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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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肖宏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邓玉敏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王超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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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328,682,188.51 46,356,934,869.92 2.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26,218,663,362.81 25,516,017,293.70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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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63,774,540.89 -0.46% 9,039,647,689.02 3.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326,826,993.22 -52.83% 1,739,528,182.76 -14.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323,093,046.66 -49.43% 1,534,493,801.63 -22.4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2,424,093,344.75 -4.5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 -54.55% 0.27 -12.9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 -54.55% 0.27 -12.9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6% -1.51% 6.59%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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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1,762.93 
部分无效、低效资产报废处置收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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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46,910.60 

主要系本期天然气公司取得天

然气综合补贴资金 500 万元，

与资产相关递延收益计入当期

损益 715.56 万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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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366,660.05 
公司本期处置陕西煤业股票取

得的收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1,733,174.01 主要系公司所属省煤投公司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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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对方单位债务豁免文件及法

律意见书，确认营业外收入 

1,900 万元；新疆楚星收援疆资

金 300 万元。 

减：所得税影响额 71,678,295.53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1,655,830.93  

合计 205,034,381.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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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涉及金额（元） 原因 

增值税退税 44,926,39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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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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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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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省宏泰国有

资本投资运营集

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7.68% 1,801,230,380    

中国长江电力股

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3.98% 1,560,407,549    

中国长江三峡集

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5.69% 1,021,097,405 956,022,944   

中国国电集团公

司 
国有法人 3.56% 231,912,060    

长电资本控股有

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3.26% 212,328,040    

陕西煤业化工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3.11% 202,676,864 202,676,864   

三环集团有限公 国有法人 2.91% 189,500,000  质押 94,7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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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中国证券金融股

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58% 167,873,926    

中央汇金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73% 47,228,800    

湖北省国有资本

运营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37% 23,902,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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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省宏泰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

团有限公司 
1,801,230,380 人民币普通股 1,801,230,380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1,560,407,549 人民币普通股 1,560,407,549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 231,912,060 人民币普通股 231,912,060 

长电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212,328,040 人民币普通股 212,328,040 

三环集团有限公司 189,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89,500,00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67,873,926 人民币普通股 167,873,926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 65,074,461 人民币普通股 65,074,461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47,228,800 人民币普通股 47,228,800 

湖北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 23,902,325 人民币普通股 23,902,325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1,117,237 人民币普通股 21,117,23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1）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为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2）长电

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为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出资设立的全资子公司；（3）湖北

省国有资本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为湖北省宏泰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控股子公

司；（4）除上述情况外，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其他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存

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报告期内，股东湖北省宏泰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通过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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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货币资金本期期末数1,346,748,858.97元，较期初2,140,411,993.43元减少793,663,134.46元，减幅37.08%；主要系本期

固定资产投资增加所致。 

2、应收账款本期期末数1,464,509,529.32元，较期初1,088,581,917.09元增加375,927,612.23元，增幅34.53%；主要系新能

源补贴电费增加所致。 

3、预付款项本期期末数540,549,823.04元，较期初314,728,343.91元增加225,821,479.13元，增幅71.75%；主要系子公司

预付商品款及工程款增加所致。 

4、其他应收款本期期末数267,891,090.45元，较期初153,025,464.23元增加114,865,626.22元，增幅75.06%；主要系溇水

工程施工方领用工程物资增加所致。 

5、其他流动资产本期期末数23,260,564.65元，较期初49,294,237.52元减少26,033,672.87元，减幅52.81%；主要系留抵进

项税减少所致。 

6、长期待摊费用本期期末数14,353,979.12元，较期初5,987,660.12元增加8,366,319.00元，增幅139.73%；主要系新能源

光伏项目占地租用费增加所致。 

7、应交税费本期期末数252,918,664.48元，较期初476,791,349.52元减少223,872,685.04元，减幅46.95%；主要系应缴企

业所得税余额减少所致。 

8、其他应付款本期期末数2,303,981,034.71元，较期初1,787,614,337.72元增加516,366,696.99元，增幅28.89%；主要系本

期应付股利余额增加以及工程质保金增加所致。 

9、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本期期末数202,791,085.00元，较期初776,049,342.00元减少573,258,257.00元，减幅73.87%；

