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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監管公告
2020年前三季度發電量公告

特別提示

本公司董事會及全體董事保證本公告內容不存在任何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
遺漏，並對其內容的真實性、準確性和完整性承擔個別及連帶責任。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10B條而作出。

大唐國際發電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宣佈，根據本公司初步統計，截至2020年9月30

日，本公司及子公司累計完成發電量約2,006.796億千瓦時，同比增長約2.30%；累計完成
上網電量約1,880.351億千瓦時，同比增長約1.49%。

本公司電量增長的主要原因是：

1. 國內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全社會用電量同比增加；

2. 公司所在部分區域新投機組增加；及

3. 公司所在部分區域新能源消納水平不斷提高，限電情況明顯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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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0年9月30日，本公司平均上網電價為人民幣363.87元╱兆瓦時（含稅）。

本公司及子公司發電量情況如下：

區域
電網 電源種類 企業名稱

2020年
前三季度
發電量

（億千瓦時） 增長比率

2020年
前三季度
上網電量

（億千瓦時） 增長比率
京津唐 火電（燃機） 高井熱電廠 37.739 -14.08% 36.805 -13.97%

火電 陡河發電廠 27.111 -37.39% 24.664 -37.71%

火電 下花園發電廠 6.016 4.84% 5.446 4.87%

火電 張家口發電廠 85.299 -16.79% 78.096 -17.33%

火電、光伏 天津大唐國際盤山發
電有限責任公司

37.250 1.18% 34.605 1.10%

火電 內蒙古大唐國際托克
托發電有限責任公司

115.876 -16.26% 108.187 -16.27%

火電 內蒙古大唐國際托克
托第二發電有限責任
公司

85.608 -20.51% 80.373 -20.62%

火電 河北大唐國際唐山熱
電有限責任公司

17.226 -20.86% 15.884 -21.44%

火電 山西大唐國際神頭發
電有限責任公司

31.382 28.66% 28.865 28.66%

火電 河北大唐國際王灘發
電有限責任公司

40.171 -10.06% 37.568 -10.20%

火電 河北大唐國際豐潤熱
電有限責任公司

20.058 -10.40% 18.438 -11.06%

火電 河北大唐國際張家口
熱電有限責任公司

21.621 -12.18% 20.223 -12.31%

火電 河北大唐國際遷安熱
電有限責任公司

5.082 76.64% 4.605 76.10%

風電 河北大唐國際新能源
有限公司

11.840 49.04% 11.523 47.64%

火電 河北大唐國際唐山北
郊熱電有限責任公司

15.759 ╱ 14.7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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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
電網 電源種類 企業名稱

2020年
前三季度
發電量

（億千瓦時） 增長比率

2020年
前三季度
上網電量

（億千瓦時） 增長比率
山西 火電 山西大唐國際雲岡熱

電有限責任公司
35.033 -4.76% 31.870 -4.62%

火電 山西大唐國際臨汾熱
電有限責任公司

20.547 -6.75% 18.922 -6.91%

風電 山西大唐國際左雲風
電有限責任公司

0.960 10.98% 0.950 11.50%

風電 山西大唐國際應縣風
電有限責任公司

0.703 -1.95% 0.692 -1.98%

廣東 火電 廣東大唐國際潮州發
電有限責任公司

112.704 3.69% 106.907 3.68%

火電（燃機） 深圳大唐寶昌燃氣發
電有限公司

6.085 -20.11% 5.935 -20.09%

火電（燃機） 廣東大唐國際肇慶熱
電有限責任公司

23.475 102.06% 23.015 102.29%

火電 廣東大唐國際雷州發
電有限責任公司

52.330 ╱ 49.792 ╱

江蘇 火電、光伏 江蘇大唐國際呂四港
發電有限責任公司

91.740 3.22% 86.354 3.08%

火電（燃機） 江蘇大唐國際金壇熱
電有限責任公司

24.919 20.69% 24.394 20.71%

火電 江蘇大唐國際如皋熱
電有限責任公司

0.611 50.12% 0.474 82.31%

福建 火電 福建大唐國際寧德發
電有限責任公司

94.146 16.72% 89.137 16.77%

風電 福建大唐國際新能源
有限公司

1.975 -13.49% 1.921 -1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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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
電網 電源種類 企業名稱

