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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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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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2,262,058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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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粤水电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股票代码

002060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林广喜

林广喜

办公地址

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广深大道西 1 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广深大道西 1
号 1 幢水电广场 A-1 商务中心
号 1 幢水电广场 A-1 商务中心

电话

（020）61776998

（020）61776998

电子信箱

lgxi-0731@163.com

lgxi-0731@163.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是一家集设计、施工、建设、运营、管理全过程服务于一体的建筑行业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同时也是国家高新技术
企业、广东省水利水电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公司的主营业务是水利水电及轨道交通等工程建设，水力、风力、太阳能光伏清
洁能源发电。
（一）行业情况
2018年，世界经济总体实现稳定增长，复苏的态势仍然持续。我国经济较好地抵御了前所未有的外部风险挑战，保持总
体平稳、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我国建筑行业发展机遇和挑战并存。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同步推进，
为建筑行业提供持续中高速增长空间。建筑行业的发展与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中国快速发展的宏观经济为建筑行业
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整个建筑行业呈现出科技进步和行业竞争激烈的态势，伴随着经济发展的转折性变化和战略性调
整，建筑业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近年来随着我国能源清洁产业不断发展壮大，在风电、光伏等装机和发电量比重快速提升的同时，清洁能源利用水平正
逐步接近并部分超过国际平均水平。在消纳问题逐渐得以解决下，清洁能源产业有望迎来新一轮发展，并保持增长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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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工程建设
水利水电工程建设：水利投资规模仍然较大，市场前景广阔。2018年172项节水供水重大水利工程累计开工133项，顺利
实现《2018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确定的在建投资规模达到1万亿元的目标任务。根据我国水利规划，“十三五”期间水利
建设投资初步估算规模为2.43万亿元，较“十二五”规划投资规模增长35%，较“十二五”时期实际投资增长20%。根据《2019
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2019年将完成公路水运投资1.8万亿元，再开工一批重大水利工程。根据广东省水利发展“十三五”
规划，经初步匡算，“十三五”水利建设项目共88 项，投资规模为1,803亿元。近年来，广东省每年的水利建设规模都保持在
300亿元的规模，2019年要推进大批重大水利工程建设，推动水利基础设施提档升级。珠江三角洲水资源配置工程的概算总
投资为354亿元，是广东省有史以来投资规模最大的水利工程，计划在2019年4月底实现主体工程全面动工。
轨道交通工程建设：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加快，轨道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具有极大的市场潜力，市场前景广阔。根据《2019
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2019年要完成铁路投资8000亿元、公路水运投资1.8万亿元，加快川藏铁路规划建设，加大城际
交通、物流、市政、灾害防治、民用和通用航空等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加强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根据国务院发布的《“十
三五”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到2020年，基本建成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的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其中，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里程比2015年增长近一倍，约6000公里。广州市计划2016年至2020年分期启动建设15条（段）、里程规模
413.5公里的地铁新线，到2020年，广州建成开通城市轨道交通里程超过520公里，形成“环线+放射线”地铁线路网，到2035
年广州城市轨道网络达2000公里。
2.清洁能源发电
我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能源供需矛盾趋缓，为能源转型提供了有利空间，绿色发展成为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必然
要求，解决污染问题的根本之策。2018年，全国发电装机容量189967万千瓦，比上年末增长6.5%。其中，水电装机容量35226
万千瓦，增长2.5%；并网风电装机容量18426万千瓦，增长12.4%；并网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7463万千瓦，增长33.9%。根
据国家能源发展规划，到2020年，常规水电装机达到3.4亿千瓦；全国风电装机达到2.1亿千瓦以上，其中海上风电500万千瓦
左右；太阳能发电装机达到1.1亿千瓦以上，其中分布式光伏6000万千瓦以上、光热发电500万千瓦。广东省到2020年底建成
陆上风电装机容量约600万千瓦；到2030年底建成陆上风电装机容量约1000万千瓦；通过陆上风电开发建设，带动广东省风
电装备制造业等相关产业发展。广东省到2020年底，开工建设海上风电装机容量1200万千瓦以上，其中建成投产200万千瓦
以上，初步建成海上风电研发、装备制造和运营维护基地。到2030年底，建成投产海上风电装机容量约3000万千瓦，形成整
机制造、关键零部件生产、海工施工及相关服务业协调发展的海上风电产业体系。
（二）市场竞争格局及市场地位
1.工程建设：在水利水电业务上，大型央企为水利水电行业的领头羊，一些区域性企业则在地方水利市场上具备更强的
竞争力。公司施工经验丰富，专业技术成熟，具备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资质，承建了包括广东飞来峡水利水电枢纽
工程、北江航道扩能升级项目、广东省韩江高陂水利枢纽工程等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在全国尤其是在广东、四川、湖南等
地区品牌影响力明显；在轨道交通业务上，公司作为第一批参建广州地铁、珠三角轨道交通的施工单位，历经了广州市、珠
三角轨道交通建设行业的发展和变化，也参与了南昌、武汉、无锡等地的地铁建设。公司作为区域工程建设的龙头企业，具
备丰富的施工经验和较强的市场竞争力。
2.清洁能源发电：行业受政策的影响较大，市场参与者众多，清洁能源市场竞争较激烈。公司拥有丰富的清洁能源开发、
建设、运营等方面的经验，项目建设质量优良、速度快，科学运营管理，有效控制成本，提高项目收益。截至2018年底，公
司累计已投产发电的清洁能源项目总装机1026.33MW，其中水力发电213MW，风力发电387MW，光伏发电426.33MW。由
于受“三北”地区弃风弃光影响，公司积极调整投资策略，将重点往东部沿海，中部转移，目前，公司积极推动东部和中部风
电、光伏项目的开发建设，并抢占优质资源，优化公司清洁能源布局，推动公司清洁能源业务有序发展，努力使清洁能源发
电业务成为公司重要的利润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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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元
2018 年
营业收入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

