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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第一季度境內發電量同比增長28.77%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09(�)及(�)條而作出。

華能國際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公佈其�0��年第一季度發電量完成情況。

根據公司的初步統計，截止�0��年�月��日，公司中國境內各運行電廠按合併報表
口徑累計完成發電量7��.��億千瓦時，同比增長�8.77%；累計完成售電量7��.��億
千瓦時。

公司發電量增長的主要原因是：

�、 公司搶抓�0��年全國經濟形勢繼續趨好、全社會用電負荷大幅增長的有利時
機，多渠道開拓市場，增發有效電量。

�、 �0�0年二季度開始，公司有多台新機組投產發電，市場份額有所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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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所屬境內各運行電廠�0��年第一季度發電量/售電量（以億千瓦時計）分別
為：

 2011年  2010年    2011年
 第一季度  第一季度    第一季度
境內電廠 發電量  發電量  同比變動  售電量

遼寧省
 大連 �6.�9  �9.��  -��.�9%  ��.��

 丹東 8.87  �0.��  -��.�7%  8.�6

 營口 ��.0�  ��.8�  -��.76%  �9.69

 營口熱電 9.9�  9.96  -0.�0%  9.��

內蒙古
 化德風電 0.��  –  –  0.��

河北省
 上安 ��.90  �7.76  ��.��%  ��.98
 康保風電 0.00�  –  –  –

甘肅省
 平涼 ��.0�  �8.97  68.9�%  �0.�7

北京市
 北京熱電 ��.�7  ��.99  -�.��%  ��.67

天津市
 楊柳青熱電 �9.�0  �8.�8  �.��%  �7.80

山西省
 榆社 ��.�0  ��.9�  �.�7%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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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  2010年    2011年
 第一季度  第一季度    第一季度
境內電廠 發電量  發電量  同比變動  售電量

山東省
 德州 �7.0�  ��.99  8.9�%  ��.89
 濟寧 ��.�0  ��.��  ��.��%  ��.�7
 辛店 7.9�  8.79  -9.67%  7.��
 威海 ��.��  9.��  �67.�0%  ��.�9
 日照二期 �8.��  �6.67  8.88%  �7.��
 沾化熱電 �.00  �.86 ※ �.88%  �.�7

河南省
 沁北 ��.99  ��.7�  6.90%  ��.07

江蘇省
 南通 ��.87  ��.�6  ��.8�%  ��.86
 南京 �0.��  �0.�8  -0.�9%  9.67
 太倉 �6.87  ��.��  6.88%  ��.�7
 淮陰 �8.6�  �0.66  -9.9�%  �7.�8
 金陵（燃機） �.6�  �.9�  ��.89%  �.��
 金陵（燃煤） ��.6�  ��.6�  ��9.�7%  ��.�0
 啟東風電 0.67  0.69  -�.90%  0.6�

上海市
 石洞口一廠 �9.��  �8.7  �.96%  �8.�9

 石洞口二廠 �0.�6  �8.��  ��.�0%  �9.66

 上海燃機 �.��  �.7�  �8.90%  �.�8

 石洞口發電 �9.�9  –  –  �8.�6

重慶市
 珞璜 ��.0�  �8.0�  ��.��%  �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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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  2010年    2011年
 第一季度  第一季度    第一季度
境內電廠 發電量  發電量  同比變動  售電量

浙江省
 長興 –  �.��  –  –

 玉環 6�.�7  �8.99  ��.�7%  �8.�8

湖南省
 岳陽 ��.�9  �8.96  �8.��%  ��.90

江西省
 井岡山 �6.�6  �8.86  �9.77%  ��.��

福建省
 福州 ��.69  ��.87  ��.�8%  ��.��

廣東省
 汕頭燃煤 �7.��  �7.��  -�.7�%  ��.99

 海門 ��.6�  ��.97  �.9�%  ��.��

雲南省
 滇東能源 �0.0�  ��.6� ※ -��.�8%  �7.7�

 雨汪能源 �6.08  ��.�� ※ �0.��%  ��.7�       

合計 754.31  585.78  28.77%  711.34       

※ 山東省沾化熱電、雲南省滇東能源和雨汪能源�0�0年第一季度發電量數據僅
供參考，不計入公司�0�0年第一季度發電量合計數。



- � -

�0��年第一季度，新加坡大士能源有限公司累計發電量市場佔有率為��.�%，
比去年同期��.�%增加了0.6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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