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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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

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根據公司條例在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

（股份代號：836）

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
2016年年度財務報告及 2017年

第一季度（未經審核）財務報表公告

本海外監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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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刊發。

提述華潤電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於 2012年 11月 1日就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華

潤電力投資有限公司（「華潤電力投資」）(a)於 2011年 11月 4日發行第一期境內中期

票據（「2011年中期票據」）及 (b)於 2012年 5月 8日發行第一期境內中期票據（「2012

年中期票據」）刊發之公佈，以及本公司分別於 2016年 6月 13日及 2016年 9月 19日

就華潤電力投資公開發行 2016年公司債券（第一期）及（第二期）（「2016年公司債

券」）的公佈。

根據中國相關法律法規，華潤電力投資公司債券 2016年年度報告及年度報告摘要

須於 2016年公司債券之有效期內在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 (http://www.sse.com.cn/

disclosure/bond/corporate/)刊載；華潤電力投資 2016年年度報告披露公告及華潤

電力投資 2017年第一季度（未經審核）財務報表須於 2011年中期票據及 2012年中

期票據之有效期內在中國債券信息網 (http://www.chinabond.com.cn)及中國貨幣網

(http://www.chinamoney.com.cn)刊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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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載列該文件如下，僅供參閱。

承董事會命

華潤電力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周俊卿

香港，二零一七年四月二十八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周俊卿女士、葛長新先生、胡敏先生及王小彬女士；非執行董事為陳鷹

先生及王彥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馬照祥先生、梁愛詩女士、錢果豐博士及蘇澤光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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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 

华润电力投资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其董事、监事会及其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年度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

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负责人和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保

证本年度报告所述财务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华润电力审计委员会已审阅华润电力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

年度业绩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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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公司/本公司/华润

电力 
 指  华润电力投资有限公司 

中国华润  指  中国华润总公司 

华润电力控股  指  华润电力控股有限公司 

中期票据  指  

具有法人资格的非金融企业在银

行间债券市场按照计划分期发行

的，约定在一定期限（1 年以上）

还本付息的债务融资工具 

交易商协会  指  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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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报告期内企业主要情况 

第一节 企业基本情况 

一、公司名称信息 

1、 公司的中文名称：华润电力投资有限公司 

2、 简称：华润电力投资 

3、 外文名称及缩写（如有）：China Resources Power Investment 

Company Limited 

二、公司基础信息 

1、 公司注册资本：壹佰伍拾捌亿元 

2、 法定代表人：周俊卿 

3、 注册地址：广东省珠海市横琴新区横琴镇海河街19室305室 

4、 办公地址及邮政编码：广东省深圳市深南东路5001号华润大厦22楼

（518001） 

5、 公司网址：http://www.cr-power.com/ 

6、 电子信箱：heyufeng@crpower.com.cn 

三、债券融资工具相关联系信息 

1、 债务融资工具相关业务联系人：陈宇杰 

2、 联系地址：广东省深圳市深南东路 5001号华润大厦 6 楼华润电力财

务部（518001） 

3、 电话：0755-3687 5760 

4、 传真：0755-3687 5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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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电子信箱：chenyujie@crpower.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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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一、 债券信息简述 

2011年，华润电力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润电力”)在交易商协会

申请注册总金额人民币 60 亿元的中期票据发行额度，2011 年 11 月，第一

次面向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机构投资者发行 40 亿元，2012 年 5 月，面向全

国银行间债券市场机构投资者发行余下的 20 亿元。具体信息如表一所示： 

表一：华润电力中期票据基本信息表 

序

号 
债券全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金额

（元） 

期限

（年） 

到期日（年/

月/日） 

1 

华润电力投资

有限公司 2011

年度第一期中

期票据 

11华润电 MTN1 1182303 4,000,000,000 七年 
2018 年 11

月 3日 

2 

华润电力投资

有限公司 2012

年度第一期中

期票据 

12华润电 MTN1 1282140 2,000,000,000 七年 
2019 年 5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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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募集资金金额及其用途情况 

2011年募集资金共计 40亿元人民币，已使用金额 40 亿元人民币，未使

用金额 0 元。募集资金主要用于置换银行贷款以及投资于建设项目配套资

金，具体明细如表二所示： 

表二：11 华润电 MTN1 债券募集资金用途情况 

债券简称 

已使用资金的用途 
用途是

否已变

更 

变更情

况是否

已披露 

变更后用途是否

符合国家法律法

规及政策要求 
用途明细 

置换/使

用金额

（亿元） 

11华润

电 MTN1 

1、置换华润电力投资有限

公司（本部）银行贷款 
11.8 否 — — 

2、置换广州华润热电有限

公司银行贷款 
3.5 否 — — 

3、置换湖南华润电力有限

公司银行贷款 
2.8 否 — — 

4、置换华润电力（登封）

有限公司银行贷款 
2.5 否 — — 

5、置换华润电力（唐山曹

妃甸）有限公司银行贷款 
2.3 否 — — 

6、置换华润电力兴宁有限

公司银行贷款 
2.8 否 — — 

7、置换焦作华润热电有限

公司银行贷款 
2.7 否 — — 

8、置换华润电力（古城）

有限公司银行贷款 
1.6 否 — — 

9、投资华润蒲圻电厂而其

扩建工程项目 
10.0 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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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募集资金共计 20亿元人民币，已使用金额 20 亿元人民币，未使

用金额 0 元。募集资金主要用于置换银行贷款以及投资于建设项目配套资

金，具体明细如表三所示： 

表三：12 华润电 MTN1 债券募集资金用途情况 

债券简称 

已使用资金的用途 
用途是

否已变

更 

变更情

况是否

已披露 

变更后用途是否

符合国家法律法

规及政策要求 
用途明细 

置换/使

用金额

（亿元） 

12华润

电 MTN1 

1、置换华润电力投资有限

公司（本部）银行贷款 
5.7 否 — — 

2、置换广州华润热电有限

公司银行贷款 
2.0 否 — — 

3、置换湖南华润电力有限

公司银行贷款 
1.5 否 — — 

4、置换华润电力（登封）

有限公司银行贷款 
3.5 否 — — 

5、置换华润电力（唐山曹

妃甸）有限公司银行贷款 
1.5 否 — — 

6、置换华润电力（古城）

有限公司银行贷款 
0.8 否 — — 

7、投资建设湖北华润蒲圻

电厂二期扩建工程项目 
5.0 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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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财务报告 

