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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投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1 本年度报告摘要摘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
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国投电力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代码

600886

上海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魏琼

李樱

电话

010-88006378

010-88006378

传真

010-88006368

010-88006368

电子信箱

gtdl@sdicpower.com

gtdl@sdicpower.com

注：公司董事会已于 2013 年 4 月 10 日审议通过了《关于更换董事和高管的议案》，同意魏
琼女士因退休辞去公司董事会秘书职务，同意聘任杨林先生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职务，有关
详情请参阅公司于本年报同时发布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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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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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年(末)
2012 年(末)

本年(末)
比上年
(末)增减
（%）

调整后

调整前

145,896,345,910.11

125,098,186,511.84

120,910,654,136.15

归 属 于 上 市公 司 股 东
的净资产

12,286,979,893.01

11,932,459,525.82

经 营 活 动 产生 的 现 金
流量净额

8,606,379,058.28

2010 年(末)
调整后

调整前

16.63

105,376,423,069.35

101,131,834,697.00

11,475,312,928.11

2.97

9,231,973,750.96

8,847,881,216.84

5,714,747,244.05

5,376,582,107.46

50.60

5,791,431,620.03

5,076,237,224.70

23,867,007,746.38

23,568,711,264.66

21,703,539,229.47

1.27

19,078,291,213.75

17,474,731,747.12

归 属 于 上 市公 司 股 东
的净利润

1,053,949,166.11

332,310,122.00

259,256,058.41

217.16

571,871,281.89

504,422,210.02

归 属 于 上 市公 司 股 东
的 扣 除 非 经常 性 损 益
的净利润

953,969,559.76

203,529,269.20

203,529,269.20

368.71

477,253,326.29

477,253,326.29

加 权 平 均 净资 产 收 益
率（%）

8.62

3.42

2.79

增加 5.20
个百分点

6.19

5.30

基 本 每 股 收益 （ 元 ／
股）

0.2995

0.1094

0.0854

173.77

0.1911

0.1686

稀 释 每 股 收益 （ 元 ／
股）

0.2804

0.1094

0.0854

156.31

0.1911

0.1686

总资产

营业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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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股东总数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 5 个交
易日末股东总数

94,286

87,57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持有有限
售条件股
份数量

股东
性质

持股比
例(%)

国家开发投资公司

国有
法人

61.76

2,174,037,465

中国建设银行－博时主题
行业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3.44

121,012,807

未知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三组合

未知

2.56

90,128,115

未知

中国建设银行－华夏优势
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1.31

45,998,217

未知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二组合

未知

0.90

31,813,277

未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华夏盛世精选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0.90

31,723,329

未知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八组合

未知

0.66

23,402,111

未知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博时转债增强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0.66

23,342,101

未知

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
－传统－普通保险产品

未知

0.60

21,290,197

未知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兴全全球视野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未知

