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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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王进、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刘维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

员)蒙飞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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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915,799,989  73,329,662,306  0.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5,285,860,007  24,227,302,288  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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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8,646,351,018  22.45% 21,520,532,268  2.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57,309,917  54.56% 1,338,879,300  42.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719,277,830  52.65% 1,307,866,747  47.8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 6,773,575,977  29.8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442 54.56% 0.2550 42.6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442 54.56% 0.2550 42.6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18% 1.10% 5.42% 1.5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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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71,117  部分子公司发电资产报废损失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

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

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7,424,991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

减值准备转回 
48,647,647  

系母公司对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破产

债权，已于 2003 年度做坏账损失处理，现

收回该款，做冲减资产减值损失处理。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

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250,472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81,676   

减：所得税影响额 10,608,181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81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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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31,012,55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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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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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95,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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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67.39% 3,538,005,285 1,893,342,621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84% 148,862,420    

深圳广发电力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22% 116,693,602    

广东省电力开发公司 国有法人 1.80% 94,367,341    

李卓 境内自然人 0.60% 31,606,023    

郑建祥 境内自然人 0.44% 23,234,898    

哈尔滨哈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41% 21,763,533    

CHINA INT'L CAPITAL CORP HONG 

KONG SECURITIES LTD 
境外法人 0.29% 15,316,066    

哈尔滨市道里区慈善基金会 境内非国有法人 0.26% 13,730,793    

VANGUARD EMERGING MARKETS 

STOCK INDEX FUND 
境外法人 0.25% 13,088,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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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1,644,662,664 人民币普通股 1,644,662,664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48,862,420 人民币普通股 148,862,420 

深圳广发电力投资有限公司 116,693,602 人民币普通股 116,693,602 

广东省电力开发公司 94,367,341 人民币普通股 94,367,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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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卓 31,606,023 人民币普通股 31,606,023 

郑建祥 23,234,898 境内上市外资股 23,234,898 

哈尔滨哈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1,763,533 人民币普通股 21,763,533 

CHINA INT'L CAPITAL CORP 

HONG KONG SECURITIES LTD 
15,316,066 境内上市外资股 15,316,066 

哈尔滨市道里区慈善基金会 13,730,793 人民币普通股 13,730,793 

VANGUARD EMERGING 

MARKETS STOCK INDEX FUND 
13,088,628 境内上市外资股 13,088,62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第四大股东广东省电力开发公司为第一大股东广东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二者存在关联关系；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情况未知。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况说明（如有） 

第五大股东李卓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98,700 股，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

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31,507,323 股，合计持有本公司股票 31,606,023 股。第七大股东

哈尔滨哈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820,888 股，通过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20,942,645 股，合计持有本公司股票 21,763,533 股。

第九大股东哈尔滨市道里区慈善基金会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80,187 股，

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13,650,606 股，合计持有本公司股票

13,730,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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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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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19年前三季度，公司完成合并上网电量525.45亿千瓦时，同比下降3.48%；合并报表平均上网电价为460.60元/千千瓦时

（含税，下同），同比上升18.54元 /千千瓦时；发电燃料成本1,292,577.90万元，同比下降85,866.69万元，降幅6.23%。受电煤

价格同比下降、市场电价差同比收窄、减税降费政策实施的红利以及各项成本费用管控有效综合影响，公司发电毛利同比增

加，2019年前三季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133,887.93万元，同比增长42.61%。 

2、报告期营业外收支净额同比减少 9,079.62 万元，降幅 117.35%。主要是上年徐闻公司收到威马逊台风损坏风机保险赔款

4,545.60 万元及部分子公司收到多经公司捐赠固定资产，导致营业外收入较高；今年部分子公司发电资产报废产生营业外支

出 1,324 万元。 

3、资产减值损失同比减少 4,819.76 万元，降幅 100.00%。主要是母公司对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破产债权，已于 2003 年

度做坏账损失处理，现收回该款，做冲减资产减值损失处理。 

4、所得税费用同比增加 25,641.74 万元，增幅 71.80%。主要由于部分子公司今年同比盈利较好，导致所得税费用同比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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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为改善公司债务结构，拓宽公司融资渠道，经公司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于2019年9月19日批准，公司拟公开发行不

超过人民币40亿元的公司债券、不超过人民币40亿元的绿色可续期企业债券。目前，公司正按计划开展债券发行的申报核准

相关工作。 

2、报告期内，因工作变动，温淑斐女士不再担任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董事会预算委员会委员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

职务；李葆冰先生不再担任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职务。公司目前正按照《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开展董事会、监事会成员的补选工作。 

3、报告期内，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粤电滨海湾能源有限公司收到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东莞宁洲厂址替代电源项

目核准的批复》（粤发改能源函〔2019〕3309号），同意其建设东莞宁洲厂址替代电源项目。项目规划建设3套700MW等级

的燃气-蒸汽联合循环热电冷联产机组及配套设施，采用3台H级燃气-蒸汽联合循环热电冷联产机组。项目总动态投资为59.28

亿元，其中项目资本金为11.86亿元，占项目总投资的比例为20%，贷款47.42亿元。公司将按照项目核准文件的相关要求，

全力推进项目建设工作。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公司债券发行预案 2019 年 08 月 31 日 巨潮资讯网 

绿色可续期企业债发行预案 2019 年 08 月 31 日 巨潮资讯网 

关于部分董事、监事离任的公告 2019 年 09 月 25 日 巨潮资讯网 

关于东莞宁洲厂址替代电源项目获得核准的公告 2019 年 09 月 30 日 巨潮资讯网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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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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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证券品

种 

证券代

码 

证券

简称 

最初投资

成本 

会计计

量模式 

期初账面

价值 

本期公允

价值变动

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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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

损益 

期末账面

价值 

会计核算

科目 

资金

来源 

境内外

股票 
000027 

深圳

能源 
15,890,628  

公允价

值计量 
66,150,000  6,678,000  56,937,372    630,000  72,828,000  

其他权益

工具投资 

自有

资金 

境内外

股票 
600642 

申能

股份 
235,837,988  

公允价

值计量 
270,997,380  37,206,608  72,366,000    11,106,450  308,203,988  

其他权益

工具投资 

自有

资金 

境内外

股票 
831039 

国义

招标 
3,600,000  

公允价

值计量 
3,618,000  2,376,000  2,394,000    360,000  5,994,000  

其他权益

工具投资 

自有

资金 

合计 255,328,616  -- 340,765,380  46,260,608  131,697,372  0  0  12,096,450  387,025,988  -- -- 

证券投资审批董事会公

告披露日期 
2018 年 10 月 31 日 

证券投资审批股东会公

告披露日期（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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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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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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9 年 02 月 20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情请参阅公司 2019 年 2 月 22 日在巨潮

资讯网披露的《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2019 年 06 月 20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情请参阅公司 2019 年 6 月 25 日在巨潮

资讯网披露的《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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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董事长：王进 

                                                                  二○一九年十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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