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1 

 

证券代码：000690               证券简称：宝新能源              公告编号：2019-040 

债券代码：112483               债券简称：16 宝新 01 

债券代码：112491               债券简称：16 宝新 02 

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一、重要提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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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全体董事均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季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1.3 公司负责人宁远喜先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丁珍珍女士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郭小燕女士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21,203,525,507.28   21,593,167,648.89 -1.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9,104,154,075.28   8,858,432,290.98 2.77%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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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6,473,387.64  101.64% 3,797,129,487.54  36.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7,241,676.26  25.34%  474,244,967.99  -22.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93,542,622.28  62.70%  334,152,758.97 -24.8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40,514,173.32  73.61% 1,020,236,974.24  16.7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  16.67% 0.22 -21.4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  16.67% 0.22 -21.4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4% 增加 0.33 个百分点 5.26% 减少 1.76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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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除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及金额如下：                             单位：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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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73,256.37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2,041,454.51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35,533,23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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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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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116,149,191.21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3,393,260.00 

小计           110,557,360.85 

减：所得税影响额             -29,534,426.43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421.74 

合计             140,092,209.02 

2.2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2.2.1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84,484 
报告期末表决权回复的优先股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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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股总数 

持有有限

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

股份数量 

广东宝丽华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6.00% 348,142,058 0 0 

芜湖市富海久泰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5.47% 118,995,755 0 118,995,755 

宁远喜 境内自然人 5.35% 116,363,325 87,272,494 111,188,325 

张惠强 境内自然人 3.52% 76,500,000 0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3.09% 67,276,500 0 0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工银瑞信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0.92% 20,075,300 0 0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方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0.92% 20,075,300 0 0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0.92% 20,075,300 0 0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时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0.92% 20,075,300 0 0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0.92% 20,075,30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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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0.92% 20,075,300 0 0 

广发基金－农业银行－广发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0.92% 20,075,300 0 0 

易方达基金－农业银行－易方达中证金融资产管理

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0.92% 20,075,3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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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宝丽华集团有限公司 348,142,058 人民币普通股 

芜湖市富海久泰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18,995,755 人民币普通股 

张惠强 76,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67,276,500 人民币普通股 

宁远喜 29,090,831 人民币普通股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工银瑞信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20,075,300 人民币普通股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方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20,075,300 人民币普通股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20,075,300 人民币普通股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时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20,075,300 人民币普通股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20,075,300 人民币普通股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20,075,300 人民币普通股 

广发基金－农业银行－广发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20,075,300 人民币普通股 

易方达基金－农业银行－易方达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20,075,300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未知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

务情况说明（如有） 

张惠强持有公司 76,500,000 股份，其中普通证券账户持有数量为 21,500,000

股，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数量为 55,000,000 股。 

 

2.2.2 公司前十名普通股股东、前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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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3.1.1 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重大变动情况及原因说明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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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变幅 变动原因说明 

交易性金融资产 2,940,925,609.83  -   

系本期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由原计入“以

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

融资产”、“其他流动资产”、“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调整至“交易性金融资产”科目核算。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  5,381,260.00  -100.00% 

系本期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调出至“交易

性金融资产”科目核算。 

其他应收款     6,907,594.40    14,898,515.70  -53.64% 主要系期初应收股利本期收回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188,167,916.47  1,713,309,782.16  -89.02% 
主要系本期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部分项目

调出至“交易性金融资产”科目核算所致。 

债权投资 29,866,948.43  -   
系本期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由原计入“长

期应收款”调整至“债权投资”科目核算。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1,329,068,124.00  -100.00% 

系本期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调出至“交易

性金融资产”、“其他权益工具投资”科目核

算。 

长期应收款 1,053,970.16  37,937,830.75  -97.22% 
主要系本期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部分项目

调出至“债权投资”科目核算所致。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198,700,000.00  -   

系本期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由原计入“可

供出售金融资产”调整至“其他权益工具投

资”科目核算。 

固定资产 10,071,139,505.00   7,270,836,092.08  38.51% 
主要系广东陆丰甲湖湾电厂新建工程项目

（2×1000MW 超超临界机组）转固所致。 

在建工程   379,779,957.81  3,458,922,414.44  -89.02% 
主要系广东陆丰甲湖湾电厂新建工程项目

（2×1000MW 超超临界机组）转固所致。 

短期借款             -      40,000,000.00  -100.00% 系本期偿还借款所致。 

应付账款   174,852,286.78   296,575,297.43  -41.04% 系期末应支付的材料采购款减少所致。 

应交税费  151,568,899.98   272,034,627.55  -44.28% 主要系本期缴交期初未交税款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4,648,526,181.22  3,537,296,312.94  31.41% 主要系一年内到期的中期票据增加所致。 

应付债券              -      948,407,575.89  -100.00% 
系中期票据转入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17,209,656.30     2,447,913.60  -803.03% 
主要系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其他综

合收益转出所致。 

3.1.2 合并利润表项目重大变动情况及原因说明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同期 变幅 变动原因说明 

营业收入 3,797,129,487.54  2,775,427,799.01  36.81% 
主要系广东陆丰甲湖湾电厂新建工程项目（2×

1000MW 超超临界机组）投产发电所致。 

营业成本 2,726,176,272.54  1,807,691,317.13  50.81% 
主要系广东陆丰甲湖湾电厂新建工程项目（2×

1000MW 超超临界机组）投产发电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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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金及附加  42,098,886.56   31,476,978.88  33.75% 