主要系负债到期偿还所致。 

10、其他流动负债本期期末数.00元，较期初500,000,000.00元减少500,000,000.00元，减幅100%；。主要系公司短期融

资券到期兑付所致。 

11、递延所得税负债本期期末数.00元，较期初64,480,000.00元减少64,480,000.00元，减幅100%；主要系出售陕西煤业

股票公允价值变动相关递延所得税调整所致 。 

12、其他综合收益本期期末数20,296,732.63元，较期初241,940,479.24元减少221,643,746.61元，减幅91.61%；主要系出

售陕西煤业股票公允价值变动所致 。 

13、财务费用本期发生额396,727,428.57元，较上年同期291,983,336.78元增加104,744,091.79元，增幅35.87%；主要系本

期带息负债总额增加、融资成本增加所致。 

14、其他收益本期发生额45,698,121.93元，较上年同期101,467,173.71元减少55,769,051.78元，减幅54.96%；主要系本期

大水电增值税退税减少所致。 

15、投资收益本期发生额513,028,448.97元，较上年同期293,293,294.21元增加219,735,154.76元，增幅74.92%；主要系主

要是本期出售陕煤股票，确认投资收益2.52 亿元所致。 

16、营业外收入本期发生额37,766,556.21元，较上年同期17,781,876.01元增加19,984,680.20元，增幅112.39%；主要系公

司所属省煤投公司根据对方单位债务豁免文件及法律意见书，确认营业外收入 1,900 万元所致。 

17、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本期发生额-221,643,746.61元，较上年同期201,620,617.29元减少423,264,363.90元，减幅

209.93%；主要系主要是系出售陕西煤业股票转出公允价值变动所致。 

18、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发生额2,424,093,344.75元，较上年同期2,538,908,839.67元减少114,815,494.92元，

减幅4.52%；主要系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增加所致。 

19、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发生额-2,645,216,964.27元，较上年同期-1,492,909,414.28元减少1,152,307,54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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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减幅77.19%；主要系本期固定资产投资及债券投资增加所致。 

20、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发生额-552,010,883.28元，较上年同期-873,389,501.58元增加321,378,618.30元，

增幅36.8%，主要系本期吸收外部股东投资增加及上年度权益分配尚未支付完毕所致。 

21、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本期发生额-770,357,762.05元，较上年同期171,183,917.49元减少941,541,679.54元，减

幅550.02%；主要是本期固定资产投资及债券投资支出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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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收到湖北证监局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书 

2018年8月29日，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北监管局《关于对湖北

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2018】25 号（以下简称《决定书》），《决定书》要求公司切实整改

相关问题，并在本决定书作出之日起1个月内向湖北证监局提交书面报告。公司高度重视《决定书》中所提出的问题和整改

要求，公司已将《决定书》中涉及的问题及整改要求向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了通报和传达，并组织相关部门对《决

定书》中涉及事项进行认真和深入的分析，同时对照有关法律法规，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切实可行的整改措施，并对部

分问题立行立改，并将整改报告进行公告。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18年8月30日、9月28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公告。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关于“15鄂能 01”公司债券回售结果的公

告 
2018 年 07 月 04 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15鄂能 01”公司债券 2018 年付息公告 2018 年 07 月 04 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关于 2018 年第一期中期票据发行完成的

公告 
2018 年 08 月 02 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关于变更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2018 年 08 月 18 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2018 年 09 月 20 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关于修改《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度》的公告 
2018 年 08 月 29 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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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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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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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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1225  

陕西煤

业 

300,000

,000.00 

公允价

值计量 

505,920

,000.00 
 

-257,92

0,000.0

0 

 
518,398

,606.52 

252,366

,660.05 
0.00 

可供出

售金融

资产 

自有资

金 

可转债 000783  
长江证

券 

458,286

,900.00 

成本法

计量 
   

458,286

,900.00 
 

516,845

.79 

458,286

,900.00 

可供出

售金融

资产 

自有资

金 

合计 
758,286

,900.00 
-- 

505,920

,000.00 
0.00 

-257,92

0,000.0

0 

458,286

,900.00 

518,398

,606.52 

252,883

,505.84 

458,286

,900.00 
-- -- 

证券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

披露日期 

2014 年 01 月 16 日 

2018 年 01 月 06 日 

证券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

披露日期（如有) 
 

六、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七、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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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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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09 月 28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在避免选择性披露的前提下，就公司燃

机发电、水电项目、煤炭业务等情况开

展交流。（调研索引：互动易平台

http://irm.cninfo.com.cn）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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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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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