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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韶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018年度，广东韶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董

事会全体董事本着认真负责态度，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勤勉尽责，充分发挥了董事会在公司中应有的作

用，现就 2018 年度工作情况报告如下。 

 

第一部分  2018 年公司情况 

 

一、2018 年主要经营指标完成情况及财务基本情况 

（一）2018 年主要经营指标完成情况 

销售电量 30.33 亿千瓦时，同比下降 19.29%。 

实现营业收入 34.28亿元，同比下降 4.61%。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03亿元，同比下降 

32.04%。 

（二）财务基本情况 

截至 2018年 12 月 31日，公司总资产 100.19亿元，负债总

额 52.05 亿元，资产负债率 51.9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 45.19 亿元。 

    以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总股本 1,080,551,669股为基数，

2018年度公司每股收益 0.28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为 4.18元。 

二、2018 年公司主要业务经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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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全年来水情况、公司基础经营条件和经营结构现状，

2018年，公司全力推进“开源节流”工作。“开源”方面，公司

强力推进已落实增量资产项目建设等工作，争取尽快发挥增量资

产效益，同时继续抓好增量项目的储备开发工作，增强发展后劲；

“节流”方面，公司制订了《提升经营业绩综合行动方案》（下

称《行动方案》），确立的指导思想和原则是：1、有效经营，效

率、效益优先，保障公司持续健康发展；2、创新挖潜、降本增

效，提升存量资产营运效率、效益；3、有效、高效解决经营中

的问题。 

    近年来公司大力发展生物质能发电及生态植物纤维制品（含

本色消费类用纸）业务，以“降本、提质、增效”为原则，经统

筹规划，在建设生物质能发电项目的同时配套建设生态植物纤维

制品项目，通过充分发挥热电联产的产业协同效应，努力降低生

产成本，提高经济效益。 

（一）电力 

截至目前，公司电力总装机为 103.221万千瓦，其中水电装

机 67.221万千瓦、生物质能发电装机 12万千瓦。地区分布上，

位于广东的装机 42.771万千瓦，位于湖南的装机 60.45万千瓦。 

1、水电 

2018 年，公司水电站所属地区出现干旱气象，来水情况不

理想，其中广东省韶关市地区全年降雨量同比减少 154.2mm，降

幅同比减少 10.14%，湖南省耒水、沅水等流域的全年降雨量分

别同比减少了 428.55mm、643.8mm，降幅同比分别减少了 29.93%、

35.64%。降雨量的减少及公司湖南片部分水电企业的电价下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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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司 2018年水电企业经营效益产生不利影响。 

针对来水情况，公司各水电企业积极落实《行动方案》，做

好生产的精细化管理工作，落实各项“提质、降本”措施；同时

加强与三防、水文、气象等单位的沟通，及时掌握气象水文情况，

做好水情科学调度工作，最大限度地提升水能利用率，以实现“增

效”目的。 

    2018年，公司水电企业实现售电收入 796,921,158.84元，

利润总额 392,744,812.73元，同比分别下降 24.96%、20.09%。 

2、生物质能发电 

目前公司从事生物质能发电业务的营运企业有两家，分别为

日昇生物质公司、旭能生物质公司。 

2018年，日昇生物质公司推动了以下工作：一是加大生产、

经营管理过程中“跑、冒、滴、漏”的综合管理力度，提高综合

效益；二是为降低运行成本和确保燃料持续、稳定供应，完善燃

料管理模式创新工作；三是加强管理、优化运行方式，重点抓好

两台锅炉和机组等设备的检修工作；四是积极争取生产技术改造

项目政策奖补资金，增加效益。 

旭能生物质公司重点推动了以下工作：一是继续抓好建章立

制工作，促进电厂规范化发展；二是做好设备检修工作，不断摸

索锅炉熔敷改造，努力提高锅炉连续运行时间；三是抓好生产管

理全过程中“跑、冒、滴、漏”的综合治理工作，挖潜降耗。 

2018 年，公司生物质能发电企业共实现售电收入

496,962,584.64 元,利润总额 68,643,879.35 元,同比售电收入

增长 5.91%、利润总额下降 3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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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非电制造业 

