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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企業信用公示信息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9A.50條而發表。

以下為華能國際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於國家企業信用信息公示系統（http://www.gsxt.gov.cn）
上披露之《華能國際電力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報告》（「2020年度企業年度報告書」）。
2020年度企業年度報告書乃根據企業信息公示相關要求進行的申報及公示，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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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度報告

基本信息
統一社會信用代碼╱註冊號： 91110000625905205U 企業名稱： 華能國際電力股份 

有限公司
企業通信地址： 北京市西城區復興門

內大街6號（華能大廈）
郵政編碼： 100031

企業聯繫電話： 01063226999 企業電子郵箱： zqb@hpi.com.cn

從業人數： 企業選擇不公示 其中女性從業人數： 企業選擇不公示
企業經營狀態： 開業 企業控股情況： 企業選擇不公示
是否有投資信息或購買其他公司
股權：

是 是否有網站或網店： 是

是否有對外擔保信息： 否 有限責任公司本年度
是否發生股東股權轉
讓：

否

企業主營業務活動： 投資、建設、經營管理電廠；開發、投資、經營以出口為主的其他相
關企業；熱力生產及供應（僅限獲得當地政府核准的分支機構）；電
力生產（限分支機構經營）；電力供應。（電力供應以及依法須經批准
的項目，經相關部門批准後依批准的內容開展經營活動。）

網站網店信息
序號 名稱 類型 網址
1 華能國際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網站 www.hpi.com.cn

股東及出資信息
序號 股東 認繳出資額 

（萬元）
認繳出資時間 認繳出資 

方式
實繳 
出資額 
（萬元）

實繳出資時間 實繳出資
方式

1 華能國際電力開發 
公司

506666.2118 2020年12月31日 貨幣 506666.2118 2020年12月31日 貨幣

2 河北建設投資集團 
有限責任公司

52754.8946 2020年12月31日 貨幣 52754.8946 2020年12月31日 貨幣

3 福建省投資開發集團
有限責任公司

25181.4185 2020年12月31日 貨幣 25181.4185 2020年12月31日 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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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及出資信息
序號 股東 認繳出資額 

（萬元）
認繳出資時間 認繳出資 

方式
實繳 
出資額 
（萬元）

實繳出資時間 實繳出資
方式

4 江蘇省國信集團有限
公司

41650 2020年12月31日 貨幣 41650 2020年12月31日 貨幣

5 遼寧能源投資（集團）
有限責任公司

28420.4999 2020年12月31日 貨幣 28420.4999 2020年12月31日 貨幣

6 大連市建設投資集團
有限公司

15150 2020年12月31日 貨幣 15150 2020年12月31日 貨幣

7 南通投資管理有限 
公司

8533.1826 2020年12月31日 貨幣 8533.1826 2020年12月31日 貨幣

8 汕頭市電力開發公司 333.3333 2020年12月31日 貨幣 333.3333 2020年12月31日 貨幣

對外投資信息
序號 名稱 統一社會信用代碼╱註冊號
1 華能蘄春新能源有限責任公司 91421126MA49KWW451

2 華能（浙江）能源開發有限公司 91330103MA2KD0K90Y

3 華能（福建）能源開發有限公司 91350104MA35B6WJ26

4 江陰澄東南熱力有限責任公司 91320281MA21HPFP2K

5 華能南通燃機發電有限公司 91320600MA22KKRK1L

6 華能湖北新能源有限責任公司 91420106MA49N1KU38

7 華能棗陽新能源有限責任公司 91420683MA49F1NP8Q

8 天津隆葉新能源有限公司 91120223MA068NJ18N

9 華能河南清潔能源有限公司 91410100MA9FQG3H09

10 華能（廣東）能源開發有限公司 91440101MA9W2XB70C

11 華能國際電力江蘇能源開發有限公司 91320106MA24UEQJ7C

12 華能羅甸新能源發電有限責任公司 91522728MAAJPJJ36C

13 華能望謨新能源發電有限責任公司 91522326MAAJPJ019U

14 河南巨合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91410105MA40QKWC2G

15 張家口國朗新能源有限公司 91130702MA0CWGCH1Y

16 華能應城新能源有限責任公司 91420981MA49KTUF4N

17 華能鎮寧新能源發電有限責任公司 91520423MAAJPH6G4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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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外投資信息
序號 名稱 統一社會信用代碼╱註冊號
18 華能長江環保科技有限公司 91110000MA01UHWE60

企業資產狀況信息
資產總額 企業選擇不公示 所有者權益合計 企業選擇不公示
營業總收入 企業選擇不公示 利潤總額 企業選擇不公示
營業總收入中主營業務收入 企業選擇不公示 淨利潤 企業選擇不公示
納稅總額 企業選擇不公示 負債總額 企業選擇不公示

社保信息
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 158人
失業保險 158人
職工基本醫療保險 158人
工傷保險 158人
生育保險 158人
單位繳費基數 單位參加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繳費基數 企業選擇不公示

單位參加失業保險繳費基數 企業選擇不公示
單位參加職工基本醫療保險繳費基數 企業選擇不公示
單位參加生育保險繳費基數 企業選擇不公示

本期實際繳費金額 參加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本期實際繳費基數 企業選擇不公示
參加失業保險本期實際繳費基數 企業選擇不公示
參加職工基本醫療保險本期實際繳費基數 企業選擇不公示
參加工傷保險本期實際繳費基數 企業選擇不公示
參加生育保險本期實際繳費基數 企業選擇不公示

單位繳費基數 單位參加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累計欠繳金額 企業選擇不公示
單位參加失業保險累計欠繳金額 企業選擇不公示
單位參加職工基本醫療保險累計欠繳金額 企業選擇不公示
單位參加工傷保險累計欠繳金額 企業選擇不公示
單位參加生育保險累計欠繳金額 企業選擇不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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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外提供擔保信息
暫無對外提供擔保信息

股權變更信息
暫無股權變更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