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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0037、200037                      证券简称：深南电 A、深南电 B                   公告编号：2019-012 

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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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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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春玲 董事 工作原因 李新威 

陈泽桐 独立董事 工作原因 莫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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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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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南电 A、深南电 B  股票代码  000037、200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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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杰   

办公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华侨城汉唐大厦 16、

17 楼 
 

传真 0755-26003684   

电话 0755-26003611   

电子信箱  investor@nspower.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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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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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4,937,109.00 2,045,766,831.74 -7.86% 1,574,088,977.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253,766.12 15,904,182.47 21.06% 1,306,694,835.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3,515,247.29 11,413,492.42 -218.41% -128,991,534.3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6,563,160.38 196,799,855.73 20.20% 926,321,325.4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2 0.026 21.06% 2.1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2 0.026 21.06% 2.1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69% 0.59% -1.28% -10.00%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总资产 3,307,148,289.92 2,883,804,392.70 14.68% 4,363,703,614.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977,871,851.51 1,958,618,085.39 0.98% 1,942,713,90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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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3,525,942.67 676,234,272.13 540,079,674.10 265,097,220.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927,762.57 40,939,857.79 7,163,302.91 -17,921,632.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1,221,495.07 40,125,867.85 5,706,327.68 -48,125,947.7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9,260,605.97 121,851,240.25 182,384,779.63 1,587,74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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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799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32,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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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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南海洋行

（国际）有限公

司 

境外法人 15.28% 92,123,248    

深圳广聚实业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2.22% 73,666,824    

深圳市能源集

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0.80% 65,106,130    

BOCI 

SECURITIES 

LIMITED 
境外法人 1.43% 8,640,627    

曾颖 境内自然人 1.24% 7,484,000    

招商证券香港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97% 5,834,669    

美颐投资置业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77% 4,616,000    

刘芳 境内自然人 0.67% 4,035,773    

李宝琴 境内自然人 0.66% 3,972,451    

陈芹 境内自然人 0.65% 3,926,89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1、深圳市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持有香港南海洋行（国际）有限公司 100%股权。2、公司未知上

述其他社会公众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 
前十大股东中刘芳女士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股 1,090,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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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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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主要股东单位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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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是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实施“十三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稳中求进仍然是我国2018

年经济工作的总基调。 

2018 年，广东省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部分指标增速回落”的发展态势。据相关权威部门的统计与分析，全省全

年全社会用电量为 6,323.4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6.1%；全年统调购电量 5,99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6.3%；全省新增机组 23

台、容量合计 1,219.4万千瓦。全省电力供应满足需求，总体电量富余。随着广东省电力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推进，电力生产

由计划发电为主逐步转变为市场营销为主的生产经营模式，电力营销市场竞争与博弈更加激烈。此外，在天然气采购价格同

比上涨的情况下，公司下属三家发电厂的上网电价再次下调。根据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的《关于降低天然气发电上

网电价有关事项的通知》，自 2018年 7 月 1 日起，公司下属三家发电厂的上网电价由每千瓦时 0.715 元下调至 0.665元（含

税），进一步加大了公司的经营压力。 

报告期内，公司新一届领导班子带领全体员工锐意改革、携手拼搏、同心筑梦，在“1+5”战略路线图的引领下，在2017

年8月以来实施的一系列开拓创新之举初见成效的基础上，以开放的思维和坚韧的毅力，努力在困境中寻求出路、在危局下

中发掘机遇，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做好存量资产经营和内部管理，为共克时艰而不懈努力，为谋求转型发展创造条件。报

告期内开展的主要工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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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狠抓安全、环保管理，始终将安全置于企业管理的首位，认真履行环保责任。克服发电设备老旧等困难，通过强化

