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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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註冊成立之中外合資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碼：1071） 

 

二零一七年第一季度業績 
 

華電國際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二零一七年第一季度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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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事會及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保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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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議第一季度報告。 

 

1.3 本公司負責人趙建國先生、主管會計工作負責人李增昉先生及會計機構負責人（會計主

管人員）王開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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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財務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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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資產 205,467,768 210,111,953 (2.21)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

資產 

42,634,171 42,619,387 0.03

 年初至報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報告

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減(%)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

淨額 

2,302,424 6,641,125 (65.33)

 年初至報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報告

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減(%)

營業收入 19,109,043 16,854,380 13.38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

利潤 

11,836 1,818,815 (99.35)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扣

除非經常性損益的淨利潤 
(48,966) 1,776,807 (102.76)

加權平均淨資產收益率

（%） 

0.03 4.21 減少 4.18 個百分點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1 0.184 (99.46)

 

非經常性損益項目和金額 

√适用 □不适用  

單位：千元  幣種：人民幣 

項目 本期金額 

非流動資產處置損益 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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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498

對外委託貸款取得的損益  3,501

除上述各項之外的其他營業外收入和支出 40,322

其他符合非經常性損益定義的損益項目 6,450

少數股東權益影響額（稅後） (5,349)

所得稅影響額 (15,731)

合計 60,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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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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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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華電集團公司 4,620,061,224 46.84 1,361,137,371 無 - 國有法人 

香港中央結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1,710,738,950 17.35 - 未知  境外法人 

山東省國際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800,766,729 8.12 - 無 - 國有法人 

中國證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359,845,438 3.65 - 無 - 未知 

申能股份有限公司 142,800,000 1.45 - 無 - 國有法人 

中國銀河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103,200,000 1.05 - 無 - 未知 

東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93,500,000 0.95 - 無 - 未知 

中國工藝（集團）公司 91,000,000 0.92 - 無 - 未知 

中央匯金資產管理有限責任公司 77,978,400 0.79 - 無 - 未知 

上海電氣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75,000,005 0.76 - 無 - 國有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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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華電集團公司 3,258,923,853
人民幣普通股 3,173,061,853

境外上市外資股 85,862,000

香港中央結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1,710,738,950 境外上市外資股 1,710,738,950

山東省國際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800,766,729 人民幣普通股 800,766,729

中國證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359,845,438 人民幣普通股 359,845,438

申能股份有限公司 142,800,000 人民幣普通股 142,800,000

中國銀河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103,200,000 人民幣普通股 103,200,000

東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93,500,000 人民幣普通股 93,500,000

中國工藝（集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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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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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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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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不适用  

 

1．本公司二零一七年第一季度（「第一季度」）的營業成本為人民幣 173.79 億元，同比增

加 47.17%，主要原因是本公司煤炭採購價格上漲的的影響。 

 

2．本公司第一季度的財務費用為人民幣 11.84 億元，同比減少 6.05%，主要原因是本公司資

金成本率下降的影響。 

 

3．本公司第一季度的投資收益為人民幣 1.67 億元，同比增加 52.94%，主要原因是本公司

參股的煤炭企業利潤增加的影響。 

 

4.本公司第一季度的營業外收入為人民幣 0.79 億元，同比增加 33.40%，主要原因是本公司

獲得的政府補助增加。 

 

5．本公司第一季度的所得稅費用為人民幣 1.51 億元，同比減少 81.92%，主要原因是本公

司利潤總額減少的影響。 

 

6．本公司第一季度歸屬於母公司所有者的淨利潤為人民幣 1,183.6 萬元，同比減少 99.35%，

主要原因是煤炭價格上漲使本公司的利潤大幅減少。 

 

7．截至第一季度末，本公司的短期借款為人民幣 269.36 億元，較期初增加 86.97%，主要

原因是短期融資券、超短期融資券到期，因融資成本原因暫未接續，增加短期借款的影響。 

 

8．截至第一季度末，本公司的預收款項為人民幣 3.19 億元，較期初減少 76.05%，主要原

因是供暖期結束後預收熱費減少的影響。 

 

9.截至第一季度末，本公司的其他流動負債為人民幣 70.09 億元，較期初減少 64.57%，主要

原因是短期融資券和超短期融資券到期，因融資成本原因暫未接續的影響。 

 

10．本公司第一季度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淨流入額為人民幣 23.02 億元，同比減少 65.33%，

主要原因是煤炭價格上漲使本公司的燃料採購成本增加的影響。 

 

11.本公司第一季度籌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淨流出額約為人民幣 12.21 億元，同比減少 64.39%，

主要由於本公司增加借款數額的影響。 

 

3.2 重要事項進展情況及其影響和解決方案的分析說明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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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報告期內超期未履行完畢的承諾事項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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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

變動的警示及原因說明 

√适用 □不适用  

 

受電煤價格較高的影響，本公司預計年初至下一報告期期末的累計淨利潤與上年同期相比的

下降幅度將超過50%。 

 

有關本公司按中國企業會計準則編製但未經審計的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合併資産負債

表和資産負債表，截至二零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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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連青 

董事會秘書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由下列董事組成： 

 

趙建國（董事長，非執行董事）、陳斌（副董事長，執行董事）、王映黎（副董事長，非執行

董事）、田洪寶（執行董事）、苟偉（非執行董事）、褚玉（非執行董事）、張科（非執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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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七年四月二十八日 

 

*僅供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