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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我们审计了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粤电力”) 2017 年 12 月 31

日的合并及公司资产负债表、2017 年度合并及公司利润表、合并及公司股东权

益变动表、合并及公司现金流量表和财务报表附注，并于 2018 年 4 月 26 日出

具了报告号为普华永道中天审字(2018)第 10033 号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财务

报表的编制和公允列报是粤电力管理层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是在按照中国注册会

计师审计准则执行审计工作的基础上对财务报表整体发表审计意见。 
 

在对上述财务报表执行审计的基础上，我们对后附的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粤电力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

况汇总表（以下简称“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表”）执行了有限保证的鉴证业务。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规范

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

[2003]56 号文）的要求及参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

号—定期报告披露相关事宜》（2018 年 2 月修订）规定的资金占用情况汇总格

式，粤电力编制了上述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表。设计、执行和维护与编制和列报

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表有关的内部控制、采用适当的编制基础如实编制和对外披

露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表并确保其真实性、合法性及完整性是粤电力管理层的责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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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责任是在执行鉴证工作的基础上对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表发表结论。

我们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3101号 - 历史财务信息审计或审

阅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执行了鉴证工作。该准则要求我们遵守职业道德规范，

计划和实施鉴证工作，以对我们是否发现任何事项使我们相信关联方占用资金情

况表所载资料与我们审计财务报表时所审核的会计资料及财务报表中所披露的相

关内容在重大方面存在不一致的情况获取保证。在对财务报表执行审计的基础上，

我们对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表实施了包括核对、询问、抽查会计记录等我们认为

必要的工作程序。 

 

        根据我们的工作程序，我们没有发现后附由粤电力编制的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

总表所载资料与我们审计财务报表时所审核的会计资料及财务报表中所披露的相

关内容在重大方面存在不一致的情况。 

 

本报告仅作为粤电力披露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之用，不得用

作任何其他目的。 

 
 

 

 

普华永道中天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上海市 

2018 年 4 月 26 日 

注册会计师 

 

 

注册会计师 

 

 

 
———————— 

王斌 

 
———————— 

陈俊君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非经常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  

 

       金额单位： 万元 

其它关联 

资金往来 资金往来方名称 往来方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上市公司核算

的会计科目 

2017 年期初 

往来资金余额 

2017 年度往来 

累计发生金额 

（不含利息） 

2017 年度往来 

资金的利息 

(如有) 

2017 年度偿还 

累计发生金额 

2017 年期末 

往来资金余额 往来形成原因 往来性质 

大股东及其附

属企业 

广东粤电财务有限公司(“粤

电财务”) 

联营公司且同受广东省粤电集团有限

公司(“粤电集团公司”)控制 银行存款 479,900.41 5,126,991.02  
                                 

6,017.08  5,197,678.43  415,230.08  存款(备注 1) 经营性往来 

粤电财务 联营公司且同受粤电集团公司控制 应收利息 1,664.09 6,017.08  - 6,188.79  1,492.38  存款利息(备注 1) 经营性往来 

沙角 C 电厂 同受粤电集团公司控制 应收账款 2,650.07 3,961.39  - 5,292.90  1,318.56  提供检修服务 经营性往来 

广东珠海金湾发电有限公司 同受粤电集团公司控制 应收账款 - 492.36  - -    492.36  偏差考核电费 经营性往来 

广东珠海金湾发电有限公司 同受粤电集团公司控制 应收账款 259.99 - - 259.99  - 提供检修服务 经营性往来 

广东粤电云河发电有限公司 同受粤电集团公司控制 应收账款 351.14 980.12  - 1,085.08  246.18  提供检修服务 经营性往来 

广东粤电云河发电有限公司 同受粤电集团公司控制 应收账款 -    375.07 - 368.57 6.50 偏差考核电费 经营性往来 

广东省粤泷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同受粤电集团公司控制 应收账款 -    92.27  - 90.71  1.56  偏差考核电费 经营性往来 

广东省粤泷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同受粤电集团公司控制 应收账款 250.28 -    - 250.28  -    提供检修服务 经营性往来 

广东广合电力有限公司 同受粤电集团公司控制 应收账款 -    218.58  - 215.06  3.52  偏差考核电费 经营性往来 

广东省粤电集团有限公司珠海

发电厂 同受粤电集团公司控制 应收账款 27.97 -    - 27.97  -    提供检修服务 经营性往来 

广东粤电环保有限公司 同受粤电集团公司控制 其他应收款 6,682.34 18,507.20  - 11,535.53  13,654.01  销售煤灰款等 经营性往来 

