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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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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全体董事均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季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1.3 公司负责人宁远喜先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丁珍珍女士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郭小燕女士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21,044,566,848.30 17,389,109,889.73 21.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8,968,007,611.45 8,483,919,846.91 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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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6,530,682.43 69.59% 2,775,427,799.01 53.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5,451,119.33 138.88% 613,185,491.77 91.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18,953,549.56 1399.33% 444,843,817.13 983.9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3,739,653.92 24.24% 873,808,531.39 77.4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 100% 0.28 86.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 100% 0.28 86.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1% 增加 0.8 个百分点 7.02% 增加 3.21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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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除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及金额如下：                             单位：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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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454,524.73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3,604,220.21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25,619,97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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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28,125.48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1,426,743.31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19,160,238.51 

小计            185,284,094.53 

减：所得税影响额             16,942,419.89  

合计            168,341,674.64  

2.2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2.2.1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84,714 
报告期末表决权回复的优先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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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股总数 

持有有限

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

股份数量 

广东宝丽华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6.00% 348,142,058 44,927,536 0 

芜湖市富海久泰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5.47% 118,995,755 0 118,995,755 

宁远喜 境内自然人 5.35% 116,363,325 87,272,494 111,188,325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3.09% 67,276,500 0 0 

张惠强 境内自然人 2.92% 63,500,000 0 0 

邓蕾 境内自然人 1.11% 24,122,900 0 0 

华鑫证券－浦发银行－华鑫证券志道 1 号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6% 22,992,200 0 0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工银瑞信中证金融资产管理

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0.92% 20,075,300 0 0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方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0.92% 20,075,300 0 0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0.92% 20,075,300 0 0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时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0.92% 20,075,300 0 0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0.92% 20,075,30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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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0.92% 20,075,300 0 0 

广发基金－农业银行－广发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0.92% 20,075,300 0 0 

易方达基金－农业银行－易方达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0.92% 20,075,30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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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宝丽华集团有限公司 303,214,522 人民币普通股 

芜湖市富海久泰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18,995,755 人民币普通股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67,276,500 人民币普通股 

张惠强 63,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宁远喜 29,090,831 人民币普通股 

邓蕾 24,122,900 人民币普通股 

华鑫证券－浦发银行－华鑫证券志道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22,992,200 人民币普通股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工银瑞信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20,075,300 人民币普通股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方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20,075,300 人民币普通股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20,075,300 人民币普通股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时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20,075,300 人民币普通股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20,075,300 人民币普通股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20,075,300 人民币普通股 

广发基金－农业银行－广发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20,075,300 人民币普通股 

易方达基金－农业银行－易方达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20,075,300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未知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况说明（如有） 

张惠强持有公司 63,500,000 股份，其中普通证券账户持有数量为 52,500,000

股，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数量为 11,000,000 股。 

邓蕾持有公司 24,122,900 股份，其中普通证券账户持有数量为 0 股，投资

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数量为 24,122,900 股。 

 

2.2.2 公司前十名普通股股东、前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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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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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3.1.1 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重大变动情况及原因说明                        单位：元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变幅 变动原因说明 

货币资金 3,991,666,850.79 2,142,308,444.10 86.33% 
主要系发电量增加以及转让股权收回的

现金增加所致。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102,494,210.90  6,971,080.00 1370.28% 系期末持有的证券投资增加所致。  

存货 323,285,892.49 76,775,823.44 321.08% 系期末原材料增加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70,767,660.74 306,481,121.88 -76.91% 系本期收回长期应收款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1,502,504,280.36 987,941,754.01 52.08% 主要系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增加所致。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333,076,735.02  831,420,987.35 60.34% 
主要系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要求，将继

