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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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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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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464,158,282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0.5元（含

税），送红股 0股（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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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发展 股票代码 000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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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千里

办公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芙蓉中路三段 142
号光大发展大厦 B 座 27 楼

传真 0731-88789290

电话 0731-88789296

电子信箱 sql@hnfzgf.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为水力发电综合开发经营以及健康产业的投资、建设及运营管理。

（一）水电业务

公司经营的水电业务为电力生产和供应中的发电环节。公司全资、控股、参股电站的总装机容量为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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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千瓦，规模偏小。公司以湖南发展水电公司为平台，运营管理株洲航电、鸟儿巢2座电站，秉承安全生

产、科学调度、经济运行、精细管理的理念，旗下电站继续保持较高的水能利用率。

（二）健康产业

公司主要开展社区嵌入式小微养老机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政府购买服务及相关业务。截至2019年

12月31日，公司累计签约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网点66家，优化运营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33家，运营社

区嵌入式小微养老机构1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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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政策变更

单位：元

2019年
2018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7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243,872,614.

89
266,711,374.

85
266,711,374.

85 -8.56% 244,487,722.
74

244,487,722.
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38,355,379.

38
94,615,017.9

0
94,615,017.9

0 46.23% 89,008,111.1
8

89,008,111.1
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1,567,340.

70
91,552,684.4

5
91,552,684.4

5 10.94% 88,744,167.2
5

88,744,167.2
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29,171,692.

95
109,887,903.

57
109,887,903.

57 17.55% 101,583,917.
69

101,903,917.
6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0 0.20 0.20 50.00% 0.19 0.1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0 0.20 0.20 50.00% 0.19 0.1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76% 3.36% 3.36% 1.40% 3.24% 3.24%

2019年末
2018年末

本年末比上

年末增减
2017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总资产
3,195,643,39

9.93
3,200,147,92

0.57
3,200,147,92

0.57 -0.14% 3,139,449,83
8.63

3,139,449,83
8.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2,967,523,27

7.83
2,852,375,81

2.55
2,852,375,81

2.55 4.04% 2,784,094,67
0.03

2,784,094,67
0.03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公司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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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解读和企业会计准则

的要求编制 2018年度财务报表，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2017年度财务报表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和金额如下：

将实际收到的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320.000.00元在现金流量表中的列报由“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调整为“收

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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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76,785,874.56 87,206,429.10 53,377,005.10 26,503,306.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1,506,802.50 55,051,571.15 53,603,971.14 -1,806,965.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0,139,044.97 54,706,607.05 19,114,448.83 -2,392,760.1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1,786,393.48 58,566,785.88 35,600,049.42 3,218,46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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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097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37,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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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发展资

产管理集团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4.99% 208,833,6
42

湖南湘投控

股集团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7.97% 36,982,50
9

衡阳市供销

合作总社
国有法人 1.75% 8,143,262

金信期货有

限公司－湖

南湘投控股

集团有限公

司

其他 1.25% 5,790,947

衡阳市人民

政府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

委员会

国家 1.15% 5,358,892

湖北品农商

用车服务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44% 2,060,818

陈光阳
境内自然

人
0.44% 2,030,400

苏州市芝麻

财富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芝麻财富 3
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35% 1,637,200

于磊
境内自然

人
0.34% 1,5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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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阳市天雄

社有资产经

营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27% 1,235,16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金信期货有限公司－湖南湘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已完成股权变更登记，湖南湘投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不再持有金信期货有限公司－湖南湘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股权。公司未知其他股

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

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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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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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公司积极落实年度经营计划，继续巩固水电业务基础，优化调整健康产业布局。报告期内，

受湖南发展康年股权及债权处置、流域来水不均及上网电价政策性下调等影响，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4,387.26万元，同比减少8.56%；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3,835.54万元，同比增长46.23%。

水电方面，积极应对来水不均、防洪度汛等考验，在保持安全稳定的形势下多发电。根据公司水情系

统统计，今年上半年总平均面雨量为916.7毫米，比多年同期平均偏多13.97%，比去年同期偏多50%以上，

7月湘江流域发生特大洪水，8月至12月总平均面雨量为103毫米，比多年同期平均偏少67.6%，比去年同期

偏少81.8%。公司充分利用水资源，做好水库调度和水电经济运行管理，在节能降耗降本细节上下功夫,同

时扎实开展防汛抗洪各项工作，各电站继续保持较高的水能利用率。2019年，公司累计完成上网电量

83,674.55万千瓦时，同比减少1.29%。其中，株洲航电完成上网电量78,176.45万千瓦时，鸟儿巢公司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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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上网电量5,498.10万千瓦时。同时，公司继续严抓安全生产工作。切实抓好防雷防汛、迎峰度夏、防火

防冻等季节性安全生产重点工作；强化日常监管，提升员工安全意识，严格依规作业；依规开展机组设备

检修和技术改造，落实安全技术措施和设备设施安全运行。全年机组未发生非计划停运和责任安全事故。

截至2019年12月31日，株洲航电安全运行5272天，鸟儿巢公司安全运行4150天。

健康产业方面，一是做稳社区居家养老业务。报告期内，湖南发展养老持续优化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

心的布局，不断完善、提升服务中心运营质量和效益，整合资源，创新产品和服务供给，积极拓展政府购

买服务项目，探索完善健康生活、旅居、助餐等商业业务。二是继续加强春华健康产业园项目风险管理。

湖南发展春华继续做好成本控制，稳妥处理诉讼事项，积极谋求项目解决方案。三是进一步优化调整健康

产业布局，公司已通过公开挂牌方式完成转让湖南发展康年59.14%的股权及对湖南发展康年的债权事项，

所得转让价款可用于并购健康产业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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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