0.50

17,483,665

未知

股东名称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2.3

持股总数

质押或冻结
的股份数量
无

公司第一大股东国家开发投资公司与其余九名股东之间
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
定的一致行动人；中国建设银行－博时主题行业股票证券
投资基金、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三组合、全国社保基金一零
二组合、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八组合、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博时转债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同属博时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以方框图描述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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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3.1 董事会关于公司报告期内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受经济增长放缓等因素影响，2012 年全国电力消费增长平缓。根据中电联全国电力工
业统计快报：2012 年全社会用电量 49591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5.46%，较 2011 年回落 6.51
个百分点，年末全国发电装机容量达到 11.45 亿千瓦，同比增长 7.8%。全年发电设备平均利
用小时数为 4572 小时，同比下降 158 小时。全国水电来水情况普遍较好，火电尽管设备平
均利用小时数不足 5000 小时，但受益于电价调整和煤价下跌，已步入盈利复苏。
2012 年是国投电力重组上市十周年。公司董事会在全体股东的支持下，勤勉工作、科
学决策，与全体员工共同努力，克服社会用电量增速降低等不利影响，把握煤价下跌、火电
盈利复苏机会，采取有力措施，调整结构，优化布局，着力推进重点项目开发建设，通过加
强内控建设引领管理提升，年度各项工作取得可喜成绩，可持续发展稳步推进。
2012 年公司新投产装机 223.25 万千瓦，完成收购装机 126 万千瓦，控股装机同比增长
27.37 %。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总装机 2082.30 万千瓦、控股装机 1625.30 万千瓦、权益装
机 1052.81 万千瓦。资产总额 1458.96 亿元，同比增长 16.63%；总市值 203 亿元，同比增长
45.3%。
2012 年公司控股企业累计完成发电量 714.16 亿千瓦时，上网电量 687.09 亿千瓦时，与
去年同期相比分别降低了 3.01%和 2.62%。实现营业收入 238.67 亿元，同比提高 1.27%；利
润总额 23.18 亿元，同比增长 112.9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0.54 亿元，同比增
长 217.16%；每股收益 0.2995 元，同比增长 173.77 %。
2012 年公司盈利大幅增长的主要原因：一是受益于 2011 年电价上调和 2012 年燃煤价
格下跌影响，火电盈利复苏；二是受益于所在流域来水较好，水电盈利同比增加；三是雅砻
江下游水电拉开投产序幕，为公司带来新的利润增长。
2012 年公司重点工作完成情况如下：
雅砻江水电项目推进
2012 年末公司资产总额 1458.96 亿元，其中在建工程 708.17 亿元，占公司总资产的
48.54%，雅砻江水电在建资产总额 678.33 亿元，为公司工作的重中之重。2012 年度，雅砻
江下游项目建设和开发继续呈现良好势头。其中：官地水电站实现三台机组投产发电，4#
机组转子吊装完成；锦屏一级水电站左、右岸导流洞成功下闸蓄水，大坝最高浇筑高度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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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 米，机电安装工程正在紧张有序进行；锦屏二级水电站 1#引水隧洞投入使用，其它三条
引水隧洞全断面衬砌及固结灌浆工作快速跟进，2013 年 1 月 2 台 60 万千瓦机组开始商业运
行，完成“一洞双机”发电目标；桐子林水电站二期围堰填筑到顶，基坑开挖完成，全面进
入主体工程混凝土浇筑阶段。
在确保下游电站投产发电目标的同时，积极推进中上游项目的前期工作。国家能源局于
2012 年发文再次明确雅砻江水电为雅砻江流域唯一水电开发主体。雅砻江中游水电项目两
河口水电站、杨房沟水电站已取得国家发改委准予开展前期工作的“路条”。雅砻江上游水
电规划和部分项目的预可研报告编制正在进行。
公司在 2012 年末获批锦官电源组统一上网电价为每千瓦时 0.3203 元(含税)，首创国内
梯级大型水电站联合跨区域送电电价形成机制，实现由国家电网公司对锦官电源组“统一调
度、统一销售、统一电价、统一结算”的营销模式。
主要经营管理工作进展
安全生产及节能减排形势良好。公司全年安全生产形势稳定，未发生一般及以上人身伤
亡责任事故。年度公司继续推进 NOSA 体系与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加强节能减排和和技
术改造，积极争取节能减排专项资金和能源升级改造项目补贴。投资企业全年供电煤耗 319
克/千瓦时，累计有 5 台机组配备脱硝系统，占火电装机的 46.34%。国投北疆等四个项目通
过安全生产标准化一级评审。
电力营销保持成效。应对用电量下滑的不利影响，公司火电企业充分利用一季度来水偏
枯、汛期煤价下降的有利时机，尽可能争取竞争电量。公司控股企业设备利用小时 4784 小
时，同比降低 12%，高于全国平均利用小时 212 小时。其中：火电企业设备利用小时 5074
小时，同比降低 13.9%，高于全国平均利用小时 109 小时。水电企业设备利用小时 4662 小
时，同比增长 1.4 %，高于全国平均利用小时 1107 小时。公司控股企业平均上网电价为 0.355
元/千瓦时（含税），受益于 2011 年两次火电电价上调和新批水电电价，同比上涨 11.52 元/
