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代码：600023

公司简称：浙能电力

浙江浙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1 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
监会指定网站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1.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董事

未出席董事姓名
戴新民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工作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韩灵丽

1.4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1.5 公司简介

股票种类
A股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传真
电子信箱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简称
浙能电力

股票代码
600023

变更前股票简称
-

董事会秘书
曹路
0571-87210223
0571-89938659
zzep@zjenergy.com.cn

1.6 2015 年度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2.70 元（含税）。

二 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本公司主要从事火力发电业务，主要产品为电力。电被广泛运用在动力、照明、冶金、化学、纺织、

通信、广播等各个领域，是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公司全资及控股发电企业向国网浙江省电力公司销售电力，接受浙江省电网统一调度。目前，中国发
电企业所发电量基本通过电网公司实现销售、到达终端用户。国网浙江省电力公司是浙江省电网的唯一运
营商，目前公司运营中的全资及控股发电企业均在浙江省内，所发电量全部销售给国网浙江省电力公司。
在现行体制下，公司每年发电量的多少依照下列程序决定：浙江省经信委年初根据国家和浙江省有关政策、
经济增长情况、电力需求情况以及新机组投运情况，对当年电网电力需求进行预测及分析，考虑浙江省外
电力供给情况，结合电网运行特点、电力资源状况及各发电企业年度检修计划，编制并下达年度发电量计
划，由电网调度中心对各发电企业实行公开调度。各发电企业与浙江省电力公司依据国家发改委和浙江省
物价局制定的上网电价，定期进行电费结算。
根据浙江省经信委《关于印发<浙江省电力用户与发电企业直接交易试点实施方案（试行）>的通知》
（浙
经信电力[2014]453 号）和《关于印发<浙江省电力用户与发电企业直接交易扩大试点工作方案>的通知》
（浙
经信电力[2015]480 号）
，浙江省电力用户与发电企业开展直接交易试点。直接交易电量纳入全省年度电力电
力生产平衡，参与试点发电企业的直接交易发电量原则上从该企业年度计划发电量中扣除。直接交易试点
组织方式原则上采取交易平台竞价模式进行，交易价格按边际出清价格统一确定。实施直接交易试点时，
电网调度对试点电力用户和发电企业有关电力设备的调度方式不变，交易方式原则上由电网企业分别与电
力用户和发电企业进行结算。
公司主要对外采购的原材料为燃煤和天然气。燃煤主要由浙能富兴和浙能香港通过集约化、市场化方
式分别向全国主要煤炭生产企业以及海外供应商采购。在此基础上，由浙能富兴和浙能香港分别向公司下
属各发电企业进行电煤销售。天然气由浙江省天然气开发有限公司供应。浙江省天然气开发有限公司是浙
江省政府授权特许从事浙江省天然气建设和经营的企业，负责采购天然气资源，并向浙江省城市用户、电
厂用户和工业用户统一供应天然气，供应价格按照浙江省物价局制定的天然气价格执行。
电力行业作为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能源产业，其发展周期与宏观经济周期紧密相关，具有较明显的周
期性特征，变动趋势与宏观经济变动趋势基本相同。一方面，宏观经济的发展要依赖电力行业提供可靠的
能源支持；另一方面，国民经济增长对电力行业发展具有驱动作用，当国民经济处于稳定发展期时，发电
量随电力需求量的增加而上升，并促使电力行业快速发展；当国民经济增长放缓或处于低谷时，发电量随
电力需求量的减少而下降，电力行业发展也将随之放缓。

三 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摘要

单位：元

总资产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期末总股本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币种：人民币

104,203,587,981.92
44,178,960,880.82
5,964,358,783.42
5,782,042,176.20

本年比上年
增减(%)
-0.52
-10.17
16.97
17.90

92,017,703,143.44
53,916,002,640.73
5,757,297,403.74
5,715,617,244.19

43,472,265,745.44
10,423,366,933.58
11,837,062,387.00
0.50
0.49
15.30

27.94
21.42
14.90
8.00
10.20
减少1.42个百分点

36,141,622,403.52
13,262,167,061.65
9,105,432,605
0.55
0.55
20.04

2015年

2014年

103,662,305,529.91
39,687,933,803.85
6,976,475,852.90
6,816,910,355.21
55,618,793,504.57
12,655,781,718.87
13,600,689,988.00
0.54
0.54
13.88

2013年

四 2015 年分季度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1-3 月份）

（4-6 月份）

（7-9 月份）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9,640,446,020.49

9,909,703,079.95

9,137,725,447.48

11,000,059,255.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68,565,123.47

2,639,836,902.70

1,718,370,977.51

1,349,702,849.22

1,262,827,190.11

2,587,305,241.45

1,678,553,715.65

1,288,224,208.00

4,395,168,165.90

3,816,546,699.90

3,095,599,822.77

1,348,467,030.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五 股本及股东情况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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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80,118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74,682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名称

