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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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董事长熊佩锦先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董事常务副总经理王

平洋先生、总会计师赵祥智先生、财务总监俞浩女士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 黄慧卓女士（代）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

整。 

释  义 

释义项 指 释义内容 

本公司、公司、深圳能源 指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国资委 指 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华能国际 指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深能集团 指 深圳市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妈湾公司 指 深圳妈湾电力有限公司 

广深公司 指 深圳市广深沙角 B 电力有限公司 

深能合和公司 指 深能合和电力（河源）有限公司 

环保公司 指 深圳市能源环保有限公司 

财务公司 指 深圳能源财务有限公司 

东莞樟洋公司 指 东莞深能源樟洋电力有限公司 

惠州丰达公司 指 惠州深能源丰达电力有限公司 

资源开发公司 指 深圳能源资源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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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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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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3,060,353.47 2,019,257,683.99 26.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12,265,412.16 204,119,690.72 -45.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04,974,292.45  201,702,384.35  -47.9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06,244,679.59 488,794,785.85 24.0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83 0.0515 -45.0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83 0.0515 -45.0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52% 0.94% 下降 0.42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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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404,165,968.49 60,862,186,184.77 9.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1,704,048,908.21 21,608,048,766.14 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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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4,42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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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400.00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

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6,745,834.68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164,456.36  

减：所得税影响额 67,369.3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18,781.62  

合计 7,291,119.7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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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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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涉及金额（元） 原因 

与资产相关的长期补助摊销 8,169,915.05 

本公司子公司深能合和公司、惠州丰达公司、东莞樟洋公司及妈

湾公司等公司收到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该补助与公司正常经

营业务密切相关，本公司认为其本期合计摊销金额计人民币

8,169,915.05 元不属于非经常性损益，不作为非经常性损益列示。 

垃圾处理及发电增值税退税 18,965,724.38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和劳务

增值税优惠目录的通知》的规定，本公司子公司环保公司在垃圾

用量占发电燃料的比重不低于 80%，并且生产排放达到相关规定

时，以垃圾为燃料生产的电力收入实行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本

公司认为本期收到的即征即退的增值税计人民币 18,965,724.38 元

不属于非经常性损益，不作为非经常性损益列示。 

污水处理增值税即征即退

70% 
927,476.86 

资源开发公司污水经加工处理后符合《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

放标准》（GB18918-2002）规定的技术要求或达到相应的国家或地

方水污染物排放标准中的直接排放限值，以污水处理收入实行增

值税即征即退 70%政策，本公司认为本期收到的即征即退的增值

税计人民币 927,476.86 元不属于非经常性损益，不作为非经常性

损益列示。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32,083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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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国资委 国家 47.82% 1,896,000,775    

华能国际 国有法人 25.02% 991,741,659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2.04% 80,862,759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其他 0.89% 35,275,900    

朱武广 境内自然人 0.47% 18,473,825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0.32% 12,600,000    

嘉实新机遇灵活配置混合型

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26% 10,223,657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传统－普通保险产品

-005L-CT001 深 

其他 0.26% 10,184,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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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14% 5,644,563    

深圳市亿鑫投资有限公司 其他 0.13% 4,985,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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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国资委 1,896,000,775 人民币普通股 1,896,000,775 

华能国际 991,741,659 人民币普通股 991,741,659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80,862,759 人民币普通股 80,862,759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35,275,900 人民币普通股 35,275,900 

朱武广 18,473,825 人民币普通股 18,473,825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12,6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600,000 

嘉实新机遇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

投资基金 
10,223,657 人民币普通股 10,223,657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

通保险产品-005L-CT001 深 
10,184,778 人民币普通股 10,184,778 

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5,644,563 人民币普通股 5,644,563 

深圳市亿鑫投资有限公司 4,985,421 人民币普通股 4,985,42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深圳市国资委系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和深圳市亿鑫投资有限公司的实际控

制人。其它股东未知其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

披露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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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人股东朱武广通过普通账户持有 3,000 股，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8,470,825 股，实际合计持有 18,473,825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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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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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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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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货币资金比年初增加46.39%，主要是对外融资规模扩大所致。 

2.预付款项比年初增加94.51%，主要是预付设备款等增加所致。 

3.其他流动负债比年初增加99.38%，主要是新增发行短期债券所致。 

4.长期借款比年初增加33.40%，主要是本部及子公司对外长期借款增加所致。 

5.营业成本同比上升33.96%，主要是售电量同比增加及燃煤价格上涨所致。 

6.财务费用同比上升46.84%，主要是对外融资规模扩大所致。 

7.投资收益同比下降31.82%，主要是联营企业盈利下降所致。 

8.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同比下降45.00%，主要是燃煤价格上涨、财务费用上升及对联营企业投资

收益下降所致。 

9.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同比变化较大，主要是持有的其它上市公司股票价格下跌减少所致。 

10.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上升较多，主要是本期对外融资净额同比大幅增加所致。 