2020年
前三季度
發電量

（億千瓦時） 增長比率

2020年
前三季度
上網電量

（億千瓦時） 增長比率
浙江 火電 浙江大唐烏沙山發電

有限責任公司
84.421 -1.56% 79.822 -1.82%

火電（燃機）、
光伏

浙江大唐國際紹興江
濱熱電有限責任公司

8.287 -25.76% 8.108 -25.82%

火電（燃機）、
光伏

浙江大唐國際江山新
城熱電有限責任公司

2.357 64.71% 2.305 64.88%

風電、光伏 浙江大唐國際新能源
有限責任公司

0.894 7.07% 0.880 7.71%

光伏 文成大唐新能源有限
公司

0.095 ╱ 0.094 ╱

寧夏 風電、光伏 寧夏大唐國際青銅峽
風電有限責任公司

1.398 6.96% 1.365 7.73%

風電、光伏 寧夏大唐國際紅寺堡
新能源有限責任公司

2.774 40.60% 2.687 40.61%

遼寧 火電 遼寧大唐國際錦州熱
電有限責任公司

18.829 -1.71% 17.092 -2.10%

風電、光伏 遼寧大唐國際新能源
有限公司

13.367 19.50% 13.205 19.46%

火電 遼寧大唐國際沈東熱
電有限責任公司

19.752 14.65% 18.339 14.71%

火電 遼寧大唐國際葫蘆島
熱電有限責任公司

10.091 ╱ 9.359 ╱

雲南 水電、光伏 雲南大唐國際電力有
限公司

61.613 21.03% 59.097 19.16%

江西 火電 江西大唐國際撫州發
電有限責任公司

83.886 -1.59% 80.054 -1.83%

火電 江西大唐國際新餘發
電有限責任公司

5.123 14.12% 4.640 13.75%

風電 江西大唐國際新能源
有限公司

7.223 25.46% 7.051 2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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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
電網 電源種類 企業名稱

2020年
前三季度
發電量

（億千瓦時） 增長比率

2020年
前三季度
上網電量

（億千瓦時） 增長比率
內蒙古 火電 內蒙古大唐國際呼和

浩特熱電有限責任公
司

28.110 13.72% 10.162 -55.18%

水電 內蒙古大唐國際海勃
灣水利樞紐開發有限
公司

4.292 -9.91% 4.254 -9.93%

風電、光伏 內蒙古大唐國際新能
源有限公司

4.287 -1.74% 4.151 -1.45%

重慶 火電 重慶大唐國際石柱發
電有限責任公司

12.720 190.94% 11.839 191.89%

水電 重慶大唐國際彭水水
電開發有限公司

54.214 7.49% 54.048 7.50%

水電 重慶大唐國際武隆水
電開發有限公司

23.905 3.48% 23.703 3.47%

水電 渝能（集團）有限責任
公司

14.041 20.31% 13.945 20.29%

風電 重慶大唐國際武隆興
順風電有限責任公司

0.634 7.28% 0.613 6.98%

四川 水電 四川金康電力發展有
限公司

12.421 6.99% 12.211 6.92%

水電 四川大唐國際甘孜水
電開發有限公司

100.828 24.34% 100.331 24.36%

光伏 四川大唐國際新能源
有限公司

0.575 -10.16% 0.561 -1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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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
電網 電源種類 企業名稱

