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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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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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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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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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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电重工 601226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赵江 高萍 

电话 010-63919777 010-63919777 

办公地址 
北京市丰台区汽车博物馆东路

华电发展大厦B座 

北京市丰台区汽车博物馆东路

华电发展大厦B座 

电子信箱 hhi@hhi.com.cn hhi@hhi.com.cn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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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28,081,784.59 9,167,741,433.72 -1.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599,842,273.55 3,624,607,231.69 -0.68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6,966,857.92 -231,425,453.70 14.89 

营业收入 3,291,525,506.55 2,941,341,949.99 11.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4,475,547.86 27,026,646.80 -190.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32,398,523.12 17,595,077.24 -284.13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68 0.76 减少1.4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12 0.0234 -190.6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12 0.0234 -190.60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36,597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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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中国华电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63.13 729,120,356 0 无 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2.92 33,717,462 0 无 0 

王天森 
境内自

然人 
1.65 19,000,000 0 无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

人 
0.87 9,997,800 0 无 0 

北京舍尔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0.65 7,500,000 0 无 0 

唐德兵 
境内自

然人 
0.35 4,000,000 0 无 0 

王新红 
境内自

然人 
0.28 3,239,900 0 无 0 

何芳 
境内自

然人 
0.28 3,189,637 0 无 0 

丛丰收 
境内自

然人 
0.17 1,993,000 0 无 0 

徐斌 
境内自

然人 
0.16 1,877,90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公司未知前 10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2、公司未知前 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

动人的情况。 

3、公司未知前 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与前 10名股东之

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不适用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20年上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严峻考验，公司紧盯全年经营目标不放松，一手抓

疫情防控，一手抓复工复产，全力降低疫情对公司生产经营所造成的不利影响，各项工作取得积

极成效。 

1、疫情防控措施得力、复工复产成效显著 

公司高度重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第一时间成立新冠疫情应急工作领导小组及办公室，

多次召开专题会议和进行专项检查，发布系列文件通知，落实疫情防控报告制度，做细各项防控

措施，系统各单位疫情防控形势总体平稳可控。疫情期间，公司印发了《项目现场新型冠状病毒

传染防疫指南》、《境外项目及人员新冠肺炎防控工作指引》，积极有序推动公司在建项目和所属子

公司复工复产，保障项目按期完成重要节点工作。 

2、市场营销稳步推进 

报告期内，公司新签销售合同 48.83亿元，同比增长 10.23%，另，已中标暂未签订销售合同

13.04 亿元。其中，物料输送业务中标方洋物流徐圩新区干散货输送栈桥一期管带机系统总承包

项目，该项目管带机的总长度及单条长度均刷新该系列产品国内记录；热能业务克服材料上涨、

关税调整等困难，签订江西丰城电厂三期扩建工程项目主汽、热段管道管材及配管合同；钢结构

业务积极推进杭州华电半山发电有限公司去工业化改造项目噪声治理及辅助工程，为公司噪声源

头治理技术、高效环保型机力通风冷却塔、建筑噪声一体化技术的后续推广打下坚实基础；海洋

与环境业务签订华电玉环 1号海上风电场项目一期工程施工总承包项目、盐城国能大丰 H5海上风

电场工程风机基础及安装工程，进一步巩固了公司在海上风电领域的市场地位。 

3、科技创新稳步推进 

报告期内，公司新增专利授权 76件，其中新增发明专利授权 14件；“长距离带式输送机绿色

工程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通过中国电力工业联合会组织的科技成果鉴定，整体达到国际先进水

