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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表制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的有关规定制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七条规定：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

和其他组织以及个体工商户和个人等统计调查对象，必须依照本法和国

家有关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提供统计调查所需的资料，不

得提供不真实或者不完整的统计资料，不得迟报、拒报统计资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九条规定：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对在

统计工作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信息，应当予以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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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 说 明

（一）为了加强电力监管，规范电力企业、电力调度交易机构信息报送行为,维护电力

市场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电力监管条例》和《电力企业信息报送规定》

的有关规定，制定本统计报表制度。

（二）本报表制度包括基础、系统运行、经营和节能减排四个部分。

（三）省级以上电网企业指国家电网公司及其所属的五大区域电网公司和 27 家省级电

网企业、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及其所属的 7家省级电网公司（含广州、深圳供电局有

限公司）、内蒙古电力集团公司和陕西地方电力集团公司。统调发电企业指设于省级及以上

电网企业的调度机构直接调度的电厂。重点发电企业（集团公司）指列入重点统计监管的全

国 30 家直报发电集团，名单见附录。统调及以上发电企业是统调发电企业和重点发电集团

的合称。

（四）各填报单位（机构）应按照本制度规定的统计口径和填报要求，认真组织实施，

按时报送。

（五）各报表的报告期别、填报单位、报送日期、报送渠道见目录。

（六）本报表制度中要求保留小数的，除有特殊要求，一律保留两位小数。

（七）本报表制度的发电指标调查范围为省统一调度的发电企业，取得的数据服务于电

力监管和能源管理需要，在能源局系统内进行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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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 表 目 录

表 号 报表名称
报表

期别
统计范围 报送单位 报送日期 报送渠道 页码

一、基础部分（4 张）

NEA-DW101 电网企业基本情况表 年报
各电网（电力）公

司
省级及以上电网企业

次年3月20日前（年

度快报为当年 12 月

18 日前预测数据）

电力监管统计

上报平台

5

NEA-FD101 发电企业基本情况表 年报
统调及以上发电

企业
统调及以上发电企业

次年3月20日前（年

度快报为当年 12 月

18 日前预测数据）

6

NEA-FD102 重点发电企业生产情况表 月报

集团公司全系统

境内全资和控股

电厂

重点发电企业（集团

公司）
次月 5日前 8

NEA-FD103 发电生产情况表 月报 统调发电企业 统调发电企业 同上 11

二、系统运行部分（3张）

NEA-DD201 发电机组情况表 年报 统调发电机组 电网调度中心 次年 3 月 20 日前
电力监管统

计上报平台

13

NEA-DD202 发电机组运行情况表 月报 同上 同上 次月 8日前 14

NEA-DD203 电力电量平衡情况表 月报 统调电网 同上 同上 15

三、经营部分（13 张）

NEA-DW301 电网企业财务月度快报（1）月报
省级及以上电网

企业
省级及以上电网企业 次月 10 日前

电力监管统

计上报平台

17

NEA-DW302 电网企业财务月度快报（2）月报 同上 同上 同上 19

NEA-DW303
电网企业输配电成本明细

表
季报 同上 同上 次季首月 10 日前 21

NEA-DW304
电网企业销售电价情况汇

总表
年报 同上

国家、南方电网公司

和内蒙古电力集团公

司

次年 3 月 20 日前 22

NEA-DW305 电网企业购电价格情况表 年报 同上 省级及以上电网企业 同上 23

NEA-DW306
跨省跨区电能交易价格情

况表
季报 同上 省级以上电网企业 次季首月 10 日前 24

NEA-DW307
可再生能源电量收购和附

加费征收情况表
月报 同上 省级及以上电网企业 次月 10 日前 25

NEA-DW308
电网企业销售电价情况明

细表
年报

同上
网省电网企业 次年 3 月 20 日前 27

表 号 报表名称
报表

期别
统计范围 填报单位 报送日期 报送渠道 页码

NEA-DW309
电网企业代收基金及附加

费用情况表
年报 同上 同上 同上

电力监管统

计上报平台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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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A-FD301 发电企业财务月度快报（1）月报
统调及以上发电

企业
统调及以上发电企业 次月 10 日前 29

NEA-FD302 发电企业财务月度快报（2）月报
统调及以上发电

企业
统调及以上发电企业 次月 10 日前 30

NEA-FD303 发电企业成本明细表 季报 同上 同上 次季首月 10 日前 32

NEA-FD304
发电企业价格及收入情况

表
月报 同上 同上 次月 10 日前 33

四、节能减排部分（2 张）

NEA-FD401 火电企业节能减排情况表 季报 统调火电企业
统调火电企业、重点

发电集团
次季首月 10 日前

电力监管统

计上报平台
35

NEA-DW401 电网企业节能减排情况表 季报
省级及以上电网

企业
省级及以上电网企业 次季首月 10 日前

电力监管统

计上报平台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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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调 查 表 式

（一）基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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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电网企业基本情况表

企业名称： 法定代表人： 表 号： NEA-DW101

组织机构代码：□□□□□□□□-□ 统计人员姓名： 制定机关： 国家能源局

手提电话：□□□□□□□□□□□ 邮政编码：□□□□□□批准机关： 国家统计局

传真电话：□□□□□□□□-□□□□□□ 单位网址： 批准文号： 国统制[2015]64 号

填报单位：（章） 20 年 有效期至： 2017 年 12 月

指标 计量单位 指标值 备注

注册资本 亿元

年末资产总额 亿元

年末负债总额 亿元

所有者权益总额 亿元

主营业务收入 亿元

其中：电力业务收入 亿元

利润总额 亿元

其中：电力业务利润 亿元

实际纳税总额 亿元

年末从业人数 人

其中：从事输配电业务的全职职工 人

从事其他业务的全职职工 人

农电工 人

全部从业人员平均人数 人

220kV 及以上公用变电容量 万千伏安

220kV 及以上线路长度 千米

售电量 万千瓦时

线损率 %

全社会用电量 万千瓦时

第一产业用电量 万千瓦时

第二产业用电量 万千瓦时

第三产业用电量 万千瓦时

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 万千瓦时

其中：城镇居民生活用电量 万千瓦时

保留电厂发电设备容量 万千瓦

保留电厂发电量 万千瓦时

保留电厂发电设备利用小时 小时

保留电厂厂用电率 %

保留电厂供电煤耗率 克/千瓦时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电话： 填报日期: 20 年 月 日

填报说明：1.统计范围：各电网（电力）公司，公司有保留电厂的，应填报有关发电指标。

2.报送单位：省级及以上电网企业。3.本表为年报。4.报送时间：次年 3月 20日前。

3.本表统计口径为全口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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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发电企业基本情况表

