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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
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産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
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華電國際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Huadian Power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 Limited*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註冊成立之中外合資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碼：1071）

二零二零年第一季度業績

華電國際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二零二零年第一季度報告（「第一季度報告」）內所載的財務數據

均未經審計，並根據中國企業會計準則而編製。

本公告乃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香港法例第 571 章）第 XIVA部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

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 13.09(2)(a)條和第 13.10B條作出。

一. 重要提示

1.1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監事會及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保證第一季度報告內容的真實、準

確、完整，不存在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並承擔個別和連帶的法律責任。

1.2 本公司全體董事出席董事會會議審議第一季度報告。

1.3 本公司負責人王緒祥先生、主管會計工作負責人馮榮先生及會計機構負責人（會計部門主管）丁聖民

先生保證第一季度報告中財務報表的真實、準確、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報告中的財務報表未經審計，並根據中國企業會計準則而編製。

1.5 本公告乃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香港法例第 571 章）第 XIVA部及上市規則第 13.09(2)(a)
條和第 13.10B條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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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公司基本情況

2.1 主要會計數據及財務指標（中國企業會計準則）（未經審計）

單位：千元 幣種：人民幣

本報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報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減（%）調整後 調整前

總資產 228,954,827 229,875,595 229,875,595 -0.4
歸屬于上市公司

股東的淨資產

67,720,714 61,510,437 61,510,437 10.1

年初至報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報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減（%）

調整後 調整前

經營活動產生的

現金流量淨額

6,443,604 6,256,499 6,258,479 2.99

年初至報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報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減（%）

調整後 調整前

營業收入 22,116,437 23,530,424 23,380,037 -6.01
歸屬于上市公司

股東的淨利潤

1,189,361 770,089 773,914 54.44

歸屬于上市公司

股東的扣除非經

常性損益的淨利

潤

1,127,712 721,903 721,903 56.21

加權平均淨資產

收益率（%）

2.13 1.52 1.54 增加 0.61個百分點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099 0.067 0.067 47.76

非經常性損益項目和金額：

單位：千元 幣種：人民幣

項目 本期金額

非流動資產處置損益 8,060
計入當期損益的政府補助，但與公司正常經營業務密切相關，符合國家政策規

定、按照一定標準定額或定量持續享受的政府補助除外

37,372

除同公司正常經營業務相關的有效套期保值業務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資產、衍生

金融資產、交易性金融負債、衍生金融負債產生的公允價值變動損益，以及處置

交易性金融資產、衍生金融資產、交易性金融負債、衍生金融負債和其他債權投

資取得的投資收益

10,293

單獨進行減值測試的應收款項、合同資產減值準備轉回 64
對外委託貸款取得的損益 3,799
除上述各項之外的其他營業外收入和支出 18,867
少數股東權益影響額（稅後） -5,901
所得稅影響額 -10,905

合計 61,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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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截止報告期末的股東總數、前十名股東、前十名流通股東（或無限售條件股東）持股情況表

單位：股

股東總數（戶） 120,507
前十名股東持股情況

股東名稱（全稱）
期末持股

數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條

件股份數量

質押或凍結情況
股東性質

股份狀態 數量

中國華電集團有限公司 4,620,061,224 46.84 1,150,000,000 無 - 國有法人

香港中央結算（代理

人）有限公司
1,817,175,944 18.42 - 未知 境外法人

山東發展投資控股集團

有限公司
800,766,729 8.12 - 無 - 國有法人

中國證券金融股份有限

公司
397,071,140 4.03 - 無 - 未知

申能股份有限公司 142,800,000 1.45 - 無 - 國有法人

全國社保基金一零三組

合
99,999,392 1.01 - 無 - 未知

中國工藝集團有限公司 91,000,000 0.92 - 無 - 國有法人

中央匯金資產管理有限

責任公司
77,978,400 0.79 - 無 - 國有法人

上海電氣集團股份有限

公司
75,000,005 0.76 - 無 - 國有法人

財通基金－寧波銀行－

信達國萃股權投資基金

（上海）合夥企業（有

限合夥）

43,780,292 0.44 - 無 - 未知

前十名無限售條件股東持股情況

股東名稱
持有無限售條件流

通股的數量

股份種類及數量

種類 數量

中國華電集團有限公司 3,470,061,224
人民幣普通股 3,384,199,224
境外上市外資

股
8,586,200

香港中央結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1,817,175,944
人民幣普通股 105,655,073
境外上市外資

