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司代码：

601669

公司简称：中国电建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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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雷凡培、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琼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郎文保证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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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121,374,867,725.65 121,948,508,890.53 44,351,383,661.97 -0.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42,164,893,678.22 29,574,540,903.46 15,415,650,014.76 42.57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

减(%)

调整后 调整前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4,499,019,188.62 1,386,354,252.83 200,914,025.01 -424.52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

减（%）

调整后 调整前

营业收入 10,209,398,512.14 9,844,029,653.54 4,607,668,459.17 3.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264,625.64 1,449,625,386.31 3,721,757.17 -99.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8,000,141.52 -80,414,003.41 -78,108,332.61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0.01 6.38 0.02

减少6.37个百分

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01 0.506 0.003 -99.8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01 0.506 0.003 -9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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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0,59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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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568,68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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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94,10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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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543,70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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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392,155.64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10,000.00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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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54,582.90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4,371.29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0,851,740.79

所得税影响额 -2,808,785.74

合计 20,264,76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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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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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1,988,828,693 47.11 1,283,468,027 无 0 国家

中船海洋与防务装备股份有限公

司

217,494,916 5.15 217,494,916 未知 - 国有法人

华融瑞通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60,846,680 3.81 160,846,680 未知 - 国有法人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

红－个人分红－018L－FH002

沪

159,386,909 3.78 159,386,909 未知 - 未知

建信金投基金管理（天津）有限

公司－国新建信股权投资基金

（成都）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94,736,235 2.24 94,736,235 未知 - 未知

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股份

有限公司

92,641,506 2.19 92,641,506 未知 - 国有法人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

013C－CT001沪

91,825,411 2.17 91,825,411 未知 - 未知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79,829,993 1.89 79,829,993 未知 - 国有法人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79,710,537 1.89 79,710,537 未知 - 国有法人

工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79,312,671 1.88 79,312,671 未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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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705,360,666 人民币普通股 705,360,666

中国远洋运输有限公司 43,9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3,920,000

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 42,653,443 人民币普通股 42,653,443

中船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24,874,697 人民币普通股 24,874,697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1,714,800 人民币普通股 21,714,80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7,022,260 人民币普通股 17,022,260

信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保险产品 13,040,802 人民币普通股 13,040,802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5,952,680 人民币普通股 5,952,680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5,290,499 人民币普通股 5,290,499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时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4,985,918 人民币普通股 4,985,91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前10名股东中，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与中船海洋与防务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中船投

资发展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 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及中船海洋与防务装备股份

有限公司、中船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与其他7名股东均无关联关系，不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

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有关联关系，也未

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

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

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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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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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万元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金额 上年年末金额 增减幅度（%） 主要变动原因

交易性金融资产 13,489 4,845 178.41

新增远期外汇合约以及汇率变动

的影响

存货 1,037,719 1,805,683 -42.53

实施新收入准则， 对财务报表列

报进行调整（注1）

合同资产 1,018,372 不适用 同注1

长期股权投资 387,056 136,726 183.09 发行股份收购黄埔文冲股权

预收款项 13,994 210,286 -93.35 同注1

合同负债 3,490,744 不适用 同注1

应付职工薪酬 37,966 25,967 46.21 部分子公司按月预提年终奖

应交税费 6,018 20,532 -70.69 上缴2019年度企业所得税

长短期借款 1,576,973 1,701,666 -7.33 借款减少

其他流动负债 20,702 3,610,284 -99.43 同注1

长期应付款 39,192 27,888 40.53

本期收到国拨项目资金计入专项

应付款

预计负债 310,557 176,490 75.96 同注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

益

4,216,489 2,957,454 42.57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利润表及现金流量表项

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增减幅度（%） 主要变动原因

销售费用 16,607 3,624 358.25 产品保修费同比增加

财务费用 2,160 13,672 -84.20 利息收入同比增加

其他收益 8,939 5,915 51.12 政府补助同比增加

投资收益 -985 -1,713 42.50

本期发生远期合约等交割损益的

影响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10,506 18,497 -43.20

汇率变动引起手持外汇合约等公

允价值变动的影响

信用减值损失 -4,995 -479 -942.80 本期计提的坏账准备同比增加

资产减值损失 -13,536 -8,715 -55.32 计提合同减值损失同比增加

资产处置收益 179,873 -100.00 上年度收到世博地块土地补偿款

营业外收入 4,137 1,109 273.04 政府补助同比增加

所得税费用 1,396 24,514 -94.31 利润总额同比减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449,902 138,635 -424.52