1、生态植物纤维制品 

公司从事生态植物纤维制品业务的营运企业有两家，分别是

绿洲公司和华丽达公司。目前绿洲公司生产各种环保纸餐具和健

康环保本色消费类用纸等产品，华丽达公司生产健康环保本色消

费类用纸等产品。健康生态植物纤维纸餐具及本色消费类用纸均

属于环保产品，市场前景广阔、产品质量好。 

环保纸餐具方面： 

2018 年，受中美贸易摩擦、原材料价格持续上涨等因素影

响，外部经营环境严峻，绿洲公司面临着极大挑战。在这种情况

下，绿洲公司主动出击，积极推动以下工作：一是进一步优化客

户和产品结构，调升部分产品的销售价格。同时拓展新客户，增

加营业收入；二是与美元结算的客户达成汇率波动幅度调价机

制，避免汇率波动影响出口业务；三是大力推进车间的消缺工作，

尽力提升产能，降低生产成本，研究推进品质检验、包装、仓储

等环节的自动化工作，提高效率；四是成立国内贸易开发小组，

制定国内营销的产品定位、销售策略和运作等方案，为下一步拓

展国内市场奠定基础；五是积极争取各项政策扶持资金，促进企

业发展。 

本色消费类用纸方面： 

2018 年，绿洲公司旗下的韶能本色分公司通过认真做好以

下工作，使本色消费类用纸业务板块的经营趋势不断向好、经营

质量逐步改善：一是抓布局、调结构、促增量。优化调整产品结

构，结合市场适时降低浆板、牛皮纸生产比重、提高本色消费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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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纸等的生产比重，同时继续做好客户维护及开发工作；二是大

