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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关系活动类

别 

 

□特定对象调研        □分析师会议 

□媒体采访            √业绩说明会 

□新闻发布会          □路演活动 

□现场参观  

□其他 （请文字说明其他活动内容） 

参与单位名称及人

员姓名 

参与深圳能源 2020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的投资者 

时间 2021年 5 月 12 日 15:30-17:00 

地点 全景网“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http://ir.p5w.net） 

上市公司接待人员

姓名 

董事长熊佩锦先生、总裁李英峰先生、财务总监马彦钊

先生、董事会秘书周朝晖先生 

投资者关系活动主

要内容介绍 

 

第一部分：董事长致辞 

尊敬的各位投资者大家好，首先，我谨代表公司董

事会和全体员工，对一直以来关心和支持公司发展的各

界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回首 2020年，新冠疫情席卷全球，深刻影响着国内

外政治经济环境，全球经济增速显著下滑，中国经济继

续承压，国内能源变革方兴未艾，市场竞争进一步加剧。

在股东单位的直接领导和大力支持下，公司牢牢把握深

圳市“双区”建设历史机遇，深入贯彻“精细管理年”

策略，优化能源结构，转换增长动能，深化企业改革，

释放治理效能，通过深层次的改革创新坚实迈向高质量

发展阶段，在逆境中取得了优异的发展成绩，全面完成

了“十三五”发展目标，科学谋划“十四五”战略规划，

以优异成绩献礼深圳经济特区建立 40周年。 

下面我将按照以下四方面向大家介绍公司 2020 年

度业绩完成情况，以及对未来工作的规划和展望。 

一、公司简介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9月在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于 2007 年 12 月实现整体上市，开创了国

内电力公司整体上市的先河。 



二、年度业绩 

2020 年公司以壮大规模为基础，以加速转型为核

心，量质并举、科学系统推进绿色低碳化转型，取得了

显著成效。公司可控总装机达到 1,274.11万千瓦，煤电、

气电、可再生能源装机比例为 36.4：19.2：44.4，清洁

能源占比超过 60%，并有多个新能源项目相继取得核准、

开工建设。垃圾日处理能力达 2.68万吨。天然气年供应

量首次突破 10亿立方米，产能体量纷纷迈上新台阶。可

再生能源、环保和城市燃气利润占比进一步提高，成为

公司主业利润增长的主要来源，转型升级成效显著。 

2020 年公司总资产达到 1,140.62 亿元，同比增长

18.68%；归属母公司净资产达到 379.63亿元，同比增长

26.18%；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04.55 亿元，同比微降

1.74%；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 61.92 亿元，同比增长

19.08%，全年实现利润总额 45.62 亿元，较去年翻番，

创造历史最高水平。公司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

14.57%，同比增加 6.81个百分点，在同行业中表现突出。

公司资产负债率 63.31%，连续多年保持在合理水平。 

在快速发展的同时，我们始终不忘回馈股东。在利

润分配方面，2019年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采取“现金

分红+送红股”的利润分配政策，共计派发现金 1.98 亿

元，送红股 7.93亿股，分红后填权效应显著，为股东创

造了多元化的投资回报。2020年，公司进一步提高现金

分红力度，拟以年末总股本 47.57 亿股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2.6元（含税），现金分红金

额约为 12.37亿元。 

三、重点工作回顾 

2020年，公司高举精细化管理年旗帜，全面深化改

革，进一步提升发展质量。第一，持续升级公司营运模

式，企业科学管理水平不断提高。第二，财务体系转型

升级稳步推进，资本运作深化产融结合。第三，积极推

进国企综改行动计划，不断优化管控模式，持续提高发

展质量。 

四、未来展望 

2021年，站在下一期五年规划的起点，面对崭新的

变革与挑战，我们将系统开展战略宣贯，全面落实推进

“十四五”战略规划，凝聚发展共识，着力打造“四核

双驱”新产业体系。持续深化能源结构转型升级，紧密



围绕“30·60双碳目标”，以更积极的姿态融入绿色低

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建设，以更自信的姿态立足湾区，

以更坚实的步伐迈向全国，以更昂扬的斗志拥抱世界，

为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能源与环保综合服务商而努力

奋斗。 

接下来，热诚欢迎各位投资者就您们所关心的问题

进行提问。  

第二部分：投资者提问及回复 

一、首先恭喜公司在 2020 年度取得了亮眼的业绩，

各项财务指标较往年都有大幅提升。请财务总监解读一

下 2020 年年报中的财务数据。另外，今年公司在年报

中按业务板块、区域披露了相关情况，对投资者了解企

业经营情况有较大的帮助，也请财务总监结合相关数据

详细分解公司各业务板块的经营情况。谢谢。 

财务总监马彦钊：首先，感谢投资者对公司业绩的

肯定。2020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04.55 亿元，实现利

润总额 45.62 亿元、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39.84 亿元，

创历史最高水平。总资产达到 1,140.62亿元，同比增长

18.68%，总负债为 722.08 亿元，同比上升 15.48%，净

资产为 418.54 亿元，同比增长 24.62%，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379.63亿元，同比上升 26.18%。 

