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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720                     证券简称：*ST 新能                     公告编号：2018-075 

 

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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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吴永钢、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彤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刘太勇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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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92,071,409.25 9,033,398,135.37 -36.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666,082,893.15 1,114,192,302.30 4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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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5,385,662.57 -41.02% 1,109,181,351.55 -42.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089,685.38 98.50% 555,398,462.31 195.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7,039,482.19 98.52% -12,059,259.52 97.9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 1,214,366,326.03 870.9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55 98.50% 0.4307 195.8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55 98.50% 0.4307 195.8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42% 43.45% 39.95% 9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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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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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0,00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45,077.97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567,314,402.94 

2018年上半年，公司实施重大

资产出售，根据公司与华能泰山

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山

电力公司”）签署的《资产出售

协议之补充协议》及《资产交割

确认书》，本公司向泰山电力公

司出售截至评估基准日 2017 年

7月 31日母公司账面除应收股

利、应交税费及所持有的鲁能泰

山曲阜电缆有限公司曲阜电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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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股权外的全部资产和负债，

双方于 2018年 2月 1日对标的

资产进行了交割，实现转让收益

56,731.44万元。 

减：所得税影响额 15,636.1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43,369.84  

合计 567,457,721.8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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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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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能能源交通产

业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3.26% 300,007,395 114,126,636  0 

南京华能南方实

业开发股份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17.36% 223,910,769 223,910,769 质押 111,955,384 

广东世纪城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6.84% 88,153,557 88,153,557  0 

张秀东 境内自然人 0.77% 9,921,001 0  0 

王啸宇 境内自然人 0.50% 6,454,528 0  0 

杜俊清 境内自然人 0.48% 6,179,559 0  0 

宗序梅 境内自然人 0.46% 5,896,300 0  0 

王林怀 境内自然人 0.26% 3,376,950 0  0 

陈军奇 境内自然人 0.23% 2,969,600 0  0 

郭红晓 境内自然人 0.22% 2,896,50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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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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能能源交通产业控股有限公司 185,880,759 人民币普通股 185,880,759 

张秀东 9,921,001 人民币普通股 9,921,001 

王啸宇 6,454,528 人民币普通股 6,454,528 

杜俊清 6,179,559 人民币普通股 6,179,559 

宗序梅 5,896,300 人民币普通股 5,896,300 

王林怀 3,376,950 人民币普通股 3,376,950 

陈军奇 2,969,600 人民币普通股 2,969,600 

郭红晓 2,896,500 人民币普通股 2,896,500 

北京盛世华轩投资有限公司 2,755,948 人民币普通股 2,755,948 

范红 2,275,600 人民币普通股 2,275,6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1、公司第一、二大股东存在关联关系。2、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也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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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报告期末，股东宗序梅通过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

司股份 5,896,3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0.46%；股东王林怀通过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份 2,127,95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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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上半年，公司实施重大资产出售，根据公司与泰山电力公司签署的《资产出售协议之补充协议》

及《资产交割确认书》，本公司向泰山电力公司出售截至评估基准日2017年7月31日母公司账面除应收股

利、应交税费及所持有的曲阜电缆公司51%股权外的全部资产和负债，双方于2018年2月1日对标的资产进

行了交割，由此引起公司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期末余额较年初余额变化较大。与上年同期相比较，

公司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减少四家，分别为：山东华能莱芜热电有限公司、山东华能聊城热电有限公司、山

东华能莱州风力发电有限公司及山东新能泰山西周矿业有限公司。公司财务报表合并范围现有三家，分别

为：南京宁华世纪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华世纪”）、南京宁华物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华物

产”）和鲁能泰山曲阜电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曲阜电缆”）。 

公司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引起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变动较大。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变动情况 

项   目 本报告期末（元） 上年度末（元） 变动幅度（%） 

预付款项 32,539,798.70  13,725,739.81  137.07  

其他流动资产 192,388,846.37  49,256,744.40  290.58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0,000,000.00  421,062,244.66  -97.63  

长期股权投资 50,020,000.00  17,851,559.07  180.20  

固定资产 73,881,745.76   3,290,467,049.45  -97.75  

无形资产 7,371,032.44  175,176,730.00  -95.79  

非流动资产合计 558,119,834.79  4,334,627,548.20  -87.12  

资产总计 5,692,071,409.25   9,033,398,135.37  -36.99  

短期借款 625,000,000.00  2,428,000,000.00  -74.26  

预收款项 2,012,339,783.86  452,559,251.76  344.66  

应付职工薪酬 4,058,170.50  323,145,444.62  -98.74  

应交税费 10,772,233.08  35,576,790.61  -69.72  

其他应付款 66,374,968.86  228,081,801.49  -70.90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54,909,208.45  968,793,944.96  -94.33  

