -0.06% 

火电 
河北大唐国际丰润热电

有限责任公司 
22.387 -0.89% 20.730 -0.82% 

火电 
河北大唐国际张家口热

电有限责任公司 
24.620 9.15% 23.061 9.31% 

火电 
河北大唐国际迁安热电

有限责任公司 
2.877 -36.01% 2.615 -35.72% 

风电 
河北大唐国际新能源有

限公司 
7.944 -3.04% 7.805 -2.83% 

山西 

火电 
山西大唐国际云冈热电

有限责任公司 
36.783 10.04% 33.415 10.02% 

火电 
山西大唐国际临汾热电

有限责任公司 
22.034 2.03% 20.327 1.45% 

风电 
山西大唐国际左云风电

有限责任公司 
0.865 20.98% 0.852 21.19% 

风电 
山西大唐国际应县风电

有限责任公司 
0.717 -14.34% 0.706 -14.84% 

广东 

火电 
广东大唐国际潮州发电

有限责任公司 
108.698 -15.60% 103.117 -15.68% 

火电（燃

机） 

深圳大唐宝昌燃气发电

有限公司 
7.617 -30.05% 7.427 -30.16% 

火电（燃

机） 

广东大唐国际肇庆热电

有限责任公司 
11.618 / 11.377 / 

江苏 

火电 
江苏大唐国际如皋热电

有限责任公司 
0.407 111.98% 0.260 176.60% 

火电、光

伏 

江苏大唐国际吕四港发

电有限责任公司 
88.876 -2.09% 83.776 -2.21% 

火电（燃

机） 

江苏大唐国际金坛热电

有限责任公司 
20.647 / 20.208 / 

福建 火电 
福建大唐国际宁德发电

有限责任公司 
80.663 -15.95% 76.338 -1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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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 风电 
福建大唐国际新能源有

限公司 
2.283 6.83% 2.224 7.18% 

浙江 

火电 
浙江大唐乌沙山发电有

限责任公司 
85.761 -12.04% 81.301 -12.24% 

火电（燃

机） 

浙江大唐国际绍兴江滨

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11.163 7.61% 10.930 7.59% 

火电（燃

机） 

浙江大唐国际江山新城

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1.431 29.04% 1.398 29.09% 

风电 
浙江大唐国际新能源有

限责任公司 
0.513 -23.43% 0.507 -23.41% 

光伏 
象山大唐新能源有限公

司 
0.322 114.67% 0.310 110.88% 

宁夏 

风电、光

伏 

宁夏大唐国际红寺堡新

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1.973 -3.71% 1.911 -4.93% 

风电、光

伏 

宁夏大唐国际青铜峡风

电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1.307 34.33% 1.267 33.09% 

辽宁 

火电 
辽宁大唐国际锦州热电

有限责任公司 
19.156 -8.51% 17.459 -8.21% 

风电、光

伏 

辽宁大唐国际新能源有

限公司 
11.186 10.56% 11.054 10.64% 

火电 
辽宁大唐国际沈东热电

有限责任公司 
17.228 / 15.987 / 

云南 
火电、水

电、光伏 

云南大唐国际电力有限

公司 
50.906 -35.81% 49.595 -35.55% 

江西 

火电 
江西大唐国际抚州发电

有限责任公司 
85.241 -3.04% 81.550 -3.04% 

火电 
江西大唐国际新余发电

有限责任公司 
4.489 -60.26% 4.079 -59.83% 

风电 
江西大唐国际新能源有

限公司 
5.757 10.16% 5.615 10.38% 

内蒙古 

火电 
内蒙古大唐国际呼和浩

特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24.719 -6.39% 22.675 -7.13% 

