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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核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编号：2020-01 

投资者关系

活动类别 

 

□特定对象调研        □分析师会议 

□媒体采访            √业绩发布会 

□新闻发布会          □路演活动 

□现场参观  

□其他 （请文字说明其他活动内容） 

参与单位名

称及人员姓

名 

申万宏源证券 刘晓宁、查浩 

申港证券   贺朝晖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高兴 

平安证券 严家源 

民生证券 杨任重 

长江证券 宋尚骞等 61 位投资者在线和网络收听 

时间 2020 年 4 月 28 日 15:00—16:00 

方式 电话和网络会 

上市公司接

待人员姓名 

公司总会计师     张  勇      

公司董事会秘书   罗小未 

财务部副主任     李忠涛     

证券事务代表     李兴雷 

投资者关系部     姜  静 

投资者关系

活动主要内

容介绍 

一、董事会秘书致欢迎辞并介绍公司业绩情况 

2019 年： 

1) 公司利润总额、发电量，再创历史新高，在严峻形势下，

业绩实现上市四年来持续增长。公司全年实际完成全口径发电

量 1368.01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6.08%；实现收入 460.67 亿元、

同比增长 17.2%；实际完成利润总额 103.49 亿元、同比增长



3.35%；  

2) 公司在各项生产工作中始终坚持“安全第一、质量第一”

的方针，21 台机组全年保持安全运行，累计安全运行 171 堆年。

2019 年共完成 15 次大修，年度大修平均工期 33.58 天，较 2018

年优化近 5 天，5 台机组实现“30”（大修工期 30 天以内）目标，

田湾 1 号机组再度刷新全球同类运行机组大修工期最短记录

（26.72 天）。2019 年公司 9 台运行机组 WANO 综合指数满分，

创历史最高水平，并获得 WANO 组织核能卓越绩效奖。 

3) 公司控股在建核电机组 5 台，控股核准核电机组 1 台，

工程进展稳步推进，四大控制全面受控。福清 5 号机组-“华龙

一号”全球首堆示范工程和田湾 5 号机组到目前为止均已完成

热试工作，正在进行装料前准备工作；漳州 1 号机组 2019 年

10 月获准 FCD，2 号机组获核准，并预计将于 2020 年开工；

对俄工程田湾 7、8 号和徐大堡 3、4 号 VVER 机组完成可研评

审。 

4) 公司抓住机遇，稳步推进多元化的新能源业务，新能源

实现跨越式发展。全年新增新能源装机 85.55 万千瓦，新能源

总装机由 2018 年的 16.41 万千瓦增至 101.96 万千瓦。肯尼亚、

羊八井、南阳等地热重点项目有序推进。公司产业结构逐步优

化，新能源成为公司非核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 

5) 公司积极支持国家电力市场改革，主动对接电改市场，

通过双边协商、平台竞价、合同电量转让、跨省售电等手段共

获取市场化电量 428.23 亿千瓦时，市场化比例 33.71%，综合平

均电价略高于去年，并顺利入股北京电力交易中心； 

6) 2019 年公司成功发行 78 亿元核能转债，是最近五年来

非金融类企业发行的最大规模的可转债融资项目，也是国资委

管理的中央企业历史上发行的规模最大的可转债项目。 

7) 2019 年公司股权激励正式授予，成为 A 股上市的国有

电力行业第一家实施股权激励的企业。 



2020 年： 

1) 截止 3 月 31 日，公司总资产达 3535.24 亿元，比 2019

年底增长 1.6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11.33 亿元，

比 2019 年底增长 2.16%。 

2) 虽然因疫情影响机组调停和降功率略多于去年，但一季

度公司发电量 315.42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07%； 

3) 一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06.26 亿元，同比下降

1.05%；实现利润总额 25.63 亿元，同比下降 18.28%。主要是由

于受汇率波动影响，公司所持外币债务当期产生汇兑损失 1.15

亿，上年同期为汇兑收益 4.84 亿元；同时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核电现有机组利用小时数下降。 

截止目前，公司在运机组 21 台，装机容量 1911.2 万千瓦，

在建机组 5 台，装机容量 577 万千瓦，核准机组 1 台，装机容

量 121.2 万千瓦。 

2020 年，公司计划年发电量 1500 亿千瓦时，确保在运核

电机组安全稳定运行，高质量完成全年 13 次核电机组大修；确

保在建机组四大控制全面受控；力争新项目按期开工建设。 

 

二、问答环节 

调研人员就公司经营情况、发展规划、疫情是否影响项目

进展等事宜进行了解，交流情况具体如下： 

（一） 疫情是否影响公司在建核电机组复工情况。  

答：公司在建核电机组建设现在已经全面复产复工，工程

进度按原有计划进行，年内实现福清 5 号机组和田湾 5 号机组

投入商业运行的计划没有改变。 

  

（二）今年是否会出台核电新规划？公司对未来核电审批是怎

么看待的？ 

答：发展核电是我国社会经济不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不



断提高的需要，也是优化我国能源结构、缓解环境污染减少温

室气体排放和保证能源安全的需要。“十四五”是我国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时期，我国的核能产业发展也将迎来新阶段。

虽然未能了解到相关规划的情况，公司方面仍然对未来核电的

发展前景充满信心。 

 

（三）公司对新能源产业的布局，对未来规模的规划？ 

答：近几年中国核电一直在涉猎新能源产业，一是公司认

为新能源产业还有比较大的发展空间，二是公司希望其他业务

领域拓展可以作为核电产业发展的有益补充。虽然公司在新能

源业务方面起步较晚，但 2019 年已有了较大发展，装机容量达

到 100 万千瓦以上。关于新能源产业未来发展，公司已有初步

安排，总体希望每年都有所提升。  

 