8,308,385,136.62

6,630,455,459.17

25.31%

6,322,745,490.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0,748,565.63

158,102,642.43

26.97%

134,651,196.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97,336,434.63

157,380,424.54

25.39%

121,579,521.8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22,255,720.85

152,264,573.58

440.02%

534,164,989.9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670

0.1315

27.00%

0.112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670

0.1315

27.00%

0.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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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79%

5.65%

2018 年末
资产总额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017 年末

1.14%

5.05%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20,250,553,704.73

17,515,341,294.71

15.62%

15,716,357,182.08

3,044,832,834.20

2,868,313,710.94

6.15%

2,736,642,939.19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1,812,944,428.02

1,503,433,044.96

1,958,547,907.74

3,033,459,755.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2,661,695.68

40,126,370.32

26,518,902.72

111,441,596.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2,075,303.43

39,955,353.61

28,539,824.69

106,765,952.9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0,664,525.44

245,716,351.89

294,556,870.21

402,647,024.19

营业收入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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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报告期末表决权
63,836 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68,327 名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东总数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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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广东省水电集
国有法人
团有限公司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34.53%

415,148,832

1.01%

12,188,800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博时精选混 其他
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0.91%

11,000,000

广东省建筑科
国有法人
学研究院

0.84%

10,101,210

领航投资澳洲
有限公司－领
航新兴市场股 境外法人
指基金（交易
所）

0.50%

6,032,274

廖彬

境内自然人

0.44%

5,330,188

张郁芬

境内自然人

0.42%

5,050,000

0.35%

4,264,764

何海波

境内自然人

广东省水利电
力勘测设计研 国有法人
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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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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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若彤

境内自然人

0.27%

3,300,000

陈峰

境内自然人

0.22%

2,641,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公司前 10 名股东之间广东省水电集团有限公司与广东省建筑科学研究院存在关联关系；未知
动的说明
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不适用。
说明（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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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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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是
土木工程建筑业
2018年，国民经济保持在合理区间，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经济结构不断优化，新旧动能接续转换，质量效益稳步
提升，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建筑业改革持续深化，触及行业的利好举措持续落地，为公司发展提供新机遇。公司通过聚焦
主业、发展主业，以经营为龙头、效益为核心、管理为支撑，主营业务实现了稳步发展，盈利能力良好，主营业务收入、净
利润取得较快增长，企业持续健康发展呈现新气象、好局面。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总资产20,250,553,704.73元，比上年度末增长15.6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3,044,832,834.20
元，比上年度末增长6.15%；营业总收入8,308,385,136.62元，同比增长25.3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00,748,565.63
元，同比增长26.97%。公司主要经营情况如下：
（一）聚焦主业，推动工程建设高质量发展。
公司高度重视省委省政府下达的重大工程项目建设任务，以服务全省发展大局为宗旨，充分发扬“能打硬战、善打硬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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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铁军精神高质量推进重点项目施工建设，扎实推动公司迈向高质量快速发展道路。飞来峡船闸工程获得“2018年度广东省
水利建设工程文明工地”称号。高陂水利枢纽工程船闸荣获2018年度广东水利建设工程文明工地荣誉称号，并成功立项省建
筑业绿色施工示范工程。水资源试验段项目单元工程验收优良率达93.5%以上，其中盾构工程验收优良率达100%。
2018年承接任务将再创历史新高，承接了一批优质PPP、重大项目，如垦造水田、汕头市练江流域整治、广州市轨道交
通二十二号线、中山翠亨新区滨河整治水利工程PPP项目等，水利特级资质市场效应立竿见影，截至2018年底，公司工程合
同储备已达268.47亿元，市场占有率的不断提高，为公司的高质量快速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公司以增加新的利润增长点为宗旨，在巩固原有陆上风电塔筒业务的基础上，大力拓展延伸装备制造产业链，积极发展
海上风电装备制造，扩大业务领域。依托阳江新能源装备制造厂大力拓展海上风电装备制造市场，积极深化与中广核等重点
客户的合作，实现了从陆上到海上的风电全产业布局，抢占未来新兴产业高地、打造装备制造产业带新增长极。
（二）转型升级，稳妥推进清洁能源业务有序发展。
严格抓好已投产清洁能源项目的运行管理，确保安全良好运行，全年收益同比得到突破。截至2018年底，公司累计已投
产发电的清洁能源项目总装机1026.33MW，其中水力发电213MW，风力发电387MW，光伏发电426.33MW。
继续稳健有序推进清洁能源投资开发，积极参与东南沿海经济发达、消纳情况好地区的清洁能源业务，推进乳源大布风
电一、二期，山东沾化风电一、二期等在建能源项目建设，2018年乳源大布风电一期、西藏腾能曲水光伏、新疆阿瓦提光伏
一、二期、甘肃金塔光伏二期项目已成功实现全容量并网发电。
通过市场化交易、电力扶贫等创新消纳，公司清洁能源项目的限电率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增加了上网电量和发电收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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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利润比上年 毛利率比上年同
同期增减
同期增减
期增减