受新冠病毒疫情影响， 本期收款

同比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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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2020年2月25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发的《关于核准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向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225

号），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

委员会审核通过。 详见公司于2020年2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披露的《中国船舶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的公告》（临2020-005）。

截至2020年3月24日，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中船海洋与防务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中船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华融瑞通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

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北京东富天恒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工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交

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国家军民融合产业投资基金有限责任公司、国华军民融合产业发展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农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国新建信股权投资基金（成都）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中银金融

资产投资有限公司、北京东富国创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北京国发航空发动机产业投资基金中心

（有限合伙）持有的江南造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广船国际有限公司、上海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中船

黄埔文冲船舶有限公司、中船澄西船舶修造有限公司等标的公司股权过户至中国船舶名下的工商变更登

记手续均已办理完毕。 详见公司于2020年3月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披露的《中国船舶关于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标的资产过户完成的公告》（临2020-016）。

2020年3月30日，公司发行的新增股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

登记手续。 新增股份将根据本次交易约定的限售期安排，在股份限售期满后上市流通交易。 详见公司于

2020年4月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披露的 《中国船舶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的公

告》（临2020-018）。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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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雷凡培

日期 2020年4月29日

证券代码：

600150

证券简称：中国船舶 编号：临

2020-030

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所属子公司签订重大合同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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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合同类型及金额：出口合同，总金额约46亿元人民币

●合同生效条件：签约生效

●合同履约期限：从签约到交船

●对上市公司当期业绩的影响：总金额约占公司2019年经审计营业收入的20%。

●特别风险提示：合同履行可能受到全球经济形势变化、航运与船舶市场变化及美元与人民币汇率

风险的影响。

日前，公司控股子公司广船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船国际” ）及全资子公司上海外高桥造船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外高桥造船” ）与交银金融租赁责任有限公司签订了总计12艘12万吨级双燃料阿芙

拉成品油船建造合同，合同总金额约46亿元人民币。 具体情况如下：

一、审议程序情况

上述日常经营合同无需经本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二、合同标的和对方当事人情况

（一）合同标的情况

12万吨级双燃料阿芙拉成品油船为公司所属子公司推出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LRII型油船，在成熟

的11.4万吨级成品油轮设计基础上优化了货舱区域甲板面布置，增加了LNG燃料罐、供气系统等双燃料

相关系统。 此型船针对液化天然气燃料（LNG）的低温、低闪点等特殊性能，结合航线营运要求、成本等，

对液化天然气燃料储存舱形式、数量、尺寸、布置及其支撑进行了优选，将船舶在安全操作和其他如磁撞、

搁浅等可能危险情况下的损伤概率最低，满足国际海事组织IGF� Code和HCSR最新规范要求，安全性更

好。 该船型目前已获得船级社AIP认可，符合最先进绿色环保理念。

（二）合同对方当事人情况。

交银金融租赁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07年12月，是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设立的首批5

家银行系金融租赁公司之一，是交通银行全资控股子公司，注册资本140亿元。 作为金融品牌和服务的延

伸，交银租赁依托交通银行综合化经营优势，充分发挥租赁本源特色，大力推进“专业化” 、“国际化” 发

展，形成了以航空、航运、机械设备、公用事业、能源设备五大行业板块为重点领域的业务特色。

三、合同主要条款

1、合同价：总金额约46亿元人民币（不包括船东供应品以及如果出现的合同价调整金额）。

2、货币：本合同下由买方向卖方支付的所有款项为美元。

3、支付方式：合同款由买方向卖方分签约、开工、下坞、出坞、交船五期按比例支付。

4、履约地点：上海和广州

5、履约期限：从签约到交船

6、合同生效条件：签约生效

7、合同签署时间和地点：2020年4月29日，云签约（北京、上海和广州三地）

8、争议解决方式：

（1） 由于本合同引发的或与本合同相关的任何各方未能协商解决的争议应根据英国法在伦敦的海

事仲裁协会通过仲裁解决。

（2）在本船本身、系统及设备的建造过程中，或关于材料质量、工艺所引发的任何争议或分歧，则在

双方同意的情况下，可将该争议提交船级社。

四、合同履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如按公司2019年营业收入测算，该合同总金额约占公司2019年营业收入的20%。

