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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899                           证券简称：赣能股份                          公告编号：2020-36 

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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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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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567776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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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赣能股份  股票代码 000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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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宇 李洁 

办公地址 江西省南昌市高新区火炬大街 199 号 江西省南昌市高新区火炬大街 199 号 

传真 0791-88106119 0791-88106119 

电话 0791-88106200 0791-88109899 

电子信箱 ganneng@000899.com ganneng@000899.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主营业务为火力、水力发电，目前公司所属已投产运营火电厂一家、水电厂两家，总装机容量为

150万千瓦。公司所属火电厂丰城二期发电厂装机容量2×70万千瓦，位于江西省丰城市，两家水电厂居龙

潭水电厂、抱子石水电厂装机容量分别为2×3万千瓦和2×2万千瓦，分别位于江西省赣州市和九江市修水县。

公司尚有丰城三期发电厂在建，设计装机容量为2×100万千瓦超超临界发电机组，受“11.24”特大安全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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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该项目于2016年11月24日停工。报告期内，丰电三期项目仍处于停建状态。截至本报告披露日，丰

电三期扩建工程已恢复建设。另外，公司受托管理江投集团下辖江西东津发电有限责任公司，装机容量为

2×3万千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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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2019 年 2018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7 年 

营业收入 2,670,327,894.24 2,567,638,500.78 4.00% 2,126,267,944.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43,234,380.58 188,503,330.99 29.03% 16,450,075.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51,343,704.66 172,013,056.69 46.12% 167,840,330.9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49,307,113.55 307,731,542.72 13.51% 384,981,399.5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5 0.19 31.58% 0.0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5 0.19 31.58% 0.0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16% 4.13% 1.03% 0.36%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7 年末 

总资产 7,351,571,313.77 7,579,889,157.29 -3.01% 7,319,466,023.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783,235,110.19 4,657,082,060.81 2.71% 4,468,578,729.82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651,643,761.95 608,750,306.55 706,123,886.24 703,809,939.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4,886,630.48 102,270,647.15 94,409,909.87 -38,332,806.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3,872,363.18 96,326,547.84 91,852,102.32 -20,707,308.6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4,066,328.66 96,661,164.10 149,784,950.73 -121,205,32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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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415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35,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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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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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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72% 387,495,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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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5% 6,336,500 0   

林芸 境内自然人 0.63% 6,112,905 0   

王宪芳 境内自然人 0.17% 1,632,500 0   

宋泽洋 境内自然人 0.15% 1,432,182 0   

刘晓东 境内自然人 0.14% 1,388,300 0   

领航投资澳洲

有限公司－领

航新兴市场股

指基金（交易

所） 

境外法人 0.13% 1,296,542 0   

宋泽浩 境内自然人 0.12% 1,213,193 0   

王东清 境内自然人 0.12% 1,185,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1、持股 5%以上的股东中，江西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国投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与其他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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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1、公司股东林军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0 股，通过国盛证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

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6,336,500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6,336,500 股；2、公司股东宋

泽洋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0 股，通过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

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1,432,182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1,432,182 股；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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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8,300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1,388,300 股。4、公司股东宋泽浩通过普通

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0 股，通过中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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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3,193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1,213,193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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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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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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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2019年度生产经营概况 

2019年，公司认真贯彻落实董事会一系列决策部署，顺应国有企业管控模式和改革发展新思路，践行

新发展理念，一路攻坚克难，经营质效全面提升。 

2019年公司全年完成发电量75.13亿千瓦时，完成营业收入26.70亿元，同比增长4%，实现净利润2.43

亿元，同比增加29.03%。2019年公司所属丰城二期发电厂完成发电量71.55亿千瓦时，设备利用小时5111

小时。公司水电设备利用小时3583小时，其中：居龙潭水电厂完成发电量2.3亿千瓦时，计划完成率126.32%；

抱子石水电完成发电量1.28亿千瓦时，计划完成率100.18%。 

2019年公司所属各单位均未发生二类及以上障碍。全年组织开展季度安全生产大检查、大整治等活动

41次，提出整改意见245项，并督促各单位落实完成整改1186项，形成了安全闭环，切实有效增强风险管

控和隐患治理能力。适时结合主题教育、趣味安全知识竞赛等活动,开展各类安全培训160余次，培训人员

6696人次,极大程度提高了员工参与热情，安全管控与文化建设保持良性互动、健康发展的态势。 

二、2019年度重点工作回顾  

（一）全面落实事故整改，丰电三期项目取得突破性进展 

丰电三期项目复工建设是公司头等要务。在省委省政府及省直主管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在两大股东协