表 号：NEA-FD101

制定机关：国家能源局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2015] 64 号

填报单位： 20 年 有效期至：2017 年 12 月

101 企业名称 ________ 102 法定代表人 ________

103 组织机构代码 □□□□□□□□- □

104

统计人员

姓名 ________

手提电话 □□□□□□□□□□□

传真 □□□□□□□□-□□□□□□

E-mail ________

105

通讯地址

________省（自治区、直辖市）________地（区、市、州、盟）________县（区、市、旗）

________乡（镇）________街（村）、门牌号

201 机组台数 ________台

202
装机容量

期末 ________万千瓦 当年新增 ________万千瓦 当年关停 ________万千瓦

203 统调发电企业发电量________万千瓦时 204 厂用电率________%

205 供电标准煤耗率________克/千瓦时 206 发电设备平均利用小时________小时

301
是否独立核算企业 □ 1是 0 否

所属独立核算企业全称 ________

302

所属集团序号代码 □（12 家中央发电集团公司本部免填）

1华能 2 大唐 3华电 4国电 5中电投 6 三峡 7神华 8华润 9国投 10 新力 11中核 12 中广

核 13 其它

303 所属发电企业集团名称 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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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4

电厂属性

能源利用类别 □□

01-水电；02-火电；03-核电；04-风电；05-光电；06-其他

能源利用类别（细分） □□□□

0101-常规水电；0102-抽水蓄能；0201-煤电；0202-油电；0203-气电；0204-垃圾；0205-生物

质；0501-光热 0502-光伏

调度关系 □

1-国网直调；2-南网直调；3-华北直调；4-东北直调；5-西北直调；6-华东直调；7-华中直调；

8-省统一调度

电厂类别 □□

10-公用电厂；11-其中：调频电厂；

20-自备电厂

305

股权构成情况

控股方名称 ________

控股方经济类型 □ 1-国有经济；2-集体经济；3-私有经济；4-港澳台经济；5-外商经济

出资比例 ________%

401 注册资本 ________亿元 402 年末资产总额 ________亿元

403 年末负债总额 ________亿元 404 所有者权益总额 ________亿元

405
主营业务收入 ________亿元

其中：电力业务收入 ________亿元

406
利润总额 ________亿元

其中：电力业务利润 ________亿元

407 实际纳税总额 ________亿元

408
年末从业人数 ________人

其中：从事发电业务职工 ________人

409 全部从业人员平均人数 ________人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电话： 填报日期: 20 年 月 日

填报说明：1.报送单位：统调及以上发电企业。

2.本表为年报。

3.报送时间：次年 3月 20日前（年度快报为当年 12 月 18日前预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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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重点发电企业生产情况表

表 号：NEA-FD102

制定机关：国家能源局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2015] 64 号

填报单位:（章） 20 年 月 有效期至：2017 年 12 月

指 标 计量单位 本月 本年 上年同期 上年 备注

发电厂个数 个

发电设备期末容量 万千瓦

水电 万千瓦

其中：抽水蓄能 万千瓦

火电 万千瓦

燃煤发电 万千瓦

其中：煤矸石发电 万千瓦

燃气发电 万千瓦

其中：常规燃气发电 万千瓦

煤层气发电 万千瓦

燃油发电 万千瓦

余温、余气、余压发电 万千瓦

秸秆、蔗渣、林木质发电 万千瓦

垃圾发电 万千瓦

核电 万千瓦

风电 万千瓦

光电 万千瓦

其它 万千瓦

其中：上市公司发电设备期末容量 万千瓦

发电设备平均容量 万千瓦

水电 万千瓦

火电 万千瓦

核电 万千瓦

风电 万千瓦

光电 万千瓦

其它 万千瓦

公司境内发电量 万千瓦时

水电 万千瓦时

其中：抽水蓄能 万千瓦时

火电 万千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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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标 计量单位 本月 本年 上年同期 上年 备注

燃煤发电 万千瓦时

其中：煤矸石发电 万千瓦时

燃气发电 万千瓦时

其中：常规燃气发电 万千瓦时

煤层气发电 万千瓦时

燃油发电 万千瓦时

余温、余气、余压发电 万千瓦时

秸秆、蔗渣、林木质发电 万千瓦时

垃圾发电 万千瓦时

核电 万千瓦时

风电 万千瓦时

光电 万千瓦时

其它 万千瓦时

其中：上市公司发电量 万千瓦时

试运行发电量 万千瓦时

水电 万千瓦时

火电 万千瓦时

核电 万千瓦时

风电 万千瓦时

光电 万千瓦时

其他 万千瓦时

发电设备平均利用小时 小时

水电 小时

火电 小时

核电 小时

风电 小时

光电 小时

其中：上市公司发电设备平均利用小时 小时

发电生产厂用电量 万千瓦时

其中：水电 万千瓦时

火电 万千瓦时

其中：煤电 万千瓦时

核电 万千瓦时

其它 万千瓦时

原煤采购量 万吨

其中：集团内采购量 万吨

发电消耗 - - - - - -

其中：原煤量 万吨

燃油量 万吨

燃气量 万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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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标 计量单位 本月 本年 上年同期 上年 备注

煤矸石量 万吨

生物质燃料量 万吨

库存煤量 万吨

水库蓄能值 万千瓦时

供热量 吉焦

供热消耗原煤量 万吨

供热消耗标准煤量 万吨

发电耗用标准煤量 万吨

发电标准煤耗率 克/千瓦时

供电标准煤耗率 克/千瓦时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电话： 填报日期: 20 年 月 日

填报说明：1.统计范围：集团公司全系统境内全资和控股电厂。

2报送单位：30 家重点发电企业（集团公司）。

3.本表为月报。

4.报送时间：次月 5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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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发电生产情况表

表 号：NEA-FD103

制定机关：国家能源局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2015]64 号

填报单位：（章） 20 年 月 有效期至：2017 年 12 月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本年本月 本年累计 上年同月 上年累计 备注

发电量(生产口径) 万千瓦时

其中:试运行发电量 万千瓦时

期末发电设备容量 万千瓦

平均发电设备容量 万千瓦

发电设备平均利用小时 小时

发电生产厂用电量 万千瓦时

发电生产厂用电率 %

原煤采购量 吨

其中：集团内采购量 吨

发电消耗 - - - - - -

其中：原煤量 吨

燃油量 吨

燃气量 立方米

煤矸石量 吨

生物质燃料量 吨

库存煤量 吨

水库蓄能值 万千瓦时

发电消耗标准煤量 吨

发电标准煤耗率 克/千瓦时

供电标准煤耗率 克/千瓦时

供热量 吉焦

供热消耗原煤量 吨

供热消耗标准煤量 吨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电话： 填报日期: 20 年 月 日