2、2020年初至今，新冠病毒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签订上述合同是广船国际及外

高桥造船在严峻形势下取得的重大突破。

3、阿芙拉成品油船是广船国际及外高桥造船的传统优势船型，签订上述合同有利于其保持生产稳定

和持续发展，开拓双燃料船舶市场，继续巩固和逐步提升全球液货船建造领域的领先地位，进一步提升综

合实力和市场竞争力，为公司未来高质量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五、合同履行的风险分析

1、合同履行可能受到全球经济形势变化及航运与船舶市场变化的影响。

2、上述合同采用美元支付，可能存在美元与人民币的汇率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30日

证券代码：

600150

证券简称：中国船舶 编号：临

2020-031

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年第一季度获得政府补助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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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2020年第一季度收到政府补助的基本情况

2020�年第一季度（2020�年1�月 1�日至 3月 31�日，以下按“本期” 列示），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

限公司下属子公司收到政府补助资金为3655.11万元，本期新纳入合并范围子公司江南造船（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和广船国际有限公司在合并日（2020年3月1日）前收到的政府补助资金为2,808.71万元，合计

6,463.82万元，主要为产业扶持资金和承担国家指定任务而收到的科研专项补助，均为与收益相关的政

府补助。 具体项目情况如下（单位：万元）：

序号 收款单位 项目名称

本期收到政府

补助金额

计入本期损益

的金额

预计下期计

入损益的金

额

发放

事由

收款

时间

1 江南造船 重点企业产业扶持资金 2,670.00 2,670.00 0 扶持资金

2020年2

月

2

外高桥

造船

深水通用型FPSO工程

开发

1,000.00 959.33 40.67

科研专项经

费

2020年3

月

3 广船国际

5万吨级大型海洋装备

及海洋工程结构物智能

型半潜运输船研发

740.00 5.49 734.51

科研专项经

费

2020年3

月

4 江南造船

新型VLGC船及LNG船

生产线设备建设项目

712.00 712.00 0

科研专项经

费

2020年3

月

5

外高桥

造船

大型浮式储油船大拼接

合拢缝全位置自回收一

体化智能无尘除锈系统

关键技术研究及示范应

用

192.00 0 192.00

科研专项经

费

2020年2

月

6

外高桥

造船

船体结构件智能焊接生

产线研制与示范应用

150.00 0 150.00

科研专项经

费

2020年3

月

7 江南造船

智能物联技术在造船小

组立生产中的创新应用

与示范

150.00 150.00 0

科研专项经

费

2020年3

月

8

外高桥

造船

深水通用型浮式生产装

置船型开发关键技术

130.00 0 130.00

科研专项经

费

2020年3

月

9 广船国际

船舶分段智能制造装备

解决方案及关键共性技

术研究

100.00 0 100.00

科研专项经

费

2020年3

月

10 其他 619.82 328.70 291.12

合计 6,463.82 4,825.52 1,638.30

公司另有其他有关补贴款项因保密要求，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发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暂缓与

豁免业务指引的通知》（上证发〔2016〕20号）及《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业务

管理制度》，经公司内部履行相应审批程序，豁免披露详细信息。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16号-政府补助》的相关规定，上述补助资金将根据项目的研发进度和实际使用

等情况，计入本期损益的金额为4,825.52万元。 具体的会计处理将以年度审计机构确认后的结果为准，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30日

公司代码：

600150

公司简称：中国船舶

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

601766

公司简称：中国中车

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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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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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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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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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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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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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代码：

601669

股票简称：中国电建 公告编号：临

2020-024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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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于2020年4月28日

以视频会议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和会议议案等材料已以电子邮件和书面方式送达各位董事。本次会议应

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 公司董事会秘书，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晏志勇主持，经与会董事充分审议并经过有效表决,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相关内容请详见与本公告同时刊登的《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国水利水电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成都高新区公共服务配套PPP项