详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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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公司 2016 年年度财务报告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并出具了

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重大风险提示 

受益于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公司所处的电力行业近年来稳步发展，发电

量增速保持较高水平。然而，由于上网电价受政策调控影响，且发电主要燃料价

格波动较大，近年来电力行业的盈利性呈现出一定的波动。受此影响，本公司经

营活动或盈利水平可能会出现不利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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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在本年度报告书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公司/本公司/发行人/

华润电力 
指 华润电力投资有限公司 

中国华润 指 中国华润总公司 

华润电力控股 指 华润电力控股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 指 《华润电力投资有限公司章程》 

国资委 指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财政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公司董事会 指 华润电力投资有限公司董事会 

公司监事会 指 华润电力投资有限公司监事会 

16 华润 01 指 
华润电力投资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6 年公司债

券（第一期） 

16 华润 02 指 
华润电力投资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6 年公司债

券（第二期） 

最近一年 指 2016 年 

报告期 指 2016 年 

元 指 无特别说明，指人民币元 

本报告中部分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如存在尾数上的差异，均为四舍五入

原因造成，并非计算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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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简介 

一、 公司信息 

公司的中文名称 华润电力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的中文简称 华润电力 

公司的外文名称 China Resources Power Investment Co., Ltd. 

公司的外文名称缩写 - 

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周俊卿 

二、 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 

职务 财务部高级经理 财务部资金管理经理 

姓名 郭旭 陈宇杰 

联系地址 
深圳市深南东路 5001号华润大厦

6 楼 

深圳市深南东路 5001号华润大厦

6 楼 

电话 0755-3687 5786 0755-8269 1666-3760 

传真 0755-3687 5799 0755-3687 5799 

电子信箱 kwokyuk@crc.com.hk chenyujie@crpower.com.cn 

三、 公司基本情况简介 

公司注册地址 广东省珠海市横琴新区横琴镇海河街 19 室

305 室 

公司办公地址 深圳市深南东路 5001 号华润大厦 6 楼 

公司办公地址的邮政编码 518001 

公司网址 http://www.cr-power.com/ 

电子信箱 chenyujie@crpower.com.cn 

四、 信息披露及备置地点 

登载年度报告交易场所网站的网址 http://www.sse.com.cn/ 

公司年度报告备置地点 深圳市深南东路 5001 号华润大厦 6 楼 



华润电力投资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16 年年度报告 

7 
 

五、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一）控股股东情况 

名称 华润电力控股有限公司 

单位负责人或法定代表人 周俊卿 

成立日期 2001 年 8 月 27 日 

主要经营业务 电力投资、建设、经营与管理 

报告期内，公司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二）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名称 中国华润总公司 

单位负责人或法定代表人 傅育宁 

主要经营业务 

国家批准的商品进出口、委托代理、来料来样

加工、对外经济贸易及咨询服务、展览及技术

交流等 

报告期内，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六、 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变更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未发生变更。 

七、 相关中介机构情况 

（一）会计师事务所 

名称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7 号 

签字会计师姓名 林崇云、柳璟屏 

（二）主承销商、债券受托管理人 

名称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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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48 号中信证券大厦 

联系人 王宏峰、舒翔、陈天涯、彭洁珊、何方舟 

联系电话 010-60833607 

对应的公司债券 16 华润 01、16 华润 02 

（三）跟踪评级机构 

名称 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北京市复兴门内大街 156 号北京招商国际金融中心 D 座

7 层 

对应的公司债券 16 华润 01、16 华润 02 

（四）报告期内中介机构变更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债券受托管理人、资信评级机构均未发

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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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债券事项 

一、 债券基本情况 

债券名称 

华润电力投资有限公司公开

发行 2016 年公司债券（第

二期） 

华润电力投资有限公司公开

发行 2016 年公司债券（第

一期） 

简称 16 华润 02 16 华润 01 

代码 136702.SH 136273.SH 

交易场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时间 2016-10-13 2016-07-04 

发行日 2016-09-19 2016-06-13 

起息日 2016-09-19 2016-06-13 

到期日 2019-09-19 2023-06-13 

债券期限 本期债券为 3 年期 

本期债券为 7 年期，附第 5

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

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债券余额 30 亿元 50 亿元 

票面利率 2.92% 3.49% 

还本付息方式 

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

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

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

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

付 

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

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

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

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

付 

付息兑付情况 尚未到付息兑付日 尚未到付息兑付日 

投资者适当性

安排 
合格机构投资者 合格机构投资者 

截至 2016 年末，本公司发行的各期公司债券尚未到付息兑付日。 

发行人所发行华润电力投资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6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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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16 华润 01”）附第 5 年末发行人赎回选择权,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

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尚未到可行权日期，故相关条款尚未执行。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一）华润电力投资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6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2016 年 6 月 13 日，公司面向合格投资者发行了华润电力投资有限公司公开

发行 2016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发行规模 50 亿元，发行期限 7 年，第 5 年末

附公司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用

于偿还银行借款和补充营运资金。报告期内，公司按照募集说明书的规定，使用

募集资金偿还银行借款 200,000 万元，用于补充营运资金 300,000 万元。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本期债券募集资金的使用与募集说明书的相关承

诺一致。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华润电力投资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6 年公司

债券（第一期）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余额为 0 万元，本期债券募集资金的使用与募

集说明书的相关承诺一致，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规范。 

关于募集资金使用履行的内部审批流程：本期募集资金的发行已经经本公司

于 2016 年 3 月 23 日召开的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并于 2016 年 3 月 23 日获得