经过近几年的发展，公司已逐渐构建起以能源电力、

能源环保、能源燃气为核心的产业发展格局，2020年度

按照深交所的要求分行业、分区域进行相关数据的披露，

可以更好的反映公司目前的发展情况。2020年度，公司

实现营业收入 204.5亿元，其中电力板块实现收入 109.5

亿元，占营业收入比 53.55%；环保板块实现收入 26.3

亿元，占营业收入比 12.86%；燃气板块实现收入 20 亿

元，占比 9.78%；运输板块实现收入 2.3 亿元，占营业

收入比 1.12%；其他业务实现收入 46.3亿元，占营业收

入比 22.64%。 

从利润构成情况看，2020年环保板块新项目投产效

益显著，贡献净利润 6.76亿元，与风光水电利润占比进

一步提高，已成为公司主业利润增长的主要来源。谢谢

投资者的提问。 

二、根据公司的宣传报道，2020 年是公司的“精细

管理年”，请问公司是如何开展精细化管理工作的，是

否对公司的高质量发展起到了预期的作用？ 



总裁李英峰：感谢投资者对公司经营管理的密切关

注。2020年，我们深入贯彻精细管理工作部署，坚持将

精细管理贯穿生产经营各个环节，细化指标，落实责任，

做到向精细管理要动力、要活力、要效益。一是围绕过

程管控加强预算引领；二是抓住窗口期降低燃料采购成

本；三是加强财务管控降低资金成本；四是加强运营管

理降低生产成本。谢谢投资者的提问。 

三、在习总书记提出了“30.60”的双碳目标下，

公司面临了哪些挑战和机遇？ 

董事长熊佩锦：“30.60”的双碳目标的宣布，必将

对电力行业未来 40年的发展带来深刻而巨大的影响。带

来的机遇：首先，电力行业清洁低碳发展目标更加明确

清晰；其次，新能源发电将进入规模化“倍速”发展阶

段；再次，储能、氢能等新兴业态发展前景广阔；再者，

碳市场将为电力行业低碳化发展发挥更加重要的基础性

作用。面临的挑战：第一，新能源补贴退坡趋势已定；

第二，资源和需求逆向分布导致部分区域内能源消纳仍

面临一定挑战；第三，竞争将加剧，未来获取项目的难

度将进一步加大；第四，CCUS（碳捕捉及封存利用）等

减排技术发展利好但前景依然难测。 

未来公司将聚焦“30•60-碳达峰、碳中和”的重大

能源革命，坚持清洁能源特色经营，引领环保产业先行

示范，促进能源科技创新应用，实施以“清洁电力能源、

生态环保、综合燃气、能源国际”为核心，以“能源科

技、金融资本”为驱动的“四核双驱”发展布局，实施

大能源、大环保、大服务、大协同战略，凝心聚力，同

心奋斗，将公司打造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能源与环保

综合服务商。谢谢投资者的提问。 

四、从年报数据上看，公司近几年财务费用逐年提

升，2020 年财务费用达 19 亿元。请介绍一下公司目前

的融资渠道、融资结构、融资成本以及未来的融资计划。 

财务总监马彦钊：的确，公司近几年财务费用逐年

提升，但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公司资产规模从 2018年底

的 851亿元增加到 2020年底的 1141亿元,年复合增长率

为 15.8%，带息负债余额从 441 亿元增加到 558 亿元，

年复合增长率为 12.6%。资产和负债规模的年复合增长

率均为两位数，但财务费用的年复合增长率仅为 3.2%。

公司对资金运作极为重视，将其视为集团战略发展的核



心竞争力之一，不断进行管理创新，力求给股东带来更

高的回报。近几年，集团一直在资金管控方面进行创新，

通过有效的资金运作，近三年平均融资成本大幅下降。

2020年 12月末，公司合并口径的融资总额达 668.42亿

元，其中贷款 287.8亿元，占比 43.06%；债券融资 380.61

亿元，占比 56.94%。公司通过内外部融资体系良好运作，

在保障产业布局的基础上，严格控制融资成本，至 2020

年末，融资成本已降低至 4.1%。未来公司将根据投资计

划，不断探索创新融资渠道，按照“长期平衡、短期调

整、结构合理、成本最优”的原则进行资金管理，为公

司可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资金保障。谢谢投资者的提问。 

五、同其他能源企业相比，公司业务综合，产业布

局和区域分布广。请问在项目开发和获取上，公司如何

做好统筹协调，支撑公司后续的高速发展？ 

总裁李英峰：近年来，公司聚焦低碳清洁能源和城

市环境治理两个战略定位，坚持清洁电力、生态环保、

综合燃气、能源国际四大产业布局，推动集团从单一发

电企业向综合性能源企业转变，从地区性企业向全国性、

国际化企业转变。经过多年奋斗，集团产业布局拓展至

国内 24个省市和亚洲、非洲、大洋洲等海外地区。像这

位投资者所说的，业务综合，产业布局和区域分布广。

未来，在项目开发和获取上，公司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做

好统筹协调，支撑公司继续高速发展：一是产业方向方

面。贯彻“清洁电力做优，生态环保做大，综合燃气做

