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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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黎仁超、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周倩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李茂娜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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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922,639,737.61  897,062,477.38 2.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8,208,630.52 35,023,044.29 -48.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7,799,923.54 33,116,957.44 -76.4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90,316,431.49 -12,513,986.17 -5416.3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47 0.0475 -48.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47 0.0475 -48.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66%  1.27% -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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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79,780,156.73 10,623,422,887.42 16.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103,889,428.32 3,085,370,943.20 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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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3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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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2,247.00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13,162,393.16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420,026.78  

减：所得税影响额 1,837,467.56  

合计 10,408,706.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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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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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5,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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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仁超 境内自然人 23.05% 170,131,990 127,598,992 质押 71,640,000 

华能贵诚信托有限公司－华能信

托·瀚诚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2.79% 20,556,000    

华能贵诚信托有限公司－华能信

托·闵诚 2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2.79% 20,556,000    

黄刚 境内自然人 2.07% 15,277,741  质押 15,276,741 

赖红梅 境内自然人 1.88% 13,863,000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三组合 其他 1.70% 12,564,000    

徐晓燕 境内自然人 1.15% 8,499,202  质押 7,347,400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云信增利

19 号证券投资单一资金信托 
其他 1.09% 8,023,721    

杨守华 境内自然人 1.05% 7,775,600    

张文 境内自然人 1.05% 7,723,763  质押 7,339,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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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仁超 42,532,998 人民币普通股 42,532,998 

华能贵诚信托有限公司－华能信托·瀚

诚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0,556,000 人民币普通股 20,556,000 

华能贵诚信托有限公司－华能信托·闵

诚 2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0,556,000 人民币普通股 20,556,000 

黄刚 15,277,741 人民币普通股 15,277,741 

赖红梅 13,863,000 人民币普通股 13,863,000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三组合 12,564,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564,000 

徐晓燕 8,499,202 人民币普通股 8,499,202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云信增利 19

号证券投资单一资金信托 
8,023,721 人民币普通股 8,023,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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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守华 7,775,600 人民币普通股 7,775,600 

张文 7,723,763 人民币普通股 7,723,76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未知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前 10 名股东之间，以及前 10 名无限条件股东

和前 10 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情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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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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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2017 年 3 月 3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1,093,349,324.05   657,565,298.02  66.27% 
本报告期增加非公开发行债券以及新增

借款导致的货币资金增加 

长期股权投资  1,834,771,024.92  1,099,576,561.85 66.86% 本报告期支付恒力盛泰股权收购款 

长期待摊费用 166,704.45 90,389.15 84.43% 本报告期内子公司增加装修费待摊 

应付职工薪酬  2,239,775.03  9,249,425.14 -75.78% 
本报告期年度薪酬考核结余应付工资已

支付 

应付利息  60,600,846.11   22,294,911.21  171.81% 
本报告期增加非公发行债券以及新增借

款导致应付利息增加 

一年内到期的非

流动负债 
 82,000,000.00   175,500,000.00  -53.28% 

本报告期归还部分借款 

长期借款  752,000,000.00   188,000,000.00  300.00% 本报告期新增超一年期借款 

应付债券  2,989,685,214.42   1,492,346,523.59  100.33% 本报告期内增加非公发行债券 

 

项目 2017 年 1-3 月 2016 年 1-3 月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营业税金及附加 2,993,844.43 7,454,849.32  -59.84% 本报告期内增值税减少相应的附加减少 

管理费用 66,983,621.64  45,042,590.94  48.71% 
本报告期内技术开发费及职工工资比增

加 

财务费用 58,314,561.36      27,035,379.15  115.70% 
本报告期增加非公发行债券以及新增借

款 

投资收益 16,511,414.76  3,844,695.54  329.46% 
本报告期内自贡银行（原自贡市商业银

行）实现净利润比去年同期增加 

营业外收入        614,397.02       2,385,724.99 -74.25% 
本报告期内政府补助金额比去年同期减

少。 

营业外支出 1,530,615.64 119,870.14 1176.89% 本报告期内对外捐赠 150 万。 

所得税费用 9,177,693.4 17,959,650.16 -48.90% 本报告期内利润减少导致所得税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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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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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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重大合同。公司与土耳其伊兹德密尔能源电力公司双方于 2016 年 6 月 27 日

