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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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上年同期

营业收入（元）

743,255,608.50

834,239,024.81

-10.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01,082,160.60

123,692,882.32

-18.28

33,733,970.64

117,924,269.52

-71.39

96,354,635.21

78,699,569.53

22.4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35

0.1145

-18.3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35

0.1145

-18.34

2.24

2.88

-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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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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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27,613,478.10

9,166,732,215.92

5.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556,733,257.19

4,455,660,347.91

2.27

截止披露前一交易日的公司总股本：
截止披露前一交易日的公司总股本（股）

1,080,551,669

用最新股本计算的全面摊薄每股收益（元/股）

0.0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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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流动资产处置收益

69,208,789.54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17,663,109.52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支净额

6,152,521.95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合

-

计

93,024,421.01

减：所得税影响数

22,529,747.86

减：少数股东权益影响数

3,146,483.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非经常性收益合计

67,348,18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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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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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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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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

62,244 户

无

总数（如有）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利

境内非国

年年

持股比

持有有限售条件

例(%)

有法人

韶关市工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持股数量(股)

国有法人

的股份数量(股)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股)

15.09

163,092,397

0

-

-

14.43

155,949,490

0

-

-

质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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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法冻结
及司法轮

83,279,30

候冻结
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自有
资金

境内非国
有法人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陕
国投·聚宝盆93号证券投资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江山国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
境内非国
有法人

4.86

52,469,500

0

-

-

3.17

34,263,156

0

-

-

1.65

17,870,935

0

质押

15,10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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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深圳市智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40

15,092,812

0

质押

12,311,481

其他

1.25

13,502,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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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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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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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263,156

人民币普通股

34,263,156

江山国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7,870,935

人民币普通股

17,870,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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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智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15,092,812

人民币普通股

15,092,812

13,502,853

人民币普通股

13,502,853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陕国投·聚宝
盆 93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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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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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关系，除此之外，未知前十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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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5

广东韶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注：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深圳日昇创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83,279,302 股，占公司总股本 7.71%，其中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为 83,279,302 股，
占公司总股本 7.71%；处于司法冻结状态的股份 83,279,302 股，占公司总股本
7.71%，处于司法轮候冻结状态的股份 83,279,302 股，占公司总股本 7.71%。公司
对深圳日昇持有公司股份被司法冻结事宜于 2017 年 12 月 1 日进行了披露，对所
持股份被司法轮候冻结事宜分别于 2017 年 12 月 7 日、12 月 20 日与 2018 年 1 月
10 日、1 月 20 日、1 月 23 日、1 月 25 日、2 月 22 日进行了披露，具体详见公司
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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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指标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元
增减比例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增减额

变动原因
（%）

货币资金

563,234,403.92

233,667,287.58

329,567,116.34

141.04

应收票据

92,163,663.02

55,103,939.06

37,059,723.96

67.25

预付款项

222,127,585.84

109,424,463.82

112,703,122.02

103.00

主要原因是为4月偿还贷款及项目投资储备资金。

主要原因是公司货款结算收到票据增加。
主要原因是公司贸易业务预付煤炭、饲料货款，
绿洲生态公司预付浆板款增加。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公司子公司杨溪水电公司资

固定资产清理

62,649.57

-

62,649.57

产待处理。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公司货款结算票据支付增

应付票据

149,619,500.00

95,447,000.00

54,172,500.00

56.76
加。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公司贸易业务预收货款增

预收款项

38,215,749.58

23,303,402.44

14,912,347.14

63.99
加。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兑付了去年的绩效考核工

应付职工薪酬

17,965,590.73

37,667,700.50

-19,702,109.77

-52.31
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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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末应交未交企业所得税及增

应交税费

55,980,332.88

29,505,547.62

26,474,785.26

89.73
值税较年初增加。

长期借款

2,345,595,078.00

1,746,145,078.00

599,450,000.00

34.33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公司项目借款增加。

增减比例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额

变动原因
（%）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公司非电业务企业销售额增

销售费用

24,870,486.44

18,680,293.44

6,190,193.00

33.14
加，运输费、出口报关费用等增加。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公司控股孙公司桑梓公司增

管理费用

54,853,763.88

35,942,785.56

18,910,978.32

52.61

加停工损失以及绿洲生态公司研究与开发费用同
比增加。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收回计提了坏账准备的应收

资产减值损失

-2,867,708.99

-4,446,962.38

1,579,253.39

35.51
款项减少。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政府征用了公司所属分公司
孟洲坝电厂土地所得收益净额6556万元、以及征

