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00310 广西桂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1

广西桂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一、  重要提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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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公司 2013 年第三季度报告已经公司 5 届 22 次董事会

以通讯表决方式审议通过。 
1.3   
公司负责人姓名 秦春楠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姓名 陈其中 

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姓名 苏虹 

公司负责人秦春楠先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其中先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苏虹女士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公司第三季度报告中的财务报表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7,308,440,754.58 7,436,745,093.10 -1.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3,197,635,599.92 3,112,347,389.95 2.74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 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345,206,071.87 280,491,877.81 23.07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 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1,665,674,577.56 2,649,624,070.54 -37.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76,333,378.31 110,751,453.89 -31.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64,456,495.76 103,452,896.58 -37.6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2.41 4.83 减少 2.42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766 0.4014 -31.0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766 0.4014 -31.09

 
2.2  截至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的持股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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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股 
股东总数 20,590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

比例

(%) 
持股总数 

持有

有限

售条

件股

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

量 

广西贺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国家 52.21 144,049,329 0 质押 13,790,000
 

沈振国 境内自然人 2.54 6,995,884 0 未知
 

西藏自治区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01 5,550,000 0 未知
 

武汉荣盛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00 2,747,279 0 未知

 

徐永祥 境内自然人 0.51 1,400,000 0 未知 
应京 境内自然人 0.50 1,380,000 0   未知

 

东莞信托有限公司－东莞信

托·汇信－金百合 1 号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0.48 1,320,053 0 未知

 

苏鑫 境内自然人 0.28 770,542 0 未知
 

邹志良 境内自然人 0.21 573,807 0 未知
 

深圳市博盈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 
未知 0.20 560,000 0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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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种类及数量 

广西贺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44,049,329 人民币普通股 144,049,329
沈振国 6,995,884 人民币普通股 6,995,884
西藏自治区投资有限公司 5,5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550,000
武汉荣盛投资有限公司 2,747,279 人民币普通股 2,747,279
徐永祥 1,4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400,000
应京 1,3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380,000
东莞信托有限公司－东莞信托·汇信－金

百合 1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320,053 人民币普通股 1,320,053

 

苏鑫 770,542 人民币普通股 770,542
邹志良 573,807 人民币普通股 573,807
深圳市博盈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5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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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1、截止报告期末，资产负债表项目重大变动原因分析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3 年 9 月 30 日 2012 年 12 月 31 日 增减额 增减变动 

应收票据 72,760,690.67 33,193,023.43 39,567,667.24 119.20%
应收账款 359,661,995.33 559,164,607.36 -199,502,612.03 -35.68%
预付款项 209,383,263.28 467,671,927.95 -258,288,664.67 -55.23%
其他应收款 57,609,429.74 27,586,738.65 30,022,691.09 108.83%
在建工程 383,585,621.56 272,711,211.31 110,874,410.25 40.66%
工程物资 38,370,469.33 12,804,607.50 25,565,861.83 199.66%
生产性生物资产 7,010,242.00 7,010,242.00 
无形资产 165,615,901.52 99,606,388.46 66,009,513.06 66.27%
短期借款 966,000,000.00 663,000,000.00 303,000,000.00 45.70%
应付票据 80,000,000.00 433,898,641.60 -353,898,641.60 -81.56%
应付账款 67,773,445.07 109,379,915.75 -41,606,470.68 -38.04%
预收账款 5,681,254.01 92,700,930.21 -87,019,676.20 -93.87%
应付职工薪酬 5,414,894.08 9,953,625.73 -4,538,731.65 -45.60%
应交税费 19,362,473.26 28,650,701.87 -9,288,228.61 -32.42%
（1）应收票据期末余额比期初增加 119.20%，主要是本期末全资子公司钦州永盛和控股子公司桂东

电子收到的结算票据较期初增加所致。 
（2）应收账款期末余额比期初减少 35.68%，主要是全资子公司钦州永盛本期销售减少以致在信用

结算期内应收客户款项相应减少所致。 
（3）预付款项期末余额比期初减少 55.23%，主要是全资子公司钦州永盛预付购货款减少所致。 
（4）其他应收款期末余额比期初增加 108.83%，主要是控股子公司桂能电力和桂东电子其他应收款