千千瓦时。
燃料成本显著下降。公司把握煤价下降趋势，抓住机遇，优化供应结构，完善管理措施。
年度公司控股火电企业实际耗用标煤总量 1,255 万吨，实际标煤单价 761 元/吨（不含税），
同比降低 6%。
基建管理持续强化。公司深入对标管理，以投资控制为核心，以设计优化为重点，促进
基建管理工作再上新台阶。报告期国投酒泉二风电风机安装工程荣获“中国电力优质工程
奖”；国投北疆 2#机组安装工程荣获“2011-2012 年度中国安装工程优质奖”。
资产整合取得新进展。在控股股东国投公司支持下，公司收购了国投公司持有的国投钦
州 61%、江苏利港 17.47%、江阴利港 9.17%的股权。
项目储备与公司发展
公司董事会贯彻既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重点开发雅砻江水电，积极推进电力资产整合，
坚持项目储备和适时开发相结合的原则开展前期工作，不断优化公司资产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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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年度投产控股装机 223.25 万千瓦，其中：官地 3X60 万千瓦，国投伊犁 33 万千瓦，国
投白银风电 4.95 万千瓦，敦煌光伏 1.8 万千瓦，石嘴山光伏 2 万千瓦，格尔木光伏 1.5 万千
瓦。核准控股装机 30 万千瓦，为国投盘江一期 30 万千瓦。
2012 年是公司上市以来获得“路条”最多的一年，一批重点项目获得批准，奠定了可
持续发展基础。年末已获准开展前期工作的控股装机 905.65 万千瓦，其中：两河口 270 万
千瓦、杨房沟 4 X 37.5 万千瓦、国投北疆二期 2 X100 万千瓦、国投钦州二期 2 X100 万千瓦、
国投宣城二期 1 X 66 万千瓦、四个风电项目合计 19.65 万千瓦。
截至 2012 年末，公司已核准在建控股装机容量 1032.9 万千瓦，占投产控股装机容量
的 63.6 %，其中：水电 960 万千瓦；火电 63 万千瓦；风电 9.9 万千瓦。
伴随着可持续发展的稳步推进，公司资产结构进一步优化。截止 2012 年底，公司控股
装机 1625.3 万千瓦，其中：水电装机 712 万千瓦，占比 43.8%；火电 853 万千瓦，占比 52.5%，
新能源资产 60.3 万千瓦，占比 3.7%。
3.2 董事会关于公司未来发展的讨论与分析
2013 年主要经营计划
控股企业实现发电量 868.4 亿千瓦时，争取同口径供电煤耗同比有所降低。争取投产装
机 483 万千瓦左右，包括：官地 1X60 万千瓦，锦屏二级 4 X60 万千瓦，锦屏一级 2X60 万
千瓦，国投伊犁 1X33 万千瓦，国投盘江 1X30 万千瓦。落实以上计划，力争年度实现控股
装机规模增长 30%，盈利同比增长 50%以上。
3.3 核心竞争力分析
1、清洁能源优势显著
截至 2012 年底，公司水电装机已达到控股装机容量的 43.8%，水电装机占比较高，随
着雅砻江水电后续项目陆续投产，公司水电装机比例将继续提高。水电作为清洁能源，国家
扶持、调度优先，具有天然优势，受经济周期影响小。公司现有水电近三年平均利用小时
4692 小时，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 40%，为水电中的优质资源。雅砻江水电为流域的唯一水
电开发主体，从而享有合理开发及统一调度等突出优势。
2、水火并举、全国布局，电源结构合理
公司电源结构水火均衡、全国布局，可有效抵御煤炭市场价格波动以及局部市场供求风
险，增强公司抗风险能力。
3、资源储备丰富，成长明确
公司资源储备丰富，水电及超超临界火电的在建和前期项目超出已投产规模的 1.88 倍，
装机增长的可持续性和不断优化的电源结构，奠定了公司长期投资价值。
四、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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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应当说明
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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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能够更加公允、恰当地反映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使固定资产折旧年限与
其实际使用寿命更加接近，公司依照《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法规的规定，于 2012 年 4 月
1 日对水电发电厂部分固定资产的预计使用寿命、预计净残值进行变更：
水电固定资产中除房屋、挡水建筑物以外的泄洪建筑物、引水建筑物、发电厂房、其他
建筑物等建（构）筑物的折旧年限由 20 年调整为 35 年，残值率由 3%调整为 0。
上述会计估计的变更本公司采用未来适用法，涉及变更的固定资产原值为
8,630,263,847.25 元。影响 2012 年累计折旧项目减少 205,696,360.40 元；影响 2012 年主营业
务成本项目减少 205,696,360.40 元，影响 2012 年利润总额增加 205,696,360.40 元，净利润增
加 174,841,906.34 元。未来期间每年影响累计折旧项目减少 274,261,813.92 元；影响主营业
务成本项目减少 274,261,813.92 元，影响利润总额增加 274,261,813.92 元，净利润增加
233,122,541.83 元。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2012 年 9 月 1 日，公司收购国家开发投资公司持有的国投钦州发电有限公司 61%股权，
形成同一控制下的控股合并。
2012 年 5 月 25 日，公司出资 500 万元，注册成立了国投云南风电有限公司，本公司持
股比例 100%。
2012 年 10 月，攀枝花二滩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进入清算程序，本年末未将其纳入合并
报表范围。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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