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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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罗成忠 董事 出差在外 张斌 

林晓鸣 董事 出差在外 叶宏 

公司负责人张斌、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杨小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李晋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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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62,142,337.18 3,864,565,691.58 -2.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621,243,714.89 1,528,247,411.97 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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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980,042.07 35.48% 741,062,636.84 52.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44,215,778.55 10.56% 102,321,295.87 -14.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44,298,047.83 11.11% 99,567,112.77 -17.3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269,441,538.97 11.2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85 10.54% 0.2743 -14.9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85 10.54% 0.2743 -14.9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76% 0.20% 6.50%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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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36,438.8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57,215.55  

减：所得税影响额 123,766.03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274.12  

合计 2,754,183.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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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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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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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德市国有资产

投资经营有限公

司 

国家 53.21% 198,470,000 0   

陈其城 境内自然人 0.48% 1,807,900 0   

中央汇金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32% 1,208,200 0   

孙继珍 境内自然人 0.21% 800,000 0   

胡朝华 境内自然人 0.21% 800,000 0   

周文 境内自然人 0.21% 799,649 0   

肖光昱 境内自然人 0.19% 700,000 0   

佘小红 境内自然人 0.18% 684,100 0   

王德丰 境内自然人 0.18% 680,430 0   

黎婉琼 境内自然人 0.17% 618,9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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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德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

司 
198,47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98,470,000 

陈其城 1,807,900 人民币普通股 1,807,90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208,200 人民币普通股 1,208,200 

孙继珍 8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00,000 

胡朝华 8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00,000 

周文 799,649 人民币普通股 799,649 

肖光昱 7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700,000 

佘小红 684,100 人民币普通股 684,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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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德丰 680,430 人民币普通股 680,430 

黎婉琼 618,900 人民币普通股 618,9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前十名股东中，国家股股东宁德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

联关系，也不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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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未知其他流通股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也未知其他流通股股东是否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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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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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资产负债表项目大幅变动情况及原因 

（1）报告期末，货币资金比年初减少50.98%，主要原因系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增加； 

（2）报告期末，应收账款比年初增加49.07%，主要原因系水电、风电应收电费款较年初增加以及东晟地产应收售房款较年

初增加； 

（3）报告期末，应收股利比年初增加537.50%，主要原因系参股公司福建寿宁牛头山水电有限公司已宣告尚未发放的现金股

利； 

（4）报告期末，存货比年初减少30.74%，主要原因系房地产行业东晟地产泰和园项目确认营业收入，同时存货结转营业成

本； 

（5）报告期末，其他流动资产比年初增加33.40%，主要原因系风电行业子公司浮鹰岛和闽电新能源待抵扣进项税额增加； 

（6）报告期末，在建工程比年初增加479.86%，主要原因系风电行业子公司浮鹰岛和闽电新能源在建项目工程投入增加； 

（7）报告期末，固定资产清理比年初增加178.56%，主要原因系水电主业处理报废资产增加； 

（8）报告期末，长期待摊费用比年初增加144.75%，主要原因系房地产行业子公司东晟地产新增的办公楼装修费用； 

（9）报告期末，其他非流动资产比年初增加58.96%，主要原因系风电行业子公司浮鹰岛将预付风电机组及附属设备采购款

重分类至其他非流动资产。 

（10）报告期末，预收款项比年初减少55.75%，主要原因系房地产行业子公司东晟地产泰和园项目确认收入。 

（11）报告期末，应付职工薪酬比年初减少52.34%，主要原因系兑付2016年度效益薪酬； 

（12）报告期末，应交税费比年初增加66.41%，主要原因系房地产行业子公司东晟地产利润增加及水电行业子公司穆阳溪、

黄兰溪利润减少共同导致计提的企业所得税增加。 

（13）报告期末，其他流动负债为0，比年初数减少主要原因系归还了短期融资券及超短期融资券的本金及利息； 

（14）报告期末，未分配利润比年初增加103.69%，主要原因系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增加及分配现金股利减少未分配

