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重要提示

1�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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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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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董事长 任维 因公出差 徐永胜

董事 刘光明 因公出差 周浩

董事 刘全成 因公出差 罗建军

董事 李奕 因公出差 周浩

独立董事 冯丽霞 因公出差 傅太平

4�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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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华银电力 600744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周浩 冉红燎

办公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黑石铺路35号

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黑石铺路

35号

电话 0731-89687288 0731-89687188

电子信箱 hy600744@188.com hy600744@188.com

2�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主要业务及经营模式

1、业务范围：电力生产和电力销售。 公司主要从事火力发电业务，同时

经营水电、风电业务以及电力销售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营业务未发生

重大变化。

2、经营模式：公司将所属发电企业生产的电力产品，一部分销售给所在

区域的电网公司，一部分销售给所在区域的售电企业，由所在区域的电网交

易中心统一电量电费结算。

（二）行业发展阶段、周期性特点以及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1、行业发展状况：电力工业作为我国国民经济中具有先行性的重要基

础产业，与国民经济发展息息相关，并呈现出与经济发展正相关的周期性特

点。 2018年世界经济整体增速与2017年基本相当，增速呈放缓趋势，面临较

大的下行压力。 2018年世界GDP增长率按购买力平价 （PPP） 计算约为

3.7%、按市场汇率计算约为3.2%，增速与上一年持平，除美国等少数经济体

的增速继续上升之外，其他大部分经济体的经济增速出现了回落。2018年宏

观经济增速持续小幅回落，与全球经济运行态势基本一致，全年国内生产总

值首次突破90万亿元，增长6.6%，较上年同比降低0.2%。其中，第一产业增长

3.5%； 第二产业增长5.8%； 第三产业增长7.6%。 受全国经济增速的拉动，

2017年全国全社会用电量6.84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8.5%，增速同比提高1.9

个百分点，其中：第一产业用电量同比增长9.8%，第二产业用电量同比增长

7.2%，第三产业用电量同比增长12.7%，延续两位数增长态势。城乡居民生活

用电同比增长10.3%， 增速继续稳步增长。 2018年用电量较快增长的主要

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是一是第二产业及其制造业用电量增长较快，高技术及

装备制造业用电领涨；二是第三产业和城乡居民用电量继续快速增长；三是

电力消费新动能正在逐步形成，高技术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用电高速

增长；四是在工业、交通、居民生活等领域推广的电能替代成效明显；从发电

装机结构来看， 发电装机结构清洁化趋势明显。 发电装机绿色转型持续推

进，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快速增长，弃风弃光问题继续得到改善，各类型发电

机组利用小时均同比升高。 2018年，电力燃料供需总体平衡，地区性时段性

偏紧，煤电企业经营仍比较困难。

2、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公司作为湖南省火电装机最大的发电企业，截

止2018年12月底在役装机568.94万千瓦，其中火电机组524万千瓦，水电机

组17.59万千瓦，新能源装机27.35万千瓦：公司依托大唐集团，火电装机容量

占全省统调公用火电机组的29.25%，处于优势地位。 其中，公司所属大唐湘

潭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和大唐华银株洲发电有限公司位于长株潭负荷中心区

域，为全省经济中心提供稳定的电源保障，耒阳电厂作为湖南南部唯一的一

个大型火电厂，为湘南的电网安全和稳定供电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金竹山电

厂作为湘中重要的火电厂之一， 为消纳地方煤炭和稳定地方经济的发展做

出了重要贡献。

3�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近3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8年 2017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6年

总资产 17,645,722,888.27 18,855,109,757.79 -6.41 19,288,171,121.53

营业收入 9,589,500,819.09 7,338,122,564.75 30.68 6,405,183,735.85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58,775,733.04 -1,157,143,416.49 不适用 188,025,984.04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256,469,023.58 -1,183,786,925.11 不适用 6,009,865.99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3,035,313,686.27 2,986,048,334.65 1.65 4,142,641,762.12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747,768,521.03 495,961,974.88 252.40 1,590,839,205.30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03 -0.65 不适用 0.11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03 -0.65 不适用 0.11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1.95 -32.47 不适用 4.64

