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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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丁焕德先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冯荣先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丁圣民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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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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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228,965,071 229,875,595 229,875,595 -0.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8,196,294 61,510,437 61,510,437 1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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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后 调整前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153,388 14,880,446 14,880,446 2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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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调整后 调整前 

营业收入 63,815,786 67,457,282 67,457,282 -5.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632,085 2,512,578 2,512,578 44.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208,098 2,434,511 2,434,511 31.7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38 4.86 4.86 

增加 1.52 个百

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01 0.217 0.217 3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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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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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2,658 38,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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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614 174,295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15,599 22,707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3,841 11,438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14,924 276,713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9,754 -45,917 

所得税影响额 -27,978 -53,312 

合计 164,904 423,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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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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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 4,620,061,224 46.84 - 无 - 国有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1,809,276,133 18.34 - 未知  境外法人 

山东发展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783,836,729 7.95 - 无 - 国有法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397,071,140 4.03 - 无 - 未知 

申能股份有限公司 142,800,000 1.45 - 无 - 国有法人 

中国工艺集团有限公司 91,000,000 0.92 - 无 - 国有法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77,978,400 0.79 - 无 - 国有法人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75,000,005 0.76 - 无 - 国有法人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八组合 60,000,000 0.61 - 无 - 未知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三组合 59,990,592 0.61 - 无 -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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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 

 

4,620,061,224 人民币普通股 4,534,199,224 

境外上市外资股 85,862,000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1,809,276,133 人民币普通股 97,785,312 

境外上市外资股 1,711,490,821 

山东发展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783,836,729 人民币普通股 783,836,729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397,071,140 人民币普通股 397,071,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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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能股份有限公司 142,8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42,800,000 

中国工艺集团有限公司 91,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91,000,00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77,978,400 人民币普通股 77,978,400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75,000,005 人民币普通股 75,000,005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八组合 6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0,000,00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三组合 59,990,592 人民币普通股 59,990,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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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公司前三季度的营业收入约为人民币638.16亿元，同比下降5.40%，主要原因是发电量降低

的影响。 

 

2、本公司前三季度的营业成本约为人民币535.18亿元，同比下降8.18%，主要原因是发电量降低

及电煤价格下降的影响。 

 

3、本公司前三季度的所得税费用约为人民币11.54亿元，同比增加52.75%，主要原因是本公司盈

利增加的影响。 

 

4、本公司前三季度营业利润为人民币56.35亿元，同比增加36.52%；净利润为人民币48.26亿元，

同比增加42.19%；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人民币36.32亿元，同比增加44.56%，包含永续债

等权益工具持有人享有的收益人民币6.66亿元；基本每股收益为人民币0.301元，同比增加38.71%。 

 

5、本公司前三季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入额约为人民币191.53亿元，同比增加 28.72%，主

要原因是本公司效益增加的影响。 

 

6、本公司前三季度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出额约为人民币111.44亿元，净流出额同比增加人民

币41.56亿元，主要原因是资本性支出增加的影响。 

 

7、截至第三季度末，本公司在建工程为人民币221.05亿元，较期初增加32.33%，主要原因是基建

项目建设投入增加的影响。 

 

8、截至第三季度末，本公司其他权益工具为人民币209.96亿元，较期初增加30.17%，主要原因是

增发永续中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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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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丁焕德先生 

日期 2020 年 10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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