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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本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按照母公司国内会计报告净利润提取 10%的法定公积金 411,366 千元；建议 2016 年度派发股息每

股 0.136 元（以总股本 9,862,976,653 股为基数），总额合计人民币 1,341,365 千元。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华电国际 600027 / 

H股 香港交易所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 01071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周连青先生 张戈临先生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内大街2号 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内大街2号 

电话 010-8356 7779 010-8356 7900 

电子信箱 zhoulq@hdpi.com.cn zhanggl@hdpi.com.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本公司是中国最大型的综合性能源公司之一，其主要业务为建设、经营发电厂，包括大型高效的

燃煤燃气发电机组及多项可再生能源项目。本公司发电资产遍布全国十四个省、市、自治区，地

理位置优越，主要处于电力负荷中心或煤矿区域附近。截至本报告日，本公司已投入运行的控股

发电厂共计 61 家，控股装机容量为 48,139.7 兆瓦，其中燃煤及燃气发电控股装机容量共计 42,966.5

兆瓦，水电、风电、太阳能发电等可再生能源发电控股装机容量共计 5,173.2 兆瓦。 

 

报告期内，本公司的主要业务仍然是向本公司发电资产所在的区域销售电力产品和热力产品，以

满足当地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需求，其中销售电力产品收入占本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的约 92.56%。本

公司火力发电机组约占本公司控股装机容量的 90%，其他发电机组包括水力发电、风力发电和太

阳能发电等。 

 

2016 年中国电力市场供需相对宽松。截至 2016 年底，全国的发电装机容量约为 16.46 亿千瓦，同

比增长 8.2%。其中，火力发电的装机容量约为 10.54 亿千瓦，同比增长约 5.3%，占全部装机容量

的约 64%；水力发电的装机容量约为 3.32 亿千瓦，同比增长 3.9%，占全部装机容量的约 20%。

全国 6,000 千瓦及以上电厂发电设备利用小时为 3,785 小时，同比降低 203 小时，其中，火电的利

用小时为 4,165 小时，同比下降 199 小时。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2016年 2015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4年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210,111,953 206,655,196 1.67 203,197,678 188,264,582 

营业收入 63,346,051 71,014,693 (10.80) 76,633,251 68,397,7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3,344,443 7,693,880 (56.53) 6,355,824 5,901,8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3,003,703 7,446,813 (59.66) 7,132,149 7,132,1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42,619,387 42,368,831 0.59 34,145,232 31,654,58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2,132,247 31,525,719 (29.80) 26,384,237 23,760,725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339 0.842 (59.74) 0.793 0.73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7.93 21.00 减少13.07个

百分点 

21.69 21.88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千元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16,854,380 12,702,370 16,323,753 17,465,5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18,815 816,647 1,082,966 (373,9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776,807 679,528 986,933 (439,56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641,125 5,112,178 5,503,860 4,875,084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51,763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48,24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 

增减 

期末 

持股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中国华电集团公司 - 4,620,061,224 46.84 1,361,137,371 无 - 国有

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

有限公司 

(996,000) 1,710,568,950 17.34 - 未知   境外

法人 

山东省国际信托股份有

限公司 

- 800,766,729 8.12 - 无 - 国有

法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

公司 

59,994,510 303,236,531 3.07 - 无 - 未知 

申能股份有限公司 - 142,800,000 1.45 - 无 - 国有

法人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43,782)  103,200,600 1.05 - 无 - 未知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93,500,000 0.95 - 无 - 未知 

上海喜仕达电子技术有

限公司 

- 92,800,000 0.94 - 质押 92,800,000 未知 

中国工艺（集团）公司 - 91,000,000 0.92 - 无 - 未知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 77,978,400 0.79 - 无 - 未知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人民币 633.46 亿元，比上年同期减少约 10.80%；营业成本为

人民币 490.34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约 3.86%；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人民币 33.44 亿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约 56.53%；基本每股收益为人民币 0.339 元。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于 2016 年内，本公司通过新设立而增加的主要子公司有： 

 

主要子公司名称 注册地 业务性质 持股比例 

华电章丘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 中国章丘市 发电及售电 100 

华电沂源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  中国山东省沂源县 发电及售电 100 

华电翁牛特旗风电有限公司 中国内蒙古自治区翁牛特旗 发电及售电 100 

泽州县华电风电有限公司 中国山西省泽州县 发电及售电 100 

华电滕州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 中国滕州市 发电及售电 100 

陕西华电旬邑风电有限公司 中国陕西省旬邑县 发电及售电 100 

华电湖州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 浙江湖州市 发电及售电 100 

华电宁波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 浙江宁波市 发电及售电 100 

华电广东能源销售有限公司 广东省广州市 电力项目咨询及工程服务等 100 

 

另外，四川华电电力投资有限公司（“四川电力投资”）系本公司之原子公司四川活兴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四川活兴”)于本年通过吸收合并本公司之原子公司四川协兴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四川协

兴”)成立的新公司。通过该吸收合并，本公司原通过四川活兴和四川协兴间接控股的水洛河公司

成为四川电力投资的子公司。 

 

华电朔州热电有限公司已于 2016 年度注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