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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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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

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桂冠电力 600236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姓名 张云 

电话 0771-6118880 

办公地址 南宁市青秀区民族大道126号 

电子信箱 zhangyun@ggep.com.cn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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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689,890,482.45 48,071,511,697.85 3,633,065,919.44 -2.87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12,961,122,423.33 14,901,200,689.38 13,108,019,556.96 -13.02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

上年同期增

减(%) 

调整后 调整前 

经营活动产生 3,276,720,215.21 2,492,207,073.86 2,348,201,451.58 31.48 



的现金流量净

额 

营业收入 4,752,438,026.71 4,018,218,496.63 3,633,065,919.44 18.27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1,267,147,655.00 699,218,621.54 741,913,145.31 81.22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347,637,987.39 743,297,186.35 743,297,186.35 81.31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8.45 5.25 5.40 增加3.20个

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21 0.12 0.12 75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21 0.12 0.12 75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68,019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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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

股份数量 

中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51.55 3,125,759,410 2,458,896,717 无   

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25.94 1,573,089,596   未知   

国新博远投资（北京）有限

公司 

国有法

人 

4.31 261,190,000   未知   

北京诚通资本运营有限公

司 

国有法

人 

3.69 223,870,000   未知   

贵州产业投资（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国有法

人 

3.12 189,145,901   未知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其他 0.50 30,541,010   未知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

司 

其他 0.44 26,784,277   未知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欧恒利三年定期开放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38 22,866,200   未知   

广西大化金达实业开发有

限公司 

其他 0.25 15,055,791   未知   



兴业全球基金－兴业银行

－兴全－股票红利特定多

客户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25 14,911,633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前十名股东与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不

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

的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未

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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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2012 年 广

西桂冠电力

股份有限公

司债券（10

年期） 

12 桂冠 02 122192 2012-10-24 2022-10-23 9.3 5.10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不适用  

主要指标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资产负债率 67.13 63.43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6.15 4.67 

 

关于逾期债项的说明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一）2018年上半年主要生产经营指标完成情况 

利润总额:完成利润 17.89亿元，同比增利 7.35亿元，其中水电盈利 19.01 亿元、同比增利

6.57亿元；风电盈利 0.40亿元、同比增利 0.1亿元；火电亏损 1.52亿元、同比减亏 0.78亿元。 

发电量：完成电量 205.76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24.5%。其中，水电 192.41 亿千瓦时，同比

增长 29.4%；火电 10.51亿千瓦时，同比减少 23.6%；风电 2.84亿千瓦时，同比增加 2.0%。 

（二）2018年上半年主要工作进展情况 

1.全力应对电改新政。针对电改各项“规则”，谋划电量经营策略，坚持量价统筹效益最大化。

一是合理制定公司内部水电发电负荷调剂参数，从策略上明晰发电计划、从全局上把控发电配置、

从技术上优化梯级联调，避免发生“五年均值”外电量，压线发电。二是根据“水、火（核）发

电权交易”规则，积极争取合山公司增量电量，为水火交易创造了空间。 

2.电量争取成效显著。全力争取计划电量，其中公司 10家在桂水电厂获得年度发电量计划高

于五年平均发电量 39.76亿千瓦时，比上年实发电量多 27.21亿千瓦时 。电量营销方面，累计签

售电量 43.58亿千瓦时，在全区 122家售电公司中排名第一。 

3.发展建设再结硕果。广西宾阳马王一期风电项目 3 月底实现首台机组投产发电。马王二期

风电项目（100MW）获得核准。 

（三）下一步重点工作 

1.策略经营电量。一是不折不扣、灵活动态地应对形势，高效协同配合，结合实际情况，创

造性地做好电量效益最大化的深度文章。二是坚持把盯“价”、盯“量”、盯“网”努力开拓营销

市场，为合山减亏、水火交易创设条件。三是进一步优化抢发电量的战略、组织、机制、决策、

责任、奖惩、营销、设备、运行等要素的最佳组态。四是不断总结“五年平均基数”约束下发电

效益最大化的计划组织、执行落实、梯级优化、精准调度等要素最佳组合的经验，不断完善“电

量模型”。 

2.确保安全平稳。一要牢固树立“违章就是事故、隐患就是事故、非停就是事故”的安全管

理思想，防微杜渐、关口前移。二要 “严”字当头，“敢”字当先，实施最严格考核追究。三要

严格评价结果运用，深度优化运行。四要夯实“三基”，切实“抓住、盯紧、管好”安全生产。五

要强化外包工程管理，确保风电施工高峰期安全。 

3.抓实减亏行动。通过优化组合电量、煤价、成本、能耗、用工、资本运作等物理量和价值

量，实施合山减亏方案。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