流动负债合计 3,133,583,864.97  4,917,619,349.57  -36.28  

长期借款 780,000,000.00  2,644,654,000.00  -7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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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延收益   21,605,937.51  -100.00  

非流动负债合计 807,044,967.45  2,691,828,616.96  -70.02  

负债合计 3,940,628,832.42  7,609,447,966.53  -48.21  

未分配利润  -453,788,447.40  -1,009,186,909.71  55.03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合计 1,666,082,893.15  1,114,192,302.30  49.53  

少数股东权益 85,359,683.68  309,757,866.54  -72.44  

上述资产负债表项目的变动除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引起的外，还有以下项目发生变动： 

1、预付账款增加：主要原因是公司子公司宁华世纪公司及曲阜电缆公司预付的工程款及材料款增加

所致。 

2、其他流动资产增加：主要原因是本期子公司宁华世纪公司预缴的增值税、土地增值税等。 

3、长期股权投资增加：主要原因是本期公司对江苏智链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投资5,002万元所致。 

4、预收账款增加：主要原因是本期子公司宁华世纪公司预收的售房款。 

5、未分配利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增加：主要原因是公司实施重大资产出售，实现转让收益

56,731.44万元。 

（二）年初至报告期末利润表项目变动情况 

项    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元） 上年同期（元） 变动幅度（%） 

营业收入 1,109,181,351.55  1,941,300,464.95  -42.86  

营业成本   955,940,667.78  1,872,186,542.95  -48.94  

税金及附加 10,712,427.70  23,312,745.25  -54.05  

销售费用  63,713,254.28  35,828,390.29  77.83  

管理费用  44,969,091.38  313,057,659.02   -85.64  

财务费用   33,685,656.83  118,886,696.30  -71.67  

资产减值损失   6,986,942.85  165,305,731.37   -95.77  

投资收益   571,758,319.45  -2,636,579.72  21,785.61  

营业利润 565,488,686.95  -587,131,499.72   196.31  

营业外收入     520,989.66    7,432,172.75  -92.99  

营业外支出     318,664.78   1,799,375.16  -82.29  

利润总额 565,691,011.83  -581,498,702.13  197.28  

所得税费用 3,147,808.25  15,360,425.59    -79.5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555,398,462.31  -579,415,867.29    195.85  

基本每股收益 0.4307  -0.4493 195.86 

上述利润表项目的变动除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引起的外，还有以下项目发生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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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销售费用增加：主要原因是公司子公司宁华世纪、宁华物产及曲阜电缆销售商品所致。 

2、投资收益、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基本每股收益增加：主要原因是

公司实施重大资产出售，实现转让收益56,731.44万元。 

（三）现金流量表项目变动情况 

项    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元） 上年同期（元） 变动幅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14,366,326.03  -157,511,968.95  870.97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68,749,373.85  -67,259,970.97  945.6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25,605,604.16  -21,775,888.29  -7,365.16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57,510,095.72  -246,547,828.21  163.89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主要是本期子公司宁华世纪预售房产收到预收款增加所致。 

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主要是本期处置子公司股权收到的现金增加所致。 

3、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减少，主要是本期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减少及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增加所致。 

（四）根据财政部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

号）的规定和要求，公司按照该文件规定的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适用于尚未执行新金融准则和新收入

准则的企业）编制财务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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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重大资产出售 

1、2018年1月11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相关议案，同

时于次日披露了《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等公告。 

2、2018年1月18日，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

（非许可类重组问询函[2018]第1号），要求公司就有关问题做出书面说明，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深圳证

券交易所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3、公司收到重组问询函后，随即组织相关各方及中介机构对所涉及的问题逐项进行了回复，并于2018

年1月25日披露《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问询函之回复》

等公告，同时对《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等相关文件

进行了相应的补充和完善。 

4、2018年1月29日，公司召开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

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相关议案，公司向泰山电力公司转让截至评估基准日（2017

年7月31日）上市公司母公司账面除应收股利、应交税费及所持有的曲阜电缆51%股权外的全部资产和负债，

包括公司持有的山东华能莱芜热电有限公司80%的股权、山东华能莱州风力发电有限公司80%的股权、山东

华能聊城热电有限公司75%的股权、山东新能泰山西周矿业有限公司98%的股权、山东泰丰钢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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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75%的股权、华能莱芜发电有限公司15%的股权、特变电工山东鲁能泰山电缆有限公司11.01%的股权（以

下合称为“标的资产”），泰山电力以现金方式支付标的资产的对价，本次交易价格总额为82,861.39万

元。 

5、根据公司与泰山电力签署的《资产交割确认书》，双方同意并确认，鉴于泰山电力已根据《资产

出售协议之补充协议》的约定于2018年1月31日向公司支付完毕本次交易对价的70%，且为便于标的资产的

交割、管理和持续合法经营，就标的资产的交割日确定为2018年2月1日，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3月2