平；进一步完善科技研发管理体系，编制了《“十四五”科技发展规划》，修订了《研发费用管理

办法》；大力推进技术研发，完成螺旋卸船机试验平台制作，依托内蒙不连沟大路煤矸石电厂夏季

尖峰冷技改项目推进综合能效提升和灵活性改造技术落地。 

4、安全质量总体稳定 

报告期内，公司以疫情防控、复工复产、本安企业创建、质量提升为工作重点，层层落实安

全环保责任，注重源头防范化解，安全、环保、质量总体稳定。以安全 1号文形式发布《2020年

安全环境工作提升要点》，明确全年安全环保工作思路和重点任务，通过线上视频和现场检查，开

展疫情防控及春季安全监督检查、起重作业安全专项检查、“反违章”专项整治活动，消除安全隐

患，惩戒违章行为。积极开展质量监督检查和无损检测专项抽查，通过工艺培训、QC小组、技能

比武、质量检查，夯实质量管理基础。子公司方面，曹妃甸重工入选 2020年河北省战略性新兴产

业领军百强企业；重工机械月产量连续突破 5,000 吨，创建厂以来最好水平；河南华电荣获郑州

航空港经济试验区“先进企业”称号。 

5、项目过程管理和成本管控有效加强 

报告期内，公司以“科工十大重点工程”为抓手，利用月度工程管理与安全质量例会，持续

加强重点项目的过程管控。为进一步控制工程建设成本，继续扩大框架（规模）采购范围，修订

《销售项目工程造价管理办法》，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项目“四算管理”的通知》。 

6、持续深化“双百”改革，推进管理效能提升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深化干部人事、劳动用工、薪酬分配三项制度改革，构建优上劣下的长



效机制，激发干部队伍的生机与活力；健全市场用工机制，对不同岗位实行差异化选聘，实行国

际化人才、新兴产业人才、急需紧缺人才、资质技术人才、高级技能人才优先引进策略。印发《2020

年度提质增效和两金管理工作方案》，细化重点难点项目分解，加强源头管理，强化过程监控。发

布《合规管理办法》和《合规管理手册》，稳步推进三体系、内控体系、合规体系、风险管理体系、

规章制度体系的协同和融合，做到风险管理全面覆盖、责任导向、协同联动、适用有效，不断提

升企业管理效能。 

7、党建及党风廉政建设保障有力 

报告期内，公司认真落实党建工作要点、严格执行党建工作考评办法、党组织书记述职评议

等管理制度；推进党建创新，形成《“双百行动”综合改革中加强党的建设研究》等政研成果；扎

实开展“三清”企业创建工作，成立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明确目标、标准和责任，通过主题党

日、反腐倡廉教育月等活动进行大力宣传；深入开展工程建设管理和境外经营管理专项治理，不

断增强各级党员干部的规矩意识。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1、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2017 年 7 月 5 日，财政部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财会[2017]22 号），要求

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

的企业，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公司根据

上述新收入准则中的要求，对原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并按以上文件规定的起始日开始执行上

述企业会计准则。 

2、会计政策变更的具体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一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

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是公司按照财政部相关规定进行的合理变更，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根据新收入准则，公司将在资产负债表中新增“合同资产”科目，反映公司已向客户转让商

品而有权收取对价的权利金额；新增“合同负债”科目，反映公司已收或应收客户对价而应向客

户转让商品的义务金额。 

新收入准则将原收入和建造合同两项准则纳入统一的收入确认模型；以控制权转移替代风险

报酬转移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标准；对于包含多重交易安排的合同的会计处理提供了更明确

的指引；对于某些特定交易（或事项）的收入确认和计量给出了明确规定。新收入准则能够更加

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 

公司按照新收入准则重新评估了公司主要合同收入的确认和计量、核算和列报等方面，对公

司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净资产、净利润及收入确认方式无重大影响，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

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也无需进行追溯调整，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3、会计政策变更的审议和披露情况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事项已经 2020 年 4 月 23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

董事、监事会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天职会计师出具了专项说明，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4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临 2020-017）、《关于华电重工股份有限公司执行新收入准则并变

更相关会计政策的说明》（天职业字[2020]23627 号）。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华电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文端超 

日期 2020-08-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