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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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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陈昌来 董事 因事 王  进 

李方吉 董事 因事 饶苏波 

张雪球 董事 因事 马晓茜 

公司负责人王进、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刘维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

员)蒙飞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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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71,764,558,785  71,007,415,323  1.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24,181,065,652  23,695,190,653  2.05%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7,060,929,815  -6.44% 20,955,914,994  5.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489,988,070  -25 % 938,821,588  20.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471,207,833  -26.63% 884,349,551  10.6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5,215,310,557  54.8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3 -25 % 0.179 20.1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3 -25 % 0.179 20.1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8% -0.71% 3.92% 0.68%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9,949,652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2,341,746  

售电公司收到南沙政府总部企

业奖励 999 万元；中粤公司收到

高新技术企业入库补助 305 万

元；臻能公司收到超低排放改造

补偿金 440.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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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5,966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75,814,541  

湛江风电公司收到威马逊台风

等案件保险赔款 4,545.85 万元；

湛江电力接受固定资产捐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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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0.62 万元 

减：所得税影响额 22,066,19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1,272,434   

合计 54,472,037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95,707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广东省粤电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67.39% 3,538,005,285 1,893,342,621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78% 148,862,420    

深圳广发电力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22% 116,693,602    

广东省电力开发公司 国有法人 1.80% 94,367,341    

李卓 境内自然人 0.60% 31,557,323    

哈尔滨市道里区慈善基金会 境内非国有法人 0.60% 31,483,222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三组合 境内非国有法人 0.48% 24,994,982    

郑建祥 境内自然人 0.43% 22,509,898    

哈尔滨哈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40% 21,137,645    

CHINA INT'L CAPITAL CORP 

HONG KONG SECURITIES LTD 
境外法人 0.29% 15,316,067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广东省粤电集团有限公司 1,644,662,664 人民币普通股 1,644,662,664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48,862,420 人民币普通股 148,862,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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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广发电力投资有限公司 116,693,602 人民币普通股 116,693,602 

广东省电力开发公司 94,367,341 人民币普通股 94,367,341 

李卓 31,557,323 人民币普通股 31,557,323 

哈尔滨市道里区慈善基金会 31,483,222 人民币普通股 31,483,222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三组合 24,994,982 人民币普通股 24,994,982 

郑建祥 22,509,898 境内上市外资股 22,509,898 

哈尔滨哈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1,137,645 人民币普通股 21,137,645 

CHINA INT'L CAPITAL CORP 

HONG KONG SECURITIES LTD 
15,316,067 境内上市外资股 15,316,06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第四大股东广东省电力开发公司为第一大股东广东省粤电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二者存在关联关系；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情况未知。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第五大股东李卓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50,000 股，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

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31,507,323 股，合计持有本公司股票 31,557,323 股。第六大股东哈

尔滨市道里区慈善基金会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609,087 股，通过信用交易

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30,874,135 股，合计持有本公司股票 31,483,222 股。第九

大股东哈尔滨哈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195,000 股，通

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20,942,645 股，合计持有本公司股票

21,137,645 股。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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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报告期内，公司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同比增长20.04%，主要受益于电力平衡持续偏紧、固定资产折旧年限调整优化

及联营公司盈利情况较好影响。 

2、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增长54.83%，主要由于上网电量同比上升，导致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

到的现金同比增加。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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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2月7日，公司收到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沙角电厂退役及替代电源建设工作方案的函》（粤发改能电函

〔2018〕578号）（以下称“工作方案”）。工作方案称，“在2025年底前，逐步完成沙角电厂全部10台机组退役工作，同

步在合适地区选址建设替代电源，并做好相应的电网改造及职工安置等工作。”，上述沙角电厂10台机组中5台机组为我公

司分支机构沙角A电厂所有。根据工作方案，沙角A电厂1号机在2019年年底前实施关停、2号、3号机在2020年年底前实施关

停、4号、5号机在2023年年底前实施关停，涉及的资产净值约11亿元。上述事项已于2018年2月9日通过指定媒体对外披露。 

 

2018年10月25日，公司收到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做好沙角A电厂1号机和沙角B电厂2号机组关停工作的通知》（粤

发改能电函〔2018〕5354号），主要内容为：“沙角A电厂1号机、沙角B电厂2号机至今已经运行满30年。按照省委省政府关

于高质量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和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工作部署，经商相关企业达成一致，并报请省政府同意，定于2018年11

月底前关停沙角A电厂1号机和沙角B电厂2号机，并在2018年12月底完成关停现场核查确认和网上公示工作。” 上述事项已

于2018年10月27日通过指定媒体对外披露。 

 

目前，有关剩余机组退役实施方案、替代电源建设方案、配套电网改造方案及职工安置、土地开发等相关事宜仍在研究制订

过程中，对公司的最终影响尚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公司根据《会计法》、《企业会计准则》等法律法规正在组织开展拟关停

机组相关资产的减值测试工作，若测试结果表明对公司存在重大影响，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进行披露，敬请投资者关注。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关于收到《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

沙角电厂退役及替代电源建设工作方案

的函》的公告 

2018 年 02 月 09 日 巨潮资讯网 

关于收到《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做好

沙角 A电厂 1 号机和沙角 B 电厂 2号机

组关停工作的通知》的公告 

2018 年 10 月 27 日 巨潮资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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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对 2018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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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证券品

种 

证券代

码 

证券简

称 

最初投

资成本 

会计计

量模式 

期初账

面价值 

本期公

允价值

变动损

益 

计入权

益的累

计公允

价值变

动 

本期购

买金额 

本期出

售金额 

报告期

损益 

期末账

面价值 

会计核

算科目 

资金来

源 

境内外

股票 
000027 深圳能 

15,890,

628  

公允价

值计量 

76,356,

000  

-7,938,0

00  

52,527,

372  
0  0  

1,008,0

00  

68,418,

000  

可供出

售金融

资产 

自有资

金 

境内外

股票 
600642 申能股 

235,837

,988  

公允价

值计量 

325,418

,985  

-33,319,

350  

56,261,

647  
0  0  

11,106,4

50  

292,099

,635  

可供出

售金融

资产 

自有资

金 

境内外

股票 
831039 国义招 

3,600,0

00  

公允价

值计量 

7,218,0

00  

-2,592,0

00  

1,026,0

00  
0  0  270,000  

4,626,0

00  

可供出

售金融

资产 

自有资

金 

合计 
255,328

,616  
-- 

408,992

,985  

-43,849,

350  

109,815

,019  
0  0  

12,384,

450  

365,143

,635  
-- -- 

证券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

披露日期 
 

证券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

披露日期（如有) 
 

六、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8 

七、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8 年 07 月 05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情请参阅公司 2018 年 7 月 6 日在巨潮资

讯网披露的《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2018 年 07 月 24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情请参阅公司 2018 年 7 月 26 日在巨潮

资讯网披露的《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2018 年 09 月 26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情请参阅公司 2018 年 10 月 8 日在巨潮

资讯网披露的《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九、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十、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董事长：王进 

                                                                             二○一八年十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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