填报说明： 1.报送单位：统调发电企业。

2.本表为月报。

3.报送时间：次月 5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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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系统运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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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发电机组情况表

表 号： NEA-DD201

制定机关：国家能源局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2015]64 号

填报单位： 20 年 有效期至：2017 年 12 月

序号
电厂名

称

机组

编号

发电许

可证号

机组

类型

发电设备

期末容量

（万千瓦）

接入系统

电压等级

（千伏）

是否分布

式能源

是否循

环经济

电厂

投产/

退役

投产/退役

日期

调度

关系
备注

1

2

3

4

5

6

7

8

9

10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填报日期: 20 年 月 日

填报说明： 1.统计范围：国家、区域、省、地市调度机构调度的电厂，需分机组填列。

2.报送单位：电网调度中心。

3.本表为年报。

4.报送时间：次年 3月 20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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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发电机组运行情况表

表 号： NEA-DD202

制定机关：国家能源局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2015]64 号

填报单位：（章） 20 年 月 有效期至：2017 年 12 月

序号 电厂名称
机组编

号

统调机组发

电量（万千瓦

时）

平均容量

（万千瓦） 受阻容

量（万千

瓦）

可再生能源

受阻电量

（万千瓦

时）

最大可

调出力

（万千

瓦）

负荷率(%)

受阻原

因

解决

措施
备注

本月 累计 本月 累计 本月 累计

最高

负荷

日

最低

负荷

日

月平

均

本月止平

均

1

2

3

4

5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填报日期: 20 年 月 日

填报说明： 1.报送单位：电网调度中心。

2.本表为月报。

3.报送时间：次月 8日前。



15

3 电力电量平衡情况表

表 号：NEA-DD204

制定机关：国家能源局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2015]64 号

填报单位：（章） 20 年 月 有效期至：2017 年 12 月

指标 计量单位 指标值 备注

铭牌出力 万千瓦

检修容量 万千瓦

受阻容量 万千瓦

最大可调出力 万千瓦

联络线净送受电力 万千瓦

最高负荷 万千瓦

最小运行备用容量 万千瓦

最大拉限电力 万千瓦

盈余电力 万千瓦

联网发电企业发电

量
万千瓦时

联络线送电量 万千瓦时

联络线受电量 万千瓦时

用电量 万千瓦时

拉限电损失电量 万千瓦时

平均负荷率 %

平均运行备用容量 万千瓦

最大运行备用容量 万千瓦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填报日期: 20 年 月 日

填报说明： 1.报送单位：电网调度中心。

2.本表为月报。

3.报送时间：次月 8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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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营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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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电网企业财务月度快报（1）

表 号：NEA-DW301

制定机关：国家能源局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2015]64 号

填报单位：（章） 20 年 月 有效期至：2017 年 12 月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年初数 期末数 备注

一、资产总额 万元

（一） 流动资产 万元

其中：货币资金 万元

应收票据 万元

应收账款 万元

其中：电力应收账款 万元

其中：应收电费 万元

应收输电费 万元

应收高可靠性供电收入 万元

应收自备电厂系统备用容量费收入 万元

应收受托运行维护费收入 万元

应收可中断电价收入 万元

其他电力应收款 万元

（二）非流动资产 万元

其中：长期股权投资 万元

固定资产原价 万元

减：累计折旧 万元

固定资产净值 万元

减：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万元

固定资产净额 万元

在建工程 万元

二、负债总额 万元

（一）流动负债 万元

其中：短期借款 万元

应付账款 万元

其中：应付购电费 万元

应付职工薪酬 万元

应交税费 万元

其他应付款 万元

（二）非流动负债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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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年初数 期末数 备注

其中：长期借款 万元

应付债券 万元

三、所有者权益总额 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万元

少数股东权益 万元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电话： 填报日期: 20 年 月 日

填报说明： 1.报送单位：省级及以上电网企业。

2.本表为月报。

3.报送时间：次月 10 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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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电网企业财务月度快报（2）

表 号：NEA-DW302

制定机关：国家能源局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2015]64 号

填报单位：（章） 20 年 月 有效期至：2017 年 12月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本年本月 本年累计 上年累计 备注

一、主营业务收入净额 万元

其中：售电收入 万元

输电收入 万元

高可靠性供电收入 万元

自备电厂系统备用容量费收入 万元

可中断电价收入 万元

受托运行维护费收入 万元

农村电网维护费 万元

其他产品收入 万元

二、其他业务收入 万元

三、主营业务成本 万元

其中：电力成本 万元

其中：购电成本 万元

发电供热成本 万元

其中：发电成本 万元

输配电成本 万元

四、其他业务成本 万元

五、营业税金及附加 万元

六、销售费用 万元

七、管理费用 万元

八、财务费用 万元

其中：利息支出净额 万元

输配环节财务费用 万元

九、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万元

十、营业利润 万元

十一、营业外收入 万元

十二、营业外支出 万元

十三、利润总额 万元

其中：电力 万元

其他 万元

十四、所得税费用 万元

十五、净利润 万元

十六、售电量 万千瓦时

十七、购电量 万千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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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本年本月 本年累计 上年累计 备注

其中：水电 万千瓦时

火电 万千瓦时

核电 万千瓦时

风电 万千瓦时

其他 万千瓦时

十八、固定资产投资（电力建设投资） 万元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电话： 填报日期:20 年 月 日

填报说明： 1.报送单位：省级及以上电网企业。

2.本表为月报。

3.报送时间：次月 10 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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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电网企业输配电成本明细表

表 号：NEA-DW303

制定机关：国家能源局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2015]64 号

填报单位：（章） 20 年 季 有效期至：2017 年 12 月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本年本季 本年累计 上年累计 备注

材料费 万元

职工薪酬 万元

折旧 万元

修理费 万元

输电费 万元

委托运行维护费 万元

其他费用 万元

其中：财产保险费 万元

研究开发费 万元

低值易耗品摊销 万元

办公费 万元

水电费 万元

差旅费 万元

会议费 万元

输配电成本小计 万元

财务费用（输配电环节） 万元

合计 万元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电话： 填报日期:20 年 月 日

填报说明： 1.报送单位：省级及以上电网企业。

2.本表为季报。

3.报送时间：次季首月 10 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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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电网企业销售电价情况汇总表

