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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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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吴永钢、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展航及会计机构负责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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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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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24,851,194.78

5,232,867,523.59

-3.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404,061,474.51

2,179,680,863.09

10.29%

本报告期比

本报告期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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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5,123,873.29

25.88%

2,410,965,231.95

117.36%

1,906,931.30

126.90%

370,197,209.42

-33.35%

1,896,850.31

126.95%

370,228,200.40

3,170.07%

-530,487,642.88

-143.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15

127.27%

0.2903

-32.6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15

127.27%

0.2903

-32.6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08%

0.50%

15.89%

-2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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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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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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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0.00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71,314.23

减：所得税影响额

-11,384.59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8,938.66

合计

-30,990.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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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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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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65,511

0

股股东总数（如有）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华能能源交通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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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有法人

23.26%

300,007,395

114,126,636

0

业开发股份有限 国有法人

17.36%

223,910,769

223,910,769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6.84%

88,153,557

88,153,557

0

境内自然人

0.77%

9,921,001

0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0.67%

8,683,200

0

0

马舸

境内自然人

0.57%

7,346,601

0

0

杜俊清

境内自然人

0.46%

5,936,959

0

0

孙春莲

境内自然人

0.42%

5,366,601

0

0

曲建民

境内自然人

0.28%

3,579,000

0

0

周冠雄

境内自然人

0.27%

3,521,700

0

0

业控股有限公司
南京华能南方实
公司
广东世纪城集团
有限公司
张秀东
成都尧派商贸有
限公司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份种类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华能能源交通产业控股有限公司

数量

185,880,759 人民币普通股

185,880,759

张秀东

9,921,001 人民币普通股

9,921,001

成都尧派商贸有限公司

8,683,200 人民币普通股

8,683,200

马舸

7,346,601 人民币普通股

7,346,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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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俊清

5,936,959 人民币普通股

5,936,959

孙春莲

5,366,601 人民币普通股

5,366,601

曲建民

3,579,000 人民币普通股

3,579,000

周冠雄

3,521,700 人民币普通股

3,521,700

邓福权

3,354,300 人民币普通股

3,354,300

凌健

2,905,020 人民币普通股

2,905,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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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报告期末，股东马舸通过国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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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况说明（如有）

股份 7,346,601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0.57%。

说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比例是以公司总股本 1,289,650,962 股为依据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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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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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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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0,976,495.90

896,823,825.65

-53.06

预付款项

41,670,868.26

7,808,301.35

433.67

短期借款

1,262,300,000.00

594,500,000.00

112.33

应付账款

424,794,056.02

276,829,018.18

53.45

预收款项

231,890,381.78

932,992,823.76

-75.15

应交税费

12,576,021.50

145,053,478.18

-91.33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72,606,129.11

487,779,059.48

-85.11

430,421,731.96

60,224,522.54

614.70

未分配利润
说明：

1、货币资金减少：主要原因是支付工程款、缴纳税金以及支付供应链业务款项所致；
2、预付款项增加：主要原因是本期公司预付供应链业务款项及预付电缆材料款所致；
3、短期借款增加、一年期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减少，主要原因是公司借款结构发生变化，但借款总
量变化不大；
4、应付账款增加：主要原因是应付电缆材料款及工程款增加所致；
5、预收账款增加：主要是本期江山汇部分住宅项目交付确认收入及江山汇金E座预收部分售楼款所致；
6、应交税费减少：主要是本期缴纳所得税、增值税及土地增值税所致；
7、未分配利润增加：主要是本期实现净利润所致。
（二）年初至报告期末利润表项目变动情况
项

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元）

上年同期（元）

变动幅度（%）

营业收入

2,410,965,231.95

1,109,181,351.55

117.36

营业成本

1,724,235,020.98

955,940,667.78

80.37

税金及附加

36,860,899.49

10,712,427.70

244.09

管理费用

60,351,683.49

44,969,091.38

34.21

投资收益

1,166,476.57

571,758,319.45

-99.80

136,753,015.25

3,147,808.25

4244.39

所得税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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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

370,197,209.42

555,398,462.31

-33.35

0.2903

0.4307

-32.60

基本每股收益
说明：

1、营业收入、营业成本、税金及附加增加，主要原因是本期公司子公司宁华世纪部分住宅实现交付
确认营业收入、结转营业成本所致；
2、管理费用增加，主要是因本部人员增加、职工薪酬增加所致；
3、投资收益减少，主要是上年同期公司实施资产出售实现转让收益所致；
4、所得税费用增加，主要是本期公司子公司宁华世纪部分住宅实现交付实现利润，应缴所得税费用
增加所致；
5、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基本每股收益减少，主要原因：一是本期公司子公司宁华世纪部分
住宅实现交付确认营业收入，实现利润，所得税费用增加；二是去年公司实施重大资产出售，实现资产转
让收益。
（三）现金流量表项目变动情况
项

