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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66                证券简称：长源电力             公告编号：2021-050 

国电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

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2,549,660,478 股为基数，向全

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5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长源电力 股票代码 000966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  军 周  峰 

办公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徐东大街 63 号 

国家能源大厦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徐东大街 63 号 

国家能源大厦 

传真 027-88717130 027-88717134 

电话 027-88717021 027-88717132 

电子信箱 liujun@cydl.com.cn zhoufeng@cydl.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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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主营业务为电力、热力生产，所生产的电力全部输入湖北电网，热力主要供给当地

企事业单位。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可控总装机容量为380.46万千瓦，其中火电359万千瓦，风

电19.3万千瓦，生物质2.16万千瓦。公司装机容量占湖北全省发电装机容量8243.54万千瓦(含

三峡2,240万千瓦)的4.62%，公司火电装机容量占湖北全省火电装机容量3250.43万千瓦的

11.04%。报告期内，公司系统安全生产形势总体平稳，完成发电量145.50亿千瓦时，占湖北

全省全年发电量3036.7亿千瓦时的4.79%，同比减少43.11亿千瓦时，同比降低22.86%；全年完

成售热量931万吉焦，同比减少48万吉焦，同比降低4.9%。报告期内，新能源发电量占公司发

电量比例约2%，新能源补贴对公司业绩影响较小。 

报告期内，公司全资子公司广水风电所属中华山二期项目（装机4.95万千瓦）25台风机

全部并网发电，公司在运风电装机达到19.3万千瓦。 

2021年，是我国实施“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综合考虑国内外经济形势、电能替代、

上年低基数等因素，以及疫情和外部环境存在的不确定性，预计2021年湖北省全社会用电量

增速前高后低，增速约9%，极端气候情况下可能出现一定电力缺口。同时，在“2030前碳达

峰、2060前碳中和”的目标要求下，地方风电和太阳能等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比重将继续提

高，对电力系统灵活性调节能力的需求增加。公司将积极参与湖北省新能源竞争性配置，大

力拓展风电、光伏等新能源和水电项目。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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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2020 年 2019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8 年 

营业收入 5,722,155,054.78 7,366,107,380.46 -22.32% 6,562,537,391.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54,218,021.20 572,988,266.86 -38.18% 208,686,527.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03,000,839.36 610,088,024.46 -66.73% 206,217,451.4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77,759,009.68 1,652,758,557.43 -65.04% 904,737,934.1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196 0.5170 -38.18% 0.188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196 0.5170 -38.18% 0.188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51% 14.89% -6.38% 6.23%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总资产 9,688,222,387.97 9,743,659,157.95 -0.57% 9,362,569,250.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160,461,423.16 4,169,611,746.65 -0.22% 3,392,842,37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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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218,047,657.28 1,327,255,662.38 1,467,149,746.55 1,709,701,988.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0,943,761.50 102,202,858.65 94,288,815.67 126,782,585.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0,049,840.75 94,665,594.61 84,537,657.30 -6,252,253.3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14,709,939.13 -211,413,880.98 532,736,640.01 -58,273,688.48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

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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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592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114,952 

报告期末
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

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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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能源投
资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国家 37.39% 414,441,332 0   

湖北能源集
团股份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12.80% 141,810,725 0   

湖北正源电
力集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29% 14,286,242 0   

王梓煜 境内自然人 1.12% 12,411,700 0   

李  丽 境内自然人 0.63% 6,932,100 0   

陆玉芝 境内自然人 0.28% 3,146,828 0   

杭兰芳 境内自然人 0.28% 3,106,721 0   

黄锐泉 境内自然人 0.27% 3,040,000 0   

吕宜新 境内自然人 0.27% 3,000,000 0   

何保林 境内自然人 0.25% 2,776,107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是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持股比例为
3.56%。除此之外，上述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其它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股东王梓煜，通过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2,004,200 股； 

股东李丽，通过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6,751,1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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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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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

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是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国电长源