11.报告期公司所属电厂（不含环保公司）累计实现上网电量48.50亿千瓦时，比上年同期增加30.31%。其

中：燃煤电厂31.61亿千瓦时，燃机电厂9.24亿千瓦时，风电2.36亿千瓦时，光伏发电1.46亿千瓦时，水电

3.83亿千瓦时。报告期公司所属环保公司累计处理垃圾量56.77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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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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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

益变动报告书中

所作承诺 

深能集团、深圳

市国资委和华

能国际 

关于产权

的承诺 

如将来出现因广深公司现有主厂房等

建筑物未取得房屋产权证而被有关部

门罚款或责令拆除的情形，给深圳能

源所引致的任何损失均由深能集团全

额承担。在深能集团按计划注销后，

上述可能产生的给深圳能源带来的罚

款或其他损害，由深能集团股东深圳

市国资委和华能国际按股权比例全额

承担。详见公司 2009 年 5 月 16 日披

露的《关于非公开发行股份收购股权

和资产有关承诺履行情况及独立财务

2009 年 04 月

29 日 
长期 

履行中。                

报告期内未

出现因广深

公司现有主

厂房等建筑

物未取得房

屋产权证而

被有关部门

罚款或责令

拆除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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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问持续督导意见的公告》（公告编

号：2009-029） 

资产重组时所作

承诺 

深圳市国资委 

关于维护

上市公司

独立性的

承诺 

关于维护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详

见公司 2013 年 2 月 6 日披露的《关于

定向增发吸收合并深圳市深能能源管

理有限公司相关方承诺情况的公告》

编号 2013-009） 

2012 年 09 月

27 日 
长期 履行中。 

深圳市国资委 

关于避免

同业竞争

的承诺 

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详见公司

2013 年 2 月 6 日披露的《关于定向增

发吸收合并深圳市深能能源管理有限

公司相关方承诺情况的公告》编号

2013-009） 

2012 年 09 月

27 日 
长期 履行中。 

深圳市国资委 

关于规范

关联交易

的承诺 

关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详见公司

2013 年 2 月 6 日披露的《关于定向增

发吸收合并深圳市深能能源管理有限

公司相关方承诺情况的公告》编号

2013-009） 

2012 年 09 月

27 日 
长期 履行中。 

首次公开发行或

再融资时所作承

诺 

      

股权激励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

股东所作承诺 
      

承诺是否按时履

行 
是 

四、对 2017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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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证券

品种 

证券 

代码 

证券简称 
最初投资成本

（元） 

期初持股数量

（股） 

期初持

股比例 

期末持股数量

（股） 

期末持

股比例 
期末账面值（元） 

报告期损益

（元） 

会计核算

科目 
股份来源 

股票 601211 国泰君安 157,282,388.92 154,455,909 2.03% 154,455,909 2.03% 2,818,820,339.25 60,237,804.51 
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 
收购 

股票 000601 韶能股份 51,827,070.06 16,629,750 1.54% 16,629,750 1.54% 138,193,222.50  
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 
收购 

股票 000333 美的集团 1,830,181.50 2,925,877 0.05% 2,925,877 0.05% 97,431,704.10  
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 
发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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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 000519 中兵红箭 4,100,000.00 3,496,842 0.31% 3,496,842 0.31% 58,781,914.02  
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 
发起人 

股票 600137 浪莎股份 2,300,000.00 1,079,477 1.11% 1,079,477 1.11% 49,051,434.88  
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 
发起人 

股票 000593 大通燃气 1,250,000.00 1,540,000 0.55% 1,540,000 0.55% 16,647,400.00  
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 
发起人 

股票 000539 粤电力 A 11,773,968.24 973,200 0.02% 973,200 0.02% 5,449,920.00  
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 
收购 

股票 600756 浪潮软件 3,139,802.68 317,366 0.10% 317,366 0.10% 6,537,739.60 -787,067.68 
交易性金

融资产 
债务清偿 

股票 600250 南纺股份 3,925,576.90 418,505 0.16% 418,505 0.16% 5,440,565.00 -1,092,298.05 
交易性金

融资产 
债务清偿 

股票 600526 菲达环保 2,384,287.15 293,090 0.05% 293,090 0.05% 3,429,153.00 -172,923.10 
交易性金

融资产 
债务清偿 

股票 600721 百花村 1,196,514.40 77,095 0.03% 77,095 0.03% 1,333,743.50 -97,139.70 
交易性金

融资产 
债务清偿 

其他 834223 永诚保险 163,401,100.00 173,723,000 7.98% 173,723,000 7.98% 163,401,100.00  
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 
发起人 

合计 404,410,889.85 355,930,111 -- 355,930,111 -- 3,364,518,235.85 58,088,375.98 -- -- 

证券投资审批董事会公

告披露日期 
无 

证券投资审批股东会公

告披露日期 
无 

注：公司控股子公司财务公司持有的浪潮软件、南纺股份、菲达环保和百花村股票，为汉唐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破产清算向其

进行债务清偿所得。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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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7 年 01 月 11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公司生产经营及项目进展情况 

2017 年 02 月 08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公司生产经营及项目进展情况 

2017 年 03 月 03 日 实地调研 个人 公司生产经营及项目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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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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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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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八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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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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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对2017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五、证券投资情况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八、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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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