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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张善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尹恩刚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程超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释义 

释义项 指 释义内容 

本公司、公司、中国广核、我们 指 中国广核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本集团 指 中国广核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阳江核电 指 
阳江核电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直接及间接持有 61.20%股权的

控股子公司 

台山核电 指 
台山核电合营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直接及间接持有 51%股权的

控股子公司 

工程公司 指 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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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差错更正;其他原因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396,273,433,077.62 368,555,670,360.28 368,555,670,360.28 7.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88,768,180,698.15 71,114,915,512.70 71,114,915,512.70 24.82%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

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

告期末 

上年同期 

年初至报

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

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16,616,070

,641.67 

14,046,651

,383.85 

13,364,184

,840.12 
24.33% 

43,138,752

,057.62 

37,057,055

,661.50 

36,374,58

9,117.77 
18.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3,275,748,

380.33 

3,139,540,

107.23 

2,213,302,

579.00 
48.00% 

8,298,333,

285.16 

7,456,881,

528.69 

6,779,659,

559.23 
22.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3,203,601,

005.48 

3,109,303,

451.96 

2,183,065,

923.73 
46.75% 

8,017,696,

073.88 

7,398,522,

244.21 

6,721,300,

274.75 
19.2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9,737,721,

130.84 

8,718,717,

132.41 

8,936,745,

832.41 
8.96% 

24,557,715

,363.69 

22,824,425

,114.12 

23,144,42

5,114.12 
6.1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95 0.0691 0.0487 42.71% 0.1804 0.1641 0.1492 20.9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95 0.0691 0.0487 42.71% 0.1804 0.1641 0.1492 20.9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16% 4.59% 3.25% 27.75% 11.07% 10.96% 10.26% 7.92%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2018 年度，本集团根据实践中积累的经验，不断细化和完善对于应收款项的管理，并参考 A 股同行业上市公司惯例，从更

谨慎的角度按照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对应收款项坏账准备的计提方式进行了更改，并采用追溯重述法进行处理。 

 

追溯调整或重述的其他原因 

红沿河一期项目总承包合同于 2018 年第四季度完成结算，在本公司 A 股 IPO 审核过程中，根据有关要求，在申报的以 2018

年 9 月 30 日为基准日的经审计的财务报表中，该事项作为期后调整事项进行了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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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143,073,493.12 

主要是工程公司出售子公司上

海中广核工程科技有限公司获

得收益约 1.43 亿元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40,710,515.24 

主要是收到地方财政局奖励和

科研项目政府资助资金等政府

补助收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

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

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

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

的投资收益 

-4,853,099.69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1,236,30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9,634,564.25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1,316,174.84  

减：所得税影响额 46,317,647.2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42,261,611.10  

合计 280,637,211.28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698,255（其中A 股 694,520户，

H 股 3,735 户）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国广核集团有 国有法人 57.78% 29,176,641,375 29,176,641,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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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 

HKSCC 

NOMINEES 

LIMITED 

境外法人 16.11% 8,134,715,440 0   

广东恒健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6.79% 3,428,512,500 3,428,512,500   

中国核工业集团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33% 1,679,971,125 1,679,971,125   

社会保障基金理

事会 
国有法人 2.01% 1,014,875,000 0   

中国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33% 670,771,000 0   

BlackRock, Inc.  境外法人 1.31% 660,115,787 0   

Citigroup Inc. 境外法人 1.30% 657,862,872 0   

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易

方达 3 年封闭运

作战略配售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LOF） 

其他 1.10% 555,485,000 555,485,000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南

方 3 年封闭运作

战略配售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LOF） 

其他 0.84% 424,188,000 424,188,00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HKSCC NOMINEES LIMITED 8,134,703,440 境外上市外资股 8,134,703,440 

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1,014,875,000 境外上市外资股 1,014,875,000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670,771,000 境外上市外资股 670,771,000 

BlackRock, Inc.  660,115,787 境外上市外资股 660,115,787 

Citigroup Inc. 657,862,872 境外上市外资股 657,862,872 

叶凯 4,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000,00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

深证 1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3,828,500 人民币普通股 3,828,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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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淑卿 3,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000,000 

林昭昕 2,826,700 人民币普通股 2,826,700 

刘志焕 2,57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57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1、广东恒健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为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10%的股东；2、公司未知

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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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2019/9/30 2018/12/31 变化率 原因分析 