本公司唯一股东华润电力控股有限公司批准。公司资金支出严格按照公司资金管

理制度履行资金使用审批手续，募集资金均需通过公司各级财务审核人员审核后

方可使用。 

（二）华润电力投资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6 年公司债券（第二期） 

2016 年 9 月 19 日，公司面向合格投资者发行了华润电力投资有限公司公开

发行 2016 年公司债券（第二期）（以下简称“16 华润 02”），发行规模 30 亿元，

发行期限 3 年，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用于偿还银行借款和补充营运资金。

截至本报告公告日，公司按照募集说明书的规定，使用募集资金已偿还银行借款

80,000 万元，220,000 万元用于补充营运资金。 

截至本报告公告日，本期债券募集资金的使用与募集说明书的相关承诺一致。

华润电力投资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6 年公司债券（第二期）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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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额为 0 万元，本期债券募集资金的使用与募集说明书的相关承诺一致，募集资

金专项账户运作规范。 

关于募集资金使用履行的内部审批流程：本期募集资金的发行已经经本公司

于 2016 年 3 月 23 日召开的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并于 2016 年 3 月 23 日获得

本公司唯一股东华润电力控股有限公司批准。公司资金支出严格按照公司资金管

理制度履行资金使用审批手续，募集资金均需通过公司各级财务审核人员审核后

方可使用。 

三、评级机构跟踪评级情况 

本公司已委托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担任华润电力投资有限公司 2016 年

公司债券（第一期）、华润电力投资有限公司 2016 年公司债券（第二期）跟踪评

级机构，最新一期跟踪评级报告预计于 2017 年 6 月 30 日前披露至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 

四、增信机制、偿债计划及其他偿债保障措施 

（一）保证担保 

无。 

（二）抵押或质押担保 

无。 

（三）其他增信方式 

无。 

（四）偿债计划或采取其他偿债保障措施 

1、华润电力投资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6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本期债券的起息日为 2016 年 6 月 13 日，债券利息将于起息日之后在存续期

内每年支付一次，2017 年至 2023 年间每年的 6 月 13 日为本期债券上一计息年

度的付息日（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顺延，下同）。若发行人行使赎回选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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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 2017 年至 2021 年每年的的 6 月 13 日；若投资者行使回

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 2017 年至 2021 年每年的 6 月 13 日。 

本期债券的兑付日为 2023 年 6 月 13 日；若发行人行使赎回选择权，则本期

债券的兑付日为 2021 年 6 月 13 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

券的兑付日为 2021 年 6 月 13 日. 

本期债券本金及利息的支付将通过证券登记机构和有关机构办理。支付的具 

体事项将按照有关规定，由公司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发布的公告中加以说明。 

2、华润电力投资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6 年公司债券（第二期） 

本期债券的起息日为 2016 年 9 月 19 日，债券利息将于起息日之后在存续期

内每年支付一次，2017 年至 2019 年间每年的 9 月 19 日为本期债券上一计息年

度的付息日（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顺延，下同）。 

本期债券的兑付日为 2019 年 9 月 19 日。本期债券本金及利息的支付将通过

证券登记机构和有关机构办理。支付的具体事项将按照有关规定，由公司在中国

证监会指定媒体上发布的公告中加以说明。 

（五）增信机制、偿债计划及其他偿债保障措施变更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债券增信机制、偿债计划及其他偿债保障措施与募集说明书

中“第五节增信机制、偿债计划及其他保障措施”没有重大变化。 

16 华润 01 及 16 华润 02 各自设立了公司债券专项账户，公司均与两期债券

的受托管理人、募集资金托管银行签订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保障本息的足额按

时兑付。 

五、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债券无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事项。 

六、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一）华润电力投资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6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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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债券存续期内，债券受托管理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严格按照《债券

受托管理协议》中的约定，对公司资信状况、募集资金管理运用情况、公司债券

本息偿付情况等进行了持续跟踪，并督促公司履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所约定

义务，积极行使了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受托管理人预计将于 2017 年 6 月 30 日前出具本期债券受托管理事务年度

报告，报告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二）华润电力投资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6 年公司债券（第二期） 

公司债券存续期内，债券受托管理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严格按照《债券

受托管理协议》中的约定，对公司资信状况、募集资金管理运用情况、公司债券

本息偿付情况等进行了持续跟踪，并督促公司履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所约定

义务，积极行使了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受托管理人预计将于 2017 年 6 月 30 日前出具本期债券受托管理事务年度

报告，报告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第三节 财务和资产情况 

本节的财务会计信息及有关分析反映了本公司最近两年财务和资产情况。普

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对本公司 2015、2016 年年度的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

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本节所引用 2015-2016 年度/末财务数据

均摘自上述经审计的审计报告。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最近两年主要会计数据以及财务指标列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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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最近两年主要会计数据 

单元：万元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6 年 12 月 31

日/2016 年 

2015 年 12 年 31

日/2015 年 

本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总资产 9,996,257.37 9,852,684.70 1.46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3,760,279.86 4,121,989.84 -8.78 

营业收入 3,362,306.28 3,403,325.07 -1.21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491,513.92 873,741.77 -43.75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

润（EBITDA） 
      1,268,609.22  1,708,985.58 

                          

-25.7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024,875.75 1,370,451.14 -25.2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645,534.91 -464,115.09 -39.09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539,011.71 -967,033.41 44.26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

价物余额 
215,844.48 375,496.97 -42.52 

注：除特别注明外，以上财务指标均按照合并报表口径计算。 

 

表 3-2 最近两年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6 年（末）

12 月 31 日

/2016 年 

2015 年 12 年

31 日/2015 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流动比率 1.31 1.13 1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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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6 年（末）

12 月 31 日

/2016 年 

2015 年 12 年

31 日/2015 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速动比率 1.27  1.10  14.83 

资产负债率 59.10% 54.83% 7.79 

EBITDA 全 部 债 务 比

（EBITDA/全部债务） 
35% 62% -44.23 

利息保障倍数 5.63  8.79  -35.95 

现金利息保障倍数 10.32 9.86 -24.09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8.05  11.18  -27.99 

贷款偿还率 100.00 100.00 0.00 

利息偿付率 100.00 100.00 0.00 

注：除特别注明外，以上财务指标均按照合并报表口径计算。 

上述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的计算方法如下： 

1、全部债务=长期债务+短期债务； 

短期债务=短期借款+交易性金融负债+应付票据+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长期债务=长期借款+应付债券； 