目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中国水利水电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公司下属合营企业中电

建（北京）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及成都高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按44%、51%、5%的持股比例组建项目公

司投资建设成都高新区公共服务配套PPP项目,项目总投资额为50.6391亿元人民币。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继续授权董事会决策发行债务融资

工具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提请股东大会继续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及届时的市场条件，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框架和额度范围内，审议并决策公司债务融资工具

发行事宜。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特此公告。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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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3� �公司负责人刘化龙、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铮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王健保证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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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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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6,820,597 383,572,485 3.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36,532,595 135,893,631 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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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40,061 -4,455,4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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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95,135 39,667,781 -15.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747,683 1,780,042 -58.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472,890 1,483,545 -68.1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0.55 1.38 减少0.8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0.03 0.06 -50.00

稀释每股收益 （元/

股）

0.02 0.06 -66.67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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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563

债务重组损益 2,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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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81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85,740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9,53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0,084

所得税影响额 -39,725

合计 274,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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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 783,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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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中车集团有限公司 14,429,518,023 50.28 - 无 - 国有法人

HKSCC� NOMINEES�

LIMITED注2

4,359,950,589 15.19 - 未知 - 境外法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858,958,326 2.99 - 未知 - 国有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363,833,060 1.27 - 未知 - 境外法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304,502,100 1.06 - 未知 - 国有法人

上海兴瀚资产－兴业银行－

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235,017,626 0.82 - 未知 - 国有法人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时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234,982,900 0.82 - 未知 - 未知

易方达基金－农业银行－易

方达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234,982,900 0.82 - 未知 - 未知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234,982,900 0.82 - 未知 - 未知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234,982,900 0.82 - 未知 - 未知

广发基金－农业银行－广发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234,982,900 0.82 - 未知 - 未知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234,982,900 0.82 - 未知 - 未知

华夏基金－农业银行－华夏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234,982,900 0.82 - 未知 - 未知

银华基金－农业银行－银华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234,982,900 0.82 - 未知 - 未知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方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234,982,900 0.82 - 未知 - 未知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

工银瑞信中证金融资产管理

计划

234,982,900 0.82 - 未知 -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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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中车集团有限公司 14,429,518,023

人民币普通

股

14,429,518,023

HKSCC�NOMINEES�LIMITED注2 4,359,950,589

境外上市外

资股

4,359,950,589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858,958,326

人民币普通

股

858,958,326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363,833,060

人民币普通

股

363,833,06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304,502,100

人民币普通

股

304,502,100

上海兴瀚资产－兴业银行－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235,017,626

人民币普通

股

235,017,626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时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234,982,900

人民币普通

股

234,982,900

易方达基金－农业银行－易方达中证金融资产管理

计划

234,982,900

人民币普通

股

234,982,900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234,982,900

人民币普通

股

234,982,900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234,982,900

人民币普通

股

234,982,900

广发基金－农业银行－广发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234,982,900

人民币普通

股

234,982,900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234,982,900

人民币普通

股

234,982,900

华夏基金－农业银行－华夏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234,982,900

人民币普通

股

234,982,900

银华基金－农业银行－银华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234,982,900

人民币普通

股

234,982,900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方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234,982,900

人民币普通

股

234,982,900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工银瑞信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234,982,900

人民币普通

股

234,982,9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无

注1：报告期末，公司A股股东户数为780,409户，H股登记股东户数为2,693户。

注2：HKSCC� NOMINEES� LIMITED(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持有的H股乃代表多个客户

所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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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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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以下分析中本期指2020年1-3月。

1.�拆出资金减少，主要是本公司所属财务公司拆放其他银行借款减少所致。

2.�应收款项融资减少31.72%，主要是本公司收到的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

应收票据减少所致。

3.�短期借款增加32.01%，主要是本期增加了银行短期借款所致。

4.�向中央银行借款增加304.27%，主要是本公司所属财务公司本期借款增加所致。

5.�应交税费减少55.12%，主要是本期缴纳了增值税和所得税费用所致。

6.�其他流动负债增加77.62%，主要是本期发行的超短期融资债券增加所致。

7.�财务费用增加157.54%，主要是本期因汇率变化使汇兑损失增加所致。

8.�投资收益减少146.41%，主要是本期对联营企业股权投资收益减少所致。

9.�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为净流出90.40亿元，净流出量较上年同期增加45.85亿元，主要是报