表 号：NEA-DW304

制定机关：国家能源局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2015]64 号

填报单位：（章） 20 年 有效期至：2017 年 12 月

项 目

售电量

（万千

瓦时）

电度电

价

（元/兆

瓦时）

售电收入

平均销售电价

（元/兆瓦时）
电度电费

（万元）

基本电

费

（万元）

力率调整电费
合计

（万元）
增加额

（万元）

减少额

（万元）

国家电网公司合计

一、××区域

1、××区域电网公司直属

2、××省电力公司

…

南方电网公司合计

1、南方电网公司直属

2、广东电网公司

3、广西电网公司

4、云南电网公司

5、贵州电网公司

6、海南电网公司

内蒙古电力集团公司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电话： 填报日期: 20 年 月 日

填报说明： 1.报送单位：国家、南方电网公司和内蒙古电力集团公司。

2.本表为年报。

3.报送时间：次年 3月 20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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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电网企业购电价格情况表

表 号：NEA-DW305

制定机关：国家能源局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2015]64 号

填报单位：（章） 20 年 有效期至：2017 年 12 月

项 目
购电量

(万千瓦时)

平均购电价格

(元/兆瓦时)

购电费

(万元)

平均购销差价

（元/兆瓦时）
备注

合计

一、XX 区域购电合计

1、xx 省（区市）电网公司购电合计

（1）水电

（2）火电

（3）核电

（4）风电

（5）光电

（6）生物质能发电

（7）跨省跨区购电

（8）其他

2、xx 省（区市）电网公司购电合计

（1）水电

（2）火电

……

……

二、XX 区域购电合计

……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电话： 填报日期: 20 年 月 日

填报说明： 1.报送单位：实行独立核算的省级及以上电网企业。

2.本表为年报。

3.报送时间：次年 3月 20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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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跨省跨区电能交易价格情况表

表 号：NEA-DW306

制定机关：国家能源局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2015]64 号

填报单位： 20 年 季 有效期至：2017 年 12 月

交易

名称

所经

输电

线路

名称

送端 输电价格 线损率 受端 输电费用

备

注

所在

省区

市

电价（元

/兆瓦

时）

电量

（万千

瓦时）

电费

（万

元）

容量电

价（电

费）（元

/千瓦.

年）

电量电

价（元/

兆瓦

时）

批复

（合

同）

实际
所在省

区市

电价（元/

兆瓦时）

电量（万

千瓦时）

电费（万

元）

合计

（万

元）

容量电

费部分

（万元）

电量电

费部分

（万元）

线损

折价

部分

（万

元）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电话： 填报日期: 20 年 月 日

填报说明： 1.报送单位：省级及以上电网企业。

2.本表为季报。

3.报送时间：次季首月 10 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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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可再生能源电量收购和附加费征收情况表

表 号：NEA-DW307

制定机关：国家能源局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2015]64 号

填报单位： （章） 20 年 月 有效期至：2017 年 12月

项目名称

发电

能源

类型

上网电量

（万千瓦时）

当月电价

（元/兆瓦时）

标杆电价部分电费（万元）

备注应付 已付

本月 累计 上网 标杆 本月 累计 本月 累计

总计

按能源类别分

水电

风电

生物质能

光电

海洋能

地热能

按管理关系分

一、中央发电集团

1、华能集团公司

××发电厂

2、大唐集团公司

××发电厂

3、华电集团公司

××发电厂

4、国电集团公司

××发电厂

5、国电投集团公司

××发电厂

6、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

××发电厂

7、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发电厂

8、华润电力控股有限公司

××发电厂

9、国投电力公司

××发电厂

10、新力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发电厂

11、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

××发电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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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发电

能源

类型

上网电量

（万千瓦时）

当月电价

（元/兆瓦时）

标杆电价部分电费（万元）

备注应付 已付

本月 累计 上网 标杆 本月 累计 本月 累计

12、中国广东核电集团有限公

司

××发电厂

二、地方发电公司

××发电公司

三、其他

××发电厂

附录：当年征收可再生能源附加的电量（万千瓦时）： 当年征收税后金额（万元）：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电话： 填报日期: 20 年 月 日

填报说明： 1.报送单位：省级及以上电网企业。

2.本表为月报。

3.报送时间：次月 10 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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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电网企业销售电价情况明细表

表 号：NEA-DW308

制定机关：国家能源局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2015]64 号

填报单位：（章） 20 年 有效期至：2017 年 12 月

项 目
售电量

（万千瓦

时）

电度电价

（元/兆瓦

时）

售电收入

平均销售电价

（元/兆瓦时）

电度电

费

（万元）

基本电费

（万元）

力率调整电费
合 计

（万元）
增加额

（万元）

减少额

（万元）

××省（区市）网公司合计

一、大工业

1、电炉铁合金、合成氨等

2、电石

3、中、小化肥

4、除优待电价以外的大工业

二、非工业、普通工业

1、中、小化肥

2、除优待电价以外的非普工业

三、居民生活

四、非居民照明

五、商业

六、农业生产

七、贫困县农业排灌

八、趸售

九、售网内

十、售网外

十一、其他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电话： 填报日期: 20 年 月 日

填报说明： 1.报送单位：网省电网企业。

2.本表为年报。

3.报送时间：次年 3月 20 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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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电网企业代收基金及附加费用情况表

表 号：NEA-DW309

制定机关：国家能源局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2015]64 号

填报单位：（章） 20 年 有效期至：2017 年 12 月

项 目 计量单位

农网还

贷基金

(一省多

贷)

重大水利工

程建设基金

大中型水库

移民后期扶

持基金

地方小水库

移民后期扶

持基金

可再生

能源发

展基金

差别电价

加价

惩罚性

电价加

价

城市公用

事业附加
其它 合计

一、自征自缴情况 万元

1、应征电量 万千瓦时

2、减征电量 万千瓦时

3、实征电量 万千瓦时

4、征收标准 元/兆瓦时

5、实际征收

标准
元/兆瓦时

6、实际征收

金额
万元

二、代地方电力公司

上缴财政情况
万元

三、合计上缴财政情

况
万元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电话： 填报日期: 20 年 月 日

填报说明： 1.报送单位：网省电网企业。

2.本表为年报。

3.报送时间：次年 3月 20 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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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发电企业财务月度快报（1）

表 号：NEA-FD301

制定机关：国家能源局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2015]64 号

有效期至：2017 年 12 月

填报单位：（章） 20 年 月 计量单位：万元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年初数 期末数 备注