电力股份

有限公司

2020 年面

向合格投

资者公开

发行公司

债券 

（第一期） 

20 长源 01 149023 2020 年 01 月 09 日 2023年 01月 13日 50,000 3.55% 

（2）公司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2020年6月29日，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对公司及公司存续期内相关债项进行

了跟踪评级。经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评级委员会审定：维持公司的主体信用等

级为AA+，评级展望为稳定；维持“20长源01”的信用等级为AA+。评级结果详见深圳证券交

易所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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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2019 年 同期变动率 

资产负债率 54.66% 54.65% 0.01% 

EBITDA 全部债务比 23.81% 30.10% -6.29% 

利息保障倍数 4.36 5.12 -14.84%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报告期内，湖北省受疫情影响，全社会用电下降，用电量出现负增长。全省全社会用电

量2144.18亿千瓦时，同比减少70.12亿千瓦时，降低4.37%。第一、二、三产业和城乡居民用

电分别为22.88、1299.21、382.78、439.31亿千瓦时，同比分别增长0.95%、-3.66%、-6.99%、

1.80%。全年来水量总体高于去年同期水平，三峡电厂发电量1112.92亿千瓦时，同比增加149.06

亿千瓦时，增长15.47%。剔除三峡发电量，全省发电量1923.78亿千瓦时，同比减少85.24亿千

瓦时，下降4.24%。其中，水电534.3亿千瓦时，同比增加141.18亿千瓦时，增长35.91%；火

电1243.09亿千瓦时，同比减少242.22亿千瓦时，下降16.31%；风电81.81亿千瓦时，同比增加

7.98亿千瓦时，增长10.81%；太阳能64.57亿千瓦时，同比增加7.82亿千瓦时，增长13.77%。

全年统调火电机组利用小时3851小时，同比降低942小时。 

    报告期内，公司共完成发电量145.5亿千瓦时，同比下降22.86%；其中火电发电量141.9

亿千瓦时，同比下降23.77%；风电发电量2.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9.43%；售热量931万吉焦，

同比下降4.9%；设备平均利用小时3866小时，同比减少1228小时。 

    报告期内，受新冠疫情冲击、中美贸易战升级等重大因素影响，国内经济增速回落，煤

炭市场价格大起大落，市场煤价震幅创下近年新高。上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影响，煤炭

市场需求低迷，市场煤价跌至近年来低位；下半年随着国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国内经济复

苏势头强劲，煤炭消费增速加快，进入冬季后叠加寒冷天气影响，市场供需转入紧平衡状态，

煤炭价格持续上涨至近年高位。报告期内，公司累计完成年度入炉综合标煤单价702.5元/吨，

同比下降39.24元/吨。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72,215.51万元，同比减少164,395.23万元，其中电力销售

收入510,328.21万元，占营业收入的89.18%；热力销售收入45,130.73万元，占营业收入的

7.89%。发生营业成本503,766.05万元，同比减少113,891.64万元，其中电力成本452,216.63万

元，占营业成本的89.77%；热力成本47,257.44万元，占营业成本的9.38%。实现营业利润

49,380.09万元，同比减少32,240.31万元；实现利润总额49,779.43万元，同比减少33,698.43万

元；实现归属母公司的净利润35,421.8万元，同比减少21,877.0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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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

年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

年同期增减 

发电-电力 5,103,282,124.08 581,115,824.61 11.39% -23.55% -43.95% -4.14%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

报告期发生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退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会计政策变更 

①执行新收入准则导致的会计政策变更 

财政部于2017年7月5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2017年修订）》（财会

[2017]22号）（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经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于2019年12月31

日决议通过，本集团于2020年1月1日起开始执行前述新收入准则。 

新收入准则为规范与客户之间的合同产生的收入建立了新的收入确认模型。为执行新收

入准则，本集团重新评估主要合同收入的确认和计量、核算和列报等方面。首次执行的累积

影响金额调整首次执行当期期初（即2020年1月1日）的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

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经本集团评估实施新收入准则不会导致公司收入确认方式发

生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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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新收入准则的主要变化和影响如下： 

