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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

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公司本次董事会应到董事 9人，实到 9人，未有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对季度报告提出异议。 

    3、本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4、本公司董事长陈来泉先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袁勇会女士、

会计机构负责人朱运绍先生声明：本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真实、准确、

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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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否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不适用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元）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收益 1,555,798.33 

-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32,723,155.1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支净额 12,669,832.29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 

合计 46,948,785.76 

减：所得税影响数 9,607,443.26 

减：少数股东权益影响数 6,031,980.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非经常性收益合计 31,309,36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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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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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32,653,183.71 10,018,911,888.30 7.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835,027,999.37 4,518,654,685.83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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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3,814,996.40 26.10 3,268,019,973.79 29.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24,466,539.32 92.23 478,254,498.60 77.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10,743,045.30 102.95 446,945,136.55 142.7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55,293,092.72 5.17 575,909,603.40 11.8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52 92.32 0.4426 77.9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52 92.32 0.4426 77.9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61 
上升了 1.16个

百分点 
10.17 

上升了4.21个

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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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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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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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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56,576 户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

总数（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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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股)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股) 

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

利年年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5.09 163,092,397 0 — — 

韶关市工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4.43 155,949,490 0 — — 

深圳日昇创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7.71 83,279,302 0 

质押 

83,279,302 冻结及司

法轮候冻

结 

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自

有资金 
其他 4.86 52,469,500 0 — —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54 16,629,750 0 — — 

华能资本服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53 16,529,796 0 — —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

－外贸信托·华资1号单一资金信

托 

其他 1.25 13,502,853 0 — —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六组合 其他 0.98 10,632,656 0 — — 

杜影霞 
境内自然

人 
0.78 8,430,000 0 — — 

诸毅 
境内自然

人 
0.75 8,1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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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利年年 163,092,397 人民币普通股 163,092,397 

韶关市工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155,949,490 人民币普通股 155,949,490 

深圳日昇创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83,279,302 人民币普通股 83,279,302 

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自有资金 52,469,500 人民币普通股 52,469,500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6,629,750 人民币普通股 16,629,750 

华能资本服务有限公司 16,529,796 人民币普通股 16,529,796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外贸信

托·华资1号单一资金信托 
13,502,853 人民币普通股 13,502,853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六组合 10,632,656 人民币普通股 10,632,656 

杜影霞 8,43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430,000 

诸毅 8,1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12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股东前海人寿—海利年年、前海人寿—自有资金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关系，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

否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

况说明（如有) 

公司前 10名普通股股东中的诸毅通过国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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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 8,120,000 股，期末数与期初数相比无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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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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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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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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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增减额 
增减比

例（%）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369,494,656.52 547,752,230.20 -178,257,573.68 -32.54 
主要原因是上年末公司取得项目借款本期

用于项目投资建设使用。 

应收账款 798,205,759.68 524,997,831.09 273,207,928.59 52.04 

主要原因是公司生物质发电企业应收售电

能源补贴部分，电网公司改变结算方式使应

收账款比年初增加以及9月份公司电力板块

收入与去年12月相比有所增长，使报告期末

应收账款比年初增加。 

预付款项 188,315,982.82 137,107,672.18 51,208,310.64 37.35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公司宏大子公司宏乾

公司预付设备款增加，绿洲生态公司预付浆

板款增加。 

其他应收款 50,927,836.06 83,418,433.97 -32,490,597.91 -38.95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公司部分其他应收款

项收回。 

其他流动资产 130,748,247.67 82,480,185.42 48,268,062.25 58.52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公司待抵扣进项税增

加。 

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 
- 13,710,819.02 -13,710,819.02 -100.00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公司执行新金融工具

准则，科目调整影响。 

其他权益工具

投资 
13,710,819.02 - 13,710,819.02 100.00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公司执行新金融工具

准则，科目调整影响。 

在建工程 1,173,959,153.81 859,130,457.79 314,828,696.02 36.65 
主要原因是公司子公司翁源致能生物质公

司及绿洲（新丰）生态公司项目投资增加。 

其他非流动资

产 
- 7,413,302.40 -7,413,302.40 -100.00 

主要原因是上年同期预付土地款本报告期

末已办好手续结转至无形资产。 

应付票据 56,194,751.57 141,394,504.45 -85,199,752.88 -60.26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公司货款结算以票据