一、资产总额 万元

（一） 流动资产 万元

其中：货币资金 万元

应收票据 万元

应收账款 万元

其中：应收电费 万元

其他应收款 万元

（二）非流动资产 万元

其中：长期股权投资 万元

固定资产原价 万元

减：累计折旧 万元

固定资产净值 万元

减：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万元

固定资产净额 万元

在建工程 万元

二、负债总额 万元

（一）流动负债 万元

其中：短期借款 万元

应付账款 万元

应付职工薪酬 万元

（二）非流动负债 万元

其中：长期借款 万元

应付债券 万元

三、所有者权益总额 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万元

少数股东权益 万元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电话： 填报日期: 20 年 月 日

填报说明： 1.报送单位：统调及以上发电企业。

2.本表为月报。

3.报送时间：次月 10 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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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发电企业财务月度快报（2）

表 号：NEA-FD302

制定机关：国家能源局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2015]64 号

填报单位：（章） 20 年 月 有效期至：2017 年 12 月

项 目 计量单位 本年本月 本年累计 上年累计 备注

一、主营业务收入 万元

其中：电力收入 万元

其中：水电 万元

火电 万元

核电 万元

风电 万元

其他售电 万元

热力收入 万元

金融收入 万元

煤炭收入 万元

二、其他业务收入 万元

三、主营业务成本 万元

其中：发电成本 万元

其中：水电 万元

火电 万元

核电 万元

风电 万元

其他发电 万元

供热成本 万元

金融成本 万元

煤炭成本 万元

四、其他业务成本 万元

五、营业税金及附加 万元

六、销售费用 万元

七、管理费用 万元

八、财务费用 万元

其中：利息支出净额 万元

九、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万元

其中：境外投资收益 万元

十、营业利润 万元

十一、营业外收入 万元

十二、营业外支出 万元

十三、利润总额 万元

其中：电力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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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计量单位 本年本月 本年累计 上年累计 备注

其中：水电 万元

火电 万元

核电 万元

风电 万元

其他电力 万元

热力 万元

煤炭 万元

有色金属 万元

煤化工 万元

金融 万元

其他 万元

十四、所得税费用 万元

十五、净利润 万元

十六、财务口径发电量 万千瓦时

十七、上网电量 万千瓦时

十八、固定资产投资（电力建设投资） 万元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电话： 填报日期: 20 年 月 日

填报说明： 1.报送单位：统调及以上发电企业。

2.本表为月报。

3.报送时间：次月 10 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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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发电企业成本明细表

表 号：NEA-FD303

制定机关：国家能源局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2015]64 号

填报单位：（章） 20 年 季 有效期至：2017 年 12月

成本项目 计量单位 本年本季
累计数

备注
本年 上年

燃料费 万元

其中：燃煤 万元

燃油 万元

水费 万元

材料费 万元

职工薪酬 万元

折旧 万元

修理费 万元

购电费 万元

其他费用 万元

其中：财产保险费 万元

研究开发费 万元

低值易耗品摊消 万元

办公费 万元

水电费 万元

差旅费 万元

会议费 万元

合计 万元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电话： 填报日期: 20 年 月 日

填报说明： 1.报送单位：统调及以上发电企业。

2.本表为季报。

3.报送时间：次季首月 10 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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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发电企业价格及收入情况表

表 号：NEA-FD304

制定机关：国家能源局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2015]64 号

填报单位：（章） 20 年 月 有效期至：2017 年 12月

项目 计量单位 本月 本年累计 备注

平均售电单价 元/兆瓦时

平均供热单价 元/吉焦

原煤平均价格 - - - -

其中：车（船）板价 元/吨

单位运杂费 元/吨

到厂价 元/吨

燃油平均价格 元/吨

燃气平均价格 元/立方米

煤矸石平均价格 元/吨

生物质燃料平均价格 元/吨

入厂标准煤单价 元/吨

入炉标准煤单价 元/吨

收入合计 万元

其中：售电收入 万元

其中：脱硫加价收入 万元

脱硝加价收入 万元

除尘加价收入 万元

可再生能源附加补贴收入 万元

供热收入 万元

其他收入 万元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电话： 填报日期:20 年 月 日

填报说明： 1.报送单位：统调及以上发电企业。

2.本表为月报。

3.报送时间：次月 10日前。

注：

1、价格填写报告期平均值。

2、发电集团填写全集团公司系统境内电厂加权平均值

3、“脱硫加价收入”、“脱硝加价收入”、“除尘加价收入”“可再生能源附加补贴收入”，按照本月实际收到金额填报。

同时在备注中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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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节能减排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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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火电企业节能减排情况表

表 号：NEA-FD401

制定机关：国家能源局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2015]64 号

填报单位： （章） 20 年 季度 有效期至：2017 年 12 月

指标 计量单位 当年累计 去年同期 备注

节能量 吨标准煤

脱硝机组容量 万千瓦

脱硫机组容量（含 CFB） 万千瓦

特许经营机组容量（含脱硫、脱硝特许经营） 万千瓦

二氧化硫排放量 吨

二氧化硫排放浓度 毫克/立方米

氮氧化物排放量 吨

氮氧化物排放浓度 毫克/立方米

烟尘排放量 吨

烟尘排放浓度 毫克/立方米

废水排放总量 吨

投资合计 万元

实现节约标准煤量 吨

实现减排二氧化硫 吨

实现减排氮氧化物 吨

补充资料：

改造内容：____________________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电话： 填报日期: 20 年 月 日

填报说明： 1.报送单位：统调火电企业、重点发电集团。

2.本表为季报。

3.报送时间：次季首月 10 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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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电网企业节能减排情况表

表 号：NEA-DW401

制定机关：国家能源局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2015]64 号

填报单位： （章） 20 年 季度 有效期至：2017 年 12 月

指标 计量单位 本季度
上年

同期

本年

累计

上年同期

累计
备注

节能量（标准煤） 吨 - -

线损情况

售电量
万千瓦时

综合线损率 % - -

发电权交易情况 - - - - -

其中：交易电量 亿千瓦时

其中：水电替代火电 亿千瓦时

高效火电机组替代其它火电机组 亿千瓦时

风电替代火电机组 亿千瓦时

节约标准煤 万吨

实现减排二氧化硫 万吨

实现减排氮氧化物 万吨

实现减排二氧化碳 万吨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电话： 填报日期: 20 年 月 日

填报说明： 1.报送单位：（1）发电权交易情况：跨区电网的数据由国家电网公司、区域电网公司、南方电网公司报送；其他由省级电

网企业报送；（2）其余指标均由各省级电网企业报送。

2.本表为季报。

3.报送时间：次季首月 10 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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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要指标解释

（一）基 础 部 分

1 电网企业基本情况表（NEA-DW101）

（1） 企业名称：填写单位公章上的名称。

（2） 输电业务许可证号：填写格式：XXXXXXX-XXXXX。

（3）供电业务许可证号：填写格式：XXXXXXX-XXXXX。

（4） 企业详细地址：填写单位所在地的省、市、城区和街道及门牌号。

（6） 法定代表人：填写由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机构颁发的单位组织机构代码证上的法定

