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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720             证券简称：新能泰山                公告编号：2018-026 

 

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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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李玉明 独立董事 因公有事 王凤荣 

公司负责人吴永钢、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拥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刘太勇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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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415,694,058.25 602,069,772.86 622,610,192.03 -33.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80,711,894.40 -45,391,122.21 -46,708,700.48 1,343.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5,131,938.26 -45,536,081.64 -46,916,198.21 132.2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91,997,336.34 -38,973,585.86 -170,055,380.44 271.7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503 -0.0526 -0.0389 1,257.5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503 -0.0526 -0.0389 1,257.5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1.40% -5.31% -5.04% 46.4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5,635,899,632.34 5,249,958,985.67 9,033,398,135.37 -37.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691,396,325.24 832,303,036.60 1,114,192,302.30 5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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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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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00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57,053.64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565,027,675.20 

 根据公司与华能泰山电力有限

公司签署的《资产出售协议》，

公司向泰山电力公司转让截至

评估基准日（2017年 7月 31日）

公司母公司账面除应收股利、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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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税费及所持有的曲阜电缆

51%股权外的全部资产和负债，

本报告期实现转让收益

565,027,675.20元。 

减：所得税影响额 37,563.0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17,209.70  

合计 565,579,956.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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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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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能能源交通产

业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1.59% 278,406,206 114,126,636  0 

南京华能南方实

业开发股份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17.36% 223,910,769 223,910,769  0 

广东世纪城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6.84% 88,153,557 88,153,557  0 

张秀东 境内自然人 0.77% 9,921,001 0  0 

王啸宇 境内自然人 0.55% 7,084,228 0  0 

宗序梅 境内自然人 0.47% 6,110,000 0  0 

林凤钗 境内自然人 0.39% 5,000,000 0  0 

郭红晓 境内自然人 0.22% 2,866,900 0  0 

北京盛世华轩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21% 2,755,948 0  0 

凌健 境内自然人 0.21% 2,718,60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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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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能能源交通产业控股有限公司 164,279,570 人民币普通股 164,279,570 

张秀东 9,921,001 人民币普通股 9,921,001 

王啸宇 7,084,228 人民币普通股 7,084,228 

宗序梅 6,11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110,000 

林凤钗 5,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000,000 

郭红晓 2,866,900 人民币普通股 2,866,900 

北京盛世华轩投资有限公司 2,755,948 人民币普通股 2,755,948 

凌健 2,718,600 人民币普通股 2,718,600 

杨明平 2,488,830 人民币普通股 2,488,830 

范红 2,245,800 人民币普通股 2,245,8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1、公司第一、二大股东存在关联关系。2、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也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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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股东宗序梅通过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

司股份 6,110,0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0.47%；股东杨明平通过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份 1,674,23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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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实施重大资产重组，根据公司与华能泰山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山电力”）签

署的《资产出售协议》及《资产交割确认书》，公司向泰山电力转让截至评估基准日（2017年7月31日）

公司母公司账面除应收股利、应交税费及所持有的鲁能泰山曲阜电缆有限公司51%股权外的全部资产和负

债（以下简称“重大资产重组”），资产交割日为2018年2月1日。因此，公司本报告期财务报表合并范围

发生变化，与前一期报告期相比较，公司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减少四家，分别为：山东华能莱芜热电有限公

司、山东华能聊城热电有限公司、山东华能莱州风力发电有限公司及山东新能泰山西周矿业有限公司。公

司财务报表合并范围现有三家，分别为：南京宁华世纪置业有限公司、南京宁华物产有限公司和鲁能泰山

曲阜电缆有限公司。 

公司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引起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变动较大。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变动情况 

项   目 本报告期末（元） 上年度末（元） 变动幅度（%） 

货币资金 1,014,407,144.36  706,177,648.48  43.65  

应收账款 408,162,611.69  647,013,571.30  -36.92  

其他应收款 270,857,888.04  28,553,239.93  848.61  

其他流动资产 73,702,875.40  49,256,744.40  49.63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0,000,000.00  421,062,244.66  -97.63  

长期股权投资   17,851,559.07  -100.00  

固定资产 75,451,066.46  3,290,467,049.45  -97.71  

无形资产 7,462,087.66  175,176,730.00  -95.74  

资产总计 5,635,899,632.34  9,033,398,135.37  -37.61  

短期借款 970,000,000.00  2,428,000,000.00  -60.05  

应付账款 145,612,068.94  369,053,991.13  -60.54  

预收款项 783,344,807.62  452,559,251.76  73.09  

应付职工薪酬 3,568,173.61  323,145,444.62  -98.90  

应交税费 309,580.28  35,576,790.61  -99.13  

其他应付款 55,713,738.94  219,299,231.12  -74.59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50,000,000.00  968,793,944.96  -94.84  

长期借款 1,661,000,000.00  2,644,654,000.00  -37.19  

递延收益   21,605,937.51  -100.00  

负债合计 3,859,006,793.39  7,609,447,966.53  -49.29  



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7 

 

未分配利润 -428,475,015.31  -1,009,186,909.71  57.54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1,691,396,325.24  1,114,192,302.30  51.80  

上述资产负债表项目的变动除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引起的外，还有以下项目发生变动： 

