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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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彭勇、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康永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王乾保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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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10,554,330.79 18,070,202,084.83 -4.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937,096,441.05 3,039,492,861.18 -3.36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00,521.26 1,032,181,437.16 -99.90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2,205,642,620.59 1,769,731,126.43 24.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2,396,420.13 -32,350,112.73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4,031,899.440 -35,937,220.84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43 -1.06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7 -0.018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7 -0.018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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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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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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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7,764.17 

主要为本期把收到的各项政府补助资金按会

计政策规定的处理方法计入本期损益的金额。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

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

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

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

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

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

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239,854.87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04,011.04  

所得税影响额 -618,128.69  

合计 1,635,47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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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13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 

股份 

类别 

持有非流通

股数量 

质押或冻结

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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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唐集团有限

公司 
608,793,971 

34.1

8 

未流

通 
608,793,971 无 0 国有法人 

大唐耒阳电力有限

责任公司 
344,695,901 

19.3

5 

未流

通 
344,695,901 无 0 国有法人 

湖南湘投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208,983,008 

11.7

3 

已流

通 
0 无 0 国有法人 

创金合信基金－招

商银行－湖南轻盐

创投定增资产管理

计划 

4,899,852 0.28 
已流

通 
0 无 0 其他 

中国大唐集团财务

有限公司 
3,907,876 0.22 

已流

通 
0 无 0 国有法人 

湖南国际经济技术

合作煤炭公司 
2,982,643 0.17 

已流

通 
0 无 0 国有法人 

方文 1,922,222 0.11 
已流

通 
0 无 0 

境内自然

人 

成都照月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照月潜

龙点金一期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1,826,541 0.10 
已流

通 
0 无 0 其他 

沈阳 1,742,531 0.10 
已流

通 
0 无 0 

境内自然

人 

鲍学化 1,510,900 0.08 
已流

通 
0 无 0 

境内自然

人 

前十名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期末持有流通

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湖南湘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8,983,008 人民币普通股 208,983,008 

创金合信基金－招商银行－湖南轻

盐创投定增资产管理计划 
4,899,852 人民币普通股 4,899,852 

中国大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3,907,876 人民币普通股 3,907,876 

湖南国际经济技术合作煤炭公司 2,982,643 人民币普通股 2,982,643 

方文 1,922,222 人民币普通股 1,922,222 

成都照月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照月

潜龙点金一期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826,541 人民币普通股 1,826,541 

沈阳 1,742,531 人民币普通股 1,742,531 

鲍学化 1,510,900 人民币普通股 1,510,900 

徐峰 1,470,100 人民币普通股 1,470,100 

吴碧荷 1,417,576 人民币普通股 1,417,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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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控股股东与大唐耒阳电力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大唐集团财务

有限公司属于一致行动人，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且不属于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除控股股东与大唐耒阳电力

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大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外，其他股东之

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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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资金期末比上年末减少5.88亿元，主要是由于公司是次月结算上月应收电费，而上年

末预结了部分12月当月的应收电费款。 

2.预付款项期末比上年末增加2.35亿元，是由于国有大矿燃煤采购要求先付款后发货，公司

为抢发电量所增加的燃料预付款。 

3.存货期末比上年末减少1.64亿元，主要是公司为抢发电量消耗了大量库存燃煤。 

4.在建工程期末比上年末减少3.73亿元，是由于公司所属绥宁宝鼎山三期项目当期投产转固。 

5.短期借款期末比上年末减少4.63亿元，是公司按期兑付了到期的银行贷款。 

6.合同负债期末比上年末减少0.60亿元，是公司当期结算了部分合同预收款。 

7.应交税费期末比上年末减少0.45亿元，是由于公司本期缴纳了部分上年末应交税费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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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大唐集团公司（以下简称“大唐集团”）规范股权分置改革承诺事

项： 

 1.不迟于3年内将湖南地区的优质电力资产在盈利能力改善并且符合相关条件时注入华银电

力。 

 2.大唐集团拟注入资产需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拟注入资产不出现公司预测的盈利能力下滑等不利变动趋势； 

（2）资产注入后，须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资产质量、增强公司持续盈利能力及改善公司的财

务状况，其中上市公司的每股收益或净资产收益率须呈增厚趋势； 

（3）拟注入的资产必须符合上市条件，其中包括权属清晰、审批手续完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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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履约方式及时间 

公司向大唐集团非公开定向增发股票购买大唐集团在湖南地区的优质电力资产；在2017年6

月30日前完成。 

为兑现承诺，公司董事会召开2014年第8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等九项事关重组资产的议案，启动资产整合工作。2015年6

月26日公司获得证监会《关于核准大唐华银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国大唐集团公司等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1421号），目前重组事项已完成（详见2015

年9月30日中证报、上证报《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实施情况报告

书》）。 

现大唐集团在湖南地区电力资产尚有：1.大唐石门发电有限责任公司，装机容量600MW，大唐

集团参股49%。2. 大唐衡阳发电股份有限公司,装机容量21.9 MW。大唐集团控股66.23%。 

由于大唐石门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为大唐集团参股企业，虽然经营业绩有所好转，但其设备陈

旧，资产负债率过高，持续盈利能力难以满足资产注入的要求；大唐衡阳发电股份有限公司资产

规模很小，且存在股东人数分散难以确权的问题，因上述两个资产暂不能满足资产注入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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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唐华银电力股份有限公

司 

法定代表人 彭勇 

日期 2021年 4月 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