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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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姚迪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宏革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张新卫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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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97,158,041.67 7,567,675,940.96 -0.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4,623,240,851.79 4,768,685,745.37 -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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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0,680,525.16 -17.21% 1,584,309,143.02 0.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70,227,314.52 -48.67% 161,859,051.26 -58.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65,643,359.17 -49.88% 158,864,079.33 -59.3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461,441,935.12 -11.4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20 -48.64% 0.1659 -58.7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20 -48.64% 0.1659 -58.7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3% -1.38% 3.43% -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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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6,910.52 主要为公车拍卖处置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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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01,117.06 
处置部分持有的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024,731.67 主要为三期电厂事故调查支出 

减：所得税影响额 998,323.98  

合计 2,994,971.9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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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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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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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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省投资集团

公司 
国有法人 38.73% 377,849,749  质押 153,400,000 

国投电力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3.72% 329,000,000 329,000,000   

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博

时主题行业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境内非国有法人 0.61% 6,000,034    

林芸 境内自然人 0.53% 5,177,600    

欧林敏 境内自然人 0.47% 4,539,999    

刘小倩 境内自然人 0.33% 3,239,100    

林军 境内自然人 0.33% 3,196,100    

林祥华 境内自然人 0.31% 3,056,400    

四川信托有限公

司－明泽 1 号单

一资金信托 

境内非国有法人 0.26% 2,558,282    

何秋娣 境内自然人 0.17% 1,645,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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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省投资集团公司 377,849,749 人民币普通股 377,849,749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博

时主题行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000,034 人民币普通股 6,000,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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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F） 

林芸 5,177,600 人民币普通股 5,177,600 

欧林敏 4,539,999 人民币普通股 4,539,999 

刘小倩 3,239,100 人民币普通股 3,239,100 

林军 3,196,100 人民币普通股 3,196,100 

林祥华 3,056,400 人民币普通股 3,056,400 

四川信托有限公司－明泽 1号单一

资金信托 
2,558,282 人民币普通股 2,558,282 

何秋娣 1,645,693 人民币普通股 1,645,693 

四川信托有限公司－明泽 2号单一

资金信托 
1,572,500 人民币普通股 1,572,5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1、前十名股东中，江西省投资集团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2、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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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 

前十名股东中，公司股东刘小倩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0 股，通过中信建投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3,239,100 股，合计持有公司

股票 3,239,100 股；公司股东何秋娣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0 股，通过中信建

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1,645,693 股，合计持有

公司股票 1,645,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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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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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报表项目 期末数 本年期初数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应收账款 166,874,035.58 415,184,097.49 -59.81% 主要在于去年年末的电费收入推迟到今年年初支付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61,679,738.29 88,996,280.29 -30.69% 主要在于本期处置了部分计入本科目的上市公司股

票 

固定资产清理 168,120,619.93  ∞ 主要在于本期所属火电厂#5、#6机组实施通流系统及

超低排放改造，拆除了相关固定资产待处理。 

财务报表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同期金额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营业成本 1,356,559,928.45 982,397,298.97 38.09% 燃料价格上涨，导致成本大幅上升 

