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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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联合 董事 因事 王  进 

陈  泽 董事 因事 王  进 

李方吉 董事 因事 郑云鹏 

阎  明 董事 因事 饶苏波 

李葆冰 董事 因事 郑云鹏 

沈洪涛 独立董事 因事 沙奇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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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50,283,986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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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粤电力Ａ、粤电力 B 股票代码 000539、200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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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维 秦晓 

办公地址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东路 2号粤电广场南塔

35楼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东路 2号粤电广场南塔

36楼 

传真 (020)85138084 (020)85138084 

电话 (020)87570251 (020)87570251 

电子信箱 liuw@ged.com.cn qinxiao@ged.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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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主要从事电力项目的投资、建设和经营管理，电力的生产和销售业务，属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中的电

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坚持“取资于民，用资于电，惠之于众”的经营宗旨和“办电为主，多元发展”

的经营方针，专注于电力主业，电源结构呈多元化发展，拥有大型燃煤发电、LNG发电、风力发电和水力发电等多种能源

项目，通过电网公司向用户提供可靠、清洁的能源。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拥有可控装机容量2327.3万千瓦，其中控股装机2161.2

万千瓦，参股权益装机166.1万千瓦。其中：燃煤发电控股装机容量1715万千瓦；气电控股装机容量372万千瓦；风电、水电

等可再生能源发电控股装机容量74.2万千瓦，清洁能源装机占比20.65%。此外，公司受托管理装机容量1328.6万千瓦。 

公司主要收入来源为电力生产和销售，主营业务收入主要来源于广东省内。公司销售电价分为以政府价格主管部门核定的上

网电价以及根据电力市场交易规则等文件实施市场交易产生的交易电价。报告期内，公司售电量698.59亿千瓦时，同比减少

1.85%；合并报表售电均价为447.27元/千千瓦时（含税，下同），同比下降16.22元/千千瓦时；营业总收入2,832,906.54万元，

同比下降103,108.98万元，降幅3.51%。 

公司主营业务以火力发电为主，燃料成本在营业成本中占有较大比重，煤炭、天然气价格波动对公司经营业绩影响较大。报

告期内，公司燃料成本1,597,867.32万元，占营业成本的71.10%，同比减少162,416.09万元，降幅9.23%。 

报告期内，受宏观经济稳步复苏、公司电力生产持续稳定、成本费用有力管控等因素共同影响，公司发电毛利及归母净利润

同比大幅增加，公司全年实现归母净利润174,628.01万元，同比增长5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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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29,065,391 29,360,155,150 -3.51% 27,408,514,1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46,280,132 1,146,767,033 52.28% 474,461,9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530,448,193 1,069,396,196 43.11% 412,062,95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280,781,169 8,272,683,112 -24.08% 5,999,936,35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326 0.2184 52.28% 0.0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326 0.2184 52.28% 0.0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54% 4.77% 1.77% 2.02% 

 2020年末 2019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年末 

总资产 85,970,818,168 75,472,027,123 13.91% 73,329,662,3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7,369,995,422 26,178,241,077 4.55% 24,227,302,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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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03,863,816 7,836,054,007 8,313,722,282 7,475,425,2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373,105 806,311,390 755,703,910 176,891,7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72,094 784,914,803 753,661,026 -7,755,54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70,574,344 2,847,647,553 2,470,190,633 -207,631,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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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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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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997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92,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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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67.39% 3,538,005,285 1,893,342,621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49% 130,882,902    

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22% 116,693,602    

广东省电力开发公司 国有法人 1.80% 94,367,341    

李卓 境内自然人 1.16% 60,672,411    

郑建祥 境内自然人 0.47% 24,804,886    

哈尔滨哈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40% 20,942,945    

VANGUARD TOTAL 

INTERNATIONAL STOCK 
INDEX FUND 

境外法人 0.30% 15,855,512    

CHINA INT'L CAPITAL CORP 

HONG KONG SECURITIES 
LTD 

境外法人 0.29% 15,216,066    

哈尔滨市道里区慈善基金会 境内非国有法人 0.26% 13,667,40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第四大股东广东省电力开发公司为第一大股东广东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的

全资子公司，二者存在关联关系；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情况未知。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第五大股东李卓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1,270,220股，通过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59,402,191股，合计持有本公司股票

60,672,411股。 

第七大股东哈尔滨哈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

票 300股，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20,942,645股，合

计持有本公司股票 20,942,945股。 

第十大股东哈尔滨市道里区慈善基金会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16,800股，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13,650,606股，合

计持有本公司股票 13,667,406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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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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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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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 2020年面向合格投

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一期） 

20 粤电 01 149113.SZ 2020年 04月 29日 2025年 04月 29日 150,000 2.45%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 2021年面向合格投

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一期） 

21粤电 01 149369.SZ 2021年 01月 27日 2024年 01月 27日 100,000 3.57% 

（2）公司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2020年4月20日，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对公司及公司发行的“20粤电01”的信用状况进行了综合分析。经中诚信

信用评级委员会最后审定，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AAA，评级展望稳定；维持本次债券的信用等级为AAA。（评级结果披露

网址：www.ccxi.com.cn、http://www.cninfo.com.cn，《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一期）信用评级报告》）。 

2021年1月12日，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对公司及公司发行的“21粤电01”的信用状况进行了综合分析。经中诚信

