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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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黄镇海、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刘维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蒙飞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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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981,629,233.00 70,677,003,760.00 0.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23,741,518,453.00 23,378,847,225.00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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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46,970,420.00 21.58% 19,932,456,997.00 21.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653,326,357.00 -11.50% 782,062,082.00 -47.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642,264,511.00 -13.74% 799,067,242.00 -46.3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3,368,415,745.00 -58.1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4 -11.43% 0.149 -46.9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4 -11.43% 0.149 -46.9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79% -0.34% 3.24% -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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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7,2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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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10,020.00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

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27,450,327.00 

广前公司于 2017年 6月 26日收

到深圳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出

具的《税务处理决定书》（深国

税稽处[2017]0013 号），要求广

前公司补缴增值税款及滞纳金

（其中滞纳金 2,745.03 万元），

目前该项处理尚处于多方沟通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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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532,238.00  

减：所得税影响额 374,180.0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48,776.00  

合计 -17,005,16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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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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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粤电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67.39% 3,538,005,285 1,893,342,621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2.78% 145,748,980    

深圳广发电力投资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2.22% 116,693,602    

广东省电力开发公司 国有法人 1.80% 94,367,341    

哈尔滨哈里实业股份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71% 37,405,712    

李卓 境内自然人 0.59% 31,009,743    

哈尔滨市道里区慈善基金

会 
境内非国有法人 0.52% 27,529,778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三组合 境内非国有法人 0.42% 21,994,982    

郑建祥 境内自然人 0.35% 18,453,452    

BBH A/C VANGUARD 

EMERGING MARKETS 

STOCK INDEX FUND 

境外法人 0.32% 16,613,688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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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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粤电集团有限公司 1,644,662,664 人民币普通股 1,644,662,664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45,748,980 人民币普通股 145,748,980 

深圳广发电力投资有限公司 116,693,602 人民币普通股 116,693,602 

广东省电力开发公司 94,367,341 人民币普通股 94,367,341 

哈尔滨哈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37,405,712 人民币普通股 37,405,712 

李卓 31,009,743 人民币普通股 21,362,585 

哈尔滨市道里区慈善基金会 27,529,778 人民币普通股 27,529,778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三组合 21,994,982 人民币普通股 21,994,982 

郑建祥 18,453,452 境内上市外资股 18,453,452 

BBH A/C VANGUARD EMERGING 

MARKETS STOCK INDEX FUND 
16,613,688 境内上市外资股 16,613,68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第四大股东广东省电力开发公司为第一大股东广东省粤电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

司，二者存在关联关系；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情况未知。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情况说明（如有） 

第五大股东哈尔滨哈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

票  28,202,907 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9,202,805 股，合计持有本公

司股票 37,405,712 股。 

第六大股东李卓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30,930,123 股，通过普

通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79,620 股，合计持有本公司股票 31,009,743 股。 

第七大股东哈尔滨道里区慈善基金会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27,392,378 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137,400 股，合计持有本公司股票 

27,529,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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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下降47.03%，主要受电力市场化改革步伐加快和市场竞争加剧的影响，公司

上网电价明显下降，以及煤价持续处于高位。综合以上因素，公司净利润同比大幅下降。 

报告期内，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下降58.16%，主要受本年煤价持续处于高位影响，购买商品、接收劳务支付

的现金同比大幅增加，导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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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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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27 

深圳能

源 

15,890,

628.00 

公允价

值计量 

86,562,

000.00 

-5,292,0

00.00 

65,829,

372.00 
0.00 0.00 

1,890,0

00.00 

81,270,

000.00 

可供出

售金融

资产 

自有资

金 

境内外

股票 
600642 

申能股

份 

235,837

,988.00 

公允价

值计量 

325,974

,308.00 

4,997,9

02.00 

95,134,

222.00 
0.00 0.00 

12,217,

095.00 

330,972

,210.00 

可供出

售金融

资产 

自有资

金 

境内外 831039 国义招 3,600,0 公允价 7,200,0 1,080,0 4,680,0 0.00 0.00 234,000 8,280,0
可供出

售金融
自有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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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 标 00.00 值计量 00.00 00.00 00.00 .00 00.00 资产 金 

合计 
255,328

,616.00 
-- 

419,736

,308.00 

785,902

.00 

165,643

,594.00 
0.00 0.00 

14,341,

095.00 

420,522

,210.00 
-- -- 

证券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

披露日期 
 

证券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

披露日期（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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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情请参阅公司于 2017 年 1 月 16 日

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投资者关系活动

记录表》 

2017 年 03 月 23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情请参阅公司于 2017 年 3 月 24 日

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投资者关系活动

记录表》 

2017 年 09 月 07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情请参阅公司于 2017 年 9 月 11 日

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投资者关系活动

记录表》 

2017 年 09 月 29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情请参阅公司于 2017 年 9 月 29 日

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投资者关系活动

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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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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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履行精准扶贫社会责任情况 

1、三季度精准扶贫概要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贯彻落实广东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三年攻坚”方案，积极组织人力、物力、财力投入到扶贫工作中，属

下粤江公司、红海湾公司、靖海公司、臻能公司、湛江公司、大埔公司等六家子公司按照既定的扶贫工作计划，积极开展精

准扶贫对口帮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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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9 

    2.物资折款 万元 3.38 

    3.帮助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脱贫数 人 139 

3、后续精准扶贫计划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将继续贯彻落实省、市、县关于精准扶贫的有关规定，因地制宜，找准精准脱贫路径。一是继续抓党建强

作风，推动对口帮扶村“两委”班子加强思想建设，巩固“两学一做”学习活动成果。二是抓学习提能力，继续抓好学习习近平

同志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学习好精准扶贫有关文件精神，学习好扶贫相关业务知识，学习好与群众打交道的方式方法，进一

步提升为民办事能力。三是抓重点促落实，各扶贫工作组将继续围绕精准扶贫这个核心，抓住扶贫中心工作，全面协同开展

落实好有关工作。对纳入建档立卡的贫困户脱贫项目、村集体项目，按照制定的目标任务，主动争取有关部门的支持，协助

帮扶村、贫困户实施脱贫项目，以务实的作风，确保全面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董事长：黄镇海 

                                                                             二○一七年十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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