税金及附加 11,795,735.92 16,593,450.67 -28.91% 主要在于本期应交增值税减少导致城建税和附加税

减少 

投资收益 73,086,564.77 47,296,541.93 54.53% 本期联营企业盈利情况同比去年提高，同时转让了部

分持有的股票 

营业利润 178,971,214.45 505,629,355.57 -64.60% 主要在于本期燃料成本大幅上涨，利润降低 

营业外收入 846,829.75 6,716,433.25 -87.39% 主要在于上年同期出售了持有的一处房产 

营业外支出 2,354,650.90 4,942,777.97 -52.36% 主要在于上年同期捐赠了400万用于扶贫事业 

利润总额 177,463,393.30 507,403,010.85 -65.03% 主要在于本期燃料成本大幅上涨，利润降低 

所得税费用 15,604,342.04 114,644,391.17 -86.39% 主要在于本期利润同比大幅下降，同时公司所属火电

厂#5、#6机组实施通流系统及超低排放改造将报废相

应资产，将减少利润总额，因而未按本期利润总额计

提相应所得税费用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

支付的现金 

1,218,418,478.73 742,992,978.64 63.99% 主要在于本期燃料成本的上涨 

支付的各项税费 90,280,905.02 324,353,111.02 -72.17% 主要在于本期利润的降低导致所得税费用的减少，以

及燃料价格的上涨导致增值税进项税额增加引起的

应交增值税减少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

金 

13,515,091.86  ∞  主要在于本期出售了部分持有的计入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的泰豪科技股票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

的现金 

14,358,000.00 240,000.00 5882.50% 主要在于本期取得了联营企业的分红及持有的泰豪

科技股票获得分红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 1,044,132.62 13,119,900.00 -92.04% 主要在于上年同期转让了持有的一处房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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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和其他长期资

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

资产和其他长期资

产支付的现金 

39,752,709.63 460,184,434.02 -91.36% 主要在于本期丰电三期因“11.24”事件尚处于停工状

态 

投资支付的现金  8,000,000.00 -100.00% 主要在于上年同期增加了对联营企业的投资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

金 

 2,150,226,280.0

0 

-100.00% 上年同期取得了“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

金 

851,000,000.00 1,421,000,000.0

0 

-40.11% 主要在于上年同期取得了“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

后偿还了更多的借款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

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372,631,577.07 522,897,702.69 -28.74% 主要在于本期分配的股利减少，且利息净支出相对减

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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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在建项目特别重大事故调查报告出具 

2016年11月24日，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下属分公司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丰城三期发电厂在建

项目（以下简称“丰电三期”）在施工过程中发生施工平台倒塌事故（以下简称“事故”）。公司于2016年11月25日披露了《关

于下属分公司发生事故的公告》。 

2017年9月，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出具了《江西丰城发电厂“11·24”冷却塔施工平台坍塌特别重大事故调查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7年9月15日披露的《关于下属分公司特别重大事故调查处理结果的公告》（2017-35）。 

目前，公司丰电三期扩建项目工程已停工。在项目停工期间，公司将做好项目地址周边综治维稳工作，尤其是项目工

程现场的安全保护工作。公司将根据事故调查报告，积极与各有关方协调丰电三期后续工作。 

（二）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 

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合理利用闲置募集资金，经2017年10月13日召开的公司2017年第四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审议，在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同意公司使用额度合计不超过人民币91,7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投

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均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2017年10月18

日，公司在董事会授权额度内购买了91,700万元银行理财产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7年10月14日、2017年10月24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2017

年第四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2017-36）、《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公告》（2017-38）及《关

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2017-42）。 

（三）公司下属电厂机组改造拆除固定资产进行报废处置 

公司于2017年10月30日召开了公司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下属电厂机组改造拆除固定资

产进行报废处置的议案》，同意公司下属丰城二期发电厂就因#5、#6机组实施通流系统及超低排放改造涉及拆除的相关固定

资产做固定资产报废处理。本次做报废处理的固定资产账面原值为278,634,198.47元，累计折旧为117,063,149.60元，净值为

161,571,048.87元，剔除未来处置拆除的固定资产收入的影响，本次报废的固定资产预计影响2017年年度损益-161,571,048.87

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7年10月14日、2017年10月31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2017

年第四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2017-36）、《关于下属电厂机组改造拆除固定资产进行报废处置的公告》（2017-39）

和《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201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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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出具《江西

丰城发电厂“11·24”冷却塔施工平台坍塌

特别重大事故调查报告》。 

2017 年 09 月 15 日 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

产品 

2017 年 10 月 13 日 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2017 年 10 月 18 日 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公司下属电厂机组改造拆除固定资产进

行报废处置 

2017 年 10 月 13 日 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2017 年 10 月 31 日 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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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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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品

种 

证券代

码 

证券简

称 

最初投

资成本 

会计计

量模式 

期初账

面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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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核