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元）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上年同期（元）

变动幅度（%）

1,894,673,375.46

1,046,338,092.98

81.08

支付的各项税费

349,393,285.88

192,735,499.43

81.2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30,487,642.88

1,214,366,326.03

-143.68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536,473.73

568,749,373.85

-101.15

148,690,570.60

10,287,627.78

1345.33

62,897,789.70

-1,625,605,604.16

103.87

-474,126,326.91

157,510,095.72

-401.01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说明：

1、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增加，主要原因是公司开展供应链业务支付款项；
2、支付的各项税费增加，主要是子公司宁华世纪住宅项目实现交付增加税费；
3、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减少，主要原因是子公司宁华世纪上年同期预收住宅款；
4、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减少，主要是去年同期处置子公司股权收到的现金所致；
5、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增加，主要原因是本期公司股份回购支付现金增加所致；
6、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主要原因为去年同期子公司宁华世纪偿还借款所致；
7、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减少，主要原因为去年同期子公司宁华世纪预收房产销售款、归还借
款；公司本部去年同期收到资产转让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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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监事辛广先生因工作变动，申请辞去公司职工监事职务。为保证公司监事会正常运作，公司
于2019年2月18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选举殷家宁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职工监事，任期自本次职工大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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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监事会届满止。
2、公司根据工作需要，将公司总部主要办公地址由“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象房村路50号2幢”搬迁至
“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沧园路1号金元天甲（现为“华能紫金睿谷”）1号楼五楼”，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年7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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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总部主要办公地址变更的公
告》（公告编号：2019-048）。
3、公司地产业务主要为江山汇和江山汇金两个项目，具体包括项目的建设销售、持有物业的运营管
理。上述两个项目的建设销售包括江山汇A地块公寓项目、C地块住宅商铺项目、E地块公寓项目及B、D地
块商业综合体部分项目，江山汇金D座存量房产销售及E座办公楼项目的建设销售。
（1）江山汇项目
江山汇是集商业、办公、公寓、酒店、住宅于一体的城市产业园综合体项目，总建筑面积约65万平方
米。
江山汇C地块住宅项目（江山汇悦山府）住宅总套数673套，2018年已经交付387套，2019年1-9月交付
280套。商铺和车位也将在2019年陆续出售交付，截至报告期末已交付商铺23套。江山汇A、B、D、E地块
将依次开工，其中A地块为公寓产品，规划打造一线瞰江公寓“长江之窗”，已于2018年8月开工；B、D地
块为商业综合体，主要由2幢150米高的塔楼及附属裙楼组成，集商业、酒店、办公为一体，包括约10万平
方米的购物中心、7万平方米的写字楼和3万平方米的酒店，并拥有区域性地标建筑——长江观江平台，其
中B地块已于2019年8月开工，D地块尚未开工；E地块为公寓产品，截至目前已经开工。
（2）江山汇金项目
江山汇金综合楼（指江山汇金E座办公楼）项目位于南京市鼓楼区燕江路201号，共计1幢，地上13层，
地下2层，总面积为36,085.82平方米（含地下人防面积）。截至目前，该项目正在进行竣工验收工作，预
计2019年底前完成竣工交付。
2019年9月5日，公司全资子公司南京宁华物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华物产）与华能置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华能置业）签署了《江山汇金综合楼认购协议》，协议约定华能置业认购宁华物产开发建设
的位于南京市鼓楼区燕江路201号的江山汇金综合楼项目，总认购价款为人民币668,229,900元，上述事项
已经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截至报告期末，按照协议约定，宁华物产已收到购买价款
的30%，即200,468,970.00元作为认购预付款。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公司及控股股东华能能源交通产业控股
公告编号：2019-026，《山东新能泰山发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能能交"）与深圳

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控股股东华

世联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平等互利、
协商一致的基础上，为共同盘活华能能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2019 年 04 月 19 日

交及本公司全国存量资产，达成战略合

能能源交通产业控股有限公司与深圳世
联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
协议>的公告》，巨潮资讯网

作，三方于 2019 年 4 月 18 日签署《战

（www.cninfo.com.cn）。

略合作协议》。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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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 不适用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和对公司价值的高度认可，公司于2019年2月28日召开2019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方案》。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用途包括：用于员工持股
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上市公司发行的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回购股份的价格区间：不超过人民
币5.2元/股（含）；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5,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30,000万元（含）。
其中，本次回购股份的10%-20%拟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本次回购股份的80%-90%拟用于转换公司
发行的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
公司于2019年3月6日首次以集中竞价方式实施回购股份。截至2019年9月30日，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
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29,710,891股，占公司总股本2.304%；本次回购股份最高
成交价为5.19元/股，最低成交价为4.63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145,816,598元（含交易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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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五、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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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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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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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