年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

同期增减

电力 226,267,300.01 107,571,681.70 54.35% -7.31% -11.83% -2.13%

健康产业 16,816,311.96 -16,558,955.08 -68.49% -22.29% 58.76% 3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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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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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13,835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46.23%。主要系：①本

期转让湖南发展康年股权，结合出资成本、股权处置价款及股权持有期间损益等情况，本次股权转让形成

投资收益3,764万元；②本期确认联营企业蟒电公司投资收益1,987万元，较2018年确认的投资收益1,078

万元增加约 909 万元。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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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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公司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关

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知》(财会〔2019〕16号)和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编制2019年

度财务报表，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2018年度财务报表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和金额如下：

单位：元

原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新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43,800,225.60
应收票据 10,825,312.38

应收账款 32,974,913.22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19,224,054.54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19,224,054.54

2.本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

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保值》以及《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

——金融工具列报》（以下简称新金融工具准则）。根据相关新旧准则衔接规定，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

首次执行日执行新准则与原准则的差异追溯调整本报告期期初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

新金融工具准则改变了金融资产的分类和计量方式，确定了三个计量类别：摊余成本；以公允价值计

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公司考虑自身业务模式，以及金

融资产的合同现金流特征进行上述分类。权益类投资需按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但非交易

性权益类投资在初始确认时可选择按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处置时的利得或损失不能

回转到损益，但股利收入计入当期损益)，且该选择不可撤销。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金融资产减值计量由

“已发生损失模型”改为“预期信用损失模型”，适用于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租赁应收款。

(1) 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公司2019年1月1日财务报表的主要影响如下：

单位：元

项 目

资产负债表

2018年 12月 31日
新金融工具准则

调整影响
2019年 1月 1日

货币资金 713,625,186.53 6,608,219.18 720,233,405.71

交易性金融资产 264,000,000.00 264,000,000.00

其他应收款 9,546,016.91 -6,608,219.18 2,937,797.73

其他流动资产 265,323,123.80 -264,000,000.00 1,323,123.80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90,150,000.00 -90,150,000.00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90,150,000.00 90,150,000.00

(2) 2019年1月1日，公司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和按原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进行分

类和计量结果对比如下表：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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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原金融工具准则 新金融工具准则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货币资金 贷款和应收款项 713,625,186.53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720,233,405.71

应收票据 贷款和应收款项 10,825,312.38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10,825,312.38

应收账款 贷款和应收款项 32,974,913.22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32,974,913.22

其他应收款 贷款和应收款项 9,546,016.91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2,937,797.73

其他流动资产 贷款和应收款项 264,000,000.00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264,000,000.00

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90,150,000.00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90,150,000.00

应付账款 其他金融负债 19,224,054.54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负债 19,224,054.54

其他应付款 其他金融负债 23,295,977.91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负债 23,295,977.91

一年内到期的

非流动负债
其他金融负债 4,000,000.00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负债 4,000,000.00

长期借款 其他金融负债 131,000,000.00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负债 131,000,000.00

(3) 2019年1月1日，公司原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账面价值调整为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进行分类

和计量的新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账面价值的调节表如下：

单位：元

项 目

按原金融工具准则

列示的账面价值

（2018年12月31日）

重分类 重新计量
按新金融工具准则列示的账

面价值（2019年1月1日）

1)金融资产

①摊余成本

货币资金 713,625,186.53 6,608,219.18 720,233,405.71

应收票据 10,825,312.38 10,825,312.38

应收账款 32,974,913.22 32,974,913.22

其他应收款 9,546,016.91 -6,608,219.18 2,937,797.73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总

金融资产
766,971,429.04 766,971,429.04

②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交易性金融资产 264,000,000.00 264,000,000.00

其他流动资产 264,000,000.00 -264,000,000.00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90,150,000.00 -90,150,000.00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90,150,000.00 90,150,000.00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

总金融资产

354,150,000.00 354,150,000.00

2)金融负债

摊余成本

应付账款 19,224,054.54 19,224,054.54

其他应付款 23,295,977.91 23,295,977.91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

负债
4,000,000.00 4,000,000.00

长期借款 131,000,000.00 131,000,000.00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总

金融负债
177,520,032.45 177,520,03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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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19年1月1日，公司原金融资产减值准备期末金额调整为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进行分类和

计量的新损失准备的调节表如下：

单位：元

项 目

按原金融工具准则计提损失准备/
按或有事项准则确认的预计负债

（2018年 12月 31日）

重分类
重新计

量

按新金融工具准则计提损失准

备（2019年 1月 1日）

应收账款 1,735,521.74 1,735,521.74

其他应收款 417,552.05 417,552.05

3.本公司自2019年6月10日起执行经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自2019年6

月17日起执行经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该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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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以公开挂牌方式转让所持有的控股子公司湖南发展

康年59.14%的股权及相关债权。2019年7月29日，公司收到湖南省联合产权交易所《组织签约通知书》，天

津天士力医疗健康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士力医疗投）被确定为湖南发展康年59.14%股权及人民币

94,530,195.01元债权转让项目受让方。2019年8月5日，公司与天士力医疗投签署了《产权交易合同》，合

同约定：天士力医疗投以人民币220,655,595.01元受让公司所持有的湖南发展康年59.14%的股权及相关债

权。2019年9月3日，湖南省国资委产权管理处出具的《产权交易鉴证复核通知书》同意湖南发展康年股权

转让。湖南发展康年于2019年9月6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故自2019年9月起不再将其纳入本公司合并

财务报表范围。

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谭建华

2020年3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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