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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027                               证券简称：深圳能源                          公告编号：2018-053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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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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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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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能源 股票代码 000027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邵崇 周朝晖 

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2026 号能源大厦北塔楼 40层 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2026号能源大厦北塔楼 40层 

电话 0755-83684138 0755-83684138 

电子信箱 ir@sec.com.cn ir@sec.com.cn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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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7,980,875,405.52 6,174,217,961.76 29.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37,036,825.69 403,311,155.25 33.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519,508,115.70 385,854,814.56 3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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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910,247,158.09 946,221,599.32 -3.8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55 0.1017 33.2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55 0.1017 33.2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49% 1.85% 上升 0.64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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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800,117,170.44 77,230,930,147.81 2.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0,976,579,317.62 21,341,051,498.08 -1.71%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21,853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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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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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国资委 国家 47.82% 1,896,000,775    

华能国际 国有法人 25.02% 991,741,659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2.05% 81,142,759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其他 0.89% 35,275,900    

朱武广 境内自然人 0.48% 19,013,825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0.32% 12,600,000    

嘉实新机遇灵活配置混合型

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26% 10,223,657    

中证 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20% 7,892,842    

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14% 5,644,563    

陈满基 境内自然人 0.13% 5,114,9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深圳市国资委系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其它股东未知其关联

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

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自然人股东朱武广通过普通账户持有 0 股，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9,013,825 股，实际合计持有 19,013,825 股。自然人股东陈满基通过普通账户

持有 613,700 股，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4,501,2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5,114,900 股。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3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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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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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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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

一) 

17 深能 01 112615.SZ 2022 年 11 月 20 日 120,000 5.25%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

二) 

17 深能 02 112616.SZ 2020 年 11 月 20 日 80,000 

固定利率 5.20%+浮动

利率（注：17 深能 02

由固定利率加上浮动利

率构成，固定利率为

5.20%，在存续期内保持

不变；浮动利率部分与

加权煤炭价格指数挂

钩，自第二个计息年度

起每年调整一次，具体

确定方式请参见募集说

明书。）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

发行绿色公司债券 

17 深能 G1 112617.SZ 2022 年 11 月 22 日 100,000 5.25%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18 深能 01 112713.SZ 2023 年 05 月 23 日 200,000 4.80% 

（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末增减 

资产负债率 69.15% 67.99% 上升 1.16 个百分点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2.73 2.7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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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2018年上半年，全社会用电量快速增长，全国电力供需总体宽松。上半年全国全社会用电量3.23万亿

千瓦时、同比增长9.4%，增速同比提高3.1个百分点。其中，一、二季度分别增长9.8%和9.0%，增速连续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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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季度保持在5.5%-10%的增长区间。发电结构绿色化转型持续推进，非化石能源发电新增装机比重创新高，

不合理弃风弃光问题继续得到改善。报告期内，电力燃料供应偏紧，电煤价格总体处于高位波动态势，煤

电企业经营形势仍然较为严峻。2018年上半年，广东省全社会用电量累计2,93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9.28%。 

2018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9.81亿元；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37亿元，按期末总股

本计算，每股收益0.1355元。截至2018年上半年，公司总资产788.00亿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09.77亿元。 

2018年上半年，公司所属电厂累计实现上网电量165.39亿千瓦时，同比上升35.05%。其中：燃煤电厂

107.25亿千瓦时，燃机电厂28.64亿千瓦时，水电12.16亿千瓦时，风电7.15亿千瓦时，光伏发电5.86亿千

瓦时，垃圾发电4.32亿千瓦时。环保公司上半年处理生活垃圾151.42万吨。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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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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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将宿迁中铂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潮州深能城市燃气发

展有限公司共两家公司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同时报告期内新设立的潮州市湘桥深能环保有限公司、开鲁深

能北方光伏有限公司、深能扬州新能源有限公司、深能甘垛扬州新能源有限公司共四家公司纳入合并报表

范围。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八年八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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