2、EBITDA=利润总额+计入财务费用的利息支出+固定资产折旧+摊销； 

3、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4、速动比率＝（流动资产-存货净额）/流动负债； 

5、资产负债率＝总负债/总资产； 

6、EBITDA 全部债务比=EBITDA/全部债务； 

7、利息保障倍数=息税前利润/（计入财务费用的利息支出+资本化的利息支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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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现金利息保障倍数：（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现金利息支出+所得

税付现）/现金利息支出； 

9、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EBITDA/（资本化利息+计入财务费用的利息支

出）； 

10、贷款偿还率：实际贷款偿还额/应偿还贷款额； 

11、利息偿付率：实际支付利息/应付利息。 

（一）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16 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减少 43.75%，主要原因是受火电

电价下降及煤炭价格上升影响。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16 年，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减少 39.09%，主要原因是去年

同期有出售旗下子公司部分股权收到的现金流入，本年无。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16 年，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增加 44.26%，主要原因是 2016

年 6 月及 9 月分两期发行公司债，募集资金 80 亿元，较大幅度增加了筹资活动

现金流入。 

（四）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016 年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减少 42.52%，主要原因是公司 2016 年度

全面推行现金滚动预测机制，公司通过业务部门数据预测现金收支，以指导融资

业务及现金持有量，增强现金使用率，故公司 2016 年现金持有量大幅降低。 

（五）EBITDA 全部债务比 

2016 年末，EBITDA 全部债务比同比减少 44.23%，主要原因是受电价下降

及煤价上升影响导致 EBITDA 同比下降，及新增公司债 80 亿元导致债务同比上

升 33%。 

（六）利息保障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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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末，利息保障倍数同比减少 35.95%，主要原因是受电价下降及煤价

上升影响导致息税前利润同比下降。 

二、主要资产及负债变动情况 

单元：万元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期末数 

本期期

末占总

资产的

比例 

上期期末数 

上期期

末占总

资产的

比例 

本期期末

金额较上

期期末变

动比例 

货币资金 228,185.65 2.28% 383,401.58 3.89% -40.48% 

应收票据 25,300.02 0.25% 16,046.92 0.16% 57.66% 

应收账款 299,721.22 3.00% 388,357.25 3.94% -22.82% 

预付款项 53,118.24 0.53% 3,536.46 0.04% 1402.02% 

应收利息 157,392.20 1.57% 122,047.16 1.24% 28.96% 

其他应收款 3,235,447.87 32.33% 2,947,019.97 29.91% 9.79% 

应收股利 4,329.19 0.04% 8,500.00 0.09% 49.07% 

存货 147,135.84 1.47% 93,650.99 0.95% 57.11% 

一年内到期的非

流动资产 
158,090.00 1.58% - - - 

其他流动资产 26,131.82 0.26% 46,667.19 0.47% -44.00% 

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 
43,752.79 0.44% 43,752.79 0.44% 0.00% 

长期应收款 101,468.80 1.01% 244,120.38 2.48% -58.43% 

长期股权投资 435,323.16 4.35% 443,322.06 4.50% -1.80% 

固定资产 4,196,608.11 41.94% 4,499,403.25 45.67% -6.73% 

在建工程 652,678.97 6.52% 344,323.92 3.49% 89.55% 

工程物资 943.46 0.01% 11,272.84 0.11% -91.63% 

固定资产清理 597.74 0.01% 3,921.52 0.04% -8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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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本期期末数 

本期期

末占总

资产的

比例 

上期期末数 

上期期

末占总

资产的

比例 

本期期末

金额较上

期期末变

动比例 

无形资产 170,670.70 1.71% 157,857.16 1.60% 8.12% 

长期待摊费用 1,714.92 0.02% 1,475.07 0.01% 16.26% 

递延所得税资产 23,774.93 0.24% 25,107.95 0.25% -5.31% 

其他非流动资产 33,871.76 0.34% 68,900.25 0.70% -50.84% 

短期借款 865,788.84 8.65% 760,956.33 7.72% 13.78% 

应付票据 230,187.03 2.30% 141,080.79 1.43% 63.16% 

应付账款 273,966.56 2.74% 308,247.60 3.13% -11.12% 

预收款项 40,727.41 0.41% 37,001.82 0.38% 10.07% 

应付职工薪酬 50,848.44 0.51% 33,185.23 0.34% 53.23% 

应交税费 45,832.48 0.46% 92,806.57 0.94% -50.62% 

应付利息 36,559.63 0.37% 24,976.50 0.25% 46.38% 

应付股利 627.41 0.01% 148,730.69 1.51% -99.58% 

其他应付款 1,663,786.84 16.63% 1,695,795.07 17.21% -1.89% 

一年内到期的非

流动负债 
92,863.41 0.93% 301,744.08 3.06% -69.22% 

长期借款 855,049.84 8.55% 726,988.55 7.38% 17.62% 

应付债券 1,628,500.00 16.28% 828,500.00 8.41% 96.56% 

长期应付款 24,847.42 0.25% 240,428.03 2.44% -89.67% 

长期应付职工薪

酬 
6,601.14 0.07% 4,898.15 0.05% 34.77% 

递延所得税负债 40,663.24 0.41% 15,844.96 0.16% 156.63% 

递延收益-非流

动负债 
50,138.42 0.50% 40,021.88 0.41% 25.28% 

其他非流动负债 953.95 0.01% 897.94 0.01% 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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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货币资金 

