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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66                             证券简称：长源电力                   公告编号：2019-054 

国电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

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汪涛 独立董事 因事未能出席 汤湘希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长源电力 股票代码 000966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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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军 周峰 

办公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徐东大街 113号国

电大厦 29楼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徐东大街 113号国

电大厦 29楼 

电话 027-88717131 027-88717132 

电子信箱 liujun@cydl.com.cn zhoufeng@cydl.com.cn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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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3,403,256,709.84 2,890,495,173.01 17.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54,758,107.65 24,143,887.98 955.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239,989,706.09 15,426,898.15 1,455.6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22,562,178.78 51,490,003.10 914.8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299 0.0218 954.5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299 0.0218 954.5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97% 0.74% 增加 6.23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9,408,051,778.05 9,362,569,250.81 0.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734,911,552.34 3,392,842,373.02 10.08%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50,08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

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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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国国电集团有限公司 国家 37.39% 414,441,332 0   

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80% 119,645,10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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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三组合 其他 1.80% 20,000,000 0   

湖北正源电力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9% 14,286,242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华夏行业龙头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1.26% 14,015,002 0   

王梓煜 境内自然人 0.86% 9,482,254 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

泰柏瑞量化先行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55% 6,107,295 0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零零三

组合 
其他 0.49% 5,389,680 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

夏经典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45% 5,039,940 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

实研究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45% 4,962,9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中国国电集团有限公司是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持股

比例为 3.56%。除此之外，上述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其它关联关系

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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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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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

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公司主营业务为电力、热力生产和销售，所生产的电力全部输入湖北电网，热力主

要供给当地企事业单位。截止报告期末，公司可控总装机容量为 370.51 万千瓦，其中

火电装机 359万千瓦，风电装机 9.35万千瓦，生物质装机 2.16万千瓦，公司可控总装

机容量占湖北全省发电装机容量 7,742 万千瓦(含三峡 2,240 万千瓦)的 4.78%；公司火

电装机占湖北全省火电装机容量 3,144.9万千瓦的比重为 11.42%。报告期内，公司完成

发电量 88.44 亿千瓦时，占湖北全省上半年发电量 1,350.7 亿千瓦时的 6.55%，同比增

加 12.42 亿千瓦时，增幅 16.34%；完成售热量 482.1 万吉焦，同比增加 8.28 万吉焦，

增幅 1.75%。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40,325.67万元，同比增加 51,276.15万元，其中

电力销售收入 307,304.06万元，占营业收入的 90.3%；热力销售收入 23,773.35 万元，

占营业收入的 6.99%，报告期内公司未开展煤炭销售业务。发生营业成本 288,257.71

万元，同比增加 21,767.93 万元，其中电力成本 261,691.33 万元，占营业成本的

90.78%；热力成本 24,440.55万元，占营业成本的 9.34%。实现营业利润 34,828.23 万

元，同比增加 29,581.21 万元。归属母公司的净利润 25,475.81 万元，同比增加

23,061.29 万元。 

与上一年度相比，电力产品主营业务利润上升，主要原因是发电量同比上升，煤价

下降所致；热力产品主营业务利润上升，主要原因是售热量同比上升所致。影响营业利

润的主要原因：一是发电量同比上升，煤价下降净增加营业利润约 28,989 万元；二是

售热量同比上升，净增加营业利润约 1,080 万元；三是财务费用同比减少，净增加营

业利润 733万元；四是发电量增加导致非电收入增加，净增加营业利润 855万元；五是

其他营业外收入增加，净增加营业利润 1,112万元；六是固定成本同比增加，减少营业

利润 3,463万元。 

报告期内，公司电力产品毛利率 14.84%，较上年同期的 7.62%上升 7.22个百分点，

热力产品毛利率为-2.81%，较上年同期的-16.96%上升 14.15 个百分点。电力、热力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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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毛利率上升的主要原因是电力产品、热力产品营业收入同比上升所致。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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