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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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上年同期

减

7,855,944,946

4,703,863,816

67.01%

-49,403,428

7,373,105

不适用

-53,624,970

-372,094

不适用

700,758,687

1,170,574,344

-40.1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94

0.0014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94

0.0014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18%

0.03%

-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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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88,793,725,068

85,970,818,168

3.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7,409,481,694

27,369,995,422

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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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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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1,914
主要为售电公司收到南沙财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
4,858,932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说明

政局专项补助 181 万元及部
分下属单位收到的稳岗补贴。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886,333

减：所得税影响额

687,703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194,732

合计

4,221,5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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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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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涉及金额（元）

原因
根据增值税即征即退优惠政策，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均符合相关规

增值税即征即退

1,465,803

定，持续享有增值税即征即退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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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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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股数量

广东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67.39%

3,538,005,285

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22%

116,693,602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94%

102,099,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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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61,996,411

郑建祥

境内自然人

0.48%

25,128,874

0.40%

20,942,945

境外法人

0.30%

15,855,512

境外法人

0.29%

15,216,066

0.26%

13,660,906

哈尔滨哈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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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3,342,621

境内非国有
法人

VANGUARD TOTAL
INTERNATIONAL STOCK
INDEX FUND
CHINA INT'L CAPITAL CORP
HONG KONG SECURITIES LTD
哈尔滨市道里区慈善基金会

境内非国有
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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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16,693,602

人民币普通股

116,693,602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02,099,671

人民币普通股

102,099,671

广东省电力开发公司

94,367,341

人民币普通股

94,367,341

李卓

61,996,411

人民币普通股

61,996,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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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建祥

25,128,874

境内上市外资股

25,128,874

哈尔滨哈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942,945

人民币普通股

20,942,945

15,855,512

境内上市外资股

15,855,512

15,216,066

境内上市外资股

15,216,066

13,660,906

人民币普通股

13,660,906

VANGUARD TOTAL INTERNATIONAL
STOCK INDEX FUND
CHINA INT'L CAPITAL CORP HONG
KONG SECURITIES LTD
哈尔滨市道里区慈善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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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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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大股东李卓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1,270,220 股，通过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60,726,191 股，合计持有本公司股票
61,996,411 股。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
（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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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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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6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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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国内宏观经济逐步复苏，社会用电总需求增加，2021年第一季度广东省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32.08%，公司累计完
成合并报表口径发电量210.12亿千瓦时，同比增加73.08%；累计完成合并报表口径上网电量199.38亿千瓦时，同比增加
73.12%。
但受2020年8月起天然气电厂标杆上网电价调减、市场交易电量增加等因素影响，公司合并报表平均上网电价为437.03元/千
千瓦时（含税，下同），同比下降12.95元/千千瓦时，实现营业收入785,594.49万元，同比增长67.01%。同时由于电煤价格
同比大幅上升，2021年一季度公司发电燃料成本580,981.75万元，同比增加303,587.66万元，增幅109.44%，公司毛利率同比
下降6.14%，综合以上因素，2021年一季度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下降40.1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
利润-4,940.34万元，同比减少5,677.65万元。
2021年一季度公司非经常性损益金额为422.15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45.49%，主要是下属单位收到政府补助金额同比减少所
致。故在去年同期扣非净利润基数较低的情况下，公司2021年一季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362.50万元，同比变动幅度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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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于2021年1月28日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度公司与广东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
易的议案》
《关于公司与广东能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署〈金融服务框架协议〉的议案》
《关于公司与广东能源融资租赁有限
公司签署〈融资租赁合作框架协议〉的议案》
《关于公司与广东能源财产保险自保有限公司签署〈保险及风险管理服务合作
框架协议〉的议案》
，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经公司2021年2月25日召开的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执行。
2、为继续补充营运资金、拓展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于2021年1月28日审议，同意公
司继续在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发行中期票据，额度为40亿元，具体工作授权公司经营班子办理。本事项经公司2021
年2月25日召开的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执行。
3、为进一步加快发展重大能源项目，加快能源结构优化升级，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于2021年1月28日审议，同
意公司独资组建揭阳大南海石化综合能源项目的项目公司，项目公司注册地为揭阳大南海石化工业区，首期注册资本金为
1500万元。同意由项目公司开展揭阳大南海石化综合能源项目（2～3台400MW/9F级或600MW级燃气热电联产机组，最终根据
项目热负荷及供热特性等情况研究确定）前期工作事宜，项目前期工作费用按不超过1250万元控制。公司目前正按照项目核
准的相关要求开展项目前期工作。
4、2021年2月23日，公司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图木舒克市于东莞市签署了《关于投资150万千瓦光伏发电项目的合作
框架协议》和《关于投资50万千瓦风力发电项目的合作框架协议》
。公司目前正积极推进新疆兵团三师图木舒克市150万千瓦
光伏和50万千瓦风电投资开发工作。
重要事项概述
2021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关于签署《金融服务框架协议》
《融资租赁合作框架协议》
《保险及风险管理服务合作框架协议》暨关联交易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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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2020 年 01 月 29 日

详情请见巨潮资讯网

2020 年 01 月 29 日

详情请见巨潮资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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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2020 年 01 月 29 日

详情请见巨潮资讯网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2020 年 02 月 26 日

详情请见巨潮资讯网

2020 年 02 月 24 日

详情请见巨潮资讯网

关于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图木舒克市签署《合作
框架协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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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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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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公允

计入权益的

价值变动

累计公允价

损益

值变动

92,080,800

64,638,000

140,828,172

0

0

0

156,718,800

289,878,345

54,421,605

108,461,962

0

0

0

344,299,950

11,628,000

-540,000

7,488,000

0

0

0

11,088,000

393,587,145

118,519,605

256,778,134

0

0

0

512,106,750

最初投资成

会计计量

期初账面价

本

模式

值

本期购买

本期出售

报告期

期末账面价

会计核算

金额

金额

损益

值

科目

公允价值

境内外股票

000027

深圳能源

15,890,628

境内外股票

600642

申能股份

235,837,988

境内外股票

831039

国义招标

3,600,000

计量

其他权益

公允价值
计量

其他权益

公允价值
计量

合计

255,328,616

证券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披露日期

2019 年 10 月 31 日

--

工具投资

工具投资
其他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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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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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投资
--

资金来源

自有资金

自有资金

自有资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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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六、对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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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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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待时间

2021 年 03
月 04 日

接待地点

广州

接待方式

实地调研

接待对象
类型

机构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
供的资料

海通证券、南

了解公司经营、财务

方传媒资管

情况、战略规划等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详情请参阅公司 2021 年 3 月
8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
《投
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董事长： 王进
二○二一年四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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