2016 年末，公司货币资金余额同比减少 40.48%，主要原因是公司 2016 年度

全面推行现金滚动预测机制，公司通过业务部门数据预测现金收支，以指导融资

业务及现金持有量，增强现金使用率，故公司 2016 年现金持有量大幅降低。 

（二）应收票据 

2016 年末，公司应收票据余额同比增加 57.66%，主要原因是目前我国部分

区域电网公司根据自身财务机构，采取现金加部分票据的形式向电厂支付电费；

公司整体应收票据存留较少，2016 年主要因为部分省份的电网公司上调了每月

向电厂支付电费中票据部分的比例导致。 

（三）预付款项 

2016 年末，公司预付款项余额同比增加 1402.02%，主要原因是受下半年煤

炭供应紧张影响，煤炭企业要求预付款结算的情况增加。 

（四）应收股利 

2016 年末，公司应收股利余额同比减少 49.07%，主要原因是应收旗下联营

公司的股利同比减少。 

（五）存货 

2016 年末，公司存货余额同比增加 57.11%，主要原因是标煤单价同比上升

导致。 

（六）其他流动资产 

2016 年末，公司其他流动资产余额同比减少 44.00%，主要原因是待抵扣的

基建期增值税进项税余额随着项目运营后销项税的抵扣转回而减少。 

（七）长期应收款 

2016 年末，公司长期应收款同比减少 58.43%，主要原因是去年同期有给同

系附属公司的长期委托借款，本年将陆续到期故对科目进行了调整。 

（八）在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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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末，公司在建工程同比增加 89.55%，主要原因是旗下在建项目投资

增加所致。 

（九）工程物资 

2016 年末，公司工程物资同比减少 91.63%，主要原因是旗下公司的工程物

资投入基建所致。 

（十）固定资产清理 

2016 年末，公司固定资产清理同比减少 84.76%，主要原因是旗下部分项目

技改工程已拆除设备已于本年度处置完毕。 

（十一）其他非流动资产 

2016 年末，公司其他非流动资产余额同比减少 50.84%，主要原因是本公司

旗下的在建项目预付工程款结转至在建工程项目所致。 

（十二）应付票据 

2016 年末，公司应付票据余额同比增加 63.16%，主要原因是 2016 年货币市

场整体宽松，公司电厂利用其本身较强的经营能力，更多的以银行承兑汇票等票

据形式支付燃料款，以优化电厂本身的现金周期。 

（十三）应付职工薪酬 

2016 年末，公司应付职工薪酬同比增加 53.23%，主要是新增项目带来。 

（十四）应交税费 

2016 年末，公司应交税费同比减少 50.62%，主要原因是受利润下降影响，

应交所得税有所减少。 

（十五）应付利息 

2016 年末，公司应付利息同比增加 46.38%，主要原因是根据公司 2016 年发

展需求，整体负债规模有所增长。 

（十六）应付股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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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末，公司应付股利同比减少 99.58%，主要原因是去年底应付股利中

应付母公司华润电力控股有限公司的股利，已在本年支付。 

（十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2016 年末，公司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同比减少 69.22%，主要原因是公

司 2016 年度结合货币市场形式加强了对有息负债结构的调整和优化，通过公司

附属电厂提取低成本的银行借款置换由本公司股东华润电力控股有限公司提供

的股东贷款。 

（十八）应付债券 

2016 年末，公司应付债券同比增加 96.56%，主要原因是公司于 2016 年 6 月

13 日发行了 7 年期固定利率的中期债券合计 50 亿元，票面利率为 3.49%，债券

到期日为 2023 年 6 月 13 日；于 5 年期末，公司可以选择调整债券利率，同时投

资者可以选择在宣告发放利息后 5 个工作日内以面值收回投资。于 2016 年 9 月

19日，公司又发行了 3年期固定利率的中期债券合计 30亿元，票面利率为 2.29%，

债券到期日为 2019 年 9 月 19 日。 

（十九）长期应付款 

2016 年末，公司长期应付款同比下降 89.67%，主要原因是旗下部分子公司

偿还了本公司股东华润电力控股有限公司的股东借款。 

（二十）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2016 年末，公司长期应付职工薪酬同比增加 34.77%，主要原因是本集团旗

下部分公司的职工已经办理了内退手续，公司根据内退协议，于资产负债表日计

提了辞退福利。 

（二十一）递延所得税负债 

2016 年末，公司递延所得税负债同比增加 156.63%，主要原因是本公司于年

内确认了内部一次性还本付息的利息收入产生的递延所得税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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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受限资产情况 

截至 2016 年末，本公司无资产质押、被查封、冻结、必须具备一定条件才

能变现、无法变现、无法用于抵偿债务的情况和其他权利受限制的情况和安排，

无其他具有可对抗第三人的优先偿付负债情况。 

资产抵押情况：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为取得湖南省郴州市财

政局无息借款（ 110,577,414.00 元，借款年限  50 年） , 有账面价值为 

77,304,425.11 元(2015 年 12 月 31 日：79,213,176.62 元)的土地使用权作为的

抵押物。 

四、对其他债券和债务融资工具付息兑付情况 

截至 2016 年末，公司存续其他债券和债务融资工具包括华润电力投资有限

公司 2012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债券简称：12 华润电 MTN1）、华润电力投资

有限公司 2011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债券简称：11 华润电 MTN1）、2010 年华

润电力投资有限公司公司债券（5+5）（债券简称：10 华润电力 01）及 2010 年华

润电力投资有限公司公司债券（7+3）（债券简称：10 华润电力 02）报告期内均

正常付息。 

五、对外担保变动情况 

截至 2016 年末，本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的情况。 

六、银行授信使用及偿还情况 

本公司资信情况良好，与银行等金融机构一直保持长期合作伙伴关系，并持

续获得各银行较高的贷款授信额度，间接债务融资能力较强。截至 2016 年 12 月

末，公司合并口径获得的银行授信总额为 627.8 亿元，已使用授信 189.2 亿元，

未使用授信额度 438.6 亿元。 

报告期内,本公司均已按时还本付息,不存在任何违约事项和逾期未偿还债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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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公司业务和治理情况 

一、公司业务情况 

（一）公司主要业务介绍 

华润电力是由华润电力控股于 2006 年 10 月 9 日独资设立的台港澳法人独

资企业，是一家投资、建设、经营和管理华润电力控股有限公司在中国境内的主

要大型发电企业及相关资产的投资性公司，在国家允许外商投资的领域依法进行

投资；受其所投资企业的书面委托（经董事会一致通过），向其所投资企业提供

营业执照所限定的服务；在中国境内设立科研开发中心或部门，从事新产品及高

新技术的研究开发，转让其研究开发成果，并提供相应的技术服务；为其投资者

提供咨询服务，为其关联公司提供与其投资有关的市场信息、投资政策等咨询服

务；承接其母公司和关联公司的服务外包业务；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

准，向所投资设立的企业提供财务支持；通过佣金代理（拍卖除外）、批发方式

在国内销售其进口及在国内采购的商品。华润电力控股是华润电力的母公司，是

中国华润和华润集团旗下唯一从事电力业务的专业公司，于 2003 年在香港联交

所上市。截至 2016 年底，华润电力控股总资产 2,001.11 亿港元，投资区域覆盖

中国 20 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发电运营权益装机容量 36,184 兆瓦、发电量约