本集团将因转让商品而预先收取客户的合同对价从“预收账款”项目变更为“合同负债”项

目列报，不影响本集团2020年度合并及公司利润表各项目。 

A、对2020年1月1日财务报表的影响 

单位：元 

报表项目 
2019年12月31日（变更前）金额 2020年1月1日（变更后）金额 

合并报表 公司报表 合并报表 公司报表 

预收账款 50,705,635.88 1,619,815.04 1,619,815.04 1,619,815.04 

合同负债   44,658,159.93  

其他流动负债   4,427,660.91  

B、对2020年12月31日的影响 

采用变更后会计政策编制的2020年12月31日合并及公司资产负债表各项目，与假定采用

变更前会计政策编制的这些报表项目相比，受影响项目对比情况如下： 

对2020年12月31日财务报表的影响 

单位：元 

报表项目 

2020年12月31日 

新收入准则下金额 

2020年12月31日 

旧收入准则下金额 

合并报表 公司报表 合并报表 公司报表 

预收账款   50,259,284.56  

合同负债 45,274,857.55    

其他流动负债 4,984,427.01    

②其他会计政策变更 

财政部于2019年12月16日发布了《碳排放权交易有关会计处理暂行规定》（以下简称《碳

排放权暂行规定》），要求重点排放企业2020年1月1日起采用未来适用法执行本规定。 

根据本集团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本集团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碳排放权暂

行规定》。                                                                  

序号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 影响金额 

 未来适用法    

1 执行财政部2019年12月16日发布的

《碳排放权暂行规定》 

本公司第九届

董事会第六次

会议决议 

根据《碳排放权暂行规定》，本项

会计政策变更采用了未来适用

法，从 2021年1月1日起执行。 

 

注：本集团下属部分子公司本期购入、使用及转让碳排放权均按照上述暂行规定处理，

购入计入碳排放权资产，使用及转让计入营业外收支，截至2020年12月31日所购入碳排放权

均已使用，本期报表相关项目均未受影响。 

2.会计估计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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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团控股股东国家能源集团本年度对原国电集团、神华集团固定资产预计使用寿命和

预计净残值进行了统一，本集团为更公允、恰当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使固定资

产折旧年限与实际使用寿命更接近，残值率与实际可回收情况更接近，公司根据《企业会计

准则》等相关会计法规的规定，结合公司固定资产使用状况及历史固定资产报废等可回收净

残余值情况，合理调整部分固定资产折旧年限及净残值率。本次会计估计变更采用未来适用

法进行会计处理，无需追溯调整。 

根据本集团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决议，本次会计估计变更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 

①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前后固定资产折旧年限及净残值率对照如下： 

固定资产类别 
变更前 变更后 

折旧年限（年） 残值率（%） 折旧年限（年） 残值率（%） 

房屋及建筑物 15-45 3.00 10-55 0.00 

机器设备 12-30 3.00 5-35 0.00-5.00 

运输设备 6-12 3.00 8-10 5.00 

其他设备 5-18 0.00-3.00 5-20 0.00-5.00 

②会计估计变更影响数                                         

单位：元 

会计估计变更的内容、原因及适用时点 审批程序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 影响金额 

为更公允、恰当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

果，使固定资产折旧年限与实际使用寿命更接

近，残值率与实际可回收情况更接近，公司根

据《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会计法规的规定，

结合公司固定资产使用状况及历史固定资产

报废等可回收净残余值情况，合理调整部分固

定资产折旧年限及净残值率。 

本公司第九届

董事会第六次

会议决议 

固定资产 

（累计折旧） 
-18,096,020.36 

主营业务成本 11,939,800.90 

管理费用 6,156,219.46 

其他业务成本 797,841.68 

投资性房地产（折旧摊销） -797,841.68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本集团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共9户。本年合并范围比上年增加1

户国能长源随州发电有限公司。随州公司系本公司及所属全资子公司国电长源汉川第一发电

有限公司共同出资，公司持股比例55%，主要负责湖北随州2×66万千瓦燃煤发电项目的建设

和运营（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6月16日、6月24日、8月15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有关公告，公告编号：2020-074、078、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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