（四）现在新建的机组国产化率情况如何？受疫情影响，公司

进口的设备会不会影响到施工的进度？  

答：漳州 1、2 号机组使用的是优化后的华龙一号技术，设

备国产化率达到 85%以上，主要的设备都是在国内生产。目前

没有接到设备进度受影响的报告，工程建设正常推进。  

 

（五）国家下半年的电价政策是否可能出现调整，出台降低用

电成本的政策？如果出台，是否会影响到公司核电机组现有的

上网电价和相关电价机制？  

答：首先，核电电价的核准，目前仍按照发改委 2013 年

【1130 号】文件实施，公司今年会有新机组的投运，正在就电

价政策和相关方进行沟通； 

其次，这几年国家多次提出要降低用户侧的用电成本，中

国核电积极参与市场化电力改革，2019 年度公司市场化电量占

比为 33%，2020 年按照国家电力市场化改革整体布局，比例还



会上升。公司在两方面正在积极开展工作：（1）保量稳价，公

司在积极开展电力营销工作，核电利用小时数、上网电量保持

了比较好的状态；（2）公司正在多措并举开展降本增效工作，

以保证核电毛利率水平保持稳定。 

 

（六）福清 5 号和 6 号是否属于可以拿到电价优惠的国家示范

项目？ 

答：福清 5 号、6 号机组是“华龙一号”全球首堆示范工程项

目，也是国产化的项目，对于国家核电技术是具有示范性及拓

展性的。在电价申请方面，公司会按照国家的相关政策积极争

取。 

 

（七）公司在推进的漳州以外的项目（昌江二期等）的进展情

况？ 

答：昌江二期、田湾 7、8 号及徐大堡 3、4 号的 VVER 机

组，公司开展了充分的前期准备工作。公司期待在近期或将来

一段时间内，上述项目能够得到国家的核准。国家在当前的经

济形势下，提出了扩大投资拉动经济的要求，核电投资大，并

且对推进低碳排放、拉动产业链、促进技术开发等方面都有很

好的意义。 

 

（八）生态环保部在昌江二期的环评公示中，将批复给了海南

昌江核电公司，而不是昌江二期的建设主体华能海南昌江核电

公司，二期项目到底由谁主导？ 

答：这两个公司中，海南昌江核电公司是中核占比 51%、

华能占比 49%，华能海南昌江核电公司是华能占比 51%、中核

占比 49%，这也是双方开展深入合作的结果。今后昌江二期将

由双方共同开展建设和运行维护工作。 

 



（九）2019 年四季度和 2020 年一季度所得税率有一个较大的

提升，相关情况如何？ 

答：第一个原因是：公司核电的机组享受了国家“三免三减

半”的政策，由于减免政策存在年限，存在从免到减，从减到恢

复正常这样的过程。 

第二个原因是：公司的新能源产业规模有一个较大的增长，

公司收并购的新能源项目很多因为年限较长，已经不享受“三免

三减半”政策。这些方面综合后看，所得税率有一个增长。  

 

（十）公司外币债务在整个有息负债中占比较低，但是汇兑损

益影响大，公司是否有相应政策对冲汇兑损失的影响？  

答：汇兑损益是短期的波动，现行准则要求按照资产负债

表日的汇率来计算公司所持有的外币负债规模，反映到财务费

用中。从去年的情况来看，还是比较平稳的。今年一季度受疫

情影响，美元兑人民币升值幅度较大。 

公司核电机组建设过程中，会适当利用低利率外币贷款采

购进口设备，维持现有的外币负债的规模是综合考量了汇率和

外币贷款利率的结果，公司将继续对汇兑风险开展持续研究，

制定风险应对措施管控风险。 

 

（十一）今年全国都在加强基建建设，公司能否预估一下今年

核电重启的节奏？还是 6 到 8 台吗？还是有可能会增长到 10

台或者更多？  

答：目前尚未接到新机组核准的消息。公司拥有诸多厂址

储备并做了充分的前期准备工作，一旦国家核准即可开工。从

行业发展来看，国内的设计、设备制造能力及人才等资源完全

可以支撑每年核准 6-8 台机组开工建设。 

 

（十二）最近许多同行同类公司在提高分红比例，公司的分红



比例与同行相比有一定提升空间，公司结合资本开支计划，是

否有提升分红比例的打算？  

答：公司自上市以来，分红比例持续攀升。虽然核电在建

设和发展中对资金需求较大，但是公司经营层考虑到需要给广

大投资者更好的回报，在匹配项目建设资金需求的同时，一直

在努力提高广大投资者分红收益水平，这个努力方向不会改变。 

 

（十三）公司的资产负债率目前处于 73.9%这样一个较高的水

平，未来还要发展新能源及进行核电建设，公司对后续资金来

源是如何规划的？今年公司有没有降低资产负债率相关的举

措？  

答：降低资产负债率是国资委对央企的要求，中国核电也

会积极落实降低资产负债率这一要求，防范债务风险，实现高

质量的发展。核电的特点是建设周期较长，投资规模较大，造

成了公司资产负债率较高。但从债务风险的角度来看，公司每

年的经营性现金流量有 200 多亿，风险可控。公司核电项目基

本上是 20%的资本金和 80%的银行贷款。前段时间公司也公告

了今年将有序开展可续期公司债发行的工作，后续公司将努力

拓展资金来源，统筹安排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 

 

附件清单（如

有） 

无 

日期 2020 年 4 月 2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