签署了《370MW 超临界高效清洁电厂总包合同》，合同总金额 1.64 亿美元(折合

人民币约 10.88 亿元) ，目前合同项目尚未正式启动。 

2016 年 06

月 29 日 

详见巨潮资讯网《关于签订日

常经营重大合同的公告 》。公

告编号：2016-062 

2、重大合同。公司于 2016 年 5 月 3 日与自贡市城乡规划建设和住房保障局、

四川星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了“自贡市东部新城生态示范区一期工程 PPP

项目”合同，项目总投资 231,623 万元，目前合同项目正在执行过程中。 

2016 年 05

月 05 

详见巨潮资讯网《关于签订日

常经营重大合同的公告 》。公

告编号：2016-037 

3、重大合同。2016 年 1 月 18 日，公司与瑞典 EcoEnergy Scandinavia Holding AB

公司签订《23.5MW 生物质热电联产项目 EPC 总承包》和《500TPD 城市生活垃

圾热电联产项目 EPC 总承包》，合同总金额 7,890 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 51,750

万元)，目前合同项目尚未正式启动。 

2016 年 01

月 20 日 

详见《关于签订日常经营重大

合同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16-005 

4、重大合同。公司与德国 DoRex 咨询股份有限公司、德国 Payer 工程有限公

司于 2015 年 1 月 26 日签署了《西非 1000t/h 热力供汽 EPC 工程总包项目

授标函》，公司中标西非 1000t/h 热力供汽 EPC 工程总包项目，合同总金额 1.63

亿欧元(折合人民币约 11.27 亿元)。目前尚未签订正式商务合同。 

2015 年 01

月 28 日 

详见巨潮资讯网《关于签订日

常经营重大合同 LOI 意向书

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15-001 

5、重大合同。公司与巴基斯坦 Grange Power  Limited 公司于 2015 年 3 月 27 

日签署了《巴基斯坦 Grange Power 150MW 电站项目 EPC 工程总包合同》，合

同总金额 1.927 亿美元(折合约 11.83 亿元人民币)。目前项目尚未正式启动。 

2015 年 03

月 30 日 

详见巨潮资讯网《关于签订日

常经营重大合同的公告 》。公

告编号：2015-012 

6、重大合同。公司与泰国 Sermsappaisal Group 1999 Co., Ltd 公司于 2015 年 07

月 09 日签订了《泰国 SPS1999 公司 9.5MW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EPC 总包合

同》，合同金额折合人民币 66,700 万元，目前项目尚未正式启动。 

2015 年 07

月 10 日 

详见巨潮资讯网《关于日常经

营重大合同的中标公告 》。公

告编号：2015-062 

7、重大合同。公司与泰国 Sermsappaisal Group 1999 Co., Ltd 公司于 2015 年 07

月 11 日签订了《泰国 SPS1999 公司 9.5MW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EPC 总承包

合同》，合同总金额 1.75 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 10.51 亿元)，目前项目尚未启动。 

2015 年 07

月 15 日 

详见巨潮资讯网《关于日常经

营重大合同的中标公告 》。公

告编号：2015-065 

8、重大合同。公司与非洲能源公司（Africa Energy S.A.）双方于 2015 年 8 月 1

日签署了《塞内加尔 AESA 3x120MW 洁净高效电厂 EPC 工程总承包项目授标

函》，公司中标西非塞内加尔 3x120MW 洁净高效电厂项目 EPC 工程总包，合同

总金额 5.715 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 34.96 亿元)。目前，双方就供货标的、服务

范围、合同金额进行了局部调整并达成一致，但尚未签订正式商务合同。 

2015 年 08

月 03 日 

详见巨潮资讯网《关于日常经

营重大合同的中标公告 》。公

告编号：2015-076 

9、重大合同。公司与新疆其亚铝电有限公司于与新疆其亚铝电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需方”）双方于2015年8月18日签署了《新疆其亚铝电有限公司6×360MW