力实施“降本增效”工作，取得一定成果：（1）制订并实施了三

个层面的内部管理工作改革创新行动方案，继续推进改革创新和

降本增效工作；（2）通过采取梳理整合资源、清理相关外包业务、

完善岗位职能等措施，降低成本，提高全员劳动生产率；（3）加

大库存产品的盘活力度及货款催收回笼力度，增加现金流，降低

资金使用成本；三是重点完成韶能本色汤阴、仁化本色消费类用

纸后加工基地建设工作，为拓展市场提供契机。 

华丽达公司重点推动以下工作：一是完成造纸机的升级改造

工作，提升产量，降低产品消耗及原材料浆板价格上涨带来的不

利影响；二是对 A3造纸机的生产工艺进行完善，提升产品品质。 

2018 年，公司从事生态植物纤维制品业务的企业实现主营

业务收入 822,281,174.22 元、利润总额 11,518,644.41 元，同

比主营业务收入增长 56.36%、利润总额下降 64.64%。 

2、精密（智能）制造 

公司从事精密（智能）制造业务的企业为宏大公司。 

2018 年，受中美贸易摩擦等因素的影响，宏大公司的国外

市场销售业务面临一定挑战。针对这种情况，宏大公司积极应对

变化，克服种种困难，努力降低不利因素的影响。 

2018 年，宏大公司重点推动以下工作：一是继续走大配套

道路，注重为品牌好、市场前景广阔的客户提供配套业务，其中

2018 年获得广汽乘用车公司供应商的资格，拓展了广汽乘用车

配套供应业务；二是重点推动“提质、降本、增效”的各项工作，

取得一定效果：（1）降低库存产品，提高资金周转率；（2）加大



6 

力度催收货款回笼，加快资金周转，降低资金使用成本；（3）完

成重组株洲精锻有限公司的工作，拓展精锻业务，为今后降低钢

材消耗奠定基础；三是继续开发新产品及新客户，拓展市场；四

是继续狠抓在生产效率、质量管理、成本控制等环节的管理工作，

申报了 30个年度 QC课题，认真落实各项品质控制制度；五是成

立了项目组，加大新产品、新项目的开发力度。 

2018年，宏大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415,039,423.90元，

利润总额 32,840,164.56 元，同比主营业务收入增长 36.68%、

利润总额下降 2.68%。 

    三、遇到的困难和对策 

    （一）问题 

    1、在目前经营结构下，水电业务的盈利情况，将对公司整

体经营情况产生较大影响。水力发电与自然气候密切相关，其正

常运转和发电量客观上受河流来水及降雨量的变化影响，来水偏

少会导致公司发电量减少，降雨过于集中会导致水能利用率下

降。水情的不确定性，将对公司电力企业经营业绩带来不确定性。 

    2、随着电力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售电市场竞争将更加激烈。 

（二）对策 

总体原则：调整销售收入结构，减少对“水电”经营的过度

依赖。 

1、生物质能作为清洁能源，以农林剩余物等为燃料。传统

的农林剩余物分散在地头、林中，户外露天储存，长期闲置不用

或管理不善会腐烂，而采取焚烧方式，不但影响大气质量，也浪

费了生物质能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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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7月国务院发布《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

严防因农林剩余物露天焚烧造成区域性重污染天气。目前广东省

正严格落实该行动计划，对农林剩余物集中收集及清洁利用制订

了相应的补贴政策。公司拟抓住机遇，加大对生物质能发电等能

源项目的开发力度，努力扩大增量。 

    2、大力推广健康环保生态植物纤维制品，做好内涵扩大再

生产项目和新建项目的建设、生产经营工作；努力拓展精密（智

能）制造等高端装备制造业务；抓好市场营销、新产品开发、产

品质量等相关工作。 

3、公司将通过加强内部管理，做好水情调度、设备维护等

工作，做好存量资产的经营管理工作。 

四、董事会运作情况 

一年来公司董事会组织召开了董事会会议 14 次，召集并组

织召开了 4次股东大会。 

    （一）做好决策的相关工作，确保公司稳定健康发展 

董事会是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灵魂和核心，肩负着公司重

大经营决策和发展重任。一年来，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依照相关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规定，按照稳健的原则，

做好了投资决策的相关工作，维护了广大股东的权益。 

    （二）执行股东大会决议，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了 2017 年利

润分配 

2017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7 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公司董事会依照相关规定于 2018年 10 月完成了利润分配的

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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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严格履行信息披露职责,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经过不断完善，目前公司已建立了较为完善的信息披露管理

制度。2018 年公司规范运作，自觉、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未发生重大差错、遗漏的内容。 

今后公司将继续严格履行信息披露职责，确保真实、准确、

完整、及时地披露信息，杜绝重大差错的发生。 

    （四）不断健全规章制度，提升公司治理水平 

2018 年，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及《上市公

司治理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结合公司实际情况，修订

了《对外担保制度》、《关联交易管理制度》、《投资管理制度》、

《财务管理制度》、《会计核算管理制度》等规章制度，确保公司

治理规范。目前，公司各项治理制度基本健全、经营运作规范。 

    （五）严格执行内幕信息管理制度，未发生内幕交易 

公司严格控制内幕信息知情人范围，及时登记和报备知悉内

幕信息的人员名单和个人信息。2018 年公司未发生内幕交易，

维护了广大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第二部分  2019 年公司工作安排 

 

一、对公司未来发展的展望 

（一）公司所处行业的发展趋势及面临的市场竞争格局 

    1、能源 

    公司主业为能源的投资、开发与经营。企业分布在广东省韶

关市、广州市和湖南省的郴州、耒阳、张家界、永州和怀化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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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江西省上饶地区。 