日在指定媒体披露的《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出售实施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8-017）。 

6、根据公司与泰山电力公司签署的《资产出售协议之补充协议》及《资产交割确认书》，2018年7月

公司已按照约定取得了本次重大资产出售交易对价剩余的30%款项。 

7、截止目前，公司已完成山东华能莱芜热电有限公司、山东华能聊城热电有限公司、山东华能莱州

风力发电有限公司、山东新能泰山西周矿业有限公司、山东泰丰钢业有限公司、华能莱芜发电有限公司、

特变电工山东鲁能泰山电缆有限公司的股权过户及工商变更；负债转移手续已完成；房地产过户正在办理

过程中。 

（二）公司董事会于2018年3月14日收到公司董事谭泽平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信。因工作变动，谭泽

平先生申请辞去公司董事、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审计委员会委员职务。谭泽平先生辞职后，不再担任

公司任何职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谭泽平先生的辞职未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

于法定最低人数，其辞职自辞职信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三）4月19日，公司董事会收到胡成钢先生、司增勤先生、初军先生、任宝玺先生、张荣海先生、

王拥军先生的辞职信，公司监事会收到李喜德先生、陈洪东先生的辞职信，具体情况如下： 

胡成钢先生因工作变动，申请辞去公司副董事长、董事、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委员职务。 

司增勤先生因工作变动，申请辞去公司总经理、董事、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董事会提名委

员会委员职务。 

初军先生因工作变动，申请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董事、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职务。 

任宝玺先生因工作变动，申请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董事、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职务。 

李喜德先生因工作变动，申请辞去公司监事、监事会主席职务。 

陈洪东先生因工作变动，申请辞去公司监事职务。 

张荣海先生因工作变动，申请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 

王拥军先生因工作变动，申请辞去公司总会计师职务。 

由于上述董事、监事辞职导致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在公司选举出新董事、监事之前，公司现有董事、监事仍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履行董事、监事职责，辞职申请自公司股东大会选举出新董事、监事后生效，不会影响公司

正常运作。公司将尽快按法定程序选举新的董事、监事。 

上述总经理、副总经理、总会计师即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申请辞职自辞职信送达董事会时生效。 

（四）公司于2018年4月20日召开了2018年第二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聘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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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经理的议案》、《关于聘任副总经理的议案》和《关于设立江苏分公司并聘任分公司负责人的议案》。 

1、经董事长提名，聘任张彤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2、经总经理张彤先生提名，聘任尚涛先生、管健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3、在南京设立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并聘任管健为分公司负责人。 

2018年6月7日，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完成工商登记注册。 

（五）公司于2018年5月15日召开了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增选第八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补选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和《关于补选第八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1、选举张彤先生、石林丛女士、温立先生、王苏先生、尚涛先生为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刘朝安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选举谭泽平先生、周拥军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 

（六）公司于2018年5月15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副董事长的

议案》和《关于确定董事会专业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1、选举温立先生为公司副董事长。 

2、确定董事会各专业委员会人员组成情况如下： 

（1）董事会战略与投资委员会成员由五名董事组成：吴永钢先生为主任委员，张彤先生、温立先生、

刘朝安先生、刘庆林先生为委员。 

（2）提名委员会成员由三名董事组成，刘庆林先生为主任委员，石林丛女士为副主任委员，王凤荣

女士为委员。  

（3）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由三名董事组成，刘朝安先生为主任委员, 尚涛先生为副主任委员，李

玉明先生为委员。 

（4）审计委员会成员由三名董事组成，李玉明先生为主任委员, 王苏先生为副主任委员，王凤荣女

士为委员。  

（七）公司于2018年5月15日召开了第八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选举谭泽平先生担任公司第八届监事

会主席。 

（八）为满足公司转型发展的需要，把握供应链金融发展机遇，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经公司2018年

7月30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批准，公司于2018年7月30日与上海华能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北京云成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永鑫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东莞市金苹果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签订

《江苏智链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发起人设立协议书》，以自有资金5,002万元人民币与上述各方共同出资成

立江苏智链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江苏智链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贰亿元整，其中公司持股比例

为25.01%。2018年9月12日，江苏智链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完成工商登记注册。 

本次公司参与投资江苏智链商业保理有限公司，符合公司发展规划，更是为了把握供应链金融发展机

遇，深化产业与资本融合，全方位介入金融服务领域，实现共享共赢，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 

（九）2018年8月，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务院国资委”）下发了《关于印

发<国企改革“双百行动”工作方案>的通知》（国资发研究[2018]70号），国务院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

决定选取百余户中央企业子企业和百余户地方国有骨干企业（以下简称“双百企业”），在2018—2020年

期间实施国企改革“双百行动”。本公司被纳入本次“双百企业”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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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将积极贯彻党的“十九大”对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作出的新部署新要求，落实高质量发展和国有企

