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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93                          证券简称：闽东电力                          公告编号：2019临-39 

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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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闽东电力 股票代码 000993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陈凌旭 倪晓睿 

办公地址 
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蕉城南路 68号东晟

泰丽园 1号楼 3层 

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蕉城南路68号东晟泰

丽园 1号楼 3层 

电话 (0593) 2768811 (0593) 2768888 

电子信箱 mepclx@126.com nixiaorui@126.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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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324,603,433.29 202,774,638.90 60.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39,545,411.11 -93,353,520.75 249.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87,238,595.43 -91,572,317.78 19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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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90,695,993.88 -11,981,409.86 856.9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047 -0.2039 249.4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047 -0.2039 249.4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13% -4.27% 1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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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80,406,586.73 3,833,435,071.26 1.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037,926,100.14 1,844,793,635.77 10.47%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2,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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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德市国有资

产投资经营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47.31% 216,673,883 18,203,883   

福建省投资开

发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国有法人 14.58% 66,747,572 66,747,572   

杨涛 境内自然人 0.53% 2,421,10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0.26% 1,208,200    

陈其城 境内自然人 0.22% 990,014    

周文 境内自然人 0.17% 799,649    

孙继珍 境内自然人 0.17% 760,000    

梁庆中 境内自然人 0.15% 700,000    

陈勇 境内自然人 0.15% 664,578    

闫德福 境内自然人 0.14% 62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公司前十名股东中，股东宁德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也不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公司未知

其他流通股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也未知其他流通股股东是否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持

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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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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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本报告期，公司紧紧围绕年度工作目标，狠抓安全生产，强化经营管控，规范内部管理，经过公司系统上下共同努力，

公司项目建设成效明显，企业文化建设稳步推进，党的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全面加强。本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为32460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12183万元，增幅60.08%；实现营业利润14896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23699万元，增幅为269.21%；归

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3955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23290万元，增幅为249.49%，主要原因系本报告期水电及风电行业净

利润增加、上年末船舶行业参股公司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已减记至0，本报告期不再确认投资损失以及本报告期完成武汉

楚都100%股权转让，确认投资收益增加。 

    （1）电力板块 

       本公司的主营业务为水力、风力发电，公司目前所属十一家水力发电分公司、三家水力发电控股子公司、三家风力

发电控股子公司。公司下属二十二座水力发电站分布在福建省宁德市除古田县以外的其他县（市、区），并主要向宁德市电

业局或其下属各供电分公司趸售上网电量；公司下属三座风力发电站，主要向辽宁省电力公司、吉林省电力公司、福建省电

力公司趸售上网电量。公司水电上网电量目前执行综合上网电价为0.3549元/千瓦时（不含税）；风电上网电量目前执行综

合上网电价为0.5211元/千瓦时（不含税）。 

      本报告期公司完成发电量66542万千瓦时，较上年同期增加94.26%；完成售电量65121万千瓦时，较上年同期增加

94.83%；主要原因系本报告期降雨量较上年同期增加，使发、售电量较上年同期增加。；公司完成风力发电量16287万千瓦

时，较上年同期增加51.24%，完成风力售电量15844万千瓦时，较上年同期增加51.37%，主要原因系本报告期白城、营口发

售电量较上年同期增加及浮鹰岛风电全面投产，发售电量增加。 

    （2）地产板块   

        报告期末本公司拥有一家全资子公司宁德市东晟房地产有限公司（本报告期武汉楚都房地产有限公司已完成100%

股权转让）。本报告期实现营业收入245万元（其中房地产销售收入179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了86.62%，实现营业利润-285

万元。营业利润亏损主要系东晟地产项目处于尾盘销售阶段且无新的楼盘可销售。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1、财政部于2017年3月31日分别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2017年修订）》（财会【2017】

7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2017年修订）》（财会【2017】8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

（2017 年修订）》（财会【2017】9号），于2017年5月2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2017年修订）》

（财会【2017】14 号）（上述准则以下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境内上市企业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

准则。经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通过，本公司于2019年1月1日执行上述新金融工具准则，

对会计政策的相关内容进行调整。 

主要变更内容如下：①以企业持有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和“金融资产合同现金流量特征” 作为金融资产分类的

判断依据，将金融资产分类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和“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三类。②调整了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的会计处理。允许企业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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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交易性权益工 具投资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进行处理，但该指定不可撤销，且在处置时应将