代表人姓名。

（7）组织机构代码：填写由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机构颁发的单位组织机构代码证上的代

码，填写格式：XXXXXXXX-X 或者 XXXXXXX-XX。

（8）手提电话：填写格式：1XX-XXXX-XXXX;传真电话填写格式：区号-电话号码-分机

号码。

（9）单位网址：标准格式是:http://……。

（10）实际纳税总额：指企业实际缴纳的各种税金之和，主要包括：增值税、营业税、

消费税、城建税、房产税、土地使用税、车船税、企业所得税、印花税等，但不包括代缴的

个人所得税，用以反映企业为财政做出的贡献。

（11）发电指标：公司有保留电厂的，填报对应数据；无保留电厂的，留空。

（12）变电容量：按照变压器整体额定容量计算，不分厢统计。

（13）线路长度：指回路长度，不是杆路长度。

（14）全部企业从业人员平均数：

全部企业从业人员平均数 =
上年末人数

� � �
��各月末人数� �年末人数

�
��

2 发电企业基本情况表 （NEA-FD101）

（1） 发电业务许可证号：填写格式：xxxxxxx-xxxxx，分机组进行填报；风电企业按

期分批填报；如未取得发电业务许可证，请在备注栏注明。发电集团可免填此指标。

（2） 装机容量构成：填写在备注栏，填写格式如：2×60+4×35，发电集团可免填此

备注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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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是否独立核算企业：按照“1/0”选填。

（4） 独立核算企业：免填所属独立核算企业全称栏。

（5） 所属集团序号：代码如下：1-华能;2-大唐;3-华电;4-国电;5-中电投;6-三峡;7-

神华;8-华润;9-国投;10-新力;11-中核;12-中广核；13-其它。12 家发电集团母公司选择对

应集团代码。

（6） 组织机构代码：填写格式：XXXXXXXX-X。

（7） 手提电话：填写格式：1XX-XXXX-XXXX;传真电话填写格式：区号-电话号码-分机

号码。

（8） 能源利用类别：如下：水电、火电、核电、风电、光电、常规水电、抽水蓄能、

煤电、油电、气电、垃圾、生物质。

（9）调度关系：按照“国网/南网直调、XX 区域调度、省统一调度”填写。

（10）电厂类别：如下：公用电厂/自备电厂/调频电厂。

（11）股权构成情况：出资比例填写控股方出资比例，保留两位小数，不带百分号，例

如：75.30。

（12）控股方经济类别选填：国有经济、集体经济、私有经济、港澳台经济和外商经济。

3 重点发电企业生产情况表（NEA-FD102）

（1） 发电设备平均容量：计算方法：

×

×







统计期内发电设备平均容量

自投产到统计期末日历小时数
期初容量 统计期内新增容量

统计期日历小时

自解网到统计期末日历小时数
    － 统计期内减少容量

统计期日历小时

（2） 公司境内发电量：指报告期内、境内企业全资加控股电厂的发电量总和。

（3） 试运行发电量：指新投产机组试运行期间的发电量。

（4）发电设备平均利用小时：反映发电设备按照铭牌容量计算的设备利用程度的指标。

（5） 发电标准煤耗率：指发电机组每发一千瓦时电能平均耗用的标准煤量。

（6） 供电标准煤耗率：指发电机组每供出一千瓦时电能平均耗用的标准煤量。

=发电量－试运行电量
发电设备平均利用小时

发电设备平均容量

= 发电耗用标准煤量
发电标准煤耗率

发电量－试运行电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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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电耗用标准煤量
供电标准煤耗率

厂供电量

5 发电生产情况表（NEA-FD103）

（1）发电消耗标准煤量：煤矸石、生物质需折合为标准煤计量。

（2）厂用电率：指发电生产厂用电率。

（二）系统运行部分

1 发电机组情况表（NEA-DD201）

（1） 机组编号：填写格式如：#1、#2。

（2） 发电许可证号：填写格式：XXXXXXX-XXXXX。

（3） 机组类型：填写水、火、核、风、光、其它。

（4） 接入系统电压等级：填写：1000、750、500、330、220、110、66，计量单位为

千伏。

（5） 循环经济电厂：以政府批准的循环经济电厂为准。

（6）分布式能源：是指分布在用户端的能源综合利用系统，以热电冷联产技术为基础，

与大电网和天然气管网组网运行，向一定区域内的用户同时提供电力、蒸汽、热水和空调冷

水(或风)等能源服务系统。

（7） 投产、退役日期：填写格式：YYYY-MM-DD。

（8） 调度关系：选填“国网/南网直调、xx 区域调度、省统一调度、地调”。

2 发电机组运行情况表（NEA-DD202）

（1） 检修容量：指电力系统中按计划进行保养或检修专门装置的容量。

（2） 受阻容量：指由于受电网传输通道或安全运行需要等因素影响，发电机组达不到

额定出力的部分。

（3） 最大可调出力：期末最大可调出力＝期末最大可能出力-期末发电设备平均检修

容量。

（4） 平均负荷率：指一定时期内平均负荷与最高负荷之比。

100%
发电生产厂用电量

厂用电率＝
发电量－试运行电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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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可再生能源受阻情况表（NEA-DD203）

（1） 备注栏：说明风电受阻电量计算方法。

4 电力电量平衡情况表（NEA-DD204）

（1） 电力平衡的数据均对应预测最高负荷发生时段。

（2）检修容量：指电力系统中按计划进行保养或检修专门装置的容量。说明统计口径。

（3） 受阻容量：须在备注栏说明发电受阻的地域、原因。

（4） 联络线净送受电力：受电填写正值，送电填写负值。

（三）经 营 部 分

1 电网企业月度快报（1）（NEA-DW301）

（1） 资产总额指企业过去的交易或者事项形成的、由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预期会给

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资源。资产一般按流动性分为流动资产和非流动资产。

（2）流动资产： 资产满足以下条件之一的应视为流动资产：

①预计在一个正常营业周期中变现、出售或耗用，主要包括存货、应收账款等；

② 主要为交易目的而持有；

③预计在资产负债表日起一年内（含一年）变现；

④自资产负债表起一年内，交换其他资产或清偿负债的能力不受限制的现金或现金等价

物，包括货币资金、应收票据、应收账款、存货等项目。

（3）应收账款：指企业因销售商品、提供劳务等经营活动，应向购货单位或接受劳务

单位收取的款项，主要包括企业销售商品或提供劳务等应向有关债务人收取的价款及代购货

单位垫付的包装费、运杂费等。

（4）固定资产净值＝固定资产原值－累计折旧

固定资产净额＝固定资产净值－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资产总额＝负债总额+所有者权益总额

