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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3816                           证券简称：中国广核                           公告编号：2020-058 

中国广核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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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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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维 董事 工作原因 杨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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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广核 股票代码 003816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尹恩刚 魏瑾 

办公地址 
中国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2002

号中广核大厦南楼 

中国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2002号

中广核大厦南楼 

电话 （+86）755-84430888 （+86）755-84430888 

电子信箱 IR@cgnpc.com.cn IR@cgnpc.com.cn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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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06,671,856.77 26,522,681,415.95 18.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205,219,112.59 5,022,584,904.83 3.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5,142,932,759.77 4,814,095,068.39 6.8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5,006,857,087.04 14,819,994,232.85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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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3 0.111 -7.2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03 0.111 -7.2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67% 6.90% 下降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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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3,707,138,547.47 387,975,234,526.79 -1.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91,226,175,539.74 89,801,976,064.25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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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4,009（其中 A 股 340,334

户，H 股 3,675 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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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广核集团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7.79% 

29,184,091,37
5 

29,176,641,375   

HKSCC 

NOMINEES 
LIMITED 

境外法人 15.15% 7,649,319,815 0   

广东恒健投资

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6.79% 3,428,512,500 3,428,512,500   

中国核工业集

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32% 1,679,971,125 1,679,971,125   

中国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44% 1,231,289,000 0   

社会保障基金

理事会 
其他 2.01% 1,014,875,000 0   

BlackRock, Inc. 境外法人 1.39% 701,599,364 0   

Citigroup Inc. 境外法人 1.15% 578,494,533 0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易方达 3 年

封闭运作战略

配售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LOF） 

其他 1.10% 555,485,000 555,485,000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南方 3 年封

闭运作战略配

售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LOF） 

其他 0.84% 424,188,000 424,188,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1、广东恒健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为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10%的股东；2、公司未知其

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公司未知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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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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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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行业格局和趋势 

2020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以下简称“新冠疫情”）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巨大冲击，在国家有

效防控疫情前提下，全国复工复产有序恢复，经济社会发展重启改善。根据国家统计局2020年7月16日公布的数据，2020年

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下降1.6%；分季度看，第一季度同比下降6.8%，第二季度同比增长3.2%。由此可见，2020

上半年我国经济逐步克服新冠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经济运行呈恢复性增长和稳步复苏态势，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

有改变。 

2020年5月22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提请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审议《关于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该报告中提出要安全发展先进核电。2020年6月5日，国

家能源局印发了《2020年能源工作指导意见》，指导意见中明确提出要安全发展核电，继续落实好保障核电安全消纳暂行办

法，促进核电满发多发。 

随着国内复工复产的推进，全社会用电需求逐步回升，根据中电联发布的《2020年1-6月份全国电力工业运行简况》，

2020年上半年，全社会用电量同比下降1.3%，其中6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较去年同期增长6.1%。2020年上半年，全国发电设备

平均利用小时为1,727小时，同比降低107小时，核电平均利用小时数同比增加90小时，达到3,519小时。我们认为，下半年全

社会用电量仍将继续恢复。 

与此同时，国家电力体制改革步伐加快，各省份市场化电力交易份额进一步扩大，电力交易体制逐步完善。我们积极与

地方政府、电网以及相关企业沟通，在争取更多的上网电量计划指标的同时，紧跟行业与市场动态，深入探索电力市场交易

模式，积极参与市场化交易，抓住市场机遇，争取更多的电量及更优的电价。 

（2）2020年上半年经营成果 

截至2020年6月30日，公司管理24台在运核电机组、5台在建核电机组（其中包含本公司控股股东委托本公司管理的1

台在建机组）。 

2020上半年，公司管理的在运核电机组全部实现安全稳定运行，上半年累计上网电量为903.49亿千瓦时，较去年同期

增长13.00%。其中，公司的子公司运营管理的核电站（含大亚湾核电站、岭澳核电站、岭东核电站、阳江核电站、防城港

核电站、宁德核电站和台山核电站）的上半年的累计上网电量为760.70亿千瓦时，较去年同期增长15.88%；公司的联营企业

运营管理的核电站（红沿河核电站）的上半年的累计上网电量为142.78亿千瓦时，较去年同期下降0.19%。 

截至2020年6月30日，公司合并报表口径总资产约为人民币383,707.14百万元，比上年末下降1.10%；负债合计约为人民

币246,707.48百万元，资产负债率64.30%；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权益约为人民币91,226.18百万元，比上年末增长1.59%。公

司实现合并报表口径营业收入约为人民币31,506.67百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8.79%；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为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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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5,205.22百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3.6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约为人民币15,006.86百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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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