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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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文端超、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赵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钱晓彤保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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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64,048,860.05 9,167,741,433.72 -1.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3,620,710,390.66 3,624,607,231.69 -0.11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506,340,998.17 144,732,465.79 -449.85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5,702,006,757.40 4,729,607,973.29 20.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30,960,049.42 56,780,219.91 -45.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5,135,321.52 40,074,910.12 -62.2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85 1.58 减少 0.7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7 0.05 -46.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7 0.05 -4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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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月） 

年初至报告期

末金额（1-9月）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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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205.68 63,539.39 

处置固定资产及

无形资产等长期

资产净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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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52,009.85 11,197,031.62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3,862,755.22 11,730,421.27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166,997.11 -3,860,814.4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42,920.04 -435,923.26  

所得税影响额 -1,437,295.18 -2,869,526.68  

合计 7,901,752.64 15,824,72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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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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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华电科工集团

有限公司 
729,120,356 63.13 0 无 0 国有法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

有限公司 
33,717,462 2.92 0 无 0 国有法人 

王天森 19,000,000 1.65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 
9,997,800 0.87 0 无 0 国有法人 

北京舍尔投资有限

公司 
7,500,000 0.65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唐德兵 4,500,500 0.39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王新红 3,333,300 0.29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何芳 3,207,237 0.28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陈海明 1,995,000 0.17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丛丰收 1,973,000 0.17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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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华电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729,120,356 人民币普通股 729,120,356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33,717,462 人民币普通股 33,717,462 

王天森 19,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9,000,00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9,997,800 人民币普通股 9,997,800 

北京舍尔投资有限公司 7,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7,500,000 

唐德兵 4,500,500 人民币普通股 4,500,500 

王新红 3,333,300 人民币普通股 3,333,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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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芳 3,207,237 人民币普通股 3,207,237 

陈海明 1,995,000 人民币普通股 1,995,000 

丛丰收 1,973,000 人民币普通股 1,97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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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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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资产负债表项目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变动比例

(%) 
说明 

货币资金 1,050,919,525.61 1,732,824,021.00 -39.35 
主要是主营业务购销形成的

阶段性的现金收付所致 

应 收 款 项

融资 
210,422,241.91 367,095,916.84 -42.68 

因票据到期及背书转让，期末

余额较年初减少 

存货 871,891,271.13 2,131,301,551.39 -59.09 执行新收入准则变化影响 

合同资产 2,335,154,816.56   100.00 执行新收入准则变化影响 

在建工程 1,226,834.55 80,706.16 1,420.13 本期新增在建项目 

长 期 待 摊

费用 
379,295.76 644,382.27 -41.14 

逐渐摊销费用，相比年初余额

有所下降 

应付票据 419,220,590.97 727,566,606.30 -42.38 本期票据到期解付，余额减少 

预收款项   1,829,490,410.95 -100.00 执行新收入准则变化影响 

合同负债 1,578,602,644.83   100.00 执行新收入准则变化影响 

应交税费 124,107,181.06 49,952,597.85 148.45 执行新收入准则变化影响 

其 他 应 付

款 
181,184,006.55 103,611,990.50 74.87 进口信用证押汇较年初增加 

一 年 内 到

期 的 非 流

动负债 

  4,500,000.00 -100.00 曹妃甸重工贷款到期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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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借款   15,000,000.00 -100.00 曹妃甸重工贷款提前还款 

预计负债 4,105,828.50 6,167,160.10 -33.42 
随着实际成本发生，预计负债

减少 

递延收益 6,848,704.65 11,389,203.21 -39.87 
逐渐确认收益，相比年初余额

有所下降 

3.1.2利润表项目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比例

(%) 
说明 

财务费用 4,743,505.04 11,354,820.35 -58.22 
带息负债规模减小及利率下降

影响 

信用减值损失 -59,711,233.83   100.00 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变化影响 

资产减值损失 -1,153,106.20 -80,315,157.21 -98.56 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变化影响 