续持有的百合网股权投资转入所致。  

长期应收款 17,043,539.79 41,510,828.12 -58.94% 系长期应收款收回所致。  

长期股权投资 2,153,777,866.56  3,124,123,504.41  -31.06% 主要系本期出售百合网股权所致。  

在建工程 6,515,318,186.67  2,904,547,069.07 124.31% 

主要系广东陆丰甲湖湾电厂新建工程

（2×1000MW 超超临界机组）项目支出增

加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520,868,005.42 2,094,250,973.05 -75.13% 主要系预付设备款转入在建工程所致。  

短期借款 40,000,000.00 100,000,000.00 -60.00% 系本期偿还银行借款所致。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70,510,169.65  152,352,837.21  -53.72% 系期末应付的材料采购款减少所致。   

应交税费 295,210,902.68 156,284,042.97 88.89% 
主要系本期盈利上升，导致应缴交的税费

增加所致。  

长期借款 6,839,683,000.00  3,799,233,000.00 80.03% 系项目借款增加所致。  

递延收益  27,096,819.79  15,858,040.00 70.87% 系本期取得的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3.1.2 合并利润表项目重大变动情况及原因说明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同期 变幅 变动原因说明 

营业收入 2,775,427,799.01  1,808,557,808.71 53.46% 主要系发电量增加所致。  

营业成本 1,807,691,317.13 1,351,729,410.99 33.73% 主要系发电量增加导致发电成本增加所致。  

销售费用  3,078,415.31  4,945,366.27 -37.75% 主要系办公开支减少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25,323,456.67    9,012,905.26 380.97% 主要系长期应收款收回导致坏账准备金冲回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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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收益  238,774,498.55  357,394,869.99 -33.19% 主要系股权转让收益减少所致。  

营业外收入  2,669,626.90  1,760,170.85 51.67% 主要系取得的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营业外支出  21,946,370.21  4,820,699.15 355.25% 主要系公益性捐赠增加所致。  

所得税费用 196,597,709.12  6,142,630.14 3100.55% 系本期盈利上升导致所得税费用增加所致。  

3.1.3 合并现金流量表项目重大变动情况及原因说明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同期 变幅 变动原因说明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3,251,445,456.05 2,362,424,453.63 37.63% 主要系发电量增加导致。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965,408,236.82 1,336,044,666.23 47.11% 
主要系发电量增加导致原材料采购增

加所致。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1,124,548,302.00 2,258,832,296.06 -50.22% 主要系股权投资收回的现金减少所致。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42,105,736.44  368,801,607.06 -88.58% 系取得的股息红利减少所致。  

投资支付的现金 882,753,800.39 4,129,853,695.40 -78.63% 主要系本期对外投资减少所致。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3,270,892,000.00  726,940,000.00 349.95% 

系广东陆丰甲湖湾电厂新建工程

（2×1000MW 超超临界机组）项目借款

增加所致。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279,108,000.00 187,085,000.00 49.19% 系本期偿还的银行借款增加所致。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

的现金 
 331,863,697.01 244,167,811.57 35.92% 

主要系本期项目借款增加导致支付的

利息增加所致。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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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 为优化公司金融资产结构和资源配置，同时也支持参股公司百合网引入核心战略投

资者，整合优势资源，公司与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缘宏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缘宏投资”）

签署协议，向其转让公司所持有的百合网部分股权。报告期内公司已收到缘宏投资转来的股

权转让款，双方股权转让协议履行完毕。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公司会计政策及实际情况，

公司变更对百合网股权投资的会计核算方法，将继续持有的百合网股权投资由按权益法进行

后续计量改为按成本法进行后续计量（详见公司 2018-033 号、034 号、043 号、046 号公告）。 

3.2.2 为积极响应广东省委、省政府大力推动海洋经济发展、打造全省海洋经济发展重要

增长极的号召，共同推动汕尾市海上风电可持续发展，在全省范围内树立海上风电统筹布局、

连片开发的示范标杆，报告期内公司与中广核风电有限公司签署了合作意向书，双方拟联合

开发汕尾甲子海上风电场（900MW）和汕尾后湖海上风电场（500MW）。该合作意向书为意

向性文件，双方将以意向书为基础，谈判具体合作协议（详见公司 2018-052 号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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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报告期内，公司汕尾后湖（500MW）海上风电场项目获核准批复。公司将根据汕

