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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 2019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已经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董事会

会议及第一次临时监事会会议审议通过。 

所有董、监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及监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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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揭小健、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宏革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张新卫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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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651,643,761.95 562,181,613.41 15.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4,886,630.48 22,612,045.57 275.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83,872,363.18 21,685,612.08 286.7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24,066,328.66 192,948,805.53 16.1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70 0.0232 275.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70 0.0232 275.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1% 0.50%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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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45,819,930.40 7,579,889,157.29 -1.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741,968,691.29 4,657,082,060.81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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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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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

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

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

的投资收益 

1,462,962.00 银行结构性产品收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08,971.71 主要为扶贫捐赠支出 

减：所得税影响额 339,722.99  

合计 1,014,267.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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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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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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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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省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9.36% 384,072,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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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林军 境内自然人 0.61% 6,000,000 0   

林芸 境内自然人 0.55% 5,412,905 0   

林祥华 境内自然人 0.43% 4,171,379 0   

深圳市平石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平石 T5 对冲基

金 

其他 0.22% 2,105,730 0   

#刘晓东 境内自然人 0.21% 2,082,400 0   

#陈为华 境内自然人 0.18% 1,747,700 0   

#王崇德 境内自然人 0.14% 1,370,000 0   

#宋泽洋 境内自然人 0.13% 1,297,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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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种类 数量 

江西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384,072,357 人民币普通股 384,072,357 

国投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329,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29,000,000 

林军 6,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000,000 

林芸 5,412,905 人民币普通股 5,412,905 

林祥华 4,171,379 人民币普通股 4,171,379 

深圳市平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平石 T5 对冲基金 
2,105,730 人民币普通股 2,105,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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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东 2,082,400 人民币普通股 2,082,400 

#陈为华 1,747,700 人民币普通股 1,747,700 

#王崇德 1,37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370,000 

#宋泽洋 1,297,718 人民币普通股 1,297,71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1、前十名股东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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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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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股东陈为华，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0 股，通过兴业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1,747,700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1,747,700 股；3、公司股东王崇德，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0 股，通过国泰君

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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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0,000 股，合计持有

公司股票 1,370,000 股；4、公司股东宋泽洋，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0 股，通

过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1,297,718 股，

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1,297,718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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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报表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变动幅度 变动说明 

    货币资金 429,012,719.46 1,166,430,489.5

3 

-63.22% 主要是本期利用期初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结构性产品 

    其他流动资产 700,658,613.92 9,249,907.82 7474.76% 主要是本期利用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结构性产品列报

本科目 

    应付账款 149,020,192.74 165,718,938.95 -10.08% 主要是期初燃料费、修理费本期支付 

    预收款项 7,767,964.41 3,589,028.84 116.44% 主要是本期预收粉煤灰款项增加 

    应交税费 62,316,870.55 24,875,624.36 150.51% 主要是企业所得税、增值税增加 

    其他应付款 108,345,357.95 154,305,174.99 -29.79% 主要是本期用履约保函置换了履约保证金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

债 

180,000,000.00 320,000,000.00 -43.75% 主要是本期提前归还了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 

财务报表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幅度 变动说明 

营业收入 651,643,761.95 562,181,613.41 15.91% 主要是本期售电量的增加 

营业利润 106,007,222.43 23,160,153.30 357.71% 主要是本期售电量增加、燃煤单位成本的降低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224,066,328.66 192,948,805.53 16.13% 主要为本期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减少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732,554,272.90 -316,171,196.74 -131.70% 主要是本期利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结构性产品

金额增加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228,929,825.83 22,103,980.51 -1135.70% 主要是本期归还借款金额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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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丰电三期项目进展 

       截至目前，江西丰城电厂三期扩建项目（以下简称“项目”）仍处于停工状态。为积极推进复工工作，公司一方面持续

完善事故整改工作, 另一方面积极办理项目复工支持性文件。年内公司整理形成了“11•24”事故整改报告，并上报至国家应急

管理部。报告期内，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第一评估组已完成对丰城三期扩建工程的检查评估工作，根据评估结果，已将丰电

三期移出安全生产失信联合惩戒“黑名单”。后续，公司将根据检查评估反馈意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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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认真做好现场保护工作，确保现场设备完好。目前，丰电三期49

项复工支持性文件仅剩1项（烟塔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正在办理当中。公司将在达到项目复工要求后，及时向省能源局及

华中能监局提交项目复工申请，争取项目早日复工。 

  二、限售股份变动 

股东名称 期初限售股数 本期解除限售股 本期增加限售股 期末限售股数 限售原因 解除限售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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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数 （上市流通） 

国投电力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 

329,000,000 329,000,000 0 0 公司2015年度非

公开发行，国投

电力所认购的股

票限售期为36个

月。 

2019年2月26日 

合计 329,000,000 329,000,000 0 0 -- --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

行限售股解禁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2019-09） 

2019 年 02 月 21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丰电三期

项目进展情况的公告》（2019-14） 
2019 年 03 月 19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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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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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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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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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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4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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