利润共同影响所致； 

2、利润表项目大幅变动情况及原因 

（1）本报告期，营业收入比上年同期增加52.51%，主要原因系房地产行业子公司东晟地产确认收入，导致商品房销售收入

增加； 

（2）本报告期，营业成本比上年同期增加121.58%，主要原因系房地产行业子公司东晟地产确认收入，导致营业成本增加； 

（3）本报告期，税金及附加比上年同期增加120.16%，主要原因系房地产行业确认的商品房收入大幅增加，导致税金及附加

较上年同期增加； 

（4）本报告期，销售费用比上年同期增加76.87%，主要原因系房地产行业营销代理费、业务宣传费及广告费增加；  

（5）本报告期，资产减值损失比上年同期增加1524.75%，主要原因系子公司环三实业根据账龄法计提的坏账准备较上年同

期增加以及环三实业上年同期因收回货款冲回坏账准备共同影响所致； 

（6）本报告期，投资收益比上年同期减少121.80%，主要原因系参股公司造船行业及福建寿宁牛头山水电有限公司收益减少； 

（7）本报告期，营业外支出比上年同期减少54.52%，主要原因系子公司环三实业上年同期缴纳增值税罚款； 

3、现金流量表大幅变动情况及原因 

（1）本报告期，收到的税费返还比上年同期增加32.96%，主要原因系风电行业孙公司营口风电和白城风电因“增值税即征

即退50%优惠政策”收到的税费返还较上年同期增加； 

（2）本报告期，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比上年同期减少69.47%，主要原因系上年同期房地产行业子公司楚都地产

收到所得税退税款以及上年同期环三实业收回货款及东晟地产收回往来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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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报告期，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比上年同期减少30.19%，主要原因系子公司东晟地产本报告期支付的工程

款较上年同期减少； 

（4）本报告期，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比上年同期减少56.43%，主要原因系收到参股公司福建寿宁牛头山水电有限公司

现金分红较上年同期减少； 

（5）本报告期，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比上年同期增加39058.59%，主要原因系水电主业

处理报废固定资产取得收益增加； 

（6）本报告期，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比上年同期增加411.01%，主要原因系风电行业子公司

浮鹰岛支付的工程进度款和风机附属设备款以及虎贝风电项目支付的工程进度款增加； 

（7)本报告期，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为0，上年同期主要系支付了并购福安市国电福成水电有限公司

70%股权收购款，本报告期无此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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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2016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方案已于2016年4月28日获得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本次非公

开发行A股股票的方案获得福建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复（详见公司于2016年5月23日披露的《关于非公开发

行股票相关事宜获省国资委批复的公告》[2016临-26]）。根据监管政策及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临

时会议、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明细进行部分调整（详见公司于2016年8月18日披露的相关公告、

2016年9月6日披露的《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2016临-41]），同时获得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详

见公司于2016年9月20日披露的《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受理的公告》[2016临-43]）。 

根据《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第十六条规定，本次非公开发行定价基准日需调整为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临

时会议决议公告日，因此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及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部

分发行方案内容进行了调整（详见公司于2016年12月23日披露的相关公告、2017年1月10日披露的《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决议公告》[2017临-02]）。本次调整2016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部分内容相关事宜获福建省国资委批复（详见公司于

2017年1月6日披露的《关于调整2016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部分内容相关事宜获福建省国资委批复的公告》[2017临-01]）。 

公司于2017年1月12日发布了《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反馈意见回复的提示性公告》及《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

件反馈意见回复》并于上述反馈意见回复披露后2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监会报送反馈意见回复材料。2017年6月6日，中国证

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我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详见2017年6月7日披露的《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中国

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的公告》[2017临-17]）。2017年8月11日我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福建闽东电力股

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1371号）（详见2017年8月12日披露的《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获得

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的公告》[2017临-24]）。截至本报告披露日，该事项正在有序推进中。 

2.公司2016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劵及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劵的方案已获得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公司2016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详见公司于2016年6月25日披露的《公司关于发行公司债券的公告》[2016临-28]、2016年9

月6日披露的《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2016临-41]）。2017年1月收到深交所出具的《关于福建闽东电力股

份有限公司2017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符合深交所转让条件的无异议函》（深证函【2017】18号）（详见2017年1月19日披

露的《收到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符合深交所转让条件无异议函的公告》[2017临-08]）。2017年6月20日，我公司收到中国证

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批复》（证件许可[2017]892号）（详

见2017年6月21日披露的《关于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申请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的公告》[2017临