实，能源国际做强”的战略。二是发展区域方面。将紧

抓粤港澳大湾区和深圳先行示范区“双区”建设重大历

史机遇，立足湾区，面向全国，放眼世界。三是发展机

制方面。充分发挥集团布局广的优势，试点区域协同机

制，在协同区域由已有的企业牵头，协助集团其他产业

平台公司开发项目，做到以点带面，协同发展。四是投

资风险控制方面。聚焦主业、聚焦优势板块，充分发挥

集团在能源领域沉淀多年的人才、技术、管理经验。新

领域、新技术的研究应用采用先尝试、摸索，设定好边

界，把握住底线，成熟后再规模化发展。谢谢投资者的

提问。 

六、2020 是十三五的收官之年，请简要介绍一下十

三五期间公司的发展和取得的成果。 

董事长熊佩锦：“十三五”期间，面对国际政治经



济形势复杂多变、国内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等诸多挑战

以及电力行业消费趋缓、电力市场产能相对过剩与局部

电力供应紧张矛盾加剧、电价持续下调、补贴退坡加快、

燃料价格高企等多重困难，公司始终保持战略定力，紧

紧围绕“十三五”规划，加大推进转型升级，坚持规模

扩张与效益提升并重，全面完成了战略规划目标。 

财务成果：公司总资产从581亿元增加至1141亿元，

基本实现翻番；净资产从 249 亿元增加至 419 亿元，增

长 68.30%；累计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867亿元，实现利润

总额 114 亿元；累计现金分红 24.99 亿元（含永续债利

息 3.975亿元），成功实现了再造一个“深圳能源”的宏

伟目标。转型发展成果：公司在“抓增量”的同时不忘

“促转型”，低碳清洁能源和城市燃气业务的比重不断扩

大，煤电、气电、可再生能源装机比例达到 36.37：19.23：

44.40，可再生能源、环保和城市燃气利润已成为利润增

长的主要来源，绿色低碳化转型成效显著，为“十四五”

及未来更长远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公司产业布局

拓展至国内 24个省市和亚洲、非洲、大洋洲等海外地区，

拥有 34家全资或控股公司。改革创新与管理提升成果：

公司始终坚持战略引领，加大改革创新力度，持续推进

管理创新、技术创新、产业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全力

推进国企综合改革、管控体系改革、长效激励约束机制

改革，建立了“集团公司-产业平台-经营单位”三级管

控体系，建立了增量业绩决定增量激励的考核分配机制，

充分调动各级骨干的主动性、创造性。同时，强化精细

管理，深入挖掘内部潜力，大力开展降本增效，补足短

板、锻造长板，提升整体管理效能，为公司发展注入源

源不断的活力和动能，不断壮大公司的内生动力。获得

奖项方面：“十三五”以来，公司先后荣获能源企业全球

竞争力 500强、中国企业 500强、改革开放 40 周年广东

省优秀企业、深圳特区 40周年最受尊敬 40家上市公司、

保尔森可持续发展奖大奖、深圳市市长质量奖、上市公

司杰出管理团队奖、上市公司监事会卓有成效 30 强等

等。谢谢投资者的提问。 

七、按照公司年报披露的情况，市场化电量占比

51.05%，公司也成立了全资子公司统筹公司的市场化电

力营销工作。请问随着我国加紧深化电力体制改革,推

进电力市场化建设，现货交易逐步成熟。公司具体如何



推进该项工作的开展？ 

总裁李英峰：国家推进电力市场化改革以来，公司

逐步研究建立了以市场为导向，以客户需求为中心的电

力市场营销体系，培育和提升了售电服务和市场营销能

力，积极应对实时竞价时代的到来。 一方面积极参与双

侧交易，紧跟电力市场化改革浪潮。公司旗下全资的深

圳能源售电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5年 9月，是广东省首批

获准开展电力市场化交易的售电公司（交易代码 SD05）。

另一方面公司不断推进发售协同，实现集团整体利益最

大化。公司建立了全集团发电成本模型，统筹协调燃料

采购、发电、售电全产业链，实现集团整体利益最大化。

燃料采购方面，通过内部市场化定价机制，激励企业配

合集团天然气自主采购消纳；加强燃料采购与电力市场

化交易的协同，每月公布销售基准价格及调整办法，按

航次结算煤款，推进电厂月度综合成本测算精细化。市

场交易方面，根据燃料价格趋势和成本确定电力市场交

易策略，积极组织集团广东省内电厂参与发电权、月度

竞价和电力现货等电力市场交易，全力争取有收益的市

场电量。谢谢投资者的提问。 

本次业绩说明会沟通过程中，公司董事长、总裁、

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等与投资者进行了充分的交流与

沟通，严格按照有关制度规定，没有出现未公开重大信

息泄露等情况。 

附件清单（如有）  

日期 2021年 5 月 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