（5） 累计折旧：指企业在报告期末提取的历年固定资产折旧累计数。

（6） 在建工程：指企业在基建、更新改造等方面发生的支出。

×100%报告期平均负荷
平均负荷率＝

报告期最高负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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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负债总额：指企业过去的交易或者事项形成的，预期会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的

现实义务。负债一般按偿还期长短分为流动负债和非流动负债。

（8）流动负债：负债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应归为流动负债：

① 预计在一个正常营业周期中清偿；

②主要为交易目的而持有；

③自资产负债表日起一年内到期应予清偿；

④企业无权自主地将清偿推迟至资产负债表日后一年以上，包括短期借款、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应付职工薪酬、应交税费等项目。

（9）应付账款：指企业因购买材料、商品和接受劳务供应等经营活动应支付的款项。

（10）非流动负债合计：指流动负债之外的负债，包括长期借款、应付债券。

（11）所有者权益合计：指企业资产扣除负债后由所有者享有的剩余权益，包括实收资

本、资本公积、盈余公积、未分配利润等。

2 电网企业月度快报（2）（NEA-DW302）

（1） 主营业务收入净额：反映企业在销售商品、提供劳务等日常活动中产生的收入总

额。本项目应以主营业务收入扣减代收的各项基金及附加（包括农网还贷资金、重大水利工

程建设基金、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等）后的净额填列。

（2） 其他业务收入：指营业收入中扣除主营业务收入后的剩余。

主营业务成本：指企业经营主要业务所发生的成本总额。

（3） 电力成本＝购电成本+发电供热成本+输配电成本

（4） 输配电成本＝《电网企业输配电成本明细表》中“输配电成本小计”

（5） 输配环节财务费用＝《电网企业输配电成本明细表》中“财务费用（输配电环节）

（6） 利润总额＝电力+其他

（7） 购电量＝水电+火电+核电+风电+其他

（8） 营业税金及附加：指企业因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按税法规定缴纳的应从经营收入中

抵扣的税金和附加，包括营业税、消费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等。

（9） 销售费用：指企业在销售商品和材料、提供劳务过程中发生的各种费用，包括保

险费、包装费、广告费等费用以及为销售本企业商品而专设的销售机构的职工薪酬、业务费

等经营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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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管理费用：指企业为组织和管理企业生产经营所发生的费用，包括企业在筹建

期间内发生的开办费、董事会和行政管理部门在企业经营管理中发生的，或者应当由企业统

一负担的公司经费等。

（11） 财务费用：指企业为筹集生产经营所需资金等而发生的筹资费用，包括企业生

产经营期间发生的利息支出（减利息收入）、汇兑损失（减汇兑收益）以及相关的手续费等。

3 电网企业输配电成本明细表（NEA-DW303）

（1） 材料费是指企业为维护电网运行安全、保证电能输配所耗用的消耗性材料、事故

备品等。

（2） 职工薪酬：指企业为获得职工提供的服务而给予各种形式的报酬以及其他相关支

出。包括职工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职工福利费，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

伤保险、生育保险等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住房补贴，工会经费和职工教育经费，非货币

性福利，辞退福利以及其他与获得职工提供的服务而发生的相关支出。

（3）折旧费是指企业对输配电业务相关的生产性固定资产，按照规定计提的折旧费。

（4）修理费是指企业在维护电网运行安全、保证电能输配过程中发生的各项修理费用，

包括固定资产日常修费，委托外单位进行的房屋、建筑物、设备、工具、仪表修理费，生产

用家具、器具修理费等。

（5）输电费是指企业为销售、购入或者备用电力而支付给其他电网经营企业的过网费。

（6）委托运行维护费是指委托其他单位进行运行维护而支付的费用。

（7）其他费用是指企业在维护电网运行安全、保证电能输配过程中发生的应计入输配

电成本，但不列入以上各成本项目的费用，包括：办公费、水电费、差旅费、地址易耗品、

劳动保护费、物业管理费、绿化费、业务费、税金、排污费、坏账损失、待业保险费、劳动

保险费、业务招待费、土地使用费、中介费、各项跌价准备、无形资产摊销等。

（8）输配电成本小计＝材料费+职工薪酬+折旧+修理费+输电费+委托运行维护费+其他

费用

（9）合计数＝输配电成本小计+财务费用（输配电环节）

本表输配电成本小计＝《电网企业月度快报（二）》中“输配电成本”

财务费用（输配电环节）＝《电网企业月度快报（二）》中“输配环节财务费用”

4 电网企业销售电价情况汇总表（NEA-DW304）

（1） 电价、电费均含税，不含基金及附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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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电度电价=电度电费/售电量。（栏 2＝栏 3/栏 1）

（3） 合计=电度电费+基本电费+增加额-减少额。（栏 7＝栏 3＋栏 4＋栏 5-栏 6）

（4） 平均销售电价=合计/售电量。（栏 8＝栏 7/栏 1）

5 电网企业购电价格情况表（NEA-DW305）

（1） 电价、电费均含税，不含基金及附加。

（2） 平均购销差价：是指国网或南网所属的区域、省级电力公司的平均售电电价与其

平均购电电价之差，该数据不含线损，计算方法为：平均购销差价=电网企业销售电价情况

明细表（NEA-DW408）的“平均销售电价”－平均购电价格/（1-线损率）。

6 跨省、跨区电能交易价格情况表（NEA-DW306）

（1） 输电交易（栏甲）：是指跨区域输电交易送受端名称。如果实际电量交换中，交

易价格不同，按照实际执行情况分别填报数据，并附文字资料说明。

（2） 电价、电费收入均含税。

（3） 输电价格：未明确的，暂按照落地（受端）电价减去上网（送端）电价除以（1

－线损率）的差计算。

（4） 电量类的单位为“万千瓦时”，电价类的单位为“元/兆瓦时”，计算时，如果

分子是电费收入，计量单位为万元，分母是电量，计量单位为万千瓦时，直接相除得出的电

价需要乘以 1000 才能换算为元/兆瓦时。

（5） 输电价格：是指跨区跨省电能交易中电网公司收取的各种费率的总和。

7 可再生能源电量收购和附加费征收情况表（NEA-DW307）

（1） 发电能源类型填写：水能、风能、生物质能、太阳能、海洋能、地热能等；汇总

项不填发电类型。

（2） 当月电价：是政府批复并现实执行的电价，包含标杆电价和补贴电价两个部分。

（3） 标杆电价：是可再生能源发电按照国家相关规定制定的同类型机组或者电厂的上

网标杆电价。

（4） 当年征收可再生能源附加的电量：为所填报年度实际征收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的