算科目 

资金来

源 

境内外

股票 
600590 

泰豪科

技 

72,810,

000.00 

公允价

值计量 

56,160,

000.00 
0.00 

-19,467,

624.00 
0.00 

13,185,

018.00 

5,501,11

7.06 

28,843,

458.00 

可供出

售金融

资产 

股权置

换 

合计 
72,810,

000.00 
-- 

56,160,

000.00 
0.00 

-19,467,

624.00 
0.00 

13,185,

018.00 

5,501,11

7.06 

28,843,

458.00 
-- -- 

证券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

披露日期 
2011 年 10 月 21 日 

证券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

披露日期（如有) 
2012 年 08 月 03 日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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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第三季度是公司扶贫点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南桥镇古坑村巩固提升扶贫工作成果的关键年，在省、市、县、镇

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在扶贫部门的指导下，赣能驻村扶贫工作队和古坑村“两委”齐心协力，扎扎实实全面推进整村脱贫

工作。通过进一步加强对古坑村和古坑贫困人口的摸查，锁定深度贫困对象，制订脱贫计划，梳理重点事项，督促乡镇和责

任人对照村退出、户脱贫目标任务抓落实；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加大产业、就业、资产收益等政策落实力度；确保贫困人口

健康扶贫、教育扶贫、危旧房改造等政策全面落实；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提升村民生活质量。由赣能公司和镇政府在古坑村

共同出资建设的“赣能惠民楼”，已全部竣工，目前正在抓紧配置家电、家具和其它生活用品，将按期投入使用。加强四季飘

香果园管理，安排资金和劳力进行修剪果苗、除草、松土、施肥等工作；赣能公司古坑村捐建的“赣能光伏扶贫电站”已并网

发电，智能监控系统已安装完成。以驻村扶贫工作队践行“八项承诺”示范引领，以“五不帮扶”教育警示，落实基层党建工作

责任制，坚持“三会一课”和“四议两公开”制度，建强村“两委”班子，带好党员队伍，过去的软弱涣散村重新焕发出了生机和

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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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9 

    3.帮助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脱贫数 人 115 

二、分项投入 —— —— 

 1.产业发展脱贫 —— —— 

其中：  1.1 产业发展脱贫项目类型 —— 农林产业扶贫 

     1.2 产业发展脱贫项目个数 个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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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产业发展脱贫项目投入金额 万元 10.86 

     1.4 帮助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脱贫数 人 115 

 2.转移就业脱贫 —— —— 

 3.易地搬迁脱贫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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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8.3 扶贫公益基金投入金额 万元 0.73 

 9.其他项目 —— —— 

三、所获奖项（内容、级别） —— —— 

寻乌县委县政府授予古坑村"2016 年度脱贫攻坚工作先进村"称号   

寻乌县委县政府授予古坑村 "2016 年度 '最美寻乌'系列评选最美村

庄"称号 
  

南桥镇党委政府授予古坑村"2016 年度农村生活垃圾专项治理工作先

进村"称号 
  

李玉华被评为全县"2016 年度脱贫攻坚工作优秀第一书记"   

3、后续精准扶贫计划 

按照扶贫规划和年度计划的安排、要求，始终重点围绕扶持产业发展，增加村民收入；整治村容村貌，改善人居环境；

推进文明建设，端正村风民风；强化基层党建，提升服务水平等方面扎实推进各项工作，确保贫困户脱贫后不返贫，将贫困

发生率严格控制在2%以内。敦促古坑村委会加强村级光伏电站日常管理，落实专人定期巡检，建立防火、防盗、防破坏、

防事故等各项安全措施，确保电站正常运行，关心古坑村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支持四季飘香果业专业合作社新一届理事会经

营管理好果业基地，引导和鼓励贫困户发展产业，增加收入，确保贫困户脱贫后不返贫；积极协调“赣能惠民楼”建设，配置

家具家电和生活用品；办好第三届“赣能杯”古坑农民运动会，组织开展健康有益的群众文体活动，推动文化扶贫，丰富村民

生活，凝聚人心，营造和谐。 

 

 

 

 

 

 

 

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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