之前已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累计利得或损失转入留存收 益，不得结转计入当期损益。③金融资产减值会计由“已发生损失

法”改为“预期损失法”，要求考虑金 融资产未来预期信用损失情况，从而更加及时、足额地计提金融资产减值准备。④

进一步明确金融资产转移的判断原则及其会计处理。⑤套期会计准则更加强调套期会计与企业风险管理活动的有机结合，更

好地反映企业的风险管理活动。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①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公司调整列报金融工具相关信息，将原“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划分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即 “交易性金融资产”和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

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即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列报，并根据其公允价值调整2019年期初留存收益和其他 综合收益。本次

调整不会对2018年度报告期所有者权益、净利润产生影响。 ②将原列示为“资产减值损失”的金融资产减值损失作为“信

用减值损 失”列报。③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财会〔2017〕14号） 的规定：“企业比较财务报表

列报的信息与本准则要求不一致的，不需要按照本 准则的要求进行调整”，公司在编制2019年各期间财务报告时，调整2019

年年初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时，对可比期间的比较数据不予调整。 

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财会〔2019〕6号），本集团对财务报表格式

进行了以下修订： 

A、资产负债表 

将“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拆分为“应收票据”、“应收账款”两个项目 

将“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拆分为“应付票据”、“应付账款”两个项目 

 新增“应收款项融资”项目，反映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等。 

B、利润表项目 

 新增“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项目，反映企业因转让等情形导致终止确认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

融资产而产生的利得或损失 

 新增“净敞口套期收益（损失以“-”号填列）”项目，反映净敞口套期下被套期项目累计公允价值变动转入当期损

益的金额或现金流量套期储备转入当期损益的金额 

 将“资产减值损失”、“信用减值损失”项目位置移至“公允价值变动收益”之后  

 将“减：资产减值损失”“减：信用减值损失”调整为“加：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列示）”“加：信用减

值损失（损失以“—”列示）” 

C、现金流量表项目 

现金流量表明确了政府补助的填列口径，企业实际收到的政府补助，无论是与资产相关还是与收益相关，均在“收到

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项目填列。 

D、所有者权益变动表项目 

明确了“其他权益工具持有者投入资本”项目的填列口径，反映企业发行在外的除普通股以外分类为权益工具的金融

工具持有者投入资本的金额。  

（2）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本报告期内，本公司无重大会计估计变更。 

（3）首次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项目情况 

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2019年01月01日 调整数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220,377,293.37   220,377,293.37   

  交易性金融资产    93,912,776.96  93,912,776.96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121,823,231.23   121,823,231.23   

  应收款项融资    

  预付款项  20,217,413.34   20,217,413.34   

  其他应收款  25,955,662.60   25,955,66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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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9,147,014.41   9,147,014.41   

  存货  543,566,366.93   543,566,366.93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

产 

   

  其他流动资产  115,712,456.63   115,712,456.63   

流动资产合计  1,047,652,424.10   1,141,565,201.06   93,912,776.96 

非流动资产：    

  债权投资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67,089,165.16   - 67,089,165.16  

  其他债权投资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176,971,165.53   176,971,165.53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14,617,400.00   14,617,400.00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投资性房地产  136,657,866.26   136,657,866.26   

  固定资产  1,906,988,501.98   1,906,988,501.98   

  在建工程  326,653,775.33   326,653,775.33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使用权资产    

  无形资产  86,454,465.21   86,454,465.21   

  开发支出    

  商誉  47,400,171.60   47,400,171.60   

  长期待摊费用  9,300,684.44   9,300,684.44   

  递延所得税资产  8,868,289.21   8,868,289.21   

  其他非流动资产  19,398,562.44   19,398,562.44   

非流动资产合计  2,785,782,647.16   2,733,310,882.00  -52,471,765.16 

资产总计  3,833,435,071.26   3,874,876,083.06  41,441,011.80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589,000,000.00   589,000,000.00   

  交易性金融负债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122,544,408.67   122,544,408.67   

  预收款项  20,968,481.03   20,968,481.03   

  应付职工薪酬  61,246,649.06   61,246,649.06   

  应交税费  16,149,920.63   16,149,920.63   

  其他应付款  65,254,184.49   65,254,184.49   

   其中：应付利息  1,953,709.16   1,953,709.16   

      应付股利  46,920.00   46,920.00   

  持有待售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

债 

 143,159,228.52   143,159,228.52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1,018,322,872.40   1,018,322,872.40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674,910,000.00   674,9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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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长期应付款  34,842,005.86   34,842,005.86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169,396,875.93   169,396,875.93   