预付款项 7,204,011,680.31   5,128,948,753.87 40.5% 主要是采购核燃料产生的预付款增

加和工程建设项目预付款增加 

在建工程 36,766,526,269.54 74,624,722,113.05 -50.7% 主要是阳江6号机组、台山2号机组

投入商运后，在建工程结转形成固

定资产 

应付账款 22,165,139,054.52 15,986,899,682.85 38.6% 主要是阳江6号机组和台山2号机组

投入商运后，计提应付供应商的建

安及设备费增加 

合同负债 2,460,655,603.95 835,799,748.43 194.4% 主要是工程公司开展建筑和安装业

务，按照合同结算进度而增加 

其他流动负债 500,618,161.87 964,545,364.41 -48.1% 主要是工程公司待转销项税减少 

资本公积 10,692,956,634.57 3,350,519,181.82 219.1% 公司在A股IPO后资本公积增加 

其他综合收益 916,513,874.86 699,854,140.51 31.0% 主要是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合并年初到报告期末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2019年1-9月 2018年1-9月 变化率 原因分析 

其他收益 2,161,260,637.32 1,341,982,087.40 61.0% 主要是收到的增值税退税和政府补

助金额增加 

投资收益 1,023,197,000.56 708,380,769.64 44.4% 主要是处置上海中广核工程科技有

限公司及权益法确认投资收益增加 

信用减值损失 50,734,348.38 337,259,461.58 -85.0% 主要是应收款项余额变动 

所得税费用 1,740,605,703.44 1,075,704,225.03 61.8% 主要是部分核电机组所得税优惠政

策（三免三减半）逐步到期，导致

所得税费用增加 

 

合并年初到报告期末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目 2019年1-9月 2018年1-9月 变化率 原因分析 

收到的税费返还 2,106,333,639.42 1,257,404,516.67 67.5% 主要是收到的增值税退税金额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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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给职工及为职工

支付的现金 

5,238,835,391.00 3,987,618,396.28 31.4% 主要是阳江5、6号机组、台山1、2

号机组投入商运后，支付给职工的

工资福利计入经营活动导致较上年

同期增加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

有关的现金 

2,014,788,083.93 1,481,623,784.58 36.0% 主要是新机组投入商运因素，以及

核燃料采购支付现金增加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

现金 

674,924,891.00 182,997,299.38 268.8% 主要是联营企业的分红增加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 

1,894,590,537.50 1,399,895,967.81 35.3% 主要是3个月的定期存款到期增加 

投资支付的现金 6,429,198,385.30 357,995,925.00 1695.9% 主要是购买理财产品增加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

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

额 

0.0 232,680,500.00 -100.0% 主要是上年收购了同一控制下的中

广核海洋能源有限公司、中广核河

北热电有限公司以及中广核电力销

售有限公司三家公司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 

2,079,536,283.50 1,517,449,810.58 37.0% 主要是购买3个月的定期存款增加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13,754,894,013.20 3,106,455,899.00 342.8% 主要是公司A股IPO收到募集资金

因素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 

789,004,579.36 421,902,000.00 87.0% 主要是收到防城港3、4号机组建设

股东方投入资金及转让阳江核电

17%的股权款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44,194,307,343.80 32,538,142,685.86 35.8% 主要是新机组投入商运因素导致偿

还贷款金额增加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阳江6号机组具备商业运营条件 

2019年7月24日，阳江6号机组已完成所有调试工作，具备商业运营条件，开始进行上网电量的统计。阳江核电6台规划机组

全部投产。阳江核电已于9月底获得阳江6号机组电力业务许可证。 

 

2、公司完成A股发行 

本公司于2019年7月26日获中国证监会核准A股发行，于2019年8月9日披露《首次公开发行股票（A股）招股说明书》后，于

2019年8月12日按每股人民币2.49元的发行价格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5,049,861,100股，共计募集资金人民币

12,574,154,139.00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184,378,579.56元（不含增值税）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2,389,775,559.44

元。上述募集资金于2019年8月16日全部到账。2019年8月26日，本公司A股股票上市交易，完成A股发行。 

 

3、台山2号机组具备商业运营条件 

2019年9月7日，台山2号机组已完成所有调试工作，具备商业运营条件，开始进行上网电量的统计，台山核电两台EPR核电

机组全部投产，总装机容量为2×1,750兆瓦。台山核电正在按照相关要求办理台山2号机组电力业务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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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A股募集资金使用进展 

2019年8月26日，本公司与实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的子公司，会同保荐机构与银行共同签署《募集

