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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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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孙玮恒、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曹路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方建立

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总资产 110,036,184,680.1

7 

110,969,781,894.46 -0.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63,940,778,396.27 64,167,055,611.95 -0.35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

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520,358,310.48 1,510,294,753.95 0.67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

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8,695,418,836.13 13,191,336,178.34 -34.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558,900,073.09 1,066,644,482.07 -47.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38,724,534.24 974,412,576.23 -34.4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87 1.71 减少 0.8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 0.08 -5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 0.08 -50.0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4,463.71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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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

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

府补助除外 

77,357,66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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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

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

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165,373,454.44 系持有的商品

期货合约产生

的公允价值变

动损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5,559,944.9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621,523.34  

所得税影响额 23,125,284.33  

合计 -79,824,461.15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175,737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

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

态 
数量 

浙江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9,312,667,001 68.47 0 质押 2,694,000,000 国有法人 

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 573,115,691 4.21 0 未知  国有法人 

浙江浙能兴源节能科技有限

公司 
500,500,000 3.68 0 无  国有法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406,901,339 2.99 0 未知  国有法人 

河北港口集团有限公司 211,809,000 1.56 0 未知  国有法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111,340,300 0.82 0 未知  国家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76,094,591 0.56 0 未知  其他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76,094,591 0.56 0 未知  其他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

工银瑞信中证金融资产管理

计划 

76,094,591 0.56 0 未知  其他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75,726,687 0.56 0 未知  其他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浙江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9,312,667,001 人民币普通股 9,312,667,001 

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 573,115,691 人民币普通股 573,115,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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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浙能兴源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500,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00,500,00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406,901,339 人民币普通股 406,901,339 

河北港口集团有限公司 211,809,000 人民币普通股 211,809,00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11,340,300 人民币普通股 111,340,300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中证金融资产管理

计划 
76,094,591 人民币普通股 76,094,591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中证金融资产管理

计划 
76,094,591 人民币普通股 76,094,591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工银瑞信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76,094,591 人民币普通股 76,094,591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中证金融资产管理

计划 
75,726,687 人民币普通股 75,726,68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浙江浙能兴源节能科技有限公司是浙江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的

全资子公司。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关系。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

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变动比

例（%） 

情况说明 

应收票据 197,080,000.00  - 系省内部分电费款改用

应收票据结算所致 

预付款项 910,172,839.82 352,716,704.73 158.05 主要系预付煤款增加所

致 

其他应收款 330,942,365.78 247,520,714.75 33.70 主要系商品期货合约保

证金增加所致 

存货 3,783,507,792.61 2,270,312,417.56 66.65 主要系燃煤库存增加所

致 

其他权益工具

投资 

5,699,047,166.45 6,733,071,629.66 -15.36 系持有的招商、兴业、

交通、光大等四家上市

银行股票的公允价值变

动所致 

长期待摊费用 372,537,389.36 255,861,149.65 45.60 主要系阿克苏热电公用

铁路资产增加所致 

交易性金融资

产 

 20,358,480.00 -100.00 系商品期货合约的公允

价值变动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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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性金融负

债 

175,078,160.00  - 

应付票据 873,316,388.71 416,804,960.69 109.53 主要系部分融资由短期

借款改为票据方式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

非流动负债 

2,917,266,275.33 1,618,771,644.57 80.21 主要系一年内到期的长

期借款增加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2,459,200,933.62 3,234,768,979.50 -23.98 主要系其他权益工具投

资公允价值变动所致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同期 变动比

例（%） 

情况说明 

营业收入 8,695,418,836.13 13,191,336,178.34 -34.08 主要系发电量下降所致 

营业成本 7,831,156,952.44 11,827,873,327.56 -33.79 主要系发电量下降导致

耗煤量减少所致 

投资收益 508,530,423.59 654,760,239.39 -22.33 主要系参股发电企业实

现利润减少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

收益 

-195,436,640.00 29,834,603.44 -755.07 系商品期货合约产生的

公允价值变动计入当期

损益所致 

支付其他与筹

资活动有关的

现金 

96,400,000.00  - 系支付收购浙江浙能中

煤舟山煤电有限责任公

司 7%股权的股权收购余

款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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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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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变动的

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浙江浙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孙玮恒 

日期 2020年 4月 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