主要系广东陆丰甲湖湾电厂新建工程项目（2×

1000MW 超超临界机组）投产发电，房产税增加所

致。 

销售费用  5,086,858.17   3,078,415.31  65.24% 主要系电力交易系统手续费增加所致。   

管理费用  276,780,578.87   198,392,890.90  39.51% 

主要系本期员工持股计划费用增加以及广东陆丰

甲湖湾电厂新建工程项目（2×1000MW 超超临界

机组）本期转固、计入管理费用的折旧费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  324,370,996.06   164,983,386.40  96.61% 

主要系广东陆丰甲湖湾电厂新建工程项目（2×

1000MW 超超临界机组）本期转固，利息支出费用

化所致。 

投资收益  84,067,827.86   238,774,498.55  -64.79% 主要系去年同期有转让部分百合网股权事宜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101,616,219.27   -6,289,147.04  1715.74% 
主要系本期实行新金融工具准则，部分金融资产的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计入当期损益所致。    

营业外收入  230,140.00   2,669,626.90  -91.38% 主要系本期收到的政府补助减少所致。  

营业外支出  44,494,373.89   21,946,370.21  102.74% 主要系固定资产清理所致。  

所得税费用  90,141,204.52   196,597,709.12  -54.15% 
系本期盈利下降导致所得税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

所致。  

3.1.3 合并现金流量表项目重大变动情况及原因说明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同期 变幅 变动原因说明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67,029,398.50   51,180,815.49  30.97% 
主要系本期收到的存款利息收入增

加所致。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

金 
 308,913,718.12   126,219,416.65  144.74% 

主要系本期支付的职工薪酬增加所

致。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477,576,501.86  1,124,548,302.00  -57.53% 系本期收回的投资减少所致。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106,910,432.38   42,105,736.44  153.91% 主要系取得的股息红利增加所致。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

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263,898,270.40  1,962,220,665.74  -86.55% 

主要系本期广东陆丰甲湖湾电厂新

建工程项目（2×1000MW 超超临界机

组）投产发电所致。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    3,270,892,000.00  -100.00% 系本期无新增借款。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497,112,000.00   279,108,000.00  78.11% 系本期偿还的银行借款增加所致。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

现金 
 525,863,311.57   331,863,697.01  58.46% 主要系支付的股息红利增加所致。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2,850,000.00   6,050,000.00  -52.89% 
主要系本期无支付给银行的贷款顾

问费所致。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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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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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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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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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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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

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3.5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3.5.1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二级市场投资稳健，资金来源均为自有资金，证券投资损益为

114,456,502.54 元。报告期末公司持有的投资品种包括：股票、基金，未持有证券衍生品。公

司将严控投资风险，努力提高资金的有效使用和投资回报。 

3.5.2 报告期末，公司按市值排列的前十只证券情况                      单位：元、股 

序

号 

品

种 

证

券 

代

码 

证券 

简称 
最初投资成本 期初账面价值 

本期公允价值变

动损益 

本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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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末账面价值 报告期损益 

会

计

计

量

模

式 

会

计

核

算

科

目 

资

金

来

源 

1 
股

票 

002

939 

长城

证券 
307,072,495.00  341,550,133.20  361,024,482.90     702,574,616.10  371,011,328.90  

公

允

价

值

计

量 

交

易

性

金

融

资

产 

自

有

资

金 

2 
基

金 

000

933 

前海

开源

睿远

稳健

增利

混合

C 

500,000,000.00    372,856.07    500,000,000.00   500,372,856.07   372,856.07  

3 
股

票 

834

214 

百合

网 
349,912,227.14  460,000,000.00  -190,000,000.00     270,000,000.00  

 

-190,000,000.00  

4 股 600国金 454,308,192.00  135,535,277.28   29,340,737.40     164,876,014.68   30,097,91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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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 109 证券 

5 
股

票 

300

425 

环能

科技 
100,000,000.00   71,938,913.52   5,994,909.46                77,933,822.98   6,805,727.44  

6 
股

票 

836

758 

ST

奥吉

特 

121,343,800.00  121,343,800.00  -105,210,800.00      16,133,000.00  
 

-105,210,800.00  

7 
股

票 

600

004 

白云

机场 
 1,218,900.00    577,100.00    1,656,000.00   437,100.00   1,796,000.00   590,394.00  

8 
股

票 

000

895 

双汇

发展 
 1,457,655.00   1,651,300.00   83,085.00    233,500.00   485,885.00   1,482,000.00   127,085.00  

9 
基

金 

510

050 

50E

TF 
 1,447,800.00    24,700.00    1,447,800.00    1,472,500.00   24,700.00  

10 
股

票 

002

304 

洋河

股份 
 1,278,500.00    -134,500.00    1,278,500.00   1,144,000.00  -105,700.00  

小计 1,838,039,569.14   1,132,019,424.00   102,072,570.83    504,615,800.00   922,985.00 1,737,784,809.83 113,713,509.13              

期末持有的其

他证券投资 
7,605,230.00  881,820.00   -877,020.00  

               

 
 1,136,000.00   -    1,140,800.00 -877,020.00    

报告期已出售

证券投资损益 
        1,620,013.41    

合计 1,845,644,799.14   1,132,901,244.00   101,195,550.83    505,751,800.00   922,985.00 1,738,925,609.83 114,456,502.54    

3.6 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具体类型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委托理财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银行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150,000 139,000 0 

合计 150,000 139,000 0 

3.6.1 单项金额重大或安全性较低、流动性较差、不保本的高风险委托理财具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3.6.2 委托理财出现预期无法收回本金或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减值的情形 

□ 适用  √ 不适用 

3. 7 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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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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违规对外担保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3.10 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十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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