-18]）。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公司 2016年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的方案

已于 2016年 4 月 28日获得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本次

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方案获得福建省

2016年 04 月 30日 

http://www.cninfo.com.cn/cninfo-ne

w/disclosure/szse_main/bulletin_de

tail/true/1202280529?announceTime=

2016-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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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复

（详见公司于 2016年 5 月 23 日披露的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获省国

资委批复的公告》[2016临-26]）。根据

监管政策及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召开第

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2016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明细进行部分调整（详见公司于 2016年

8月 18日披露的相关公告、2016年 9月

6日披露的《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决议公告》[2016临-41]），同时获得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详见公

司于 2016年 9 月 20日披露的《关于非

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受理

的公告》[2016临-43]）。根据《上市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第十六条

规定，本次非公开发行定价基准日需调

整为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

公告日，因此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

十二次临时会议及 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部分发

行方案内容进行了调整（详见公司于

2016年 12月 23日披露的相关公告、2017

年 1月 10日披露的《2017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2017临-02]）。本

次调整 2016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部分

内容相关事宜获福建省国资委批复（详

见公司于 2017 年 1月 6日披露的《关于

调整 2016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部分内

容相关事宜获福建省国资委批复的公

告》[2017临-01]）。公司于 2017年 1月

12日发布了《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

文件反馈意见回复的提示性公告》及《非

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反馈意见回复》

并于上述反馈意见回复披露后 2个工作

日内向中国证监会报送反馈意见回复材

料。2017年 6 月 6日，中国证监会发行

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我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的申请（详见 2017年 6 月 7日披露

的《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中国

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的公

告》[2017临-17]）。2017年 8 月 11日

我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福建

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2016年 05 月 23日 

http://www.cninfo.com.cn/cninfo-ne

w/disclosure/szse_main/bulletin_de

tail/true/1202333174?announceTime=

2016-05-23 

2016年 08 月 18日 

http://www.cninfo.com.cn/cninfo-ne

w/disclosure/szse_main/bulletin_de

tail/true/1202576184?announceTime=

2016-08-18 

2016年 08 月 18日 

http://www.cninfo.com.cn/cninfo-ne

w/disclosure/szse_main/bulletin_de

tail/true/1202576190?announceTime=

2016-08-18 

2016年 09 月 06日 

http://www.cninfo.com.cn/cninfo-ne

w/disclosure/szse_main/bulletin_de

tail/true/1202676715?announceTime=

2016-09-06 

2016年 09 月 20日 

http://www.cninfo.com.cn/cninfo-ne

w/disclosure/szse_main/bulletin_de

tail/true/1202707997?announceTime=

2016-09-20 

2016年 12 月 23日 

http://www.cninfo.com.cn/cninfo-ne

w/disclosure/szse_main/bulletin_de

tail/true/1202943770?announceTime=

2016-12-23 

2017年 01 月 06日 

http://www.cninfo.com.cn/cninfo-ne

w/disclosure/szse_main/bulletin_de

tail/true/1202993684?announceTime=

2017-01-06 

2017年 01 月 10日 

http://www.cninfo.com.cn/cninfo-ne

w/disclosure/szse_main/bulletin_de

tail/true/1203001690?announceTime=

2017-01-10 

2017年 01 月 12日 

http://www.cninfo.com.cn/cninfo-ne

w/disclosure/szse_main/bulletin_de

tail/true/1203008755?announceTime=

2017-01-12 

2017年 01 月 12日 

http://www.cninfo.com.cn/cninfo-ne

w/disclosure/szse_main/bulletin_de

tail/true/1203008758?announceTime=

2017-01-12 

2017年 06 月 07日 http://three.cninfo.com.cn/new/d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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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1371号）（详

见 2017年 8月 12日披露的《关于非公

开发行股票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的

公告》[2017临-24]）。截至本报告披露

日，该事项正在有序推进中。 

closure/detail?plate=szse&stockCod

e=000993&announcementId=1203595487

&announcementTime=2017-06-07 

2017年 08 月 12日 

http://three.cninfo.com.cn/new/dis

closure/detail?plate=szse&stockCod

e=000993&announcementId=1203789626

&announcementTime=2017-08-12 

公司 2016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劵及非公开

发行公司债劵的方案已获得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公司 2016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详见公司