告期内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1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为净流出90.20亿元，净流出较上年同期增加66.49亿元，主要是报

告期内投资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11.� 筹资活动产生现金净流量为净流入62.50亿元，净流入量较上年同期增加25.18亿元，主要是报

告期内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15.81%，主要是铁路装备业务交付量减少所致。 铁路装备业务、城轨与城

市基础设施业务、新产业业务、现代服务业务分别占营业收入的40.73%、28.18%、27.11%、3.98%。具体情

况如下：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分业务

营业收入

2020年1-3月 上年同期 增减额 增减幅

铁路装备 13,602,736 21,013,791 -7,411,055 -35.27%

城轨与城市基础设施 9,408,657 7,236,264 2,172,393 30.02%

新产业 9,053,857 9,567,793 -513,936 -5.37%

现代服务 1,329,885 1,849,933 -520,048 -28.11%

合计 33,395,135 39,667,781 -6,272,646 -15.81%

铁路装备业务的营业收入比上年同期减少35.27%，主要是机车、货车、客车收入下降所致。其中机车

业务收入12.84亿元、客车业务收入8.27亿元、动车组业务收入104.12亿元、货车业务收入10.80亿元。

城轨与城市基础设施业务的营业收入比上年同期增加30.02%， 主要是本期交付的城轨地铁产品

增加所致。

新产业业务的营业收入比上年同期减少5.37%，主要是本期通用机电业务收入减少所致。

现代服务业务的营业收入比上年同期减少28.11%，主要是本期缩减物流业务所致。

2020年1-3月，公司新签订单约542亿元（其中国际业务签约额约49亿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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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2020年3月13日发行2020年第一期30日超短期融资券人民币30亿元，到期日2020年4月13

日，已到期兑付。

2. 公司2020年4月10日发行2020年第二期30日超短期融资券人民币30亿元， 到期日2020年5月11

日。

3.�公司2020年4月14日发行2020年第三期90日超短期融资券人民币30亿元，到期日2020年7月13

日。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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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刘化龙

日期 2020年4月29日

证券代码：

601766

（

A

股） 股票简称：中国中车（

A

股） 编号：临

2020-019

证券代码：

1766

（

H

股） 股票简称：中国中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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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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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真实、准确、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2020年4月15日以书面

形式发出通知，于2020年4月29日以现场与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在北京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6人，实到董事

6人。公司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有关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和《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刘化龙先生主持，经过有效表决，会议形成以下决议：

一、 审议通过《关于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同意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6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详细内容请见与本公告同时登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季

度报告》。

二、审议通过《关于增补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同意提名史坚忠、朱元巢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候选人，任期均为自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任期结束之日止。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在审议本议案时，董事会对2名候选人进行了逐项表决，表决结果为：

（一）提名史坚忠为独立非执行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同意票6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二）提名朱元巢为独立非执行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同意票6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29日

附件：

史坚忠先生简历

史坚忠先生，1957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博士研究生学历，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现任中

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外部董事、中俄国际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副董事长、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有

限公司董事。 史先生历任南昌洪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副总经理， 中国航空工业第二集团公司副总工程

师、中国航空工业第二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党组成员，贵州省省长助理（挂职一年），中国商用飞机有限

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委员。

朱元巢先生简历

朱元巢先生，1956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中央党校研究生学历，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现

任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外部董事、中国第一重型机械股份公司独立董事。 朱先生历任中国东方电气集

团公司副总经理，副总经理、党组成员；中国东方电气集团有限公司党组成员、东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高级副总裁；中国东方电气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组成员、东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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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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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真实、准确、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2020年4月26日以书面

形式发出通知，于2020年4月29日以现场会议方式在北京召开。本次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本

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由公司监事赵虎先生主持，经过有效表决，会议形成以下决议：

审议通过《关于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同意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

监事会认为：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核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监管机构的规定；报告

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未发现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所载资料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表决结果：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0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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