1606 亿千瓦时。2016 全年实现营业额 662.13 亿港元，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77.08

亿港元。 

（二）公司的经营模式 

华润电力是由华润电力控股 100%持股。华润电力控股是一家投资、建设、

经营和管理在中国境内的主要大型发电企业及相关资产的投资性公司，是中国效

率最高、效益最好的综合能源公司之一。公司聚焦绿色能源发展，大幅提升清洁

能源占比，高质量发展火电，优化煤炭资产，积极进入售电领域。业务涉及火电、

风电、光伏、水电、煤炭，同时积极投资核电、分布式能源等领域。目前，华润

电力业务分布在江苏、河南等十几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三）公司所处行业情况介绍 



华润电力投资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16 年年度报告 

25 
 

发行人所处的行业为电力工业，其为国民经济发展中最重要的基础能源产业，

对促进国家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起到了重要作用。它不仅是关系国家经济安全

的战略部署，而且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社会稳定密切相关。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

入新常态，电力生产消费也呈现新常态特征。电力供应结构持续优化，电力消费

增长减速换档、结构不断调整，电力消费增长主要动力呈现由高耗能向新兴产业、

服务业和居民生活用电转换，电力供需形势由偏紧转为宽松。2016 年，全国用电

形势呈现增速同比提高、动力持续转换、消费结构继续调整的特征。全社会用电

量同比增长 5.0%，增速同比提高 4.0 个百分点。在实体经济运行显现出稳中趋好

迹象、夏季高温天气、上年同期低基数等因素影响下，三、四季度全社会用电量

增长较快。第三产业用电量增长 11.2%，持续保持较高增速，显示服务业消费拉

动我国经济增长作用突出；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增长 10.8%；第二产业用电量同

比增长 2.9%，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 2.5%，制造业中的四大高耗能行业合计用

电量同比零增长，而装备制造、新兴技术及大众消费品业增长势头较好，反映制

造业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效果继续显现，电力消费结构不断优化。年底全国

全口径发电装机容量 16.5 亿千瓦，同比增长 8.2%，局部地区电力供应能力过剩

问题进一步加剧；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持续快速增长，火电设备利用小时进一步降

至 4165 小时，为 1964 年以来年度最低。电煤供需形势从上半年的宽松转为下半

年的偏紧，全国电力供需总体宽松、部分地区相对过剩。 

（四）公司行业地位 

华润电力下属公司运营电厂已遍布江苏、河南、广东、辽宁、河北、湖北、

安徽、云南等十几个省份，是除中国华能集团公司、中国大唐集团公司、中国国

电集团公司、中国华电集团公司和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外国内发电资产分布最

为广泛、规模最大的发电企业之一。 

二、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 

（一）主要经营业务 

1、分业务板块的营业收入、营业成本构成情况 

单元：万元币种：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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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 

主营业务收入 3,362,306.28 100.00 3,403,325 100.00 

其中：电力业务 2,825,002.55 84.02 2,927,718 86.03 

热力业务 164,292.16 4.89 138,903 4.08 

煤炭业务 281,861.26 8.38 219,948 6.46 

其他业务 91,150.31 2.71 116,755 3.43 

主营业务成本 2,402,704.05 100.00 2,176,823 100.00 

其中：电力业务 1,971,211.76 82.04 1,819,386 83.58 

热力业务 132,199.75 5.50 102,282 4.70 

煤炭业务 279,285.05 11.62 217,581 10.00 

其他业务 20,007.49 0.01 37,574 1.72 

主营业务毛利润 959,602.23 100.00 1,226,502 100.00 

其中：电力业务 853,790.79 88.97 1,108,322 90.37 

热力业务 32,092.41 3.34 36,622 2.99 

煤炭业务 2,576.21 0.27 2,367 0.19 

其他业务 58,108.60 7.41 79,181 6.45 

2、最近三年营业毛利润构成情况如下： 

（二）营业收入、成本、费用、现金流等项目增减变动情况 

（1）财务费用 

2016 年，公司财务费用同比增长 83.67%，主要原因是根据公司 2016 年发展

需求，整体负债规模有所增长。 

（2）资产减值损失 

2016 年，公司资产减值损失同比下降 53.17%，主要原因是去年同期对旗下

关停的小机组计提资产减值损失。 

（3）投资收益 

项目 
2016 年度

（%） 

2015 年度

（%） 

2014 年度

（%） 

主营业务成本 28.15 36.04 30.08 

其中：电力业务 30.22 37.86 32.87 

热力业务 19.53 26.36 22.54 

煤炭业务 0.91 1.08 1.07 

其他业务 63.75 67.82 5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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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公司投资收益同比下降 75.55%，主要原因是处置股权的投资收益

同比减少及旗下联营合营电厂盈利下降。 

（4）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2016 年，公司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同比下降 47.56%，主要原

因是旗下联营合营电厂盈利下降。 

（5）营业利润 

2016 年，公司营业利润同比减少 35.49%，主要原因是火电标杆上网电价分

别于 2015 年上半年和 2016 年年初两次下调，以及 2016 年下半年以来煤价上升

导致旗下电厂盈利下滑所致。 

（6）非流动资产处置利得 

2016 年，公司非流动资产处置利得同比增加 173.73%，主要原因是本年旗下

公司处置相关资产产生的固定资产处置利得。 

（7）营业外支出 

2016 年，公司营业外支出同比增加 1133.33%，主要原因是本年处置旗下关

停的小机组和报废的环保安全节能类设备产生的损失以及公益性捐赠支出增加。 

（8）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2016 年，公司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同比增加 6301.05%，主要原因是本年处