于 2016年 6月 25日披露的《公司关于

发行公司债券的公告》[2016临-28]、

2016年 9 月 6 日披露的《2016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2016临-41]）。

2017年 1月收到深交所出具的《关于福

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非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符合深交所转让条件的无

异议函》（深证函【2017】18号）（详见

2017年 1 月 19 日披露的《收到非公开发

行公司债券符合深交所转让条件无异议

函的公告》[2017临-08]）。2017年 6月

20日，我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

于核准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向合

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批复》（证

件许可[2017]892号）（详见 2017年 6月

21日披露的《关于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

行公司债券申请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核准的公告》[2017临-18]）。 

2016年 06 月 25日 

http://www.cninfo.com.cn/cninfo-ne

w/disclosure/szse_main/bulletin_de

tail/true/1202406342?announceTime=

2016-06-25 

2016年 06 月 25日 

http://www.cninfo.com.cn/cninfo-ne

w/disclosure/szse_main/bulletin_de

tail/true/1202406343?announceTime=

2016-06-25 

2016年 09 月 06日 

http://www.cninfo.com.cn/cninfo-ne

w/disclosure/szse_main/bulletin_de

tail/true/1202676715?announceTime=

2016-09-06 

2017年 01 月 19日 

http://www.cninfo.com.cn/cninfo-ne

w/disclosure/szse_main/bulletin_de

tail/true/1203026044?announceTime=

2017-01-19 

2017年 06 月 21日 

http://three.cninfo.com.cn/new/dis

closure/detail?plate=szse&stockCod

e=000993&announcementId=1203634005

&announcementTime=2017-0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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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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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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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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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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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履行精准扶贫社会责任情况 

1、三季度精准扶贫概要 

1. 继续做好对口帮扶的屏南县甘棠乡的精准扶贫工作，根据乡镇申请，对帮扶项目进行调整。 

2. 继续以项目合作、参建、协调资金、赞助等形式推进帮扶乡镇、贫困村、库区厂区周边村庄的道路硬化、自来水等基础

设施建设，共支持帮扶资金56万元。 

3. 根据宁德市委部署，继续做好对口帮扶古田凤都镇石峰村15户精准扶贫户。公司包户挂钩领导深入石峰村与贫困户走访、

交谈，落实帮扶措施和帮扶项目，加大帮扶力度，已落实三季度帮扶资金1.5万元，将进一步加大帮扶力度，力争在2017

年底实现脱贫。 

2、上市公司三季度精准扶贫工作情况 

指标 计量单位 数量/开展情况 

一、总体情况 —— —— 

 其中：1.资金 万元 57.5 

二、分项投入 —— —— 

 1.产业发展脱贫 —— —— 

 2.转移就业脱贫 —— —— 

 3.易地搬迁脱贫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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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教育脱贫 —— —— 

 5.健康扶贫 —— —— 

 6.生态保护扶贫 —— —— 

 7.兜底保障 —— —— 

 8.社会扶贫 —— —— 

     8.2定点扶贫工作投入金额 万元 1.5 

 9.其他项目 —— —— 

其中：  9.1.项目个数 个 6 

     9.2.投入金额 万元 56 

三、所获奖项（内容、级别） —— —— 

3、后续精准扶贫计划 

2017年第四季度我公司将继续做好精准扶贫工作。 

1. 继续做好挂点对口的屏南甘棠乡、福鼎柏洋村的帮扶工作，争取再落实甘棠村50万元项目帮扶； 

2. 针对精准扶贫帮扶的古田凤都镇石峰村，对已脱贫的11户帮扶对象进行跟踪巩固，对仍需帮扶的4户贫困户，力争在2017

年底实现脱贫，2018年再予以跟进巩固。 

3. 继续加大对电站库区周边村庄的支助和基础设施、公益事业的投入，改善当地村民生产生活条件； 

4. 继续开展捐资助学、计生帮扶、助残帮扶、救灾帮困、公益募捐、合作共建等活动，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5. 做好企业内部帮扶解困工作，加大对企业困难员工、困难党员的精准帮扶和慰问。 

 

 

 

 

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张斌 

 

 

2017年10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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