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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899                           证券简称：赣能股份                           公告编号：2019-18 

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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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975，677，76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20 元

（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赣能股份 股票代码 000899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曹宇 李洁 

办公地址 江西省南昌市高新区火炬大街 199 号 江西省南昌市高新区火炬大街 199 号 

传真 0791-88106119 0791-88106119 

电话 0791-88106200 0791-88109899 

电子信箱 ganneng@000899.com ganneng@000899.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主营业务为火力、水力发电，目前公司所属已投产运营火电厂一家、水电厂两家，总装机容量为150万千瓦。公司

所属火电厂丰城二期发电厂装机容量2×70万千瓦，位于江西省丰城市，两家水电厂居龙潭水电厂、抱子石水电厂装机容量

分别为2×3万千瓦和2×2万千瓦，分别位于江西省赣州市和九江市修水县。公司尚有丰城三期发电厂项目，设计装机容量为

2×100万千瓦超超临界发电机组，目前该项目受“11.24”事故影响处于停工状态。另外，公司受托管理控股股东江投集团下辖

江西东津发电有限责任公司，装机容量为2×3万千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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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以来，公司始终将丰电三期复工作为重点工作，围绕年度工作要点，统筹推进安全生产、经营管理、职能改革等

各项工作。在公司董事会带领下，从提振士气、转变作风，谋求改革创新发展做起，各项工作稳中向好。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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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人民币元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 

营业收入 2,567,638,500.78 2,126,267,944.86 20.76% 2,176,561,485.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8,503,330.99 16,450,075.11 1,045.91% 378,235,751.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72,013,056.69 167,840,330.90 2.49% 384,428,523.6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07,731,542.72 384,981,399.55 -20.07% 371,804,408.0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9 0.02 850.00% 0.4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9 0.02 850.00% 0.4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13% 0.36% 3.77% 8.24%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总资产 7,579,889,157.29 7,319,466,023.98 3.56% 7,567,675,940.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657,082,060.81 4,468,578,729.82 4.22% 4,768,685,745.37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562,181,613.41 632,927,087.52 647,292,072.94 725,237,726.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2,612,045.57 76,716,219.35 87,827,184.86 1,347,881.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1,685,612.08 69,548,778.01 73,237,889.25 7,540,777.3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2,948,805.53 97,023,342.77 76,599,550.92 -58,840,156.50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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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719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38,916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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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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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8.96% 380,170,857 0 质押 153,400,000 

国投电力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3.72% 329,000,000 329,000,000   

林军 境内自然人 0.62% 6,050,500 0   

林芸 境内自然人 0.55% 5,412,905 0   

林祥华 境内自然人 0.45% 4,366,679 0   

#刘晓东 境内自然人 0.21% 2,082,400 0   

中国工商银行--

富国中证红利

指数增强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20% 1,979,300 0   

张丽华 境内自然人 0.18% 1,719,616 0   

#卢洪丹 境内自然人 0.12% 1,193,407 0   

王宪芳 境内自然人 0.12% 1,161,2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1、持股 5%以上的股东中，江西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

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2、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1、公司股东刘晓东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0 股，通过万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2,082,400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2,082,400 股；2、公司股

东卢洪丹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0 股，通过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

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1,193,407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1,193,407 股；3、公司股东刘苏兰

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0 股，通过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

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1,160,468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1,160,468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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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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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一、2018年度经营概况 

2018年，公司认真贯彻落实董事会一系列决策部署，顺应集团管控模式和改革发展新思路，践行新发展理念，一路攻坚

克难，经营质效全面提升。全年公司完成发电量74.52亿千瓦时，实现营业收入25.68亿元，净利润1.89亿元，超额完成了董

事会下达的安全生产和经营目标；全年未发生一起安全事故，安全形势持续向好。尤其是丰电二期顶住巨大压力，安全指标

大幅提升，全年未发生非停及二类以上障碍，发电量创历史最好记录。 

二、2018年度重点工作回顾 

（一）全面落实事故整改，全力推进复工工作 

“11·24”事故以来，公司始终将丰电三期复工视为头等要务，公司上下深刻反思事故教训。狠抓安全生产，彻底排查消

除各类隐患，切实堵塞安全漏洞。并通过定期召开协调会，编制工作简报等举措，深入推进事故专项整改工作。为准确整改

方向，公司多次赴省委省政府、华中能源监管局、省应急管理厅及省直主管部门汇报工作进展，做好“11·24”事故整改闭环

工作。同时，全力做好复工前各项准备工作，认真履行项目报建手续。目前，复工49项支持性文件只剩1项（烟塔建筑工程

施工许可证核发）正在办理。 

2019年1月，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第一评估组对“11·24”事故整改情况进行了现场评估，评估组根据公司及丰城三期电厂