    能源是属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产业，关系着国

民经济命脉和国计民生。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

年规划纲要》，“十三·五”期间，我国将推动能源结构优化升级。

加快发展生物质能、地热能，积极开发沿海潮汐能资源。完善风

能、太阳能、生物质能发电扶持政策；同时积极构建智慧能源系

统。优化电力需求侧管理，提高电网与发电侧、需求侧交互响应

能力；推进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减少政府对价格形成的干预，放

开电力、石油、天然气、交通运输、电信等领域竞争性环节价格。 

国家对清洁可再生能源产业是支持鼓励的，清洁可再生能源行业

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 

    2019 年，公司面临的机遇大于挑战：一是作为国家大力支

持发展的清洁可再生能源，水电和生物质能发电企业将继续享有

优先上网的政策支持，公司投资建设的水电、生物质能发电产业

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二是公司将抓住电力体制改革的机遇，积极

主动地拓展售电业务；三是持续推进改革创新、降本增效行动，

充分激发活力，挖掘存量资产效益。 

    2、精密（智能）制造业 

    汽车产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创新性强、科技含量高、

产业链长、就业面广，消费拉动大。国务院在《中国制造 2025》

指出，继续支持电动汽车、燃料电池汽车发展，掌握汽车低碳化、

信息化、智能化核心技术，提升动力电池、驱动电机、高效内燃

机、先进变速器、轻量化材料、智能控制等核心技术的工程化和

产业化能力，形成从关键零部件到整车的完整工业体系和创新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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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由此可见，我国汽车将不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技术水平，

随着汽车产业的发展，汽车零配件（精密制造）生产商有着广阔

的市场空间。 

    3、生态植物纤维制品业 

    生态植物纤维纸餐具及本色生活用纸均采用新型生物制浆

技术，通过提取甘蔗渣、竹子等天然植物纤维，保持植物纤维

100%的天然本色，是新一代对环境无污染，对人体无危害，原浆、

原色的健康环保产品，具有天然生态、易回收、可降解和可再生

利用等优点。 

    生态植物纤维制品业属于低碳、环保、健康的行业。随着《造

纸产业发展政策》、《造纸工业发展“十二五”规划》等法律法规

及政策的出台，我国政府加大了对制浆、抄纸行业的监督管理执

法力度，淘汰了大量落后产能，释放部分市场份额。随着环保理

念的深入人心以及环保产品的广泛推广，加上人们对饮食健康重

视程度的不断提高，健康生态的环保纸餐具及本色消费类用纸将

具有广阔的市场空间。在未来的行业发展中，从事生态植物纤维

制品的国内企业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将稳步提升。 

（二）2019 年经营形势 

    1、能源 

    2019 年，公司将加快推进新丰旭能生物质能发电扩建一期

项目（2×3 万千瓦）建设工作，争取早日投产发电，为公司增

加新的利润增长点。 

    2019 年，公司将加快推进生物质能发电项目的建设工作：

一是推进翁源生物质能发电一期及二期项目（2×3 万千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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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工作；二是推进翁源生物质能发电三期及四期项目（2×3

万千瓦）的筹建工作，争取早日动工建设；三是推进新丰生物质

能扩建三期、四期项目（2×3 万千瓦）的筹建工作。根据外部

环境投资情况，明确后续生物质能发电项目的重点顺序和目标开

工时间，努力为公司提供新的利润增长点。 

    2、生态植物纤维制品业务 

    2019 年，公司从事生态植物纤维制品业务的非电企业将做

好内涵扩大再生产项目与新建项目的建设和运营管理等工作，努

力为公司增加新的利润增长点。 

    环保纸餐具方面：一是推进绿洲（新丰）公司年产 6.8万吨

新丰生态植物纤维餐具一期项目的建设工作，争取一期项目 1#

车间在 2019 年下半年投入试生产；二是推进环保纸餐具扩产三

期、四期项目的产能提升和降低能耗工作，降低生产成本；三是

继续抓好“降本增效”工作，提高生产经营效益；四是重点开发

国内市场及非美国地区市场，降低中美贸易摩擦风险，扩大国内

市场份额；五是进一步优化产品及客户结构，扩大机器人的应用

范围，不断提高经营质量与全员劳动生产率，进一步提升产能利

用率。 

    本色生活用纸方面：一是推进韶能本色分公司碱回收环保节

能升级技改项目的改造工作；二是推进韶能本色汤阴和仁化本色

消费类用纸基地生产项目的扩建工作；三是继续改革创新、降本

增效，调整产品结构，大力拓展成品纸的销售渠道，提高成品纸

销售比例；四是积极推进纸机和后加工车间的规范化管理工作，

提升经营效益；五是继续抓好产品质量、设备技改、人力资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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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生产管理工作，确保经营目标的有效完成。 