资产处置收益

69,212,227.69

17,745.96

69,194,481.73

389,916.81
用土地附属建筑物拆迁补偿收益净额433.98万
元。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公司收到政府补助同比增

其他收益

20,783,044.81

5,723,377.52

15,059,667.29

263.13
加，以及递延收益企业按照准则转入同比增加。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公司处置固定资产损失减

营业外支出

861,332.54

3,178,718.63

-2,317,386.09

-72.90
少。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公司控股子公司收益减少，

少数股东损益

3,726,525.88

5,396,552.30

-1,670,026.42

-30.95
相应少数股东损益减少。

收到的税费返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公司收到的出口退税、增值
19,179,883.83

8,034,272.73

11,145,611.10

138.73

还

税即征即退等同比增加。

收到其他与经
营活动有关的

25,764,845.52

39,371,428.93

-13,606,583.41

-34.56

主要原因是上年报告期公司有收回票据保证金。

现金
处置固定资产、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政府征用公司所属分公司孟

无形资产和其
77,860,222.97

20,040.00

77,840,182.97

388,424.07

洲坝电厂土地收到资金7007万元，以及征用土地

他长期资产收
附属建筑物收到拆迁补偿资金516.85万元。

回的现金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收到水电企业增效扩容改造

资活动有关的

873,627.41

10,996,133.19

-10,122,505.78

-92.06
资金同比减少。

现金
购建固定资产、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子公司绿洲生态公司延伸产

无形资产和其
173,445,508.95

85,232,225.93

88,213,283.02

103.50

业链及绿洲新丰生态公司、翁源致能生物质公司

他长期资产支
项目建设支付投资同比增加。

付的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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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支付的现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公司购买控股子公司新能源
16,024,700.00

-

16,024,700.00

-

金

经营公司小股东股权支付的资金。

投资活动产生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公司投资现金净流出额同比

的现金流量净

-110,736,358.57

-74,216,052.74

-36,520,305.83

-49.21
增加。

额
吸收投资收到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公司收到小股东投资同比增
8,600,000.00

-

8,600,000.00

-

的现金

加。

取得借款收到
635,857,204.12

272,374,096.98

363,483,107.14

133.45

-

1,050,000.00

-1,050,000.00

-100.00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公司借款增加所致。

的现金
支付其他与筹
主要原因是上年报告期发生债券担保费，去年10

资活动有关的

月公司债券已到期。

现金
筹资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339,055,426.66

25,706,819.96

313,348,606.70

1,218.93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公司借款净额同比增加。

额
汇率变动对现
金及现金等价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公司控股子公司外币业务的
-64,394.43

-23,329.24

-41,065.19

-176.02

物的影响

债权、债务因汇率变动影响的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减少。

现金及现金等
324,518,444.63

30,167,007.51

294,351,437.12

975.74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公司借款净额同比增加大。

价物净增加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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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事项概述
全资子公司韶能集团绿洲生态
（新丰）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建设
年产 6.8 万吨新丰生态植物纤维
制品一期项目
为拓展升级韶关市北江航道，韶
关市土地储备中心对公司的分公
司孟洲坝发电厂名下部分闲置土
地进行了有偿征收。本次部分闲
置土地出售后，预计将增加公司
2018 年利润。
全资子公司韶能集团新丰旭能生
物质发电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新丰
生物质能扩建工程项目（装机 6
万千瓦）

刊载日期

刊载的互联网网站及检索路径

2018 年 2 月 6 日

http//www.cninfo.com.cn，在
“查询”输入公司股票代码查询

2018 年 2 月 14 日

http//www.cninfo.com.cn，在“查
询”输入公司股票代码查询

2018 年 3 月 30 日

http//www.cninfo.com.cn，在“查
询”输入公司股票代码查询

三、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其他
关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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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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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股权分置
改革承诺

收购报告
书中所作
承诺

承诺是否
及时履行

承诺方

公司相关
管理人员

前海人寿
和钜盛华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
时间

承诺完成
期限

履行
情况

股份增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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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酬总额的 15%。

2006 年 2
月 23 日

长期

正在履
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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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海人寿
作为公司
第一大股
东期间

截至报
告期
末，上
述股东
均严格
履行了
承诺

2015 年
12 月 16
日

是

四、对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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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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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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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3 月 15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公司生产经营情况

八、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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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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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韶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陈来泉
2018 年 4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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