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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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

带的法律责任。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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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饶苏波 董事 因事 王进 

陈泽 董事 因事 王进 

文联合 董事 因事 郑云鹏 

阎明 董事 因事 郑云鹏 

梁培露 董事 因事 李葆冰 

毛庆汉 董事 因事 马晓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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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793,310,492 75,472,027,123 8.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7,099,905,152 26,178,241,077 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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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13,722,282 -3.85% 20,853,640,105 -3.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55,703,910 -0.21% 1,569,388,405 17.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753,661,026 4.78% 1,538,203,735 17.6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470,190,633 -16.83% 6,488,412,530 -4.2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439 -0.21% 0.2989 17.2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439 -0.21% 0.2989 17.2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83% -0.35% 6.09% 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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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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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176,503 主要是粤嘉公司出售机器设备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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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56,170 

主要是臻能公司收到失业保险金返还款及广

前公司收到电力稳增长补贴。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383,385  

罚款及滞纳金支出 -2,784,751  

非流动资产报废收益 8,035,492 
主要是中粤公司及平海发电厂报废固定资产

收益。 

非流动资产报废损失 -2,265,819  

减：所得税影响额 16,550,24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8,466,065  

合计 31,184,6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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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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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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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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60,527,911    

郑建祥 境内自然人 0.47% 24,804,886    

哈尔滨哈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40% 20,942,945    

VANGUARD TOTAL INTERNATIONAL 

STOCK INDEX FUND 
境外法人 0.35% 18,553,952    

CHINA INT'L CAPITAL CORP HONG 

KONG SECURITIES LTD 
境外法人 0.29% 15,216,066    

哈尔滨市道里区慈善基金会 境内非国有法人 0.26% 13,667,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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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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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卓 60,527,911 人民币普通股 60,527,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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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建祥 24,804,886 境内上市外资股 24,804,886 

哈尔滨哈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942,945 人民币普通股 2,094,294 

VANGUARD TOTAL INTERNATIONAL STOCK 

INDEX FUND 
18,553,952 境内上市外资股 18,553,952 

CHINA INT'L CAPITAL CORP HONG KONG 

SECURITIES LTD 
15,216,066 境内上市外资股 15,216,066 

哈尔滨市道里区慈善基金会 13,667,406 人民币普通股 13,667,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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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5,720 股，通过信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59,402,191 股，合计持有本公司股票

60,527,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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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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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42,945 股。 

第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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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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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67,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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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前三季度，公司完成合并上网电量516.89亿千瓦时，同比下降1.63%；合并报表平均上网电价为445.76元/千千瓦时

（含税，下同），同比下降14.84元/千千瓦时；发电燃料成本同比下降131,449.38万元，降幅10.17%。随着广东省疫情防控

形势持续向好，社会经济运行稳步复苏，公司2020年三季度电力生产总体平稳，主要成本费用管控效果良好，叠加煤价下降

等因素影响，主营业务利润率有所提高，2020年前三季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156,938.84万元，同比增长17.22%。 

2、报告期内，资产减值损失同比增加11,191.61万元，增幅232.20%。主要是一方面由于沙A电厂#1机组预计于今年底前报废

计提减值损失6,087.88万元；另一方面由于公司本部上年收回以前年度已计提减值的债权投资款4,819.76万元。 

3、营业外收支净额同比增加2,508.99万元，增幅286.96%。主要是公司报废固定资产使得营业外收支净额同比增加2,200万元。 

4、报告期内，公司所得税费用同比增加30,022.25万元，增幅48.93%。主要由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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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收悉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关于调整我省天然气发电上网电价的通知》（粤发改价格〔2020〕284号），为

促进天然气发电产业健康发展，适当降低全社会用电成本, 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决定进一步调整我省天然气发电上网电价。据

公司初步测算，本次天然气电价调整预计影响2020年度8-12月收入减少6,161万元，净利润减少4,621万元，归母净利润减少

3,875万元。 

2、报告期内，公司职工监事林伟丰先生因工作变动，不再担任公司职工监事职务，但仍在公司分支机构沙角A电厂担任财

务部部长职务。根据公司《章程》相关规定，经公司职工民主选举李建文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职工监事，任期自公告之

日起至本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 

3、为落实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要求，提升产融结合水平，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2020年8月26日批准，董事会同

意公司参与广东能源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此次增资扩股，通过向融资租赁公司注资51,295.83万元取得其25%股权，注资后持有

其注册资本5亿元，注资价格以经有权机关备案通过的融资租赁公司净资产评估值为基础确定。目前，公司正按计划推进融

资租赁公司增资事宜。 

4、为加快公司新能源发电项目规模化开发，提高清洁能源装机占比，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2020年8月26日批

准，董事会原则同意全资子公司广东省风力发电有限公司采用预收购的形式收购大城县盾安新能源有限公司100%股权。收

购总投资不超过8亿元，具体交易价格以资产评估结果为依据。股权收购交易定金8,000万元由公司向广东风电公司增资解决。

目前，公司正按计划开展盾安新能源公司的预收购工作。 

5、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2020年8月26日批准，董事会同意公司继续聘请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担任公司2020年度的境内外审计机构，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6、公司控股子公司广东粤电博贺煤电有限公司建设的广东粤电茂名博贺电厂2×100万千瓦“上大压小”发电工程项目1号机组

于2020年9月10日17：32顺利通过168小时满负荷试运行，正式投入商业运营。 

7、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监事会任期于2020年9月18日届满，鉴于新一届董事会、监事会候选人的提名准备工作尚未全部完成，

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换届选举将延期举行，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任期亦相应顺延。目前，公司正积极推进

董事会、监事会换届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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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关于燃气电厂上网电价调整的公告 2020 年 08 月 05 日 巨潮资讯网 

关于职工监事变更的公告 2020 年 08 月 14 日 巨潮资讯网 

关于参与广东能源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增资扩股

的关联交易公告 
2020 年 08 月 28 日 巨潮资讯网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2020 年 08 月 28 日 巨潮资讯网 

关于聘请公司年度审计机构的公告 2020 年 09 月 01 日 巨潮资讯网 

关于项目投产的自愿性信息披露公告 2020 年 09 月 11 日 巨潮资讯网 

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延期换届的提示性公告 2020 年 10 月 17 日 巨潮资讯网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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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资产投资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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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246,000 -10,710,000 51,645,372   630,000 67,53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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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642,373 -17,214,998 69,589,387   12,217,095 305,427,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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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82,000 4,338,000 7,920,000   450,000 11,520,000 

其他权

益工具

投资 

自有

资金 

合计 255,328,616 -- 408,070,373 -23,586,998 129,154,759 0 0 13,297,095 384,483,37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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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投资审批董事会

公告披露日期 
2019 年 10 月 31 日 

证券投资审批股东会

公告披露日期（如有)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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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六、对 2020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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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 适用 √ 不适用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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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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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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