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1 

 

证券代码：000690               证券简称：宝新能源              公告编号：2020-040 

债券代码：112483               债券简称：16 宝新 01 

债券代码：112491               债券简称：16 宝新 02 

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一、重要提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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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全体董事均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季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1.3 公司负责人宁远喜先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丁珍珍女士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郭小燕女士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19,647,476,588.04   18,986,191,019.39  3.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0,505,371,290.24   9,500,183,674.72  10.58%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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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9,905,387.27  45.76% 5,617,534,858.20  47.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87,730,894.00  400.97% 1,426,005,478.33  200.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97,252,744.08  260.26% 1,440,094,893.21  330.9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21,919,400.20  222.79% 2,955,722,941.82  189.7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7  428.57% 0.66 20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7  428.57% 0.66 20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68% 增加 5.94 个百分点 14.22% 增加 8.96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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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除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及金额如下：                             单位：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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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57,627.73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4,400,410.91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

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

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67,870,097.52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3,396,452.08  

减：所得税影响额 31,605,843.50 

合计 -14,089,414.88 

2.2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2.2.1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72,206 
报告期末表决权回复的优先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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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条件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 

股份数量 

广东宝丽华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6.00% 348,142,058   

芜湖市富海久泰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5.47% 118,995,755  118,995,755 

宁远喜 境内自然人 4.07% 88,566,325 87,272,494 71,390,000 

张惠强 境内自然人 3.52% 76,500,00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3.09% 67,276,5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10% 45,732,317   

广东一一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8% 27,797,000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工银瑞信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0.92% 20,075,300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方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0.92% 20,075,300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0.92% 20,075,300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时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0.92% 20,075,300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0.92% 20,075,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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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0.92% 20,075,300   

广发基金－农业银行－广发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0.92% 20,075,300   

易方达基金－农业银行－易方达中证金融资产管理

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0.92% 20,075,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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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宝丽华集团有限公司 348,142,058 人民币普通股 

芜湖市富海久泰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18,995,755 人民币普通股 

张惠强 76,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67,276,500 人民币普通股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45,732,317 人民币普通股 

广东一一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7,797,000 人民币普通股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工银瑞信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20,075,300 人民币普通股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方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20,075,300 人民币普通股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20,075,300 人民币普通股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时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20,075,300 人民币普通股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20,075,300 人民币普通股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20,075,300 人民币普通股 

广发基金－农业银行－广发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20,075,300 人民币普通股 

易方达基金－农业银行－易方达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20,075,300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未知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况说明（如有） 

股东张惠强持有公司 76,500,000 股股份，其中普通证券账户持有数量为

21,000,000 股，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数量为 55,500,000 股。 

 

2.2.2 公司前十名普通股股东、前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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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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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3.1.1 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重大变动情况及原因说明                        单位：元 

项目 期末金额 期初金额 变幅 变动原因说明 

货币资金 3,885,774,937.40  2,841,561,556.23  36.75% 主要系本期收入增加导致货币资金增加所致。  

交易性金融资产 1,037,418,796.55  773,192,190.44  34.17% 主要系期末持有的二级市场证券投资增加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1,315,243.20  8,751,627.31  -84.97% 主要系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应收款收回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46,282,266.80  5,564,565.27  731.73% 主要系期末持有的国债逆回购增加所致。 

短期借款 695,501,491.21  50,000,000.00  1291.00% 系流动资金借款增加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156,319,318.61  24,730,000.00  532.10% 系期末应支付的职工薪酬增加所致。 

应交税费 504,663,598.45  184,189,496.54  173.99% 
主要系本期收入增加导致期末计提的税费增加

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733,910,542.09  1,696,091,003.41  -56.73% 主要系系本期偿还一年内到期的中期票据所致。 

递延所得税负债 60,148,206.63  1,236,395.73  4764.80% 
主要系二级市场证券投资公允价值变动较期初

增加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15,761,455.85  -30,121,165.44  47.67% 
主要系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其他综合收

益增加所致。 

    3.1.2 合并利润表项目重大变动情况及原因说明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同期 变幅 变动原因说明 