3.2�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月份）

第二季度

（4-6月份）

第三季度

（7-9月份）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营业收入

2,463,874,

819.88

1,847,861,

048.42

2,506,993,

459.09

2,770,771,

491.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0,617,736.43 -49,146,767.68 16,910,476.75 60,394,287.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7,883,268.23

-122,154,

207.35

13,042,387.59

-155,240,

472.0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43,599,549.96 414,165,365.39 712,151,708.79

-122,148,

103.11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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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851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82,869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

内增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

股份

类别

持有非流通股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中国大唐集团有

限公司

0 608,793,971 34.18

未流

通

608,793,971 无

国有法

人

大唐耒阳电力有

限责任公司

0 344,695,901 19.35

未流

通

344,695,901 无

国有法

人

湖南湘投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0 208,983,008 11.73

已流

通

0 无

国有法

人

北京紫光通信科

技集团有限公司

0 41,694,841 2.34

已流

通

0 无 其他

王敏 25,406,102 1.43

已流

通

0 无

境内自

然人

钟革 25,112,729 1.41

已流

通

0 无

境内自

然人

王绍林 21,245,481 1.19

已流

通

0 无

境内自

然人

创金合信基金－

招商银行－湖南

轻盐创投定增资

产管理计划

14,570,552 0.82

已流

通

0 无 其他

赵凯 14,117,340 0.79

已流

通

0 无 其他

湖南省煤业集团

有限公司

5,965,284 0.33

已流

通

0 无

国有法

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控股股东与大唐耒阳电力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大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属于一

致行动人，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且不属于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

除控股股东与大唐耒阳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大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外，

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

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4.2�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2018年，公司累计完成发电量238.98亿千瓦时，同比增加22.31%；完成

上网电量221.81亿千瓦时，同比增加22.39%；实现营业收入95.90亿元，同比

增加30.68%；实现利润总额0.43亿元，同比增利11.87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

全体股东的净利润为0.59亿元，同比增利12.16亿元。 截至2018年底，公司拥

有资产总额176.46亿元，负债总额147.51亿元，所有者权益总额28.95亿元，

其中：归属于上市公司所有者权益30.35亿元,公司资产负债率83.59%。

2�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1、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

为解决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在财务报告编制中的实际问题， 规范

企业财务报表列报，提高会计信息质量，财政部于2018年印发了《关于修订

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

2、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①、调整前分别列示的期初“应收票据” 116,685,517.93元和“应收账

款” 2,055,362,524.24元，调整后合并列示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2,

172,048,042.17元。 该调整对本年净利润和净资产均无影响。

②、调整前分别列示的期初“应付票据” 100,000,000.00元和“应付账

款” 1,498,557,402.23元， 调整后合并列示为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1,

598,557,402.23元。 该调整对本年净利润和净资产均无影响。

③、调整前分别列示的期初“应付利息” 3,701,786.27元、“应付股利”

14,512,338.66元和“其他应付款” 835,475,559.43元，调整后合并列示为

“其他应付款” 853,689,684.36元。 该调整对本年净利润和净资产均无影

响。

④、调整前合并列示的上年同期“管理费用” 125,908,812.70元，调整

后分别列示为 “管理费用” 114,799,227.77元和 “研发费用” 11,109,

584.93元。 该调整对本年和上年净利润和净资产均无影响。

5�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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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不适用

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包括17家二级子公司，1家三级子公司。 与上

年相比，本年因出售股权减少湖南大唐华银地产有限公司减少二级子公司1

家，三级子公司1家；因湖南大唐华银地产有限公司出售其下属子公司长沙

屋岸置业有限公司减少三级子公司1家；因注销湖南大唐先一能源管理有限

公司减少三级子公司1家。

股票简称：华银电力 股票代码：

600744

编号：临

2019-008

大唐华银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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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

3

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公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大唐华银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2019年3月18

日发出书面会议通知，2019年3月29日在长沙市天心区黑石铺路35号公司

本部A401会议室召开2019年第3次会议。 会议应到董事11人，董事刘冬来、

傅太平、易骆之、徐永胜、周浩、罗建军共6人参加了会议,� 董事任维因公出

差，授权董事徐永胜代为出席表决，董事李奕、刘光明因公出差，均授权董事

周浩代为出席表决，董事刘全成因公出差，授权董事罗建军代为出席表决，

独立董事冯丽霞因公出差，授权独立董事傅太平代为出席表决。 会议的召开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公司2018年董事会工作报告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公司2018年总经理工作报告