资产处置收益 63,539.39 7,739.48 720.98 
主要为本期资产处置获得的收

益同比增加，且基数较小 

营业外收入 2,506,635.65 1,539,371.61 62.83 对供应商履约扣款同比增加 

营业外支出 6,367,450.09 2,969,645.36 114.42 
因不可抗力影响导致的停工损

失同比增加 

3.1.3现金流量表项目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比例

(%) 
说明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

支付的现金 
5,048,168,576.39 3,580,259,274.79 41.00 

项目规模增加采购

同步增加 

支付的各项税费 116,036,521.45 62,690,781.15 85.09 
主要为缴纳的增值

税等税金增加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

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

收回的现金净额 

279,336.00 800.00 34,817.00 

处置固定资产收到

的现金同比增加，

且基数较小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

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

支付的现金 

30,153,161.41 7,507,171.22 301.66 
购买固定资产支付

的现金同比增加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

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46,900,373.80 34,744,775.86 34.99 

主要为本年股利分

配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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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增强公司技术实力，提升公司市场竞争力，公司拟以现金方式收购控

股股东华电科工持有的华电郑州机械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100%股权。公司于2019年12月6日召开第

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对《关于现金收购华电郑州机械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100%股权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进行审议，关联董事文端超、彭刚平、田立对本议案回避表决，会议审议通过了

该议案，并同意提交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事前召开会议审议该事

项，发表了同意意见。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股

东大会审议。2020年1月17日，鉴于收购华电郑州机械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100%股权的审计报告、

资产评估报告已过期，经审慎研究，公司决定取消已提交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关

于现金收购华电郑州机械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10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变更部分募

投项目的议案》, 公司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未就上述两项议案进行投票表决。具体情况请

见公司于2019年12月7日、2019年12月10日、2019年12月17日、2019年12月19日、2019年12月20日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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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日报》披露的相关公告以及于2020年1月1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

《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披露的相关公告。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根据《华电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稳定公司股价的预案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5-041），

自公告披露之日2015年7月11日至2015年12月31日，若华电重工股票价格连续十个交易日内累计跌

幅超过30%，且华电重工股票价格低于本预案公告之日前20个交易日的最低收盘价格12.44元/股，

本公司控股股东华电科工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以不低于3,000万

元的自有资金增持华电重工社会公众股份，连续12个月增持股份总数不超过华电重工股份总数的

2%，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将不出售其所持有的全部股份。 

华电科工先后于 2015年 8月 26日、9月 15日两次增持公司股票，累计增持 1,050,180股，

合计 11,205,465.7元，相关情况详见公司于 2015年 8月 27日、2015年 9月 16 日披露的相关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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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1-9 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7.02亿元，同比增加 20.56%；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3,096.00万元，同比减少 45.47%。2019年，公司新签销售合同 101.78 亿元，其中，于

2019年确认收入 20.44亿元；2020年 1-9月，公司新签销售合同 77.35亿元。 

国家能源局2016年10月发布《关于进一步调控煤电规划建设的通知》，提出进一步调控煤电

规划建设,规范煤电开工建设秩序,严肃处理违规建设项目,化解煤电潜在过剩风险。2016年11月，

国家能源局发布《电力发展“十三五”规划（2016-2020年）》，提出加快煤电转型升级，取消和

推迟煤电建设项目1.5亿千瓦以上，装机规模控制在11亿千瓦以内。2017年7月，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等16部委联合印发《关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防范化解煤电产能过剩风险的意见》，

提出“十三五”期间淘汰落后煤电产能0.2亿千瓦以上。各发电集团都对已核准的火电项目不同程

度地采取了缓建或停建措施。2019年，全国新增煤电装机容量为2,989万千瓦，比上年少投产67万

千瓦。公司物料、热能、电站钢结构中的部分传统业务或产品面临在手合同执行进度放缓、新合

同获取难度加大、项目利润空间变小、项目执行难度提升等风险。为顺应国家能源产业发展趋势，

公司正在大力发展海上风电、料场封闭、燃机设备成套、噪声治理、智能输送、供热管网等新兴

业务，积极构建可持续健康发展的新业务结构。另外，我国“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以及电

力行业自身转型，将给电源侧基建带来一定机遇，从2020年省级重点能源项目情况来看，山西、

陕西、内蒙、新疆等多个地区明确了新建煤电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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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0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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