    3、精密（智能）制造业务 

    2019 年，宏大公司将重点抓好以下工作：一是大力推进精

密（智能）制造华南精密锻造中心项目的前期工作，争取尽快开

工建设；二是推进株洲精锻、精锻科技、广汽等新项目的落地，

拓展增量业务；三是以广汽项目为契机，推进比亚迪、吉利等乘

用车零部件的开发，重点关注新能源汽车零部件的开发工作；四

是认真抓好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市场拓展和销售、物资采购、

综合管理、质量成本等方面的工作，努力提升经营业绩。 

    4、并购投资业务 

    实施并购重组是公司实现快速发展的高效路径。2019 年，

在经营好存量资产的同时，公司将在扎实调研论证的基础上，坚

持有效发展原则，按照新建和兼并重组“双轮”驱动方式有效拓

展增量资产。为此，公司将严格风险管控，积极稳妥推动并购重

组项目的有效落地，实现年度预期的增量目标。 

二、公司 2019 年经营计划 

    降本、提质、增效，减少“跑、冒、滴、漏”，提升存量资

产经营效率效益；坚持新建和购并重组“双轮”驱动有效拓展增

量资产，培育新的有效经营增长点；进一步完善薪酬激励体系，

培养一批懂政策能力强、业务水平高、集团意识强、有良好职业

道德的财务总监；培养一批综合素质高、懂经营、善管理、有良

好职业道德的复合型经营管理人才；培养一批能吃苦耐劳、有市

场开拓能力、懂法律、懂财务、有良好的职业操守的营销总监和

市场营销人才；培养一支知识、技能水平相对较高，能胜任本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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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位、有责任心、事业心的职业化实操型队伍，使公司的管理型