超临界燃煤机组锅炉买卖合同》，合同总金额 10.20 亿元，目前公司已完成部分

产品生产。 

2015 年 08

月 20 日 

详见巨潮资讯网《关于日常经

营重大合同的中标公告 》。公

告编号：2015-083 

10、对外投资。公司拟出资 3,300 万元与自贡晨光科技园区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自贡市富源化工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华西能源富顺生物质能有限公司，投

资建设自贡晨光科技园区生产基地配套供热、供电工程。截止目前，上述投资

尚未实施。 

2013 年 05

月 13 日 

详见巨潮资讯网《关于合资组

建“华西能源富顺生物质能有

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3-028 

11、对外投资。公司计划以 3.0 亿元现金出资，与安能热电集团有限公司合资组

建生物质新能源公司。本次合资组建新能源公司完成后，公司将持有新能源公

司 65%的股权。截止目前，上述投资尚未实施。 

2014 年 11

月 08 日 

详见巨潮资讯网《关于签订对

外投资框架协议的公告》，公

告编号 2014-080 

12、其他诉讼。公司与重庆万盛煤化有限责任公司供货合同纠纷案，涉案金额 2012 年 04 《公司 2011 年报全文》，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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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99.4 万元。2016 年 4 月 25 日，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

决公司向万盛煤化支付改造延误违约金 124.56 万元，驳回万盛煤化其他诉讼请

求。一审判决后，双方均向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提交了上诉状。2017 年 4 月 14

日，公司收到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2016）渝民终 458 号民事判决书，根据重

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决书，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

应予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判决：驳回上述、维持原判。 

月 18 日 于巨潮资讯网。 

2013 年 03

月 12 日 

《公司 2012 年报全文》，披露

于巨潮资讯网。 

2014 年 03

月 25 日 

《公司 2013 年报全文》，披露

于巨潮资讯网。 

2015 年 04

月 08 日 

《公司 2014 年报全文》，披露

于巨潮资讯网。 

2016 年 03

月 30 日 

《公司 2015 年报全文》，披露

于巨潮资讯网。 

2017 年 03

月 25 日 

《公司 2016 年报全文》，披露

于巨潮资讯网。 

2017 年 04

月 14 日 

《重大诉讼进展公告》，披露

于巨潮资讯网。 

13、其他诉讼。公司与中机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供货服务合同纠纷案，涉案金

额 2,565 万元。目前，本案正在二审审理中。 

2014 年 03

月 25 日 

《公司 2013 年报全文》，披露

于巨潮资讯网。 

2015 年 04

月 08 日 

《公司 2014 年报全文》，披露

于巨潮资讯网。 

2016 年 03

月 30 日 

《公司 2014 年报全文》，披露

于巨潮资讯网。 

2017 年 03

月 25 日 

《公司 2016 年报全文》，披露

于巨潮资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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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7 年 1-6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7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10.00% 至 30.00% 

2017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

（万元） 
10,765.23 至 15,549.77 

2016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11,961.36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预计 2017 年 1-6 月经营业绩相对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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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资产类别 
初始投资成

本 

本期公允价

值变动损益 

计入权益的累计

公允价值变动 

报告期内购

入金额 

报告期内售

出金额 

累计投资

收益 
期末金额 资金来源 

股票 553,098.00  -85,927.80    2,549,191.40 自有资金 

合计 553,098.00 0.00 -85,927.80 0.00 0.00 0.00 2,549,191.40 --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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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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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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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01 月 16 日 电话沟通 其他 
了解恒力盛泰收购资金支付进展，是否并表；询

问公司市场订单、经营情况。未提供资料。 

2017 年 02 月 09 日 电话沟通 其他 
了解恒力盛泰市场及盈利情况，询问公司年度经

营、年报情况。未提供资料。 

2017 年 02 月 24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了解公司重大订单进展、年度银行授信规模、资

产减值等。未提供资料。 

2017 年 03 月 15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了解公司海外订单签订情况、公司参与投资基金、

担保，以及分配预案。未提供资料。 

2017 年 03 月 23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公司订单签订情况、年度经营情况，分配预

案。未提供资料。 

 

 

法定代表人：黎仁超 

 

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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