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关于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的议案

根据公司2018年的实际财务状况， 公司2018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

亦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

公司独立董事已发表独立意见同意本议案。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关于公司2018年度资产减值准备计提和转回的议案

公司2018年初资产减值准备余额为1,053,222,463.11元， 报告期根据

备抵法冲减坏账准备4,839,499.10元， 其他因故减少资产减值准备175,

835,733.22元，截至2018年末公司资产减值准备余额为872,547,230.79元。

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六、公司2018年财务决算报告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七、公司2019年财务预算方案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八、关于公司2018年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九、关于公司2018年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关于聘任2019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公司聘任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9年度内

控审计机构。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一、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2019年向关联方出售计算机软件并提供相

关劳务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已发表独立意见同意本议案。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经回避表决，同意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二、关于公司2019年度燃煤购销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已发表独立意见同意本议案。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经回避表决，同意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三、关于公司2019年度电力物资及服务采购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已发表独立意见同意本议案。

经回避表决，同意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四、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2019年向关联方提供日常维护与检修业务

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已发表独立意见同意本议案。

经回避表决，同意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五、关于公司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及支付2018年度审计费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已发表独立意见同意本议案。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六、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已发表独立意见同意本议案。

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七、关于公司“三供一业”分离移交的议案

为贯彻落实国家和湖南省剥离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的相关政策， 促进

企业轻装上阵，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务院国资委、财政部关于国有企

业职工家属区 “三供一业” 分离移交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国办发

〔2016〕45号）、《中央企业职工家属区“三供一业”分离移交工作有关问题

解答》（国资厅发改革[2018]7号）等文件精神和相关工作部署，公司决定实

施所属4个电厂职工家属区“三供一业”分离移交工作。

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大唐华银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3月30日

股票简称：华银电力 股票代码：

600744

编号：临

2019-009

大唐华银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

年第

1

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责任。

大唐华银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监事会2019年3月18

日发出书面会议通知，2019年3月29日在长沙市天心区黑石铺路35号公司

本部A401会议室召开本年度第1次会议。 会议应到监事7人，监事梁翠霞、焦

峰、郭世新、甘伏泉、陈立新共5人参加了会议,� 监事王元春因公出差，授权

监事郭世新代为出席表决，监事缪士海因公出差，授权监事甘伏泉代为出席

表决。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事

项：

一、公司2018年监事会工作报告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监事会发表如下审核意见：

（一）公司年报编制和审议的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

部管理制度的规定。

（二） 年报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

定， 所包含的信息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当年度的经营管理情况

和财务状况。

（三）在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年报编制的人员和审议的人员有违

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关于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的议案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关于公司2018年度资产减值准备计提和转回的议案

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公司2018年财务决算报告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六、公司2019年财务预算方案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七、关于公司2018年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八、关于公司2018年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九、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大唐华银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3月30日

股票简称：华银电力 股票代码：

600744

编号：临

2019-10

大唐华银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

2019

年向关联方出售

计算机软件并提供相关劳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公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2019年公司控股子公司湖南大唐先一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先一公司” ）将向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大唐集团公司及其控制企业等关联方

出售计算机软件、硬件及节能产品和服务。

（二）先一公司系2004年12月20日由公司投资，注册资本人民币7500

万元，持股比例为100%。

（三）上述交易按照公平交易原则进行。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上述交易构成了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

的关联人将回避表决本议案。

二、关联方介绍及关联交易总额

（一） 相关关联企业情况如下：

股东方 被投资单位（关联方）名称 经济性质 法定代表人 股权比例

中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 大唐华银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 邹嘉华 34.18%

大唐华银电力股份有限

公司

湖南大唐先一科技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徐永胜 100%

湖南大唐先一科技有限

公司

湖南大唐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刘文哲 100%

中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

大唐环境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有限责任公司 78.96%

中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 大唐山东发电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100%