尾市发展和改革局核准批复文件的要求，积极做好各项前期准备工作，争取早日开工建设（详

见公司 2018-053 号公告）。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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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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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

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3.5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3.5.1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二级市场投资稳健，资金来源均为自有资金，证券投资损益为

-19,189,375.48 元。报告期末公司持有的投资品种包括：股票、基金，未持有证券衍生品。公

司将严控投资风险，努力提高资金的有效使用和投资回报。 

3.5.2 报告期末，公司按市值排列的前十只证券情况                      单位：元、股 

序

号 

品

种 

证券 

代码 

证券 

简称 
最初投资成本 期初账面价值 

本期公允价

值变动损益 

本期计入权益

的累计公允价

值变动 

本期购买 

金额 

本期出售 

金额 
期末账面价值 报告期损益 

会计

核算

科目 

1 
股

票 
600109 

国金 

证券 
454,308,192.00 180,587,506.32  -47,702,360.16   132,885,146.16 946,475.40 

可供

出售

金融

资产 

2 
基

金 
004223 

金信

多策

略混

合基

金 

 99,998,000.00   -4,609,489.10  99,998,000.00  95,388,510.90 143,339.26 

交易

性金

融资

产 

3 
股

票 
300425 

环能 

科技 
100,000,000.00 97,666,380.39  -27,185,688.09   70,480,692.30 2,065,493.34 

可供

出售

金融

资产 
4 

股

票 
300366 

创意 

信息 
20,000,017.00 12,994,605.64  -4,800,004.08   8,194,601.56 64,864.92 

5 
股

票 
600104 

上汽 

集团 
 1,563,200.00                     640,800.00 136,000.00             1,853,100.00          965,900.00           1,664,000.00 190,900.00 

交易

性金

融资

产 

6 
股

票 
601166 

兴业 

银行 
 1,560,100.00                   1,359,200.00 -81,100.00             157,400.00             1,435,500.00 -29,100.00 

7 
股

票 
600352 

浙江 

龙盛 
 1,595,496.51                    585,500.00 -269,596.51   1,283,200.00          232,703.49 1,366,400.00 -244,59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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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股

票 
000895 

双汇 

发展 
 1,238,040.00                     795,000.00 14,500.00              498,000.00             1,307,500.00 58,500.00 

9 
股

票 
002589 

瑞康 

医药 
 1,184,114.28                  1,345,000.00 -223,771.43  122,000.00            444,028.57           799,200.00 -217,107.43 

10 
股

票 
430065 

中海

阳 
6,469,230.00 1,763,640.00 -1,316,340.00      447,300.00 -1,316,340.00       

小计 687,916,389.79  297,737,632.35 -6,349,797.04       79,688,052.33 103,911,700.00        1,642,632.06         313,968,850.92 1,662,428.98           

期末持有的其他 

证券投资 
86,400.00  -600.00 

               

 
86,400.00              85,800.00  -600.00  

报告期已出售证券

投资损益 
       -20,851,204.46  

合计 688,002,789.79  297,737,632.35 -6,350,397.04  -79,688,052.33 103,998,100.00 1,642,632.06 314,054,650.92 -19,189,379.48 -- 

3.6 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具体类型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委托理财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银行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150,000 150,000 — 

合计 150,000 150,000 — 

3.6.1 单项金额重大或安全性较低、流动性较差、不保本的高风险委托理财具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3.6.2 委托理财出现预期无法收回本金或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减值的情形 

□ 适用  √ 不适用 

3. 7 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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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3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公司于“深交所互动易”披露的《投资者关系活动记

录表（2018-004）》 

2018 年 7 月 5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公司于“深交所互动易”披露的《投资者关系活动记

录表（2018-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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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违规对外担保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3.10 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八年十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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