置了旗下关停的小机组和报废的环保安全节能类设备产生的损失。 

（9）净利润 

2016 年，公司利润总额同比减少 43.78%，主要原因是火电标杆上网电价分

别于 2015 年上半年和 2016 年年初两次下调，以及 2016 年下半年以来煤价上升

导致旗下电厂盈利下滑。 

（10）少数股东损益 

2016 年，公司少数股东损益同比下降 44.20%，主要原因是火电标杆上网电

价分别于 2015 年上半年和 2016 年年初两次下调，以及 2016 年下半年以来煤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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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升导致旗下电厂盈利下滑。 

（11）权益法下被投资单位以后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中享有的份

额 

2016 年，公司权益法下被投资单位以后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中

享有的份额同比下降 117.17%，主要原因是公司于被投资单位以后将重分类进损

益的其他综合收益中享有的份额的两年变动系公司根据持股比例所享有的联营

公司河南永华能源有限公司提取的专项储备。 

（12）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 

2016 年，公司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同比减少 100%，主要原因是

2015 年调整了曹妃甸下属唐港铁路公司公允价值变动，本年度没有重大变动。 

（13）处置子公司转出 

2016 年，公司处置子公司转出同比减少 100%，主要原因是去年处置了旗下

锦州电厂 50%股权，本年无。 

（14）综合收益总额 

2016 年，公司综合收益总额同比减少 42.74%，主要原因是火电标杆上网电

价分别于 2015 年上半年和 2016 年年初两次下调，以及 2016 年下半年以来煤价

上升导致旗下电厂盈利能力下滑。 

（三）非主营业务导致利润重大变化的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非主营业务导致利润重大变化的情况。 

（四）重大投资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没有超过上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 20%的重大投资。 

三、公司发展战略目标 

公司致力于成为一家卓越的、可持续发展的综合性能源企业。为了实现该目

标，公司将贯彻国家能源发展战略，以市场价值为导向，坚持创新变革和绿色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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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持续提升企业竞争力。 

1、深化精益管理、履行社会责任，提高运营管理水平 

以精益管理为抓手，实施精益改善项目，推动精益人才培养，通过开发、建

设、运营全方位的系统成本控制，实现综合效益最大化。继续深化标杆工厂建设，

推广成功经验，进一步提升基层单位运营管理水平；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强化技

术管理、推进节能环保改造，全面推广煤电超低排放，持续降低机组能耗水平和

污染物排放，实现低碳绿色发展。 

2、布局售电业务、建设专业智库，强化创新发展能力 

面对电力体制改革，积极应对，发挥集团多元化经营协同优势，布局终端售

电业务。加快建立专业的售电组织架构和高效、灵活的销售体系，培养售电领域

的市场预测和营销能力，对市场变化特别是客户需求做出及时响应；深入开展行

业研究和技术创新，建立专职机构或与相关方合作研究，重点聚焦政策研究、行

业研判、技术跟踪及应用推广，使之成为华润电力的“智库”。 

3、优化业务结构，提升资源获取能力 

适应国家和行业政策的变化，进一步优化公司管控结构，实现矩阵化运作。

推进区域内一体化管理，整合区域开发资源，促进各业态全方位深度协同，大力

发展风电和太阳能等非化石能源，高质量发展火电，大幅提升清洁能源占比。 

4、夯实财务管理、增强风险管控，加强总部创值能力 

继续深化华润集团价值型财务管理体系，重点推动价值管理在区域公司进一

步深化落地。深入业务前端，逐步实现财务职能业务化，支持公司战略实施和业

务发展。充分利用华润集团和公司在境内外资本市场的良好形象和畅通的融资渠

道，利用多种方式筹集资金，降低公司融资成本，实现资金来源多元化；加强审

计监督、完善内控体系，开展法律风险评估和防范，加强全面风险管理，把控投

资和运营风险，规范公司治理，保障合法合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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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报告期内公司与主要客户业务往来时发生的严重违约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与主要客户发生业务往来时，未有严重违约事项发生。 

五、公司独立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与控股股东在业务、人员、资产、机构、财务等方面不存在

不能保证独立性、不能保持自主经营能力的情况。 

六、报告期内公司非经营性往来占款及资金拆借情况 

公司的其他应收款主要为关联方借款、关联方往来款、关联方委托贷款、第

三方委托贷款以及代垫输出电路购建款。2015 年，公司其他应收款净额占总资

产的比例较大，2016 年仍略有上升。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金额（万元） 占比（%） 金额（万元） 占比（%） 

经营性  571,545.73   17.66  577,055.68 19.57 

非经营性  2,665,274.23   82.34  2,371,333.45 80.43 

合计 3,236,819.96 100.00 2,948,389.14 100.00 

注：经营性与非经营性其他应收款中不含坏账准备，故此处其他应收款净额

与财务报表中其他应收款数值有一定差额。 

报告期内，公司与其他单位的往来占款、资金拆借等，均已履行公司内部相

应的审批及决策程序，不存在违规资金占用情况。 

七、报告期内公司违规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

担保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违规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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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报告期内公司违法违规及执行募集说明书约定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在公司治理、内部控制等方面，均不存在违反《公司法》、

《公司章程》规定的情况。同时，公司亦不存在违反募集说明书中约定或承诺的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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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重大事项 

一、报告期内公司重大诉讼、仲裁或受到重大行政处罚事项 

报告期内，本公司不存在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声誉、业务活动、未

来前景等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决诉讼、仲裁事项及行政处罚案件。 

二、报告期内公司破产重整事项 

报告期内，本公司不存在破产重整事项。 

三、公司债券面临暂停或终止上市风险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债券不存在面临暂停或终止上市风险的情况。 

四、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调

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采取强

制措施的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均不存在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声誉、业务活动、未来前景等可能产生

较大影响的未决诉讼、仲裁事项及行政处罚案件。 

五、报告期内其他重大事项 

（一）报告期内重大事项情况 

序号 重大事项 有/无 

1 发行人经营方针、经营范围或生产经营外部条件等发生重大变化 无 

2 债券信用评级发生变化 无 

3 发行人主要资产被查封、扣押、冻结 无 

4 发行人发生未能清偿到期债务的违约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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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发行人当年累计新增借款或对外提供担保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的百分