业改革“1+N”政策要求，充分发挥上市公司的优势，按照《国企改革“双百行动”工作方案》中提出的

“五突破、一加强”主要目标的要求，大力推进股权多元化和混合所有制改革，不断健全法人治理结构，

完善市场化经营机制、推行经理层成员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健全激励约束机制、建立起与企业经济效益

和劳动生产率挂钩的工资决定机制，加强党的领导，进一步激发企业活力、创造力和市场竞争力，不断提

升企业市场化、现代化经营水平。  

公司按照国务院国资委的总体部署与指导要求，认真学习领会《国企改革“双百行动”工作方案》，

结合本公司实际，制订完善“双百行动”综合改革实施方案，该方案在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完善市场化经

营机制、建立健全激励约束机制、“三供一业”分离移交、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及党的建设等方面明确了具

体改革目标、改革措施、责任分工等内容，制定工作计划和目标，并履行了相关程序。 

下一步，公司按照“双百行动”综合改革实施方案的工作部署和时限要求，按期推进完成各项具体改

革工作。 

（十）房地产销售、出租情况 

1、南京宁华世纪置业有限公司江山汇C地块住宅项目（江山汇悦山府）于2017年12月对外开盘。截止

2018年10月19日，总累计认购658套，占住宅套数的98%；认购面积6.21万平方米，占住宅面积的97%；认

购金额20.92亿元，占住宅销售金额的97%；回款金额约20.03亿元。 

2018年9月，启动江山汇悦山府商铺销售，首次推盘面积约0.23万平方米。截止2018年10月17日，商

铺认购14套，认购金额约0.33亿元，认购面积约0.05万平方米，回款金额约0.08亿元。 

按照项目计划安排，C地块住宅项目年内具备分期分批交付条件。 

2、南京宁华物产有限公司江山汇金D座项目年初可供出售面积为1.78万平方米，年初至报告期末预售

面积0.17万平方米，结算面积0.34万平方米，剩余面积1.27万平方米。截止报告期末，累计实现销售4670

万元。 

南通房产年初可供出售面积为2.14万平方米，年初至报告期末无预售，结算面积0.68万平方米，剩余

面积1.46万平方米。截止报告期末，累计实现销售3,299万元。 

年初可租赁总面积为5.03万平方米，截止报告期末已出租面积4.11万平方米，出租率81.75%。 

（十一）其他重要事项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公司于 2017年 7月 27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

《关于核准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向华能能源交通产业

控股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

许可[2017]1324号），核准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配套募集资金

事宜，批复自下发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核准文件后，按照文件的有关要求和股东

大会的授权，积极开展相关工作，完成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

但由于资本市场的变化，自取得核准文件以来，公司股票价格大部

分时间较配套募集资金的发行底价有一定差距，最终公司未能在批

复的有效期内实施募集配套资金事宜。根据中国证监会的核准文

2018年 07 月 25日 

公告编号：2018-049，《山东新能

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募集

配套资金批文到期的公告》，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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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该批复到期自动失效。 

鉴于公司原有电力、煤炭等资产出售已完成交割，公司主要业

务目前集中在江苏省南京市，为提高管理效率，降低经营成本，公

司在江苏省南京市设立管理总部，在山东省泰安市仍保留部分工作

职能，在原办公地址办公。公司总部主要办公地址由“山东省泰安

市”变更至“江苏省南京市”。 

2018年 07 月 27日 

公告编号：2018-051，《山东新能

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总部主要办公地址变更的公告，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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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绩预告情况:扭亏 

业绩预告填写数据类型:区间数 

 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累计净利润的预计数（万元） 95,000 -- 120,000 -54,895.63 扭亏为盈 -- --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7366 -- 0.9305 -0.4460 扭亏为盈 -- -- -- 

业绩预告的说明 

    公司 2018 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预计盈利 95,000万元至 120,000万元，主要

原因：1、2018年上半年，公司实施重大资产出售，根据公司与泰山电力公司签署的《资产

出售协议之补充协议》及《资产交割确认书》，本公司向泰山电力公司出售截至评估基准日

2017年 7 月 31 日母公司账面除应收股利、应交税费及所持有的曲阜电缆 51%股权外的全部资

产和负债，双方于 2018年 2 月 1日对标的资产进行了交割，实现转让收益 56,731.44万元；

2、公司全资子公司南京宁华世纪置业有限公司江山汇 C 地块住宅项目（江山汇悦山府）于

2017年 12月对外开盘，截止 2018年 10 月 19 日，总累计认购 658套，占住宅套数的 98%。

按照项目计划安排，C地块住宅项目年内具备分期分批交付条件，预计实现净利润约

45,000-70,000万元。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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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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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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0一八年十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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