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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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内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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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电能源 600726 *ST华源 

B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华电B股 900937 *ST华电B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西金 战莹 

电话 0451-58681766 0451-58681872 

办公地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大成街209号 哈尔滨市南岗区大成街209号 

电子信箱 hdenergy@hdenergy.com hdenergy@hdenerg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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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45,992,656.10 23,685,615,745.89 -3.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509,373,793.82 1,663,703,930.01 -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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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385,563.59 761,576,460.59 -80.25 

营业收入 5,454,209,256.53 5,218,351,770.10 4.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73,105,262.66 12,540,931.82 -1,480.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90,849,495.92 -1,025,164.54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0.91 0.791 减少11.70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88 0.006 -1,566.67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88 0.006 -1,56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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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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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4.80 881,126,465 0 无 0 

黑龙江省新产业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35 26,626,134 0 无 0 

VANGUARD TOTAL 

INTERNATIONAL STOCK 

INDEX FUND 

境外法人 0.39 7,708,506 0 无 0 

徐莉蓉 境内自然人 0.37 7,221,400 0 无 0 

陈才林 境内自然人 0.26 5,154,137 0 无 0 

VANGUARD EMERGING 

MARKETS STOCK INDEX 

FUND 

境外法人  4,787,880 0 无 0 

吴喜强 境内自然人 0.23 4,480,020 0 无 0 

李婷 境内自然人 0.21 4,204,901 0 无 0 

宗松森 境内自然人 0.16 3,111,500 0 无 0 

修泉刚 境内自然人 0.13 2,638,58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和

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公司未发行优先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为 157,571 户，其中 A 股 98,676 户；B 股 58,895 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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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公司全资及控股电厂完成发电量 129.13 亿千瓦时，同比下降 0.92%；

上网电量完成 115.43 亿千瓦时，同比下降 1.43%。公司发电量和上网电量同比下降的主要原因是

受疫情影响黑龙江省用电市场需求不旺。公司机组含税平均上网电价 369.39 元/千千瓦时。机组

利用小时完成 1,928 小时。上半年供热量完成 3,393 万吉焦。 
截止 2020 年 6 月 30 日，公司总资产为 227.46 亿元；股东权益为 15.09 亿元。实现营业收入

54.54 亿元；实现净利润-1.73 亿元；基本每股收益为-0.088 元，每股净资产为 0.77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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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采用《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财会〔2017〕22 号）根

据衔接规定，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首日执行新准则与现行准则的差异追溯调整本报告期期

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会计政策变更导致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按照新收入准则规定将不满足无条件收款权利的应收账款重

分类至合同资产，并计提相应的合同资产减值准备。 

2020 年 1 月 1 日调减合并应收账款 342,738.98 元，调

增合同资产 342,738.98 元。  

按照新收入准则规定对已收或应收客户对价而应向客户转让

商品或提供服务的义务进行了重分类，列示为合同负债。 

2020 年 1 月 1 日调减合并预收账款 853,311,508.17 元，

调增合同负债 853,311,508.17 元。  

2020 年 1 月 1 日调减母公司预收账款 539,005,458.90

元，调增合同负债 539,005,458.9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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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