2020年
前三季度
發電量

（億千瓦時） 增長比率

2020年
前三季度
上網電量

（億千瓦時） 增長比率
青海 水電 青海大唐國際直崗拉

卡水電開發有限公司
7.375 12.08% 7.303 12.10%

光伏 青海大唐國際共和光
伏發電有限責任公司

0.775 -1.65% 0.770 -2.04%

光伏 青海大唐國際格爾木
光伏發電有限責任公
司

1.242 4.19% 1.228 3.80%

風電 大唐國際茫崖新能源
有限公司

1.055 36.13% 1.031 45.62%

風電 大唐國際大柴旦新能
源有限公司

0.752 ╱ 0.735 ╱

風電 大唐國際都蘭新能源
有限公司

0.480 ╱ 0.470 ╱

安徽 火電 大唐淮南洛河發電廠 7.554 -20.60% 7.077 -20.80%

火電 大唐淮北發電廠 46.989 -0.86% 44.817 -0.51%

水電 大唐陳村水力發電廠 4.319 -2.48% 4.259 -2.56%

火電 安徽淮南洛能發電有
限責任公司

56.874 -16.64% 54.128 -16.62%

火電 馬鞍山當塗發電有限
公司

40.445 -15.46% 38.765 -15.53%

火電 安徽電力股份有限公
司淮南田家庵發電廠

21.479 -6.07% 20.255 -5.87%

生物質 大唐安慶生物質能發
電有限公司

0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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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
電網 電源種類 企業名稱

2020年
前三季度
發電量

（億千瓦時） 增長比率

2020年
前三季度
上網電量

（億千瓦時） 增長比率
河北 火電 大唐河北發電有限公

司馬頭熱電分公司
21.986 -17.94% 20.120 -18.01%

火電 大唐保定熱電廠 14.369 -7.27% 12.355 -6.80%

水電、光伏 大唐王快水力發電廠 0.282 -25.79% 0.274 -26.34%

風電 大唐河北新能源（張
北）有限責任公司

2.121 20.24% 2.093 20.01%

火電 大唐清苑熱電有限公
司

22.892 -12.70% 20.850 -12.88%

火電 大唐武安發電有限公
司

20.048 -9.65% 18.389 -9.66%

光伏 大唐五原新能源有限
公司

0.247 -0.40% 0.242 -2.02%

風電、光伏 大唐烏拉特後旗新能
源有限公司

0.790 -0.13% 0.763 -2.30%

光伏 大唐河北發電有限公
司行唐分公司

0.030 -3.23% 0.030 -3.23%

光伏 大唐河北發電有限公
司贊皇分公司

0.016 -5.88% 0.016 -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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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
電網 電源種類 企業名稱

2020年
前三季度
發電量

（億千瓦時） 增長比率

2020年
前三季度
上網電量

（億千瓦時） 增長比率
黑龍江 火電 大唐七台河發電有限

責任公司
49.717 2.12% 46.455 2.32%

火電 大唐雞西熱電有限責
任公司

8.363 2.22% 7.598 2.55%

火電 大唐雙鴨山熱電有限
公司

12.350 -0.05% 11.185 -0.16%

火電 大唐雞西第二熱電有
限公司

19.943 -4.05% 18.549 -4.25%

火電 大唐黑龍江發電有限
公司哈爾濱第一熱電
廠

20.472 -1.95% 17.246 -5.28%

水電、風電 大唐黑龍江新能源開
發有限公司

2.494 6.13% 2.453 6.14%

火電 大唐綏化熱電有限公
司

21.931 -4.44% 20.625 -4.42%

合計 2,006.796 2.30% 1,880.351 1.49%

註： 公司全資子公司內蒙古大唐國際再生資源開發有限公司已完成對內蒙古大唐國際呼和浩特熱電公司
（「呼和浩特熱電公司」）的吸收合併，於2020年7月更名為內蒙古大唐國際呼和浩特鋁電有限責任公
司（「呼和浩特鋁電公司」），原呼和浩特熱電公司兩台300MW火電機組作為呼和浩特鋁電公司的動力
分廠自備運行，電量自發自用。

承董事會命
姜進明
公司秘書

中國，北京，2020年10月23日

於本公告日，本公司董事為：

陳飛虎、曲波、梁永磐、應學軍、朱紹文、曹欣、趙獻國、張平、金生祥、劉吉臻*、
羅仲偉*、劉熀松*、姜付秀*、牛東曉*

* 獨立非執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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