水电 
内蒙古大唐国际海勃湾

水利枢纽开发有限公司 
4.764 18.68% 4.723 18.61% 

风电、光

伏 

内蒙古大唐国际新能源

有限公司 
4.363 -15.82% 4.212 -15.86% 

重庆 

火电 
重庆大唐国际石柱发电

有限责任公司 
4.372 -42.09% 4.056 -41.97% 

水电 
重庆大唐国际彭水水电

开发有限公司 
50.438 14.00% 50.275 14.04% 

水电 
重庆大唐国际武隆水电

开发有限公司 
23.100 7.32% 22.907 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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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 

水电 
渝能（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11.671 -9.14% 11.593 -9.07% 

风电 
重庆大唐国际武隆兴顺

风电有限责任公司 
0.591 6.49% 0.573 7.10% 

四川 

水电 
四川金康电力发展有限

公司 
11.610 22.13% 11.421 22.44% 

水电 
四川大唐国际甘孜水电

开发有限公司 
81.092 20.86% 80.680 21.02% 

光伏 
四川大唐国际新能源有

限公司 
0.640 197.67% 0.628 197.63% 

青海 

水电 
青海大唐国际直岗拉卡

水电开发有限公司 
6.580 10.35% 6.515 10.42% 

光伏 
青海大唐国际共和光伏

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0.788 -15.09% 0.786 -11.98% 

光伏 
青海大唐国际格尔木光

伏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1.192 -4.94% 1.183 -1.99% 

风电 
大唐国际茫崖新能源有

限公司 
0.775 / 0.708 / 

安徽 

火电 大唐淮南洛河发电厂 9.514 -23.08% 8.936 -23.08% 

火电 大唐淮北发电厂 47.396 -6.29% 45.048 -6.13% 

水电 大唐陈村水力发电厂 4.429 47.88% 4.371 47.62% 

火电 
安徽淮南洛能发电有限

责任公司 
68.229 19.06% 64.920 18.37% 

火电 
马鞍山当涂发电有限公

司 
47.839 -11.65% 45.892 -11.52% 

火电 
安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淮南田家庵发电厂 
22.867 -2.04% 21.519 -1.83% 

生物质 
大唐安庆生物质能发电

有限公司 
0.000 -100% 0.000 -100% 

河北 

火电 
大唐河北发电有限公司

马头热电分公司 
26.791 -17.09% 24.539 -16.48% 

火电 大唐保定热电厂 15.496 -2.24% 13.257 -2.39% 

水电、光

伏 
大唐王快水力发电厂 0.380 8.26% 0.372 9.09% 

风电 
大唐河北新能源(张北)

有限责任公司 
1.764 -18.33% 1.744 -18.43% 

火电 大唐清苑热电有限公司 26.223 1.35% 23.933 1.53% 

火电 大唐武安发电有限公司 22.189 -1.41% 20.356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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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 

光伏 
大唐五原新能源有限公

司 
0.248 9.25% 0.247 9.78% 

风电、光

伏 

大唐乌拉特后旗新能源

有限公司 
0.791 -12.11% 0.781 -12.35% 

光伏 
大唐河北发电有限公司

行唐分公司 
0.031 / 0.031 / 

光伏 
大唐河北发电有限公司

赞皇分公司 
0.017 / 0.017 / 

黑龙江 

火电 
大唐七台河发电有限责

任公司 
48.687 -3.72% 45.400 -3.71% 

火电 
大唐鸡西热电有限责任

公司 
8.181 39.85% 7.409 41.66% 

火电 
大唐双鸭山热电有限公

司 
12.356 -2.51% 11.203 -2.57% 

火电 
大唐鸡西第二热电有限

公司 
20.784 7.18% 19.373 7.68% 

水电、风

电 

大唐黑龙江新能源开发

有限公司 
2.350 1.95% 2.311 1.81% 

火电 大唐绥化热电有限公司 22.951 7.47% 21.578 7.99% 

火电 哈尔滨第一热电厂 20.880 -0.57% 18.207 -6.49% 

合计 
 

  1961.743 -3.00% 1852.814 -2.91% 

 

特此公告。 

 

 

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 10 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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