股
1,711,520,871

山東發展投資控股集團有限公司 800,766,729 人民幣普通股 800,766,729
中國證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397,071,140 人民幣普通股 397,071,140
申能股份有限公司 142,800,000 人民幣普通股 142,800,000
全國社保基金一零三組合 99,999,392 人民幣普通股 99,999,392
中國工藝集團有限公司 91,000,000 人民幣普通股 91,000,000
中央匯金資產管理有限責任公司 77,978,400 人民幣普通股 77,978,400
上海電氣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75,000,005 人民幣普通股 75,000,005
財通基金－寧波銀行－信達國萃股權

投資基金（上海）合夥企業（有限合

夥）

43,780,292 人民幣普通股 43,780,292

2.3 截止報告期末的優先股股東總數、前十名優先股股東、前十名優先股無限售條件股東持股情況表

□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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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重要事項

3.1 本公司主要會計報表項目、財務指標重大變動的情況及原因

√適用 □不適用

1、本公司第一季度的營業收入為人民幣221.16億元，同比下降6.01%，主要原因是受疫情影響，發電量降

低的影響。

2、本公司第一季度的營業成本為人民幣184.68億元，同比下降9.51%，主要原因是發電量降低及電煤價格

下降的影響。

3、本公司第一季度的投資收益為人民幣1.74億元，同比增加36.34%，主要原因是參股發電企業收益增長

的影響。

4、本公司第一季度的所得稅費用為人民幣4.73億元，同比增加33.73%，主要原因是本公司盈利增加的影

響。

5、本公司第一季度營業利潤為人民幣20.43億元，同比增加46.09%；淨利潤為人民幣16.00億元，同比增加

45.82%；歸屬于母公司股東的淨利潤為人民幣11.89億元，同比增加54.44%，剔除永續債等權益工具持有

人享有的收益人民幣2.10億元，實際為人民幣9.79億元，同比增加48.15%。

6、截至第一季度末，本公司應付票據為人民幣4.56億元，較期初下降42.25%，主要原因是燃料結算開具

的銀行承兌匯票到期解付的影響。

7、截至第一季度末，本公司應付職工薪酬為人民幣5.07億元，較期初增加114.15%，主要原因是本公司經

營效益增長，人工成本相應增加的影響。

8、截至第一季度末，本公司應收票據為人民幣31.60億元，較期初增加92.01%，主要原因電網公司採用票

據方式結算電費的數量增加的影響。

9、截至第一季度末，本公司其他流動負債為人民幣5.82億元，較期初下降83.71%，主要原因是歸還超短

期融資券的影響。

10、截至第一季度末，本公司其他權益工具為人民幣213.00億元，較期初增加32.06%，主要原因是增發永

續中票的影響。

3.2 重要事項進展情況及其影響和解決方案的分析說明

□適用 √不適用

3.3 報告期內超期未履行完畢的承諾事項

□適用 √不適用

3.4 預測年初至下一報告期期末的累計淨利潤可能為虧損或者與上年同期相比發生大幅度變動的警示及原

因說明

□適用 √不適用

有關本公司按中國企業會計準則編製但未經審計的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合併資産負債表和資産負債

表，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的合併利潤表和利潤表及合併現金流量表和現金流量表，請參

閱上海證券交易所網頁：www.sse.com.cn。

承董事會命

華電國際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張戈臨

董事會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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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下列董事組成：

王緒祥（董事長、執行董事）、倪守民（副董事長、非執行董事）、苟偉（非執行董事）、陳海斌（非執行
董事）、陶雲鵬（非執行董事）、王曉渤（非執行董事）、陳存來（執行董事）、丁慧平（獨立非執行董
事）、王大樹（獨立非執行董事）、王傳順（獨立非執行董事）及宗文龍（獨立非執行董事）。

中國  北京

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八日

*僅供識別


	2.3  截止報告期末的優先股股東總數、前十名優先股股東、前十名優先股無限售條件股東持股情況表
	3.1  本公司主要會計報表項目、財務指標重大變動的情況及原因
	3.2  重要事項進展情況及其影響和解決方案的分析說明
	3.3  報告期內超期未履行完畢的承諾事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