比例
报告期内增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期末持股数量

（全称）

(%)

股东
股份

的股份数量

数量

性质

状态
浙江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3,167,001

9,512,667,001

69.94

9,509,500,000

无

国有法人

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

0

592,067,587

4.35

592,067,587

无

国家

浙江兴源投资有限公司

0

500,500,000

3.68

500,500,000

无

国有法人

372,028,712

372,028,712

2.74

0

未知

国有法人

0

211,809,000

1.56

0

未知

国有法人

-750,000

123,049,000

0.90

0

未知

其他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11,340,300

111,340,300

0.82

0

未知

国家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0

97,734,000

0.72

0

未知

国有法人

34,370,883

34,370,883

0.25

0

未知

其他

24,049,291

24,049,291

0.18

0

未知

其他

24,049,291

24,049,291

0.18

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港口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航天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中证国
有企业改革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中证金融资产

其他
未知

管理计划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工银瑞信中证

24,049,291

24,049,291

0.18

0

其他
未知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浙江兴源投资有限公司是浙能集团的全资子公司，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5.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5.3

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六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5 年，公司坚决贯彻落实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策部署，紧紧围绕公司中心工作，主动适应新常态，
顶住了能源需求下降、价格下调的巨大压力，全面完成了年初确定的目标任务，企业发展再上新台阶。
（一）经济效益再创新高。全年实现利润总额 102.79 亿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69.76 亿元，
分别同比增长 20.24%和 16.97%，创历史新高。受经济持续低迷、外购电大幅增加等因素的影响，公司统调
燃煤机组利用小时数仅有 4346 小时，同比下降 725 小时。在减利因素较多的严峻形势下，公司积极争取计
划电量，优化替发方案，提高发电计划完成率。经过公司上下共同努力，公司管理的省内煤机年度发电计
划完成率高于全省常规统调煤机平均水平。积极开展煤炭综合采购成本对标，内贸煤采购价格较秦皇岛挂
牌价下限指数低 11.3 元/吨，并通过合理采购进口煤、加大物流成本控制等措施，节约发电成本约 5.5 亿
元。采取多种措施加强资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顺利完成 100 亿元可转债转股，较好节约了公司的
财务费用。
（二）安全生产平稳可控。紧抓依法治安主线，全面实现安全生产目标。全年完成发电量 915.13 亿千
瓦时、上网电量 864.21 亿千瓦时，未发生一般及以上设备事故，未发生人身死亡事故，全年平均非计划停
运次数 0.28 次/台，同比减少 0.11 次/台。继续引领国内超低排放，全年开工 21 台机组，建设和改造 1076
万千瓦。至 2015 年底，公司已实现超低排放煤电机组共 24 台、总容量 1608 万千瓦，占煤电总装机容量的
63%。主要经济能耗指标继续在国内保持先进水平，完成 11 台机组节能增容改造，节约标煤 15.5 万吨，平
均供电标准煤耗为 299.34 克/千瓦时，同比下降 3.29 克/千瓦时。大力推进废水整治，全年新增废水处理
能力 1900 万吨/年、废水回收利用 1500 万吨/年。
（三）转型升级强度不减。坚持抓项目促发展，全年公司控股项目完成投资 56.51 亿元。台二电厂两
台百万千瓦机组和温州电厂扩建两台 66 万千瓦机组实现年内双投目标，新投产燃煤装机 332 万千瓦，关停
萧山电厂 2 台 13 万千瓦机组落后产能。六横电厂新建工程获国家优质金奖，凤台二期扩建工程获鲁班奖。
新疆阿克苏热电厂项目工程建设顺利推进，绍兴滨海热电厂二期工程于 2015 年 1 月开工建设，镇海电厂迁
建项目厂址论证等前期工作有序开展。与国家核电技术有限公司合资成立国核浙能核能有限公司，推动台
州雀儿岙等浙江海岛核电前期工作。
（四）运营管理持续提升。积极应对电力市场改革，研究电改相关政策，按照“保证份额、稳住价格”
的目标有效地开展大用户直供电交易。深化经营机制考核，制定工资总额预留再分配考核办法，重点加强
对所属营运企业主要生产经营指标的考核，强化经营目标的执行落实。深入分析公司成本现状，制定成本
领先行动方案，为后续全面推开奠定基础。继续开展指标对标体系建设，提升财务管理水平。扎实推进信
息化建设，全面推广应用 ERP 系统。进一步完善规章制度体系，全年梳理制度 171 项，其中新建、修订 138
项。推进营运企业组织机构岗位标准化建设，积极筹建电力职业技能鉴定实训基地。

七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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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7.2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