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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要提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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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1.2 公司第三季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1.3 公司负责人高自民董事长、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冰董事总经理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朱天发总会计师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2 公司基本情况
2.1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
（人民币）元
2009.9.30

2008.12.31

增减幅度（％）

总资产（元）

29,657,180,681.29

29,384,857,108.54

0.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元）

12,760,883,173.66

11,285,389,239.99

13.07%

股本（股）

2,202,495,332.00

2,202,495,332.00

0.00%

5.79

5.12

13.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股）

营业总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股）

2009 年 7-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3,635,641,189.17

14.59%

7,882,345,599.68

-8.30%

704,003,667.96

74.09%

1,745,576,046.19

94.14%

-

-

2,559,038,526.45

63.45%

-

-

1.16

63.38%

2009 年 1-9 月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2

77.78%

0.79

92.6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2

77.78%

0.79

92.68%

净资产收益率（%）

5.52%

增加 1.88 个百分点

13.68% 增加 5.59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资产收益率
（%）

4.92%

增加 2.65 个百分点

9.15% 增加 3.11 个百分点
单位：
（人民币）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附注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
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
的政府补助除外

16,768,283.91

政府补助主要系能源环保公司收到的资源
综合利用企业增值税退税款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11,797,453.81

天然气现货退税款系东部电厂及樟洋电厂
收到的大鹏液化天然气公司返还的退税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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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
备

956,980.00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准备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525,288,204.9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6,979,490.57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7,213,065.52

所得税影响额

-6,511,863.26
合计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损益及处置长期股权投
资损益

-

578,065,484.45

2.2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59,651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16,931,196

人民币普通股

博时第三产业成长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7,999,888

人民币普通股

融通深证 1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7,527,334

人民币普通股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7,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鹏华价值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5,999,949

人民币普通股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四组合

5,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诺安平衡证券投资基金

4,649,702

人民币普通股

嘉实沪深 3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4,557,444

人民币普通股

大成财富管理 2020 生命周期证券投资基金

4,499,856

人民币普通股

招商核心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447,080

人民币普通股

鹏华优质治理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3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本公司应收账款主要系应收上月电款，报告期末应收帐款较期初数增加 88.16%，主要系 2009 年 9 月较 2008 年 12 月售电
量增加所致。
2、报告期末预付账款较期初数增加 69.79%，主要系预付风电设备款所致。
3、报告期末应付账款较期初数增加 109.84%，主要系所属电厂应付燃料款增加所致。
4、报告期 1-9 月份资产减值损失同比增加较多，主要系所属月亮湾电厂机组关停，计提资产减值所致。
5、报告期 1-9 月份投资收益较同比增加较多，主要系公司出售所持部分上市公司股票所致。
6、报告期 1-9 月份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同比增加 94.14%，主要系公司发电业务利润率提高及出售所持部分上市公司股
票所致，其中出售所持上市公司股票产生投资收益约为 4.96 亿元，折合约对每股收益影响 0.225 元。
7、报告期 1-9 月份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增加 63.45%，主要系本期发电业务利润率提高所致。
8、报告期 1-9 月份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增加 51.19%，主要系本期出售持有的部分上市公司股票收回资金所致。
9、报告期 1-9 月份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同比减少 245.74%，主要系本期偿还部分银行贷款所致。

3.2 重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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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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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公司、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项

承诺内容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

-

股份限售承诺

-

-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
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一、深能集团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股份出售资产有关事 一、履行中。为了维护本公司全体
宜的承诺：1、继续协助沙角 B 公司与当地土地与房屋管理部门 股东利益，深能集团股东会于 2009
进行沟通，争取早日解决沙角 B 公司主厂房等建筑物的产权证书 年 4 月 29 日召开会议作出决议，承
的办理问题；2、如在取得该等建筑物的产权证书之前，发生任 诺：如将来出现因沙角 B 公司现有
何因该等建筑物而产生的对沙角 B 公司的罚款或其他损害的，深 主厂房等建筑物未取得房屋产权证
能集团将予以全额承担；3、深能集团承诺在深圳能源完成发行 而被有关部门罚款或责令拆除的情
完成之日起 18 个月内，将尽最大努力取得沙角 B 公司厂房的产 形，给本公司所引致的任何损失均
权证书。在取得该产权证书之前，发生任何因该等建筑物而产生 由深能集团全额承担。在深能集团
的罚款或其他损害，深能集团将予以全额承担。二、避免同业竞 按计划注销后，上述可能产生的给
争的承诺：深能集团承诺促使珠海洪湾与南山热电尽快完善有关 本公司带来的罚款或其他损害，由
核准程序，以便尽快将所持有的珠海洪湾及南山热电的全部股权 深能集团股东深圳市国资委和华能
出售给本公司，本次交易完成后至深能集团注销期间，深能集团 国际按股权比例全额承担。二、履
将避免与本公司发生新的同业竞争。三、关于豁免要约收购的承 行中。三、深能集团和华能国际持
诺：深能集团和华能国际承诺自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毕之日（2007 有本公司的所有股份限售期至 2010
年 12 月 6 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其拥有权益的本公司股份。年 12 月 5 日。

重大资产重组时所作承
诺

-

-

发行时所作承诺

-

-

其他承诺（含追加承诺）-

-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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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其他需说明的重大事项
无

3.5.1 报告期接待调研、
报告期接待调研、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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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的资料

2009 年 07 月 14 日

公司

实地调研

光大证券

2009 年 08 月 28 日

公司

实地调研

博时基金、中邮基金 公司生产经营及项目进展情况

2009 年 09 月 04 日

公司

实地调研

新加坡东京海上国
际资产管理有限公 公司生产经营及项目进展情况
司、招商证券

2009 年 09 月 25 日

公司

实地调研

招商基金、大成基
公司生产经营及项目进展情况
金、民生加银基金

公司生产经营及项目进展情况

3.6 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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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1 报告期末衍生品投资的持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〇九年十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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