  预计负债  1,625,040.40   1,625,040.40   

  递延收益  2,465,076.33   2,465,076.33   

  递延所得税负债  8,258,725.64   8,258,725.64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891,497,724.16   891,497,724.16   

负债合计  1,909,820,596.56   1,909,820,596.56   

所有者权益：    

  股本  457,951,455.00   457,951,455.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1,649,392,451.17   1,649,392,451.17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24,874,859.91   24,874,859.91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287,425,130.31   -245,984,118.51  41,441,011.8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

计 

 1,844,793,635.77   1,886,234,647.57  41,441,011.80 

  少数股东权益  78,820,838.93   78,820,838.93   

所有者权益合计  1,923,614,474.70   1,965,055,486.50  41,441,011.80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3,833,435,071.26   3,874,876,083.06  41,441,011.80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2019年01月01日 调整数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187,584,108.87   187,584,108.87  

  交易性金融资产    93,912,776.96  93,912,776.96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16,486,779.13   16,486,779.13   

  应收款项融资    

  预付款项  8,170,841.35   8,170,841.35   

  其他应收款  1,184,202,672.50   1,184,202,672.50   

   其中：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153,929,995.02   153,929,995.02   

  存货  2,017,611.78   2,017,611.78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

产 

   

  其他流动资产  4,746,324.33   4,746,324.33   

流动资产合计  1,403,208,337.96   1,497,121,114.92   93,912,776.96 

非流动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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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债权投资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67,089,165.16   - 67,089,165.16  

  其他债权投资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1,468,412,865.10   1,468,412,865.10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14,617,400.00   14,617,400.00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投资性房地产  8,273,301.52   8,273,301.52   

  固定资产  423,616,389.93   423,616,389.93   

  在建工程  41,039,597.13   41,039,597.13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使用权资产    

  无形资产  2,937,278.29   2,937,278.29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9,300,684.44   4,066,992.97   

  递延所得税资产  8,868,289.21    

  其他非流动资产  19,398,562.44   2,394,915.03   

非流动资产合计  2,785,782,647.16   1,965,358,739.97  -52,471,765.16 

资产总计  3,833,435,071.26   3,462,479,854.89  41,441,011.80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589,000,000.00   589,000,000.00   

  交易性金融负债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20,481,509.22   20,481,509.22   

  预收款项  732,890.34   732,890.34   

  应付职工薪酬  42,326,374.88   42,326,374.88   

  应交税费  2,338,492.11   2,338,492.11   

  其他应付款  647,626,074.43   647,626,074.43   

   其中：应付利息  1,099,126.88   1,099,126.88   

      应付股利  46,920.00   46,920.00   

  持有待售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

债 

 19,000,000.00   19,000,000.00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1,321,505,340.98   1,321,505,340.98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180,500,000.00   180,500,000.00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长期应付款  1,648,000.00   1,648,000.00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156,306,279.20   156,306,279.20   

  预计负债    

  递延收益  1,390,000.00   1,390,000.00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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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流动负债合计  339,844,279.20   339,844,279.20   

负债合计  1,661,349,620.18   1,661,349,620.18   

所有者权益：    

  股本  457,951,455.00   457,951,455.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1,659,948,832.48   1,659,948,832.48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24,874,859.91   24,874,859.91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383,085,924.48   -341,644,912.68  41,441,011.8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

计 

 1,759,689,222.91   1,801,130,234.71  41,441,011.80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  1,759,689,222.91   1,801,130,234.71  41,441,011.80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3,421,038,843.09   3,462,479,854.89  41,441,011.80 

调整情况说明 

财政部于2017年颁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2017】7号)、《企业会计

准则第 23号——金融资产转移》(财会【2017】8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财会【2017】9号)及《企业

会计准则 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财会【2017】14号)，本公司于2019年01月01日起执行上述新金融会计准则。根据新

金融工具准则要求，公司将原“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划分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即“交易性金

融资产”和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即“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列报，并根据其公允价值调整

2019年期初留存收益。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19年6月18日，本公司将持有的武汉楚都股权转让，本报告期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郭嘉祥 

 

 

                                                                            2019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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