检查评估情况反馈了相关整改意见。2019年3月1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公告》

（2019年第6号），公司丰城三期电厂已移出安全生产失信联合惩戒“黑名单”。后续，公司将根据评估小组反馈意见持续落

实安全整改工作，进一步规范和理顺安全监督体系和安全保障体系，严格落实安全制度，扎实开展安全检查。 

（二）着力抓好生产经营，完成企业年度经营目标 

公司以年初核定的经营利润为总目标，积极开展电量营销工作，参与长协与月度竞价交易，全年共完成市场交易电量

20.83亿度。适时成立了营销中心，与赣投气通营销人员合力推进售电业务，并正式启动筹建售配电公司工作，深入推动售

电、配电及电能多元化应用。同时，抓好全面预算管理，分阶段研讨主要经营指标落实情况及改进举措，注重过程控制。特

别是对标煤单价指标拟定四项降本增效措施，按已实际发生及最新市场行情重新预测财务费用、环保税等。着力降低财务费

用，严控贷款利率和续贷利率，合理安排收、付、贷时点，压缩日常资金持有额，全年平均资金持有量同比减少1.2亿。 

（三）深化机制职能改革，注重提升企业管理水平 

2018年，公司从改进作风入手，切实提高机关效能。公司领导班子以身作则，以实际行动践行公司制度和纪律，发挥表

率作用和引领作用。同时，推行月度工作计划管理模式，将考勤情况与工作完成情况一并纳入绩效考核体系，将结果逐步运

用于与薪酬发放、评先评优、岗位晋升等，有效推动工作质量、效率的提高。 

从完善管理制度入手，注重优化管理职能。同时，注重制度建设、优化管理职能、构建长效机制。结合公司实际及改革

发展需要，先后修订、新增60余项制度，对相关职能部门进行了合并及分设。 

从财务改革试点入手，促进提升管理效力。以本部与水电厂作为财务集中管理的试点，启动财务集中管理工作，不断完

善集中管理方案，达到人员、业务集中管理，逐步拓展财务管理的外延工作，达到业财融合。 

（四）持续履行社会责任，积极彰显良好国企形象。 

作为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始终自觉履行政治责任、社会责任、环保责任。一直以来，公司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委、

省政府扶贫工作会议精神，深入推进精准扶贫工作。扶贫工作开展至今经过扶贫队与当地村干部、党员及全体村民的共同努

力，全村基础设施、村容村貌、人居环境有了明显改善，整村经济开始复苏，整村脱贫攻坚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得到了上

级部门和当地干部群众的充分肯定。 

同时，公司积极响应国家环保政策，为减少环境污染，不断提高所属电厂环保标准。2017年完成了火电#5、#6机组超低排放

改造，现已通过验收并取得江西省环境保护厅认可确认函。目前，火电厂废气污染防治设施齐全且紧跟国家及地方政策，并

编制了《环境污染事故专项应急预案》，组织开展了环境污染事故应急演练活动，提高了预防及处置环境风险事故的能力。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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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电力 2,533,064,600.89 2,262,751,233.00 10.67% 20.60% 21.58% 11.39%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18年度公司业绩大幅向上的主要原因是：1、2017年度， 公司对丰电二期两台发电机组进行了通流改造和超低排

放改造，替换的资产进行了报废处理，造成非经常性损益-1.61亿元。2018年度，公司未发生大额非经常性损失；2、2018年

度，受益于江西省全社会用电需求的增长，公司所属火电厂发电量较上年度增加，2018年公司营业收入较2017年有所增加。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企业会计准则变化引起的会计政策变更 

本公司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及其

解读和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编制2018年度财务报表，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3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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