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本公司董事会于2019年9月12日审议通过了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使用募集

资金向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实施募投项目、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三项议案，募集资金的使用符合有关

规定，履行了相关审批程序，未影响募投项目正常进行，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2019年9月16日，本公司按照上述决议的额度与使用期限，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了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公司在保证

正常生产经营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情况下，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并坚持规范运作、保值增值、

防范风险，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和募集资金项目建设，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同

时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为公司及股东获取良好的投资回报。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阳江 6 号机组具备商业运营条件 2019 年 07 月 24 日 

《自愿性公告 阳江 6号机组具备商业运

营条件》，港交所披露易网站

https://www1.hkexnews.hk 

公司完成 A 股发行 

2019 年 07 月 26 日 
《中国证监会核准 A 股发行》,港交所披

露易网站 https://www1.hkexnews.hk 

2019 年 08 月 09 日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A 股）招股说明

书》，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 

2019 年 08 月 16 日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A 股）发行结果

公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 

2019 年 08 月 26 日 

《上市首日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

2019-001，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 

台山 2 号机组具备商业运营条件 2019 年 09 月 06 日 

《关于台山 2 号机组即将具备商业运营

条件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08，巨

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证

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日报》 

A 股募集资金使用进展 
2019 年 08 月 26 日 

《关于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

告》，公告编号：2019-002，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 

2019 年 09 月 12 日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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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自筹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011；《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

提供委托贷款实施募投项目的公告》，公

告编号：2019-012；《关于使用暂时闲置

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13，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 

2019 年 09 月 16 日 

《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

型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9-014，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元 

资产类别 
初始投资

成本 

本期公允价

值变动损益 

计入权益的累

计公允价值变

动 

报告期内购入

金额 

报告期内售

出金额 

累计投资收

益 
期末金额 资金来源 

其他 
6,000,000,

000.00 
0.00 0.00 

6,000,000,000.

00 
0.00 0.00 

6,000,000,0

00.00 

暂时闲置的

A 股募集资

金 

金融衍生工具 0.00 -2,138,697.63 0.00 0.00 0.00 
6,733,669.9

1 

1,006,668.5

0 
自有资金 

合计 
6,000,000,

000.00 
-2,138,697.63 0.00 

6,000,000,000.

00 
0.00 

6,733,669.9

1 

6,001,006,6

68.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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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六、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七、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具体类型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委托理财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银行理财产品 
暂时闲置的 A 股募集资

金 
600,000 600,000 0 

合计 600,000 600,000 0 

单项金额重大或安全性较低、流动性较差、不保本的高风险委托理财具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委托理财出现预期无法收回本金或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减值的情形 

□ 适用 √ 不适用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9 年 07 月 03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公司新项目进展、台山项目盈利情况、

A 股 IPO 进展 

2019 年 07 月 09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资产注入计划、电力市场情况、厂址储

备、A 股 IPO 进展 

2019 年 07 月 10 日 电话沟通 机构 
A 股 IPO 进展、退税及电价下调情况、

新机组投产进展 

2019 年 08 月 22 日 电话沟通 机构 
公司中期业绩情况、新项目核准情况、

台山项目回报率 

2019 年 08 月 26 日 实地调研 其他 

董事会秘书蒋达进于深圳证券交易所

接受 CCTV-2《交易时间》采访。《中

国广核登陆 A 股 深交所迎最大规模

IPO 项目》

http://tv.cctv.com/2019/08/26/VIDEoiOr

oDrBfCEgf81QNWms190826.shtml?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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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22284.PHkq46HqwCaf.S83932.30 

2019 年 08 月 26 日 实地调研 其他 

董事会秘书蒋达进接受《第一财经》采

访。《“核电一哥”今日登陆 A 股 中国

广核开启发展新篇章》

https://m.yicai.com/video/100307762.ht

ml?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

=0 

2019 年 08 月 30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见深交所互动易

http://irm.cninfo.com.cn/szse/index.html

《003816 中国广核投资者关系管理档

案 20190902》 

2019 年 09 月 03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见深交所互动易

http://irm.cninfo.com.cn/szse/index.html

《003816 中国广核投资者关系管理档

案 20190904》 

2019 年 09 月 17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见深交所互动易

http://irm.cninfo.com.cn/szse/index.html

《003816 中国广核投资者关系管理档

案 20190918》 

2019 年 09 月 26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见深交所互动易

http://irm.cninfo.com.cn/szse/index.html

《中国广核 2019年 9月 26日投资者关

系活动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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