1、货币资金增加：主要原因是本期公司实施重大资产重组，泰山电力公司支付70%款项即58,002.7万

元，致使货币资金增加。 

2、其他应收款增加：主要原因是本期公司实施重大资产重组，泰山电力公司支付70%，剩余30%款项

即24,858.69万元尚未支付，计入其他应收款。 

3、其他流动资产增加：主要原因是本期子公司宁华世纪公司预缴的增值税。 

4、预收账款增加：主要原因是本期子公司宁华世纪公司预收的售房款。 

5、未分配利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增加：主要原因是本期公司实施重大资产重组，本报告期实

现转让收益56,502.77万元。 

（二）利润表项目变动情况 

项    目 本报告期（元） 上年同期（元） 变动幅度（%） 

营业收入 415,694,058.25  622,610,192.03  -33.23  

营业成本 340,625,134.58  594,166,819.16  -42.67  

财务费用 10,004,467.10  39,101,216.84  -74.41  

营业利润 588,453,066.80  -48,190,680.42  1,321.09  

营业外收入 807,476.77  2,561,094.26  -68.47  

营业外支出 423.13  1,071,112.58  -99.96  

利润总额 589,260,120.44  -46,700,698.74  1,361.78  

所得税费用 1,266,654.74  4,485,957.13  -71.76  

净利润 587,993,465.70  -51,186,655.87  1,248.72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80,711,894.40  -46,708,700.48  1,343.26  

基本每股收益 0.4503  -0.0389  1,257.55  

上述利润表项目的变动除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引起的外，还有以下项目发生变动： 

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基本每股收益增加：主要原因是本期公司实施重

大资产重组，本报告期实现转让收益56,502.77万元。 

（三）现金流量表项目变动情况 

项    目 本报告期（元） 上年同期（元） 变动幅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91,997,336.34  -170,055,380.44  271.7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69,047,465.76  -41,828,583.16  982.29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52,656,081.52  61,195,373.20  -676.28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308,388,720.58  -150,688,590.40  304.65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主要是本期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增加及购买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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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减少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主要是本期处置子公司股权收到的现金增加所致。 

3、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减少，主要是本期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减少及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增加所致。 

4、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增加，主要是本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增加及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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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重大资产出售 

（1）2018年1月11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相关议案，

同时于次日披露了《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等公告。 

（2）2018年1月18日，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

函》（非许可类重组问询函[2018]第1号），要求公司就有关问题做出书面说明，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深

圳证券交易所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3）公司收到重组问询函后，随即组织相关各方及中介机构对所涉及的问题逐项进行了回复，并于

2018年1月25日披露《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问询函之

回复》等公告，同时对《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等相

关文件进行了相应的补充和完善。 

（4）2018年1月29日，公司召开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

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相关议案，公司向华能泰山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泰山电力”）转让截至评估基准日（2017年7月31日）上市公司母公司账面除应收股利、应交税费及所

持有的鲁能泰山曲阜电缆有限公司51%股权外的全部资产和负债，包括公司持有的山东华能莱芜热电有限

公司80%的股权、山东华能莱州风力发电有限公司80%的股权、山东华能聊城热电有限公司75%的股权、山

东新能泰山西周矿业有限公司98%的股权、山东泰丰钢业有限公司20.75%的股权、华能莱芜发电有限公司

15%的股权、特变电工山东鲁能泰山电缆有限公司11.01%的股权（以下合称为“标的资产”），泰山电力

以现金方式支付标的资产的对价，本次交易价格总额为82,861.39万元。 

（5）根据公司与泰山电力签署的《资产交割确认书》，双方同意并确认，鉴于泰山电力已根据《资

产出售协议之补充协议》的约定于2018年1月31日向公司支付完毕本次交易对价的70%，且为便于标的资产

的交割、管理和持续合法经营，就标的资产的交割日确定为2018年2月1日。自交割日起，标的资产的交付

义务视为履行完毕（而不论标的资产是否已实际完成交付或产权过户登记），泰山电力即成为标的资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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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所有者，标的资产的全部权利、义务、责任和风险均由泰山电力享有和承担；公司则不再享有与标的

资产有关的任何权利，也不承担与标的资产有关的任何义务或责任。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3月2日在指定

媒体披露的《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出售实施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017）。 

2、董事辞职 

公司董事会于2018年3月14日收到公司董事谭泽平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信。因工作变动，谭泽平先生

申请辞去公司董事、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审计委员会委员职务。谭泽平先生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任

何职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谭泽平先生的辞职未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

最低人数，其辞职自辞职信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3、房产销售情况 

2017年12月，南京宁华世纪置业有限公司C地块一期项目“江山汇·悦山府”对外开盘，总销售面积

4.1万平米。截至目前，累计成交面积3.59万平米，合同销售金额11.47亿元，累计回笼资金8.06亿元。目

前，宁华世纪公司正在积极准备二期项目开盘各项工作，2018年底前完成C地块一期项目竣工交付。 

南京宁华物产有限公司江山汇金E座写字楼项目，规划总建筑面积3.82万平方米，地上2.84万平方米，

地下0.98万平方米，已于2018年3月26日大楼封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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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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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绩预告情况:扭亏 

业绩预告填写数据类型：区间数 

 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累计净利润的预计数（万元） 55,000 -- 63,000 -10,600.86 扭亏为盈 -- --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265 -- 0.4885 -0.0882 扭亏为盈 -- -- -- 

业绩预告的说明 

公司 2018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预计盈利 55,000万元至 63,000万元，主要

原因是公司 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

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相关议案，本次重大资产出售交易价格总额为 82,861.39

万元。根据公司与泰山电力签署的《资产交割确认书》，资产交割日为 2018年 2 月 1日。据



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10 

 

此，公司本报告期实现转让收益 56,502.77万元。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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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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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0一八年四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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