广东粤电置业投资有限公司 同受粤电集团公司控制 其他应收款 113.47 13.98  - - 127.45  租赁押金 经营性往来 

广东粤电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同受粤电集团公司控制 其他应收款 36.76 4.57  - -    41.33  应收物业管理保证金 经营性往来 

沙角 C 电厂 同受粤电集团公司控制 其他应收款 30.60 264.26  - 269.55  25.31  应收公摊费用 经营性往来 

内蒙古粤电蒙华新能源有限责

任公司 同受粤电集团公司控制 其他应收款 1.63 30.89 - 8.34 24.18 提供咨询服务 经营性往来 

广东粤电云河发电有限公司 同受粤电集团公司控制 其他应收款 - 1,717.15  - 1,717.15  - 提供煤炭转驳服务 经营性往来 

广东省电力工业燃料有限公司 

(“工业燃料”) 合营公司且同受粤电集团公司控制 应收股利 - 5,923.11  - 5,923.11  - 分配股利 经营性往来 

粤电财务 联营公司且同受粤电集团公司控制 应收股利 - 4,229.50  - 4,229.50  - 分配股利 经营性往来 

山西粤电能源有限公司 联营公司且同受粤电集团公司控制 应收股利 - 800.00  - 800.00  -    分配股利 经营性往来 

广东粤电航运有限公司 联营公司且同受粤电集团公司控制 应收股利 - 218.86  - 218.86  - 分配股利 经营性往来 

工业燃料 合营公司且同受粤电集团公司控制 预付账款 91,136.07 - - 32,206.58  58,929.49  

预付燃料采购款 

(备注 2) 经营性往来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非经常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续)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  

 

       金额单位： 万元 

其它关联 

资金往来 资金往来方名称 往来方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上市公司核算

的会计科目 

2017 年期初 

往来资金余额 

2017 年度往来 

累计发生金额 

（不含利息） 

2017 年度往来 

资金的利息 

(如有) 

2017 年度偿还 

累计发生金额 

2017 年期末往

来资金余额 往来形成原因 往来性质 

上市公司的子

公司及其附

属企业 

广东粤电博贺煤电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长期应收款 40,000.00 - - 10,000.00  30,000.00  委托贷款(备注 3) 非经营性往来 

临沧粤电能源有限公司  子公司 长期应收款 3,500.00 6,646.00  - - 10,146.00  委托贷款(备注 4) 非经营性往来 

广东粤电博贺煤电有限公司 子公司 应收利息 60.95 1,499.79  - 1,517.20  43.54  委托贷款利息(备注 3) 非经营性往来 

临沧粤电能源有限公司  子公司 应收利息 6.00 278.65  - 254.36  30.29  委托贷款利息(备注 4) 非经营性往来 

总计 - - - 626,671.77 5,179,261.85 6,017.08  5,280,137.96  531,812.74 - - 

 

备注： 

 

(1) 根据本公司及子公司与粤电财务签订的资金托管协议，本公司及子公司非日常经营需要的货币资金自 2007年 1月起存放于公司在粤电财务开立的账户中。 

 

(2) 系本公司的分公司－沙角 A 电厂及本公司的子公司－湛江电力有限公司、湛江中粤能源有限公司、广东粤电靖海发电有限公司、广东粤电大埔发电有限公司、茂名

臻能热电有限公司、广东省韶关粤江发电有限公司、广东惠州平海发电厂有限公司以及广东红海湾发电有限公司根据燃料采购协议预付给工业燃料的燃料采购保证金。 

 

(3) 系本公司通过粤电财务向广东粤电博贺煤电有限公司发放的委托贷款，贷款年利率为 4.75% ，将于 2019年 2月 22日到期。 

 

(4) 系本公司通过粤电财务向临沧粤电能源有限公司发放的委托贷款，贷款年利率分别为 4.75%及 4.99%，将分别于 2019年 12月 18日、2020年 3月 16日及 2020年

10月 24日到期。 

 

 

本表已于 2018 年 4 月 26 日获董事会批准。 

 

企业负责人: 黄镇海                         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 刘维                      会计机构负责人: 蒙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