中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大唐集团山西分公司 内部核算单位

其他关联方略

（由于先一公司相关交易为经常性业务，所涉交易对象的数量及金额根

据市场变化，因此并不固定）

（二） 预计先一公司2019年与上述关联方进行的关联交易总额为5亿

元。

三、关联交易的标的、定价依据

（一）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介绍。

交易标的主要包括但不限于计算机软件、硬件系统集成、节能产品销售

及项目改造、合同能源管理服务等。 交易价格遵循公平交易原则，参照市场

价格采用议标或招标等方式确定。 交易结算均采用现金结算，付款时间和方

式由具体合同协商确定。

（二）定价依据

先一公司关联交易产品价格与非关联交易产品价格均遵循公平交易原

则，参照市场价格与客户方协商确定。 如按照客户单位要求需公开招标的，

先一公司将参与相关投标工作。

交易完成后所形成的相关交易利润均为先一公司享有。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关联交易对先一公司和公司的影响情况

（一）先一公司的产品范围涵盖集团级信息技术及安全生产管理、节能

降耗技术优化、能源管理服务等，相关软件产品及项目较多，对提升先一公

司的管理、销售、服务以及技术创新能力将起到较大的推动作用。

（二）2019年上述关联交易预计将给先一公司和公司带来一定的利润。

五、独立董事的意见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2019年向关联方出售计算机软件并提供相关劳

务的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预审，独立董事同意本议案,�并同意将本议案

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2019年第3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已回避表

决，尚需提交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特此公告。

大唐华银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3月30日

股票简称：华银电力 股票代码：

600744

编号：临

2019-011

大唐华银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19

年度燃煤购销日常关联交易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公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为控制公司燃煤交易成本，实现公司利益最大化，2019年将与关联方进

行日常发电所需燃煤交易，并提供相关劳务服务。

一、关联方概述

本次交易的关联方为： 大唐电力燃料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大唐燃

料” ）及其子公司，湖南黑金时代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黑金时代” ）及

其子公司，大唐石门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大唐石门” ），大唐华银

攸县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攸能公司” ）。

（一）大唐燃料与公司属于同一母公司控制或参股下的关联企业，投资

关系如下表：

股东方 被投资单位名称 经济性质 法定代表人 股权比例

中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 大唐华银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 任维 34.18%

中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 大唐电力燃料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胡永生 100%

（二）黑金时代是中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和公司的参股企业，参股比例

分别为4.66%和4.68%。

（三） 大唐石门是中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的参股企业， 参股比例为

49%。

（四）攸能公司是公司的参股企业，参股比例为38%。

二、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2019年度，若没有重大政策变化或市场大起大落，预计公司将向大唐燃

料采购煤炭450万吨左右，向黑金时代采购煤炭120万吨左右，合计570万吨

左右，金额约40亿元；预计公司将向大唐石门销售煤炭10万吨左右，向攸能

公司销售煤炭280左右万吨，合计290万吨左右，金额约20亿元。 具体购销数

量和金额最终视公司发电生产实际情况而定。

三、对关联交易的规范

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允的原则规范关联交易。 公司与关联方发生任何交

易，都将严格遵循交易公允性原则，按市场规则定价。

四、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黑金时代是省内最大的国有煤炭生产企业，电煤供应渠道稳定、可靠;�

大唐燃料是从事燃料购销业务的专业公司， 在跨区域大矿煤和秦皇岛下水

煤供应上有着丰富的操作经验和市场优势； 大唐石门与攸能公司是大型火

力发电企业，有较为稳定的煤炭耗用。 以上均对公司“保供、控价”具有一定

的积极作用。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本次交易构成公司的日常关联

交易，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应当回避对本议案的表决。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对关联交易金额的预测合理，决策程序符合有关规定，信息披露充

分，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独立董事认可上述关联交易及对其金额的预

测，同意提交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2019年第3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已回避表

决，尚需提交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特此公告。

大唐华银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3月30日

股票简称：华银电力 股票代码：

600744

编号：临

2019-12

大唐华银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19

年度电力物资及服务采购

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公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为控制公司物资采购成本， 实现公司利益最大化， 根据生产经营的需

要，2019年将与关联方进行日常发电所需物资交易， 现将有关内容报告如

下：

一、关联方概述

本次交易的关联方为：中国水利电力物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水

公司）、大唐华银湖南电力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力物资公司）。

（一）中水公司与公司属于同一母公司控制下的关联企业，电力物资公

司为中水公司控股公司，投资关系如下表：

股东方 被投资单位名称 经济性质 法定代表人 股权比例

中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 大唐华银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 任维 34.18%