支付减少。 

应交税费 94,094,965.49 43,574,321.55 50,520,643.94 115.94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末公司应交未交增值

税及所得税比年初增加。 

其他应付款 266,939,343.15 195,592,877.33 71,346,465.82 36.48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项目建设尾款及质保

金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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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内到期的

非流动负债 
149,233,509.00 518,117,400.00 -368,883,891.00 -71.20 主要原因是公司偿还了到期银行债务。 

长期借款 3,166,765,579.48 2,274,531,966.56 892,233,612.92 39.23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内公司增加项目贷款。 

递延所得税负

债 
650,128.09 357,753.16 292,374.93 81.73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内公司应纳税暂时性

差异增加。 

其他综合收益 342,005.23 230,127.87 111,877.36 48.62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内公司外币报表折算

差额增加。 

专项储备 147,609.21 57,921.27 89,687.94 154.84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内公司计提尚未使用

专项储备增加。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同期 增减额 
增减比

例（%） 
变动原因 

信用减值损失 2,856,699.40 - 2,856,699.40 100.00 

主要原因是根据财会（2019）6号文，新增

报表列示项目，上年同期坏账损失列示在资

产减值损失科目。 

资产减值损失 479,118.23 2,469,668.87 -1,990,550.64 -80.60 
主要原因是根据财会（2019）6号文，本报

告期坏账损失列示在信用减值损失科目。 

资产处置收益 1,651,940.36 76,541,584.79 -74,889,644.43 -97.84 

主要原因是上年同期政府征用了公司所属

分公司孟洲坝电厂土地及其附属建筑物和

子公司宏大公司处置资产，两项产生较大收

益。 

营业利润 641,168,866.00 342,874,698.99 298,294,167.01 87.00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内公司水电企业、生物

质能发电企业收入、利润大幅增加，使营业

利润同比增加。 

营业外收入 17,296,472.58 27,169,098.79 -9,872,626.21 -36.34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公司收到其他收入同

比减少。 

利润总额 653,742,556.26 365,861,424.12 287,881,132.14 78.69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公司营业利润同比增

加，利润总额相应增加。 

所得税费用 160,432,233.14 87,761,680.93 72,670,552.21 82.80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公司实现利润同比增

加，相应所得税费用也同比增加。 

净利润 493,310,323.12 278,099,743.19 215,210,579.93 77.39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公司实现利润同比增

加，相应的净利润也增加。 

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

润 

478,254,498.60 268,708,577.73 209,545,920.87 77.98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公司实现净利润同比

增加，相应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净

利润也增加。 

少数股东损益 15,055,824.52 9,391,165.46 5,664,659.06 60.32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公司控股子公司实现

净利润同比增加，相应的少数股东损益也增

加。 

购买商品、接受

劳务支付的现

金 

2,102,135,853.21 1,570,174,793.51 531,961,059.70 33.88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公司精密（智能）制造、

生物质发电企业扩展业务购买原材料等同

比增加较大。 

支付的各项税

费 
277,053,712.93 164,746,656.47 112,307,056.46 68.17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公司水电企业收入增

加，使增值税、附加税、企业所得税相应增

加。 

支付其他与经

营活动有关的
129,198,313.91 94,927,261.66 34,271,052.25 36.10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公司付现管理费用、销

售费用以及相应保证金支付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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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 

处置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

他长期资产收

回的现金净额 

5,102,825.28 93,863,288.69 -88,760,463.41 -94.56 

主要原因是上年同期公司收到政府征用公

司所属分公司孟洲坝电厂土地及其附属建

筑物资金以及子公司宏大公司处置资产收

到资金。 

收到其他与投

资活动有关的

现金 

- 3,187,301.03 -3,187,301.03 -100.00 
主要原因是上年同期收到水电企业增效扩

容改造资金。 

投资支付的现

金 
- 16,142,700.00 -16,142,700.00 -100.00 

主要原因是上年同期公司购买了控股子公

司新能源经营公司小股东股权。 

支付其他与投

资活动有关的

现金 

- 131,350.00 -131,350.00 -100.00 
主要原因是上年同期公司子公司金源公司、

汇新公司支付了筹建期间其他活动资金。 

投资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860,920,365.00 -591,974,636.53 -268,945,728.47 45.43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公司购建固定资产、无

