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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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元）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5,589,715,802

5,812,535,688

-3.83%

109,518,462

5,745,879

1,806.03%

109,805,200

4,330,364

2,435.70%

1,805,095,658

1,540,043,756

17.2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09

0.0011

1,800 %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09

0.0011

1,800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34%

0.02%

0.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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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032,603,693

73,329,662,306

-1.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4,380,493,152

24,227,302,288

0.63%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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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524,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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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减：所得税影响额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合计

926,644
-1,496,304
-275,893
-531,636
-286,7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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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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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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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99,561

0

东总数（如有）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

持股数量

的股份数量

广东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67.39%

3,538,005,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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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606,103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三组合

境内非国有法人

0.44%

22,994,982

郑建祥

境内自然人

0.43%

22,625,098

哈尔滨哈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40%

20,942,645

境外法人

0.29%

15,316,066

境内非国有法人

0.26%

13,722,893

CHINA INT'L CAPITAL CORP
HONG KONG SECURITIES LTD
哈尔滨市道里区慈善基金会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1,893,342,621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份种类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广东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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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卓

31,606,103

人民币普通股

31,606,103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三组合

22,994,982

人民币普通股

22,994,982

郑建祥

22,625,098

境内上市外资股

22,625,098

哈尔滨哈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942,645

人民币普通股

20,942,645

15,316,066

境内上市外资股

15,316,066

13,722,893

人民币普通股

13,722,893

CHINA INT'L CAPITAL CORP HONG
KONG SECURITIES LTD
哈尔滨市道里区慈善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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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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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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大股东李卓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98,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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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606,103 股。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情况说明（如有）

第八大股东哈尔滨哈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
股票 20,942,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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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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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22,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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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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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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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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第一季度，广东省全社会用电量为1289.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8%，增速有所放缓。省内统调煤电机组受西电同比增
长33.6%、核电同比增长25.7%的影响，上网电量同比大幅下降近22%，公司煤电机组上网电量亦同比下降18.50%。
2019年第一季度，公司完成合并上网电量137.21亿千瓦时，同比下降10.10%；合并报表平均上网电价为464.80元/千千瓦时（含
税，下同），同比上升25.47元/千千瓦时；发电燃料成本340,076.93万元，同比下降51,367.58万元，降幅13.12%。
受煤价下降及市场电长协及竞价价差同比收窄影响，公司发电毛利同比增加，2019年第一季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10,952万元，在上年基数较低的情况下同比大幅增长180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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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于2019年1月25日审议批准，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对沙角A电厂固定资产折旧年限进行
调整，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预计2019年减少约1.74亿元、2020年～2023年每年减少约0.49亿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预
计2019年减少约1.74亿元、2020年～2023年每年减少约0.49亿元。
2、为进一步推动公司在广东省及东南沿海海上风电规模化发展，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于2019年1月25日审议，同
意公司投资珠海金湾海上风电场项目（30万千瓦），动态总投资564,317万元，其中资本金112,863.4万元，占项目动态总投
资的20%。
3、公司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经2019年2月21日召开的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执行。
4、报告期内，公司原董事周喜安先生由于工作变动原因，不再担任公司董事职务。经2019年2月21日召开的2019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选举，阎明先生担任公司董事。
5、报告期内，公司控股股东广东省粤电集团有限公司于2019年2月18日更名为“广东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该事项未涉及
控股股东的股权变动，对公司经营活动不构成影响，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均未发生变化。
6、报告期内，公司债券“12粤电债”于2019年3月18日完成2019年度付息工作。
重要事项概述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
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
沙角 A 电厂固定资产折旧年限的公告》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
股东名称变更的公告》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2019 年 01 月 26 日

详情请见巨潮资讯网

2019 年 01 月 26 日

详情请见巨潮资讯网

2019 年 01 月 26 日

详情请见巨潮资讯网

2019 年 02 月 18 日

详情请见巨潮资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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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12 粤电
债”2019 年付息公告》

2019 年 02 月 22 日

详情请见巨潮资讯网

2019 年 03 月 12 日

详情请见巨潮资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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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2019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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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证券

证券

证券 最初投资成 会计计

品种

代码

简称

境内外
股票

深圳
000027

境内外
股票

招标

光电

互动

合计
证券投资审批董事会
公告披露日期

值变动

金额 金额

值计量

值计量

值计量

益

期末账面 会计核算 资金
价值

值计量

65,883,372

81,774,000 其他资产

270,997,380 41,093,865

76,253,257

312,091,245 其他资产

3,618,000 1,512,000

1,530,000

5,130,000 其他资产

255,342,116

值计量
--

来源
自有
资金
自有
资金
自有
资金

交易性金 自有
0

4,109

7,038

11,147

0

7,163

6,462

13,625

公允价
6,462

科目

66,150,000 15,624,000

公允价
7,038

每日
300766

损益

公允价
3,600,000

亚世
002952

境内外
股票

股份

价值

公允价
235,837,988

国义
831039

境内外
股票

能源

量模式

价值变动 累计公允价 购买 出售 期损

公允价
15,890,628

申能
600642

境内外
股票

本

本期公允 计入权益的 本期 本期 报告

期初账面

融资产

资金

交易性金 自有

340,765,380 58,241,137 143,666,629 13,500

0

0 399,020,017

融资产

资金

--

--

2018 年 10 月 31 日

证券投资审批股东会
公告披露日期（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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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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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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情请参阅公司 2019 年 2 月 22 日在巨

2019 年 02 月 20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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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年四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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