水利水电

4,300,328,674.17

396,497,993.12

9.22%

38.14%

10.91%

-2.26%

市政工程

2,213,498,833.39

89,834,854.91

4.06%

52.63%

124.40%

1.30%

水力发电

225,419,812.72

119,869,270.98

53.18%

-13.78%

-26.91%

-9.55%

风力发电

261,740,911.63

103,129,936.16

39.40%

-3.91%

-17.20%

-6.33%

太阳能发电

269,374,984.02

169,974,833.80

63.10%

66.25%

62.24%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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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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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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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会计政策变更
（1）2017年3月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以下简称“财政部”）分别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
认和计量（2017年修订）》（财会〔2017〕7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2017年修订）》（财会〔2017〕
8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2017年修订）》（财会〔2017〕9号），于2017年5月2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
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2017年修订）》（财会〔2017〕14号）（上述准则以下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并要求境内
上市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要求，由于公司目前未开展相关业务，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财
务报表无影响。
（2）财政部于2018年6月15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
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合并部分资产负债表项目，拆分部分利润表项目；并于2018年9月7日发布了《关于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有关问题的解读》，明确要求代扣个人所得税手续费返还在“其他收益”列报，并对可比期间的比
较数据进行调整；实际收到的政府补助，无论是与资产相关还是与收益相关，在编制现金流量表时均作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列报等。
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19年3月28日决议通过，已根据新的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要求编制财务报表，
财务报表的列报项目因此发生变更的，已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等的相关规定，对可比期间的比较数
据进行调整。
公司执行财会【2018】15号文对报表的主要影响如下：
单位：元
列报项目

2017年12月31日之前列报
金额
38,946,085.44
应收票据
1,619,507,509.43
应收账款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80,779,493.73
应收利息
1,480,852,286.11
其他应收款
40,000,000.00
应付票据
2,060,371,569.19
应付账款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63,950,852.81
应付利息
1,009,525.36
应付股利
637,826,804.26
其他应付款
205,537,840.30
管理费用
研发费用
2.公司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未发生变化。

影响金额

2018年1月1日经重列后金额

-38,946,085.44
-1,619,507,509.43
1,658,453,594.87
-80,779,493.73
80,779,493.73
-40,000,000.00
-2,060,371,569.19
2,100,371,569.19
-63,950,852.81
-1,009,525.36
64,960,378.17
-8,726,151.39
8,726,151.39

1,658,453,594.87
1,561,631,779.84
2,100,371,569.19
702,787,182.43
196,811,688.91
8,726,15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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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报告期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1）公司控股子公司封开县粤水电环保实业有限公司；
（2）公司控股子公司阳江市粤水电交通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3）公司全资子公司新疆粤水电能源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四川西能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4）公司全资子公司新疆粤水电能源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四川西能能源开发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西藏腾能新能源有限
公司；
（5）公司全资子公司新疆粤水电能源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新疆华润通川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6）公司全资子公司新疆粤水电能源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新疆华润通川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新疆华荣新能
源有限公司；
（7）公司全资子公司新疆粤水电能源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新疆华润通川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新疆华瑞新能
源有限公司。
2.报告期不再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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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全资子公司汕头市粤水电水务环保建设有限公司；
（2）公司全资子公司东南粤水电投资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湛江霞山粤水电能源有限公司；
（3）公司全资子公司东南粤水电投资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高台粤水电能源有限公司；
（4）公司全资子公司中南粤水电投资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湘阴县粤水电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5）公司全资子公司中南粤水电投资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汨罗市粤水电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6）公司全资子公司新疆粤水电能源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尉犁县粤水电能源有限公司；
（7）公司全资子公司新疆粤水电能源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库车粤水电能源有限公司；
（8）公司全资子公司新疆粤水电能源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乌鲁木齐粤疆能源有限公司；
（9）公司全资子公司新疆粤水电能源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奎屯粤水电能源有限公司；
（10）公司全资子公司新疆粤水电能源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乌什县粤水电能源有限公司。

（4）对 2019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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