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流出额

同比大幅增加。 

吸收投资收到

的现金 
42,980,000.00 17,600,000.00 25,380,000.00 144.20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公司子公司收到小股

东投资同比增加。 

支付其他与筹

资活动有关的

现金 

118,000.00 - 118,000.00 100.00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公司预付长期应付款

利息费用。 

筹资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107,550,400.57 181,274,263.08 -73,723,862.51 -40.67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公司借款净额同比减

少。 

汇率变动对现

金及现金等价

物的影响 

-622,079.08 381,425.02 -1,003,504.10 -263.09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汇率变动使外币货币

资金产生汇兑损失增加。 

现金及现金等

价物净增加额 
-178,082,440.11 104,784,932.20 -282,867,372.31 -269.95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公司投资现金净流出

额同比增加以及公司借款净额同比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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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公司调整了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大幅提升现金分红比例下限 

现金分红是一个上市公司“硬实力”的体现。公司原股东回报规划规定的当

年现金分红占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比例上限为 35%。2016 年至 2018 年，

公司现金分红占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的比例分别为 49.05%、

53.33%、53.51%，年均分红比例为 51.96%，已高过公司原股东回报规划规定的现

金分红比例上限。 

结合公司实际，为进一步提高对股东的回报，公司于 2019 年 8 月 22 日召开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新的股东回报规划，承诺公司在



广东韶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9 

2019-2021 年当年现金分红金额占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的比例为 60%左右，大幅提

高现金分红比例下限，股东回报规划（2019-2021 年）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依照股东回报规划承诺，结合公司的项目投资、现金流量，以及历史现金分

红等情况，公司 2019 年分红方案中现金分红金额占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的比例拟

为 65%至 70%。具体比例在审议 2019 年度报告董事会上确定，并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二）新丰年产 6.8 万吨生态植物纤维餐具一期项目 

为优化业务结构，近年来公司大力发展生态植物纤维生态纸餐具业务。经公

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全资子公司洲生态（新丰）科技有限

公司（下称“新丰绿洲”）投资建设新丰年产 6.8 万吨生态植物纤维餐具一期项目

（下称“一期项目”）。报告期内，新丰绿洲大力推进一期项目的设备安装、调试

等工作，目前处于调试阶段，争取在 2020 年第一季度末全部 360 台机调试完成，

投入正式生产。 

公司生态纸餐具业务具有规模及装备优势，目前纸餐具产能规模 4万吨，位

居亚洲第一，一期项目投产后规模将达全球第一。公司已自主研制并成功制造生

态纸餐具的关键装备（成型机、切边机、定型机），并配备机器人，单机日产能将

在现有基础上提高 50%以上，关键装备性价比高，公司产能优势将更加明显。下一

阶段，公司将重点推进以下工作：一是全面系统推进降本、提质、增效工作；二

是加快推进品质检测、包装、物流等流程的自动化等工作，生产全流程自动化实

现后，预计操作人员将减少 71%，人均年产值增加 480%左右；三是积极拓展国外

非美市场，抓住目前欧洲和国内禁塑的政策机遇，有效开发非美市场，提高非美

市场销售比例及综合销售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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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内履行完毕及截至报告期末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完成 

期限 

履行 

情况 

股权分置

改革承诺 

公司相关

管理人员 

股份限售承

诺 

相关管理人员在股票二

级市场上购入公司股

票，所用资金额度不低

于相关管理人员年度薪

2006 年 2

月 23 日 
长期 

正在履

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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酬总额的 15%。 

收购报告

书中所作

承诺 

前海人寿

和钜盛华 

关于同业竞

争、关联交

易、资金占

用方面的承

诺 

前海人寿和钜盛华于

2015年 12月 16日发布

的收购报告书，承诺将

在前海人寿作为公司第

一大股东期间，将保证

与公司在人员、资产、

财务、机构、业务等方

面相互独立；同时对关

于规范关联交易及避免

同业竞争作出相关承诺 

2015 年 12

月 16 日 

前海人寿

作为公司

第一大股 

东期间 

截至报

告期

末，前

海人寿

和钜盛

华均严

格履行

了承诺 

承 诺 是 否

及时履行 
是 

    四、对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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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情况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

类型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

供的资料 

2019年 8月 28日 公司会议室 实地调研 机构 公司生产经营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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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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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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韶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陈来泉 

                                                 2019 年 10 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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