中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水利电力物资集团有限公

司

全资子公司 叶河云 100%

中国水利电力物资集团有

限公司

大唐华银湖南电力物资有限公

司

控股公司 张正良 51%

二、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2019年度，若没有重大政策变化或市场大起大落，预计公司将向中国水

利电力物资集团有限公司及大唐华银湖南电力物资有限公司采购钢球2350

吨、润滑油115吨、脱硝催化剂500立方米、电缆、办公用品等物资，金额约

13568万元。 具体采购数量和金额最终视公司发电生产实际消耗情况而定。

三、对关联交易的规范

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允的原则规范关联交易。 公司与关联方发生任何交

易，都将严格遵循交易公允性原则，按市场规则定价。

四、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中国水利电力物资集团有限公司是国内从事物资购销业务的专业公司，与

供应商关系稳定、集中采购优势强、采购成本低，价格稳定、可靠，在大宗物

资集中采购、配送上具有丰富的操作经验和市场优势。 以上均对公司“降成

本、增效益”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本次交易构成公司的日常关联

交易，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应当回避对本议案的表决。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对关联交易金额的预测合理，决策程序符合有关规定，信息披露充

分，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独立董事认可上述关联交易及对其金额的预

测，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表决。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2019年第3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已回避表

决。

特此公告。

大唐华银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3月30日

股票简称：华银电力 股票代码：

600744

编号：临

2019-013

大唐华银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

2019

年

向关联方提供日常维护与检修业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公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2019年公司全资子公司大唐华银湖南电力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电力工程公司” ）将向关联方大唐华银攸县能源有限公司、广

东大唐国际雷州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江西大唐国际抚州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等提供设备的维护、检修及部分系统的运行。

（二）电力工程公司系公司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5000万元。 经

营范围： 电力工程设计、安装、施工、调试及咨询服务；电力设备检修、承运、

安装、维护、调试及技术改造；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环保工程、保温防

腐防水工程及绿化工程施工维护；机械加工；粉煤灰综合利用；电力物资设

备、建筑材料及金属材料销售。

（三）攸能公司是公司的参股企业，参股比例为38%。 广东大唐国际雷

州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是公司和集团公司的参股企业，参股比例分别为33%、

34%。 江西大唐国际抚州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是集团公司的参股企业，参股比

例为51%。

（四）上述交易按照公平交易原则进行。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上述交易构成了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

的关联人将回避表决本议案。

二、关联交易总额

由于电力工程公司相关交易为经常性业务， 所涉交易对象的数量及金

额根据实际需求变化，因此并不固定。预计电力工程公司2019年与上述关联

方等进行的关联交易总额为9500万元。

三、关联交易的标的、定价依据

（一）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介绍

交易标的主要包括但不限于部分系统的运行、设备维护及检修。 交易价

格遵循公平交易原则， 参照市场价格、 不高于上一年度招标价格等方式确

定。 交易结算均采用现金结算，付款时间和方式由具体合同协商确定。

（二）定价依据

电力工程公司关联交易定价遵循公平交易原则， 参照市场价格与需求

方协商确定。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关联交易对电力工程公司和公司的影响情况

优化公司人力资源配置，发挥公司技术力量雄厚的优势，拓展公司检修

业务，解决相关企业日常维护、设备检修靠外委完成的现状，提高其设备维

护水平，打造下属企业工程公司检修维护的样板工程，使之可推广、可复制。

五、独立董事的意见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2019年向关联方提供日常维护与检修业务的议

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预审，交易体现市场化原则，定价公平合理，符合公司

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独立董事同意本议案,�并同

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2019年第3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已回避表

决。

特此公告。

大唐华银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3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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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公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根据财政部于2018年印发的《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

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要求，公司对会计政策进行变更。 本次会

计政策变更是根据中国财政部要求进行的合理调整， 对本公司的财务状况

和经营成果等均不产生重大影响。

一、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

为解决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在财务报告编制中的实际问题， 规范

企业财务报表列报，提高会计信息质量，财政部于2018年印发了《关于修订

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

二、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

1、根据通知要求，将原列报于“应收票据” 和“应收账款” 行项目的内

容，合并列报于“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行项目；“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行