销售电量。

（5） 当年征收税后金额：指按照指定的范围征收电量，实际征收的可再生能源附加费

税后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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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电网企业销售电价情况明细表(NEA-DW308）

（1） 平均销售电价是指各种销售电价的加权平均值，计算公式为合计/售电量。

（2） 电价、电费均含税，不含基金及附加。

（3） 合计=电度电费+基本电费+增加额-减少额。

9 电网企业代收基金及附加费用情况表（NEA-DW309）

无

10 发电企业财务月度快报（1）（NEA-FD301）

（1） 固定资产净值=固定资产原值－累计折旧

固定资产净额=固定资产净值－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资产总额＝负债总额+所有者权益总额

11 发电企业财务月度快报（2）（NEA-FD302）

（1） 主营业务收入净额：反映企业在销售商品、提供劳务等日常活动中产生的收入总

额。

（2） 本表要求报送文字说明，逢 4、7、10、1 月份报送上季度电网企业财务快报季度

情况说明。内容应当包括但不限于：财务指标异常变动解释、经营情况说明、重大事项说明

等。

12 发电成本明细表（NEA-FD303）

（1） 本表仅指发电业务的成本及构成。热电联产发电厂需分劈发电和供热成本；从事

多元业务的重点发电企业（集团）仅填报构成境内、全资加控股企业发电成本的部分。

（2） 燃料费是指发电企业直接用于生产电力产品所耗用的各种燃料，如煤炭、石油、

天然气、液化气等的费用。

（3） 职工薪酬：指企业为获得职工提供的服务而给予各种形式的报酬以及其他相关支

出。包括职工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职工福利费，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

伤保险、生育保险等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住房补贴，工会经费和职工教育经费，非货币

性福利，辞退福利以及其他与获得职工提供的服务而发生的相关支出。

（4） 水费：是指发电等生产用水水费。

（5） 折旧费：是指按规定计提的固定资产折旧费。

（6） 修理费：是指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发生的各项一般性修理和大修理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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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购电费：是指发电企业为进行正常生产而向电网购入电量必须支付的电费。

（8） 其他费用：是指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发生的应计入发电成本，但不列入以上各成本

项目的费用，包括：办公费、差旅费、低值易耗品等等。

13 发电企业价格收入情况表（NEA-FD304）

（1） 价格填写报告期平均值。

（2） 电价、电费均含税，不含基金及附加。

（四）节能减排（稽查）部分

1 火电企业节能减排情况表（NEA-FD401）

（1） 节能量：依据 GB/T13234-2009,节能量是指满足同等需要或达到同等目的的条件

下，能源消费减少的数量，火电企业节能量按产品节能量计算。计算方法为：

   
 

=
× × 1

×

全国发电企业节能量 

报告期全国供电煤耗－基期全国供电煤耗 报告期全国发电量 －发电厂用电率

＋ 报告期全国供热煤耗－基期全国供热煤耗 报告期全国供热量

注：计算结果为负值时为节能，这里的发电量指的是火电企业发电量（不含试运行电量，

下同）。

（2）脱硫机组容量：是指循环流化床和安装脱硫设施的机组容量。

（3）脱硝机组容量：是指安装脱硝设施的机组容量。

   
 

=
× × 1

×

发电企业节能量 

报告期供电煤耗－基期供电煤耗 报告期发电量 －发电厂用电率

＋ 报告期供热煤耗－基期供热煤耗 报告期供热量

   
 

=
× × 1

×

发电集团发电企业节能量 

报告期集团供电煤耗－基期集团供电煤耗 报告期集团发电量 －发电厂用电率

＋ 报告期集团供热煤耗－基期集团供热煤耗 报告期集团供热量

   
 

=
× × 1

×

地区发电企业节能量 

报告期地区供电煤耗－基期地区供电煤耗 报告期地区发电量 －发电厂用电率

＋ 报告期地区供热煤耗－基期地区供热煤耗 报告期地区供热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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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废水排放总量：是指电厂各个外排口排放到外环境的全部废水总量，包括工业废

水、灰场外排水、生活污水及其他废水，不包括直流冷却水量。其中，工业废水排放量是指

厂区内化学废水、油污水、冲洗水、脱硫废水、循环冷却排污水、工业冷却水及煤泥沉淀池

排水、非经常性排水等排入外环境的水量之和。灰场外排水量是指从灰场外排口排入外环境

的水量。厂区生活污水排放量是指厂区办公楼、食堂、浴室等排入外环境的水量。其他废水

排放量是指除工业废水、灰场外排水、生活污水外的其他废水排入外环境的水量。

2 电网企业节能减排主要情况表（NEA- DW401）

（1） 节能量：依据 GB/T13234-2009，节能量一般分为产品节能量、产值（收入）节

能量、技术措施节能量等五种，本报表制度采用产值（收入）节能量或产品节能量的计算方

法，节能量按环比计算，即计算报告期节能量时，均以上一年为基期。计算方法为：

电网企业节能量＝（报告期综合线损－基期综合线损）×报告期供电量×上年供电煤耗

注：计算结果为负值时为节能；上年供电煤耗为全国平均供电煤耗。

（2）售电量：指电力企业出售给用户或其他电力企业的可供消费或生产投入的电量，

售电量按销售方式分为趸售电量与直供电量。

（3） 综合线损率：是指电网企业网络覆盖范围内，电力传送在网络各环节中所产生的

电能损失率。

计算公式：电网综合线损率=［（供电量-售电量）/供电量］×100%

其中：供电量=发电企业上网电量＋其它购电量＋电网输入电量－电网输出电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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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附 录

全国重点发电企业（集团公司）名录（30）家

序号 类别 企业集团名称

1

央企

中国华能集团公司

2 中国大唐集团公司

3 中国华电集团公司

4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

5 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

6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

7 中国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8 华润电力控股有限公司

9 国投电力公司

10 新力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11 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

12 中国广东核电集团有限公司

13

地方企业

广东省粤电集团有限公司

14 浙江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15 北京能源投资集团公司

16 河北建投集团有限公司

17 申能集团有限公司

18 安徽省能源集团公司

19 山西格盟能源投资公司

20 湖北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21 深圳市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22 江苏省国信集团公司

23 河南投资集团公司

24 华阳电业有限公司

25 甘肃省电力投资集团公司

26 四川省投资集团公司

27 广州发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8 广西投资集团公司

29 宁夏发电集团公司

30 江西省投资集团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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