人才和技能型人才能满足生产经营管理需要的“四个一”人才工

程规划目标；进一步推动企业文化建设，培育企业核心价值观。 

三、2019 年重点工作安排 

为全面完成年度各项工作任务，顺利实现年度经营目标，必

须做好以下方面工作： 

（一）安全、优质、高效地做好新项目建设工作 

2019 年，公司将按照工作计划，做好翁源致能生物质能发

电一、二期，新丰旭能生物质能发电扩建三、四期以及宏大公司

华南特钢园精锻等项目的建设工作。为此，分工负责项目建设的

领导和部门要善于总结经验，不断优化和完善设计方案，有效控

制工程造价目标。不断创新工作方法，安全、优质、高效地推进

项目建设工作，确保开工后快速步入建设的快车道，按期完成建

设目标任务。 

（二）全面扎实做好投资发展项目的调研论证工作 

    2019年，对照公司“十三五”规划（中期修编）目标和调

整优化后发展战略，公司将重点做好新建和购并重组项目的调研

论证工作，对条件成熟的适时开展项目前期工作，为投资决策提

供准确、详实的依据，储备一批优良的发展项目。 

（三）积极稳妥推动并购重组项目的落地工作 

    2019年，公司将在扎实调研论证的基础上，坚持有效发展，

有效并购的原则，严格风险管控，积极稳妥推动并购重组项目的

有效落地。 

（四）做好新投产项目的达产达标工作，实现预期经营效益 



14 

 2019年，公司将做好韶能本色河南汤阴和仁化后加工、绿

洲生态（新丰）植物纤维餐具项目一期工程，以及绿洲生态扩产

三期、四期等项目的达产达标工作，同时加快自动化、智能化建

设，提升产能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实现达产达标和预期经营效益。 

（五）强化企业综合管理水平，实现稳产增效 

2019年，公司将继续做好生物质发电企业强化设备的维护

管理工作，解决好维保力量薄弱的短板问题，提高设备完好率和

运转率，确保产能的有效发挥。同时，公司非电制造企业将通过

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挖潜、降本、增效，进一步提升产品质量，

扩大市场占有率，实现技术进步升级和管理创新出效益目标。公

司从事贸易业务的企业将调整优化业务结构，提高规范经营和风

险防控意识，推动经营效益上新台阶。 

    （六）做好发展所需资金的平衡筹措工作 

从 2019 年起未来几年，公司将进入投资高峰期，对资金的

需求量非常大。为此，要在控制好资产负债率的基础上，前瞻性、

多渠道做好资金的平衡和筹措工作，满足发展的资金需求，确保

资金链的牢固和畅顺。 

    四、保障措施 

实现年度经营管理目标，完成年度重点工作，需强有力的保

证措施。 

（一）统一思想和认识，创造性推进各项工作 

    公司各级人员必须统一思想和认识，形成合力，创新和改善

工作方法，创造性地开展和推进各项工作，确保目标的达成。要

确保信息畅通、执行力强，解决选择性执行公司决策部署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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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深化干部选拔任用制度的改革，建立健全人岗相适的干部选拔

任用机制。要建立“容错”机制，鼓励大胆试、大胆闯、大胆干，

形成干事创业的氛围。要鼓励一线员工创新工艺技术、改进和优

化流程，调动和提高一线员工的积极性。 

    （二）持续强力高效推进《提升经营业绩综合行动方案》实

施 

    《提升经营业绩综合行动方案》是公司今后生产经营管理工

作的指导思想、行动纲领和奋斗目标，是经营过程中一项长期持

续的工作，贯彻落实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公司各基层企业要在

已有工作和成效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行动方案，通过持之以恒

的抓落实，有效解决“跑、冒、滴、漏”问题,实现提质降本增

效和综合管理水平质的飞跃目标。 

    （三）创新管理机制，确保有效经营和有效发展理念落到实

处 

    公司要贯彻落实好生物质能发电企业和非电制造企业月度

营运分析会议制度，不断完善大宗物资集中采购制度，不断扩大

集中采购的种类。做好维保团队的组建和技术专工的培养，减少

对外部力量的依赖。做好薪酬改革工作，促使企业管理层紧紧围

绕“有效”下功夫，不做或少做“无用功”，确保“有效经营、

有效发展”理念落到实处。 

    （四）突出抓好年度内的重点和难点工作 

    公司要有效推进年度重点、难点工作的落实，强化和压实各

级责任，做到抓大放小和守土有责。要形成机制，有效监督年度

重点难点工作的推进情况，加大问责力度。要用好专项激励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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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让考核机制成为努力工作的动力，解决“干与不干、干多

干少、干好干坏”一个样的问题。 

    （五）进一步强化资金监管，有效降低融资成本，实现公司

的可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公司要保持与金融机构融洽合作的关系，争取更多更优惠的

融资政策，有效降低融资成本。强化对资金使用的监管，优化资

金使用方案，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确保公司资金链稳固和畅顺。

进一步优化债务结构，降低资产负债率，提升融资空间和能力，

实现公司可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六）改进工作作风，强化责任担当 

    公司各级管理人员要着力改进工作作风，切实增强“等不起”

的危机感、“慢不得”的紧迫感、“坐不住”的责任感。要敢于正

视困难、矛盾和问题，对生产经营和业务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困难、

矛盾和问题，要做到不回避、不退缩、不绕道，迎难而上，克难

求进。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干事创业，以锲而不舍的韧劲破解经营

和发展中的难题。各级管理人员，尤其是主要管理人员，要发挥

表率作用，坚持干字当头，什么业务困难、什么任务艰巨，就要

亲力亲为去抓，尽职尽责地抓，不抓出成效、不达到目标决不收

兵。 

2019 年，是公司爬坡过坎，实现经营业绩上新台阶的关键

一年。虽然可能面临更大的困难与挑战，但公司坚信：在股东的

大力支持下，在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下，通过公司全体员工的共

同努力，2019 年经营目标任务一定能够完成，各项工作一定会

更上新台阶。 

 



17 

 

 

广东韶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4月 2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