之二十 
无 

6 发行人放弃债权或财产，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的百分之十 无 

7 发行人发生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百分之十的重大损失 无 

8 发行人作出减资、合并、分立、解散及申请破产的决定 无 

9 发行人涉及重大诉讼、仲裁事项或受到重大行政处罚 无 

10 保证人、担保物或者其他偿债保障措施发生重大变化 无 

11 发行人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导致可能不符合公司债券上市条件 无 

12 
发行人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调查，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 
无 

13 其他对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无 

（二）其他重大事项 

报告期内，本公司未发生其他重大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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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财务报告 

本公司 2016 年经审计的财务报告请参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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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备查文件目录 

一、备查文件内容 

（一）载有公司负责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签名并盖章的财务报表； 

（二）载有会计师事务所盖章、注册会计师签名并盖章的审计报告原件； 

（三）报告期内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公开披露过的所有公司文件的正本

及公告的原稿； 

（四）按照境内外其他监管机构、交易场所等的要求公开披露的年度报告、

年度财务信息。 

二、备查文件查阅时间、地点 

自本年度报告公告之日起，投资者可以至本公司、受托管理人处查阅本年度

报告全文及上述备查文件，或登录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查阅

本年度报告及摘要。 

（一）查阅时间 

每日 9:00-11:30，14:00-17:00（非交易日除外）。 

（二）查阅地点 

公司名称：华润电力投资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深圳市深南东路 5001 号华润大厦 6 楼 

联系人：陈宇杰 

电话：0755-8269 1666-3760；传真：0755-3687 5799 

公司网站：http://www.cr-power.com/ 

受托管理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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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48 号中信证券大厦 22 层 

法定代表人：张佑君 

联系人：王宏峰、舒翔、陈天涯 

电话：010-6083 8888 

传真：010-6083 3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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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润电力投资有限公司 

2016 年度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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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债券相关事项、经营

和财务状况，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仔细

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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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债券事项 

一、 债券基本情况 

债券名称 

华润电力投资有限公司公开

发行 2016 年公司债券（第

二期） 

华润电力投资有限公司公开

发行 2016 年公司债券（第

一期） 

简称 16 华润 02 16 华润 01 

代码 136702.SH 136273.SH 

交易场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时间 2016-10-13 2016-07-04 

发行日 2016-09-19 2016-06-13 

起息日 2016-09-19 2016-06-13 

到期日 2019-09-19 2023-06-13 

债券期限 本期债券为 3 年期 

本期债券为 7 年期，附第 5

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

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债券余额 30 亿元 50 亿元 

票面利率 2.92% 3.49% 

还本付息方式 

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

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

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

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

付 

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

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

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

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

付 

付息兑付情况 尚未到付息兑付日 尚未到付息兑付日 

投资者适当性

安排 
合格机构投资者 合格机构投资者 

截至 2016 年末，本公司发行的各期公司债券尚未到付息兑付日。 

发行人所发行华润电力投资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6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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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16 华润 01”）附第 5 年末发行人赎回选择权,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

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尚未到可行权日期，故相关条款尚未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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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表 3-1 最近两年主要会计数据 

单元：万元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6 年 12 月 31

日/2016 年 

2015 年 12 年 31

日/2015 年 

本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总资产 9,996,257.37 9,852,684.70 1.46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3,760,279.86 4,121,989.84 -8.78 

营业收入 3,362,306.28 3,403,325.07 -1.21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491,513.92 873,741.77 -43.7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024,875.75 1,370,451.14 -25.22 

注：除特别注明外，以上财务指标均按照合并报表口径计算。 

表 3-2 最近两年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6 年（末）

12 月 31 日

/2016 年 

2015 年 12 年

31 日/2015 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资产负债率 59.10% 54.83% 7.79 

EBITDA 全 部 债 务 比

（EBITDA/全部债务） 
35% 62% -44.23 

利息保障倍数 5.63 8.79 -35.95 

注：除特别注明外，以上财务指标均按照合并报表口径计算。 

上述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的计算方法如下： 

1、全部债务=长期债务+短期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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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债务=短期借款+交易性金融负债+应付票据+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长期债务=长期借款+应付债券； 

2、资产负债率＝总负债/总资产； 

3、EBITDA 全部债务比=EBITDA/全部债务； 

4、利息保障倍数=息税前利润/（计入财务费用的利息支出+资本化的利息支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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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重大事项 

一、报告期内公司重大诉讼、仲裁或受到重大行政处罚事项 

报告期内，本公司不存在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声誉、业务活动、未

来前景等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决诉讼、仲裁事项及行政处罚案件。 

二、报告期内公司破产重整事项 

报告期内，本公司不存在破产重整事项。 

三、公司债券面临暂停或终止上市风险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债券不存在面临暂停或终止上市风险的情况。 

四、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调

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采取强

制措施的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均不存在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声誉、业务活动、未来前景等可能产生

较大影响的未决诉讼、仲裁事项及行政处罚案件。 

五、报告期内其他重大事项 

（一）报告期内重大事项情况 

序号 重大事项 有/无 

1 发行人经营方针、经营范围或生产经营外部条件等发生重大变化 无 

2 债券信用评级发生变化 无 

3 发行人主要资产被查封、扣押、冻结 无 

4 发行人发生未能清偿到期债务的违约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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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重大事项 有/无 

5 
发行人当年累计新增借款或对外提供担保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的百分

之二十 
无 

6 发行人放弃债权或财产，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的百分之十 无 

7 发行人发生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百分之十的重大损失 无 

8 发行人作出减资、合并、分立、解散及申请破产的决定 无 

9 发行人涉及重大诉讼、仲裁事项或受到重大行政处罚 无 

10 保证人、担保物或者其他偿债保障措施发生重大变化 无 

11 发行人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导致可能不符合公司债券上市条件 无 

12 
发行人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调查，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 
无 

13 其他对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无 

（二）其他重大事项 

报告期内，本公司未发生其他重大事项。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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