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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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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晏志勇、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杨良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唐定乾保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 839,554,380,746.46 813,227,622,329.43 3.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08,875,319,074.29 107,540,070,711.50 1.24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9,085,849,206.78 -7,978,168,262.90 -13.88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65,108,712,660.72 70,118,361,510.31 -7.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674,516,522.79 1,956,257,436.02 -14.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407,431,527.75 1,833,923,803.95 -23.2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97 2.42 减少 0.45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106 0.1279 -13.53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106 0.1279 -1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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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7,778,237.29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

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

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

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

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59,246,335.52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

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

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

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

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

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

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

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

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

项产生的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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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27,338.29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

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231,372,567.45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

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 

4 / 8 

 

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

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

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

和支出 

-14,058,057.22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

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5,001,144.72  

所得税影响额 -8,425,604.99  

合计 267,084,995.04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271,595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

态 
数量 

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 
8,925,803,976 58.34 4,154,633,484 无 0 国有法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

公司 
457,441,779 2.99 0 无 0 国有法人 

中原股权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309,129,808 2.02 0 冻结 308,880,308 国有法人 

建信基金－工商银行－

陕西省国际信托－陕国

投·财富尊享 30号定

向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302,445,302 1.98 0 无 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诺德基金－民生银行－

诺德千金 209号特定客

户资产管理计划 

257,400,257 1.68 0 无 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广州国资发展控股有限

公司 
154,440,154 1.01 0 无 0 国有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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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寿安保基金－建设银

行－人寿保险－中国人

寿保险（集团）公司委

托国寿安保基金混合型

组合 

154,440,154 1.01 0 无 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民生加银基金－平安银

行－嘉兴民臻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154,440,154 1.01 0 无 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鞍钢集团有限公司 153,045,340 1.00 0 无 0 国有法人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

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152,999,901 1.00 0 无 0 国有法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4,771,170,492 人民币普通股 4,771,170,492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457,441,779 人民币普通股 457,441,779 

中原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09,129,808 人民币普通股 309,129,808 

建信基金－工商银行－陕西省国际信托

－陕国投·财富尊享 30号定向投资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302,445,302 人民币普通股 302,445,302 

诺德基金－民生银行－诺德千金 209号

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 
257,400,257 人民币普通股 257,400,257 

广州国资发展控股有限公司 154,440,154 人民币普通股 154,440,154 

国寿安保基金－建设银行－人寿保险－

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委托国寿安保

基金混合型组合 

154,440,154 人民币普通股 154,440,154 

民生加银基金－平安银行－嘉兴民臻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54,440,154 人民币普通股 154,440,154 

鞍钢集团有限公司 153,045,340 人民币普通股 153,045,340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

券账户 
152,999,901 人民币普通股 152,999,90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系公司控股股东。除此之外，公

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存在关联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

说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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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

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单位:股 

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4 

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所持股

份类别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

态 
数量 

博时基金－工商银

行－博时－工行－

灵活配置 5号特定多

个客户资产管理计

划 

6,000,000 30.00 非累积 未知 / 其他 

交银国际信托有限

公司－金盛添利 1号

单一资金信托 

6,000,000 30.00 非累积 未知 / 其他 

建信信托有限责任

公司－“乾元”货

币市场理财产品债

券投资单一资金信

托 

4,000,000 20.00 非累积 未知 / 其他 

中粮信托有限责任

公司－中粮信

托·投资 1号资金信

托计划 

4,000,000 20.00 非累积 未知 / 其他 

前十名优先股股东之间，上述股东

与前十名普通股股东之间存在关

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2020年3月末，货币资金期末余额940.77亿元，占总资产11.21%，较上年末增长34.36%，主要

是补充公司资金流动性。 

2020年3月末，应收票据期末余额20.35亿元，占总资产0.24%，较上年末增长36.39%，主要是

公司经营规模增长导致的商业承兑汇票增加。 

2020年3月末，短期借款期末余额407.41亿元，占总资产4.85%，较上年末增长179.77%，主要

是补充公司资金流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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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3月，税金及附加本期发生2.62亿元，同比减少2.95亿元，下降52.97%，主要是房地

产业务土地增值税下降。 

2020年1-3月，财务费用本期发生14.95亿元，同比减少9.55亿元，下降38.98%，主要是本期

汇兑净收益0.94亿元，而上年同期为汇兑净损失6.05亿元。 

2020年1-3月，投资收益本期发生-0.50亿元，同比减少2.06亿元，下降132.43%，主要是本期

参股投资的高速公路项目执行“高速免费政策”，盈利水平同比大幅下滑。 

2020年1-3月，信用减值损失本期发生-5.57亿元，同比减少3.28亿元，下降143.28%，主要是

本期应收款项规模增加及账龄结构变化，以及合同资产计提减值损失。 

2020年1-3月，资产减值损失本期发生-3.33亿元，同比减少4.01亿元，下降588.72%，主要是

房地产存货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2020年1-3月，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实现492.00亿元，同比增加172.39亿元，增

长53.94%，主要是吸收投资、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同比增加较多。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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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公司新签合同总额约为人民币1,484亿元，同比减少15.37%。

国内新签合同额约为人民币960.62亿元，同比减少16.31%；国外新签合同额折合人民币约为523.38

亿元，同比减少13.60%。国内外水利电力业务新签合同额合计约为人民币801.92亿元。 

面对国内外复杂形势和新冠疫情全球蔓延态势，公司将继续深化改革，强化以市场为导向，

防范重大风险，着力实现高质量发展，打好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组合拳”，确保疫情防控与生

产经营“两不误”。一是将思想统一到党中央对新冠疫情的分析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深刻认识

疫情防控的严峻性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紧迫性，加强领导，统筹谋划，精进行部署，周密安排，科

学推进复产复工，努力推动今年各项工作目标的实现。二是加强经济运行监测分析，及时调整经

营策略，敢于迎难而上，善于化危为机，勇于创新突围，不等不靠，主动出击，通过公司高端营

销、区域协调营销、产业链联合营销打好市场立体营销“组合拳”，努力将疫情对公司市场营销

造成的影响降到最低。三是积极响应国家扩大内需的战略安排，围绕国家重点业务发展方向和经

济增长点，主动对接地方投资建设需求，努力获取市场订单。积极发展5G基础设施及应用、特高

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工业互联网等新业态，培养新的增长点。

四是认真研判新冠肺炎疫情对公司生产经营发展所造成的影响，把握疫情缓解后的恢复性增长机

遇，紧盯国家应对疫情出台的各项财政、货币、产业政策变化，进一步强化经济发展动力，用足

用好国家出台的各项政策支持。五是主动适应我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区域协调发展的阶段特点，

积极响应党中央重大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有关部署，在匹配京津冀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双

城圈等国家战略下，针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市场特点，研究部署重点、核心城市群发展新模式。六

是积极应对新冠疫情全球蔓延的态势，统筹做好公司国际化经营，一国一策抓好“一带一路”重

大项目的实施和推进，努力保障境外项目生产经营活动正常开展，如期履约。同时动态跟踪国际

组织、外国政府对疫情颁布的政策和规定，加强风险研判，努力将疫情对公司国际业务造成的影

响降至最低。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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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

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

司 

法定代表人 晏志勇 

日期 2020年 4月 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