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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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董事长高自民先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董事总经理王慧农先

生、总会计师赵祥智先生、财务总监刘世超先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

员)麦宝洪先生（代）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释  义 

释义项 指 释义内容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指 本公司、公司 

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指 深圳市国资委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指 华能国际 

深圳市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指 深能集团 

深圳市广深沙角 B 电力有限公司 指 广深公司 

深圳市能源环保有限公司 指 环保公司 

深圳能源财务有限公司 指 财务公司 

深能南京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指 南京控股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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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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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019,257,683.99 2,458,685,472.75 -17.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04,119,690.72 364,150,483.44 -43.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01,702,384.35 362,355,996.60 -44.3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88,794,785.85 1,037,835,143.32 -52.9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15 0.0919 -43.9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15 0.0919 -43.9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94% 2.04% 下降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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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893,947,397.61 58,067,427,403.34 -0.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1,393,987,270.84 21,711,355,183.74 -1.46% 

注：2015 年 6 月 25 日，公司实施 2014 年度权益分派：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现金 2 元人民币（含税），同时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送红股 5 股。本次实施送股后，公司总股本由 2,642,994,398 股增至 3,964,491,597 股，按新股本摊薄计算，2015 年 1-3

月每股收益调整为 0.0919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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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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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3,041.26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938,518.34  

减：所得税影响额 628,541.93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459,628.78  

合计 2,417,306.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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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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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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499 
报告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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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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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80,862,759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其他 0.89% 35,275,900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0.32% 12,600,000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传统保险产

品－股票账户 
其他 0.28% 11,232,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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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武广 其他 0.18% 7,148,910    

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14% 5,644,563    

深圳市亿鑫投资有限公司 其他 0.13% 4,985,421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深圳市国资委 1,896,000,775 人民币普通股 1,896,000,775 

华能国际 991,741,659 人民币普通股 991,741,659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80,862,759 人民币普通股 80,862,759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35,275,900 人民币普通股 35,275,900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12,6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600,000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传统保险产品－股票账户 11,232,227 人民币普通股 11,232,227 

嘉实新机遇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10,223,657 人民币普通股 10,223,657 

朱武广 7,148,910 人民币普通股 7,148,910 

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5,644,563 人民币普通股 5,644,563 

深圳市亿鑫投资有限公司 4,985,421 人民币普通股 4,985,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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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深圳市亿鑫投资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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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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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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48,910 股，实际合计持有 7,148,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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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报告期末预付款项比年初增长195.45%，主要系预付设备款等增加所致。 

2、报告期末应付利息比年初增长92.22%，主要系计提长短期债券、借款利息增加所致。 

3、报告期末长期应付款比年初增长227.55%，主要系全资子公司南京控股公司实施资产证券化融资所

致。 

    4、报告期营业收入和利润指标同比下降，主要系售电量和电价同比下降所致。 

5、报告期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同比下降较多，主要是持有的其他上市公司股票价格

下跌所致。 

6、报告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下降52.90%，主要系售电量和电价同比下降所致。 

7、报告期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下降52.83%，主要系对外融资净额同比减少所致。 

8、报告期公司所属电厂（不含环保公司）累计实现上网电量37.22亿千瓦时，比上年同期减少15.18%。

其中：燃煤电厂20.17亿千瓦时，燃机电厂8.93亿千瓦时，风电2.05亿千瓦时，光伏发电0.96亿千瓦时，

水电5.11亿千瓦时。报告期公司所属环保公司累计处理垃圾量59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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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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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

益变动报告书中

所作承诺 

深能集团、深圳市

国资委和华能国

际 

关于产权的承

诺 

如将来出现因广深公司现有主厂

房等建筑物未取得房屋产权证而

被关部门罚款或责令拆除的情形，

给深圳能源所引致的任何损失均

由深能集团全额承担。在深能集团

按计划注销后，上述可能产生的给

深圳能源带来的罚款或其他损害，

由深能集团股东深圳市国资委和

华能国际按股权比例全额承担。详

见公司 2009 年 5 月 16 日披露的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份收购股权

和资产有关承诺履行情况及独立

财务顾问持续督导意见的公告》

2009 年 04

月 29 日 
长期 

履行中。                

报告期内未

出现因广深

公司现有主

厂房等建筑

物未取得房

屋产权证而

被有关部门

罚款或责令

拆除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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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编号：2009-029） 