项目，反映资产负债表日以摊余成本计量的、企业因销售商品、提供服务等

经营活动应收取的款项，以及收到的商业汇票，包括银行承兑汇票和商业承

兑汇票。

2、将原列报于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和“其他应收款” 行项目的

内容，合并列报于“其他应收款”行项目；“其他应收款”行项目，应根据“应

收利息” 、“应收股利” 和“其他应收款” 科目的期末余额合计数，减去“坏

账准备” 科目中相关坏账准备期末余额后的金额填列。

3、将原列报于“固定资产” 和“固定资产清理” 行项目的内容，合并列

报于“固定资产”行项目；“固定资产” 行项目，反映资产负债表日企业固定

资产的期末账面价值和企业尚未清理完毕的固定资产清理净损益。

4、将原列报于“在建工程” 和“工程物资” 行项目的内容，合并列报于

“在建工程”行项目；“在建工程” 行项目，反映资产负债表日企业尚未达到

预定可使用状态的在建工程的期末账面价值和企业为在建工程准备的各种

物资的期末账面价值。

5、将原列报于“应付票据” 和“应付账款” 行项目的内容，合并列报于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行项目；“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行项目，反映资产

负债表日企业因购买材料、商品和接受服务等经营活动应支付的款项，以及

开出、承兑的商业汇票，包括银行承兑汇票和商业承兑汇票。

6、将原列报于 “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和“其他应付款” 行项目的

内容，合并列报于“其他应付款”行项目；“其他应付款”行项目，应根据“应

付利息”“应付股利”和“其他应付款”科目的期末余额合计数填列。

7、将原列报于“长期应付款” 和“专项应付款” 行项目的内容，合并列

报于“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款” 行项目，反映资产负债表日企业除长期

借款和应付债券以外的其他各种长期应付款项的期末账面价值。 该项目应

根据“长期应付款” 科目的期末余额，减去相关的“未确认融资费用” 科目

的期末余额后的金额，以及“专项应付款”科目的期末余额填列。

8、将原列报于“管理费用”其中项的“研发费用”行项目单独列报，“管

理费用” 行项目中不再包含“研发费用” ；“研发费用” 行项目，反映企业进

行研究与开发过程中发生的费用化支出。 该项目应根据“管理费用” 科目下

的“研发费用”明细科目的发生额分析填列。

9、在“财务费用” 行项目下分别列示“利息费用” 和“利息收入” 明细

项目；其中：利息费用”行项目，反映企业为筹集生产经营所需资金等而发生

的应予费用化的利息支出。 该项目应根据“财务费用” 科目的相关明细科目

的发生额分析填列；“利息收入”行项目，反映企业确认的利息收入。 该项目

应根据“财务费用” 科目的相关明细科目的发生额分析填列。

三、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1、调整前分别列示的期初“应收票据” 116,685,517.93元和“应收账

款” 2,055,362,524.24元，调整后合并列示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2,

172,048,042.17元。 该调整对本年净利润和净资产均无影响。

2、调整前分别列示的期初“应付票据” 100,000,000.00元和“应付账

款” 1,498,557,402.23元， 调整后合并列示为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1,

598,557,402.23元。 该调整对本年净利润和净资产均无影响。

3、调整前分别列示的期初“应付利息” 3,701,786.27元、“应付股利”

14,512,338.66元和“其他应付款” 835,475,559.43元，调整后合并列示为

“其他应付款” 853,689,684.36元。 该调整对本年净利润和净资产均无影

响。

4、调整前合并列示的上年同期“管理费用” 125,908,812.70元，调整后

分别列示为“管理费用” 114,799,227.77元和“研发费用” 11,109,584.93

元。 该调整对本年和上年净利润和净资产均无影响。

以上调整均为项目列示内容的调整，对公司当期报表均无实质性影响。

四、公司董事会审议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情况

2019年3月29日，召开公司董事会2019年第3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

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按照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

准则解释进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公司执行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

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

东特别是广大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修订）》等有关规定，公

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事项，无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的意见

（一）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进行的合理变

更，符合财政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董

事会对该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二）公司监事会意见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财政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

易所的相关规定，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 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

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广大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

我们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特此公告。

大唐华银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3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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