营业收入 5,617,534,858.20  3,797,129,487.54  47.94% 主要系本期发电收入增加所致。 

税金及附加 58,739,797.31  42,098,886.56  39.53% 主要系本期收入增加导致计提的税金增加所致。  

销售费用 7,385,176.77  5,086,858.17  45.18% 主要系电力交易系统手续费增加所致。 

其他收益 6,300,213.17  1,818,054.51  246.54% 主要系本期取得的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18,047,025.40  84,067,827.86  -121.47% 系本期出售股票，对应历年公允价值确认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2,610,678.61  -1,501,077.05  73.92% 主要系本期计提的信用减值损失增加所致。 

营业外收入 812,781.51  230,140.00  253.17% 主要系本期取得的保险赔款增加所致。 

营业外支出 57,857,627.73  44,494,373.89  30.03% 主要系本期非流动资产处置增加所致。 

所得税费用 515,459,303.04  90,141,204.52  471.84% 
系本期盈利增加导致计提的所得税费用增加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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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 合并现金流量表项目重大变动情况及原因说明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同期 变幅 变动原因说明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 

收到的现金 
6,373,346,454.64  4,328,275,929.89  47.25% 

主要系本期发电收入增加导致收到的现金增加

所致。 

支付的各项税费  542,674,528.28  297,260,984.08  82.56% 主要系本期缴交的税金增加所致。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

有关的现金 
173,227,086.76  107,516,236.95  61.12% 主要系支付的银行保证金所致。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2,654,823,904.97   477,576,501.86  455.90% 系本期收回的投资增加所致。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

现金 
484,288,066.22  106,910,432.38  352.98% 主要系取得的股息红利增加所致。 

投资支付的现金  3,467,618,998.83   703,285,599.79  393.06% 系投资支付的现金增加所致。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1,964,863,000.00  497,112,000.00  295.26% 系本期偿还的中期票据和银行借款增加所致。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

利息支付的现金 
730,745,411.90  525,863,311.57  38.96% 主要系支付的股息红利增加所致。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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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3.2.2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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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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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

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3.5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末，公司按市值排列的前十只证券情况                       单位：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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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

券

品

种 

证券 

代码 

证券 

简称 
最初投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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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

量

模

式 

会

计

核

算

科

目 

资

金

来

源 

股

票 
002939 

长城 

证券 
222,957,849.50  -34,148,700.00       9,293,148.50  -34,148,700.00  472,018,500.00  

公

允

价

值

计

量 

 

交

易

性

金

融

资

产 

自

有

资

金 

 

基

金 
009764 

惠升和

悦债券

C 

400,000,000.00  -119,386,074.70   400,000,000.00        711,415.58  280,613,925.30  

股

票 
300425 

中建 

环能 
58,308,767.04  21,823,918.62       42,197,387.48  21,823,918.62  51,099,451.70  

股

票 
002601 

龙蟒 

佰利 
27,740,921.23  2,551,752.94   35,279,476.87  8,672,956.89  2,551,752.94  30,292,674.17  

股

票 
300657 

弘信 

电子 
21,470,567.45  -708,587.45   21,478,082.16      -708,587.45  20,761,980.00  

股

票 
603688 

石英 

股份 
23,447,569.50  -2,831,731.50   26,170,677.69  3,633,405.29  -2,682,916.50  20,615,838.00  

基

金 
511880 

银华 

日利 
18,243,424.57  48,355.43   139,122,524.20  121,002,125.91  48,355.43  18,291,780.00  

股

票 
00288 

万洲 

国际 
15,692,531.33  -2,961,300.85   15,768,835.42  536,019.67  -2,471,615.30  12,731,230.48  

股

票 
300047 

天源 

迪科 
12,322,897.47  -611,197.47   33,400,083.25  24,670,350.41  -611,197.47  11,711,700.00  

股

票 
300379 东方通 12,413,779.00  -2,078,089.00   13,479,607.33  1,239,141.24  -2,078,089.00  10,335,690.00  

小计 812,598,307.09 -138,301,653.98  684,699,286.92  211,244,535.39  -17,565,663.15  928,472,769.65     

期末持有的其他 

证券投资 
231,860,932.16 -11,234,875.26   224,652,373.64  134,050,456.17   -10,653,125.26   108,946,026.90   

 
 

报告期已出售证券

投资损益 
     94,098,495.67   

 
 

合计 1,044,459,239.25 -149,536,529.24  909,351,660.56  345,294,991.56  65,879,707.26 1,037,418,796.55     

3. 6 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3.7 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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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3.9 违规对外担保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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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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