资产重组时所作

承诺 

深圳市国资委和

华能国际 

关于限售期的

承诺 

关于股份限售的承诺（详见公司

2013 年 2 月 6 日披露的《关于定

向增发吸收合并深圳市深能能源

管理有限公司相关方承诺情况的

公告》编号 2013-009） 

2012 年 09

月 27 日 

2013 年 2

月 8 日

-2016年 2

月 7 日 

履行完毕。

2016 年 2 月

25 日办理完

成相关股份

解除限售手

续。 

深圳市国资委 

关于维护上市

公司独立性的

承诺 

关于维护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

（详见公司 2013 年 2 月 6 日披露

的《关于定向增发吸收合并深圳市

深能能源管理有限公司相关方承

诺情况的公告》编号 2013-009） 

2012 年 09

月 27 日 
长期 履行中。 

深圳市国资委 
关于避免同业

竞争的承诺 

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详见公

司 2013 年 2 月 6 日披露的《关于

定向增发吸收合并深圳市深能能

源管理有限公司相关方承诺情况

的公告》编号 2013-009） 

2012 年 09

月 27 日 
长期 履行中。 

深圳市国资委 
关于规范关联

交易的承诺 

关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详见公

司 2013 年 2 月 6 日披露的《关于

定向增发吸收合并深圳市深能能

源管理有限公司相关方承诺情况

的公告》编号 2013-009） 

2012 年 09

月 27 日 
长期 履行中。 

首次公开发行或

再融资时所作承

诺 

      

股权激励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

股东所作承诺 
      

承诺是否按时履

行 
是 

四、对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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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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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

品种 

证券 

代码 
证券简称 

最初投资成本

（元） 

期初持股数量

（股） 

期初持

股比例 

期末持股数量

（股） 

期末持

股比例 
期末账面值（元） 报告期损益（元） 

会计核算

科目 

股份

来源 

股票 601211 国泰君安 157,282,388.92 154,455,909 2.03% 154,455,909 2.03% 3,044,325,966.39  
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 
收购 

股票 000601 韶能股份 51,827,070.06 16,629,750 1.54% 16,629,750 1.54% 143,015,850.00  
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 
收购 

股票 000333 美的集团 1,830,181.50 1,950,585 0.05% 1,950,585 0.05% 60,175,547.25  
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 

发起

人 

股票 000519 江南红箭 4,100,000.00 3,232,163 0.31% 3,232,163 0.31% 43,504,913.98  
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 

发起

人 

股票 600137 浪莎股份 2,300,000.00 1,079,477 1.11% 1,079,477 1.11% 37,252,751.27  
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 

发起

人 

股票 000593 大通燃气 1,250,000.00 1,540,000 0.55% 1,540,000 0.55% 17,001,600.00  
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 

发起

人 

股票 000539 粤电力 A 11,773,968.24 973,200 0.02% 973,200 0.02% 5,732,148.00  
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 
收购 

股票 600756 浪潮软件 3,139,802.68 317,366 0.10% 317,366 0.10% 10,619,066.36 -5,630,072.84 
交易性金

融资产 

债务

清偿 

股票 600250 南纺股份 3,925,576.90 418,505 0.16% 418,505 0.16% 5,561,931.45 -1,288,995.40 
交易性金

融资产 

债务

清偿 

股票 600526 菲达环保 2,384,287.15 293,090 0.05% 293,090 0.05% 4,164,808.90 -1,060,985.80 
交易性金

融资产 

债务

清偿 

股票 600721 *ST 百花 1,196,514.40 77,095 0.03% 77,095 0.03% 1,186,492.05 -103,307.30 
交易性金

融资产 

债务

清偿 

其他 834223 永诚保险 163,401,100.00 173,723,000 7.98% 173,723,000 7.98% 163,401,100.00  
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 

发起

人 

合计 404,410,889.85 354,690,140 -- 354,690,140 -- 3,535,942,175.65 -8,083,361.34 -- -- 

证券投资审批董事会公

告披露日期 
- 

证券投资审批股东会公

告披露日期 
- 

注：公司控股子公司财务公司持有的浪潮软件、南纺股份、菲达环保和*ST 百花股票，为汉唐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破产清算向

其进行债务清偿所得。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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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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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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6 年 01 月 06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公司生产经营及项目进展情况 

2016 年 01 月 14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公司生产经营及项目进展情况 

2016 年 02 月 25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公司生产经营及项目进展情况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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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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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六年四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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