安全生产责任制、创新安全生产督导模式和实施全过程、全方位的安全管理，全年实现安全“五无”目标，安全生产指标创

近十多年来最好成绩。积极响应市政府号召，按期开展“深圳蓝”技改项目，严格落实环境保护要求，全年实现环保指标达

标； 

2、成立售电中心、燃料中心、财务中心和信息中心四大运营管理中心，实现公司各项资源的有效整合及核心业务的高

效运转。其中，通过售电中心搭建电力交易数学模型，精细化、科学化地制订电力交易策略，显著提升了公司电力市场营销

的竞争力，全年实现电力营销电量合计14.73亿千瓦时。通过燃料中心统筹组织、协调公司系统内的燃料采购工作，加强天

然气供应保障力度，降低天然气采购成本。通过财务中心搭建“共享资金池”，加强对公司系统内资金的统筹管理，同时紧

跟外部形势变化，动态进行科学的财务分析与测算，为公司的生产与经营提供决策依据。通过信息中心搭建安全、便利的基

础信息共享平台，在保障信息安全的同时，支撑和辅助三大业务中心的运作； 

3、开辟南山热电厂第二气源。公司克服时间紧、任务重等压力，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南山热电厂深燃天然气末站技

改项目建设，拓宽了天然气供应渠道，提升了气源供应的稳定性和可靠性，为公司降低天然气采购成本、抵御市场挑战创造

了有利条件，有效提升了公司存量资产的经营效能；  

4、实施“深圳蓝”技改项目及相关技术改造。通过技术改造，使发电机组的氮氧化物排放优于政府要求的排放标准，

为深圳市环境质量的提升做出了积极贡献，同时使公司发电设备保持健康运行状态，为降低机组非停次数和争取电量提供了

必要保障； 

5、创新生产管理机制。通过建立南山热电厂生产调度机制和环保工程联合现场协调机制，统筹协调南山热电厂发电生

产、燃料供应及环保公司污泥干化生产等相关工作，提高生产决策效率，实现生产信息和资源的最佳共享； 

6、进一步完善并继续推行“军令状”考核方式。紧密围绕公司的总体战略，以实现公司经营效益最大化为目标，将个

人收益与团队利益和公司效益紧密挂钩，激励全体干部员工为圆满完成并力争超额完成年度经营任务而努力奋斗； 

7、全面深化人力资源改革。通过完善人力资源管理机制和管理体系，进一步优化人力资源配置，使管理干部的责任意

识和员工的进取意识得到了显著的提升，为实现公司经营发展目标奠定必要的人才基础； 

8、高度重视内控规范管理。根据公司的总体经营部署，结合公司业务运作实际情况，对各项管理制度及主要工作流程

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和必要的修订与完善，为公司高效决策和快速行动奠定了管理基础，为确保规范运作、防范内控风险创造

了必要条件。 

2018年，公司党总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围绕十九大精神和新时代党建工作总体要求，积极

推动党建与公司经营管理的深度融合，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思想政治建设、制度建设和作风建设，积极贯彻落实全面从严治

党的要求和国企党建工作的有关要求，将党建工作纳入公司《章程》，并完成党总支委员会的换届选举，实现了公司党总支

书记和董事长职务由一人担任，充分彰显了党的领导在公司经营管理中的核心引领作用。 

2018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8.85亿元，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1,925.38万元，基本每股收益 0.03 元。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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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电力销售 1,768,441,244.50 1,679,314,517.30 5.04% -9.65% -7.11% -2.59% 

工程劳务 45,701,543.76 31,319,671.15 31.47% 18.96% 7.41% 7.37% 

污泥干化 64,698,909.32 40,161,542.67 37.93% 45.77% 8.42% 2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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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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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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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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企业会计准则及其他法律法规修订引起的会计政策变更。 

财政部于 2018 年6月15日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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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简称“新修订的财务报表格式”)。新修订的财务报表格式主要将资产负债表中的部分项目合并列报，在利润表中将原

“管理费用”中的研发费用分拆单独列示，新增“研发费用”项目，反映企业进行研究与开发过程中发生的费用化支出。 

本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30号——财务报表列报》等相关规定，对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2018/2017

年度比较财务报表已重新表述。对 2017年度合并财务报表及母公司财务报表相关损益项目均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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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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