信用评级委员会最后审定，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AAA，评级展望稳定；维持本次债券的信用等级为AAA。（评级结果披露

网址：www.ccxi.com.cn、http://www.cninfo.com.cn，《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一期）信用评级报告》）。 

截至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评级机构未出具20粤电01和21粤电01的跟踪评级报告。 

（3）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 2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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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 2019年 同期变动率 

资产负债率 58.42% 54.70% 3.72% 

EBITDA 全部债务比 16.03% 18. 30% -2.27% 

利息保障倍数 3.52 2.76 27.54%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20年初受新冠疫情影响，全社会工业用电需求下降，但随着复工复产复商复市的扎实推进，广东省全年全社会用电量在经

历低谷后逆势上扬，达到6926.1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44%，增速放缓2.5个百分点。2020年，广东受西电2057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1.76%，西电电量超计划输送356亿千瓦时；装机容量方面，全省新投产核电、火电机组容量1427万千瓦，新增统

调装机容量占统调容量9.67%。受西电持续增送、省内统调机组容量同比增长、省内风电等可再生能源电量大幅增长等因素

影响，公司省内煤机发电利用小时数3882小时，煤机上网电量564.73亿千瓦时，同比下降3.76%，气机上网电量116.87亿千

瓦时，同比增长2.71%，风电上网电量12.7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24%。。 

2020年，公司市场化交易规模扩大，折价幅度有所提高，合并报表平均上网电价为447.27元/千千瓦时（含税，下同），同比

下降16.22元/千千瓦时，降幅3.50%。但受燃料价格同比回落，减税降费政策实施的红利以及公司对各项成本费用有效管控

的综合影响，公司发电业务利润同比大幅增长。截至2020年底，公司合并报表口径总资产859.71亿元，同比增长13.91%；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权益273.70亿元，同比增长4.55%。公司实现合并报表口径营业收入283.29亿元，同比下降3.51%；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7.46亿元，同比增长52.28%；每股收益0.33元（去年同期为0.22元）。公司合并报表口径负债合计502.27

亿元，资产负债率58.42%。 

2020年，公司坚决贯彻落实电力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工作要求，坚持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发展战略，持续优化

电源结构和资产结构。湛江外罗一期海上风电机组全部正式投产、博贺项目#1、2机组（200万千瓦）通过168小时试运正式

投产，花都、东莞宁洲气电项目、珠海金湾、阳江沙扒、湛江外罗二期、湛江新寮海上风电项目加快推进，电源结构持续优

化。截至2020年底，公司拥有可控装机容量2327.3万千瓦，同比增长10.80%，其中清洁能源占比提升至20.65%。未来公司也

将坚持新发展理念，持续推进电源结构优化调整，主动融入粤港澳大湾区、深圳先行示范区建设和广东“一核一带一区”发展，

积极应对我国碳达峰、碳中和“30•60”目标，大力推动公司能源清洁低碳化转型。 

2020年，公司贯彻落实《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证监会关于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相关要求，切实做到稳健审慎经营、守法合

规、突出做精主业、尊重投资者，不断提升公司治理水平，提高上市公司发展质量。董事会组织召开了9次现场会议、3次通

讯会议，完成55项董事会议案审批，议题涉及定期报告、内部控制评价、全面风险管理、利润分配方案、重大投融资、重大

关联交易等，全部议案获得通过并有效执行。董事会还召集召开了4次股东大会，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17项议案全部获得通

过并有效执行。公司顺利完成定期报告与临时公告的编制与披露，全年共发布公告107份，信息披露连续七年获得深圳证券

交易所考核“A”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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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售电收入 27,651,253,496 5,368,915,490 19.42% -4.03% 19.09% 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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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报告摘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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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 7月 5 日，财政部发布《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的通知》（财会[2017]22 号）（以下简称“新

收入准则”），要求境内上市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2019年 12 月 16 日，财政部发布《碳排放权交易有关会计处理暂行规定》（财会[2019]22 号）（以下简称“碳排放权暂行规

定”），要求重点排放企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2020年 6月 19 日，财政部发布《关于印发〈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租金减让会计处理规定〉的通知》（财会[2020]10 号）（以下

简称“新冠疫情租金减让规定”），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自 2020 年 6 月 19 日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期间施行。 

2020年 12 月 11 日，财政部发布《企业会计准则实施问答（2020 年）》，对新准则及新政策进行解释说明。 

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及第九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按照财政部规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

上述新收入准则。除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外，其他未变更部分，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相关

具体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公司按规定执行上述新收入准则、碳排放权暂行规定、新冠疫情租金减让规定及企业会计准则实施问答，对公司财务状况、

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未产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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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新增子公司： 

子公司名称 主要经营地 注册地 业务性质 
注册资本 

（元） 

持股比例
(%) 

取得方式 

广东粤电大亚湾综合能源有限公司 广东省惠州市 广东省惠州市 电力 22,000,000 80 % 投资设立 

广东粤电启明能源有限公司 广东省深圳市 广东省深圳市 电力 20,000,000 100 % 投资设立 

深圳市花果泉电业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深圳市 广东省深圳市 租赁 2,650,000 100 % 
非同一控制下

的企业合并 

韶关市南雄粤风新能源有限公司 广东省韶关市 广东省韶关市 电力 5,000,000 100 % 投资设立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董事长： 王进 

                                                                  二○二一年四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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