调推动下，公司上下齐心协力，坚持问题导向，破解瓶颈难题，着力做到事故持续整改、逐级报审与支持

性文件报批一体推进，咬定目标不放松，狠抓落实不懈怠，使丰电三期复工推进工作不断取得重大突破，

各阶段目标相继达成：2019年3月，移出安全生产失信联合惩戒“黑名单”；2019年5月 ，取齐所有开工必要

支持性文件，签订三大主机合同补充协议；2019年11月，签订EPC合同补充协议；2019年12月，国家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能源局联合下文丰电三期项目移出煤电停建项目名

单；2020年1月，江投集团同意丰电三期项目复建开工；2020年3月，公司对外披露丰电三期项目正式复建

开工。 

（二）着力做强主业，经营指标与竞争能力实现新提升 

2019年，我们紧扣发电这个传统中心业务，沿产业链积极探索多元发展道路，推动公司向综合能源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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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企业转型，明确了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和定位。 

一是营销工作全面发力。随着江西电力市场化改革拉开序幕，公司以年初核定的经营利润为总目标，

适时组建了江西赣能能源服务有限公司，积极开展电量营销工作，参与长协与月度竞价交易，经过大用户

直购电和电力市场改革的锤炼，全年共完成市场交易电量29.97亿度。公司目前已经积累了一批大型客户资

源，在江西市场各行业打开了售电市场。 

二是向能源服务型企业转型升级。面对能源服务新业态，公司坚持“以电为主、适度多元”战略，推动

公司由电力生产型企业向综合能源供应企业转变。重点在市场化售电、增量配网、煤炭运输通道建设、智

慧能源等综合能源服务领域集中发力，赣能能源服务、昱辰智慧能源等公司相继成立运营，上饶高新区配

网、欧菲光屋顶分布式光伏项目等项目有序推进。同时，积极关注国家能源政策、行业、产业发展趋势，

注重信息收集和实战练兵，加强与具有技术、政策优势的公司密切协作，积极涉入符合公司长远发展方向

的项目，为持续推动转型发展夯实基础。 

（三）加快改革创新步伐，管理体系与治理效能实现新提升 

2019年，公司全力推进“板块化、平台化、专业化建设”的管理变革，以“优化治理结构、推动组织变革、

促进机制创新、完善制度管理”为目标，对公司本部原有的组织架构和部门职能重新梳理，打造高质量发

展管理模式，深化推动组织职能的专业化转型。 

一是在治理层面，调整管理方式，理顺管理关系。突出公司产业投资定位，优化股份公司治理结构，

明确内部治理与行为标准，更加清晰的界定了与股东之间的授权关系、与下属单位之间的管理界面，厘清

了权责边界，明确了关键程序，真正实现各项关键审批事项的运行、流转有据可依。 

二是在组织层面，充实组织能力，强化平台功能。围绕股份公司平台管控目标，坚持以业务、运营管

理能力建设为第一优先，重点打造项目开发专业化、工程基建专业化、采购供应专业化、技术管理专业化、

市场营销专业化、经营管理专业化六大核心能力，全力推动组织职能的专业化转型，从机构设置与岗位配

置两方面优化总部职能，推动公司从治理技术平台向产业专业化平台转型。 

三是在机制层面，健全绩效评价体系，激发组织活力。对公司进行“角色再定位”，建立健全股份公司

层面的业绩评价及应用机制，增强公司内部日常绩效牵引，结合岗位体系梳理、宽带薪酬体系建设、岗位

绩效体系完善等工作，系统性地完善股份公司整体绩效激励体系，鼓励股份公司各职能部门及下属单位大

力创新、积极进取，发挥主观能动性推动降本增效，实现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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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9,918,963.55 433,574,801.21 16.49% 3.82% -2.93% 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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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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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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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会计准则变化引起的会计政策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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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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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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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本报告期内新设成立了江西赣能能源服务有限公司和江西昱辰智慧能源有限公司两家子公司，纳

入本年度合并范围。 

 

 

 

 
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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