增加所致。 
（5）在建工程期末余额比期初增加 40.66%，主要是本期公司 220KV 输变电工程、控股子公司桂源

公司变电站及线路工程质保金等后续支出所致。 
（6）工程物资期末余额比期初增加 199.66%，主要是控股子公司桂东电子工程物资增加所致。 
（7）生产性生物资产期末余额 7,010,242.00 元，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桂能电力之全资子公司黄姚旅游

下属子公司广西黄姚红茶叶有限公司生产基地有机茶园茶树。 
（8）无形资产期末余额比期初增加 66.27%，主要是公司新购入公开挂牌出让的贺州市太白湖片区

HTC-2013-19 地块土地使用权所致。 
（9）短期借款期末余额比期初余额增加 45.70%，主要是本期公司经营需求储备增加所致。 
（10）应付票据期末余额比期初余额减少 81.56%，主要是全资子公司钦州永盛本期经营规模缩小申

请开出的银行承兑汇票减少所致 
（11）应付账款期末余额比期初余额减少 38.04%，主要是本期全资子公司钦州永盛偿还上期所欠货

款所致。 
（12）预收款项期末余额比期初余额减少 93.87%，主要是全资子公司钦州永盛预收款项减少所致。 
（13）应付职工薪酬期末余额比期初余额减少 45.60%，主要是公司本期支付上年应付未付职工社会

保险所致。 
（14）应交税费期末余额比期初余额减少 32.42%，主要是全资子公司钦州永盛本期销售规模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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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货增加进项税额增加，应缴增值税减少所致。 
  
2、报告期,利润表项目重大变动原因分析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增减额  变动幅度  
主营业务收入  1,665,674,577.56  2,649,624,070.54    -983,949,492.98 -37.14%
主营业务成本  1,290,362,014.45  2,236,503,007.45    -946,140,993.00 -42.30%
资产减值损失     -8,555,364.19      1,584,242.38     -10,139,606.57 -640.03%
投资净收益      6,478,114.64     11,009,302.32      -4,531,187.68 -41.16%
营业外支出      6,937,976.47     10,498,756.82      -3,560,780.35 -33.92%
其他综合收益     58,874,271.23    847,789,505.64    -788,915,234.41 -93.06%

（1）主营业务收入和主营业务成本本期比上年同期分别减少 37.14%和 42.30%，主要是全资子公司

钦州永盛本期主营业务收入 564,068,741.24 元比上年同期 1,694,926,096.87 元减少 66.72%，本期主营

业务成本 555,397,342.90元比上年同期 1,659,352,112.60元减少 66.53%对公司合并收入及成本影响较

大所致。 
（2）资产减值损失本期比上年同期大幅减少，主要为公司全资子公司钦州永盛本期末应收账款余额

减少，按比例应计提坏账准备冲回所致。 
（3）投资收益本期比上年同期减少 41.16%，主要是公司本期收到的国海证券分红比上年同期减少

较多所致。 
（4）营业外支出本期比上年同期减少 33.92%，主要是控股子公司桂江电力本期 CDM 项目咨询服务

费支出同比减少所致。 
（5）其他综合收益本期比上年同期减少 93.06%，主要是参股公司国海证券上年实施了向全体股东

每 10 股派发股票股利 13 股和以资本公积每 10 股转增 2 股方案后致上年同期期末公允价值较年初涨

幅较大，而本年国海证券无转增和送股，股票公允价值期末较年初涨幅较小。 
  
 3、报告期,现金流量表项目重大变动原因分析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增减额  变动幅度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27,198,227.80  -117,323,098.25     144,521,326.05 123.18%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加 123.18%，主要是本期公司归还银行借款减少，

根据经营需求情况向银行借款增加。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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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前三季度（1-9 月）公司水电厂流域来水量总体与去年持平，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水电厂

1-9 月累计实现发电量 119,594.14 万千瓦时，同比增加 1.46%，外购成本较高的电量 66,222.35 万千

瓦时，同比增加 29.93%；实现售电量 195,380.97 万千瓦时，同比增加 8.69%；实现营业收入 166,567.46
万元，同比减少 37.14%（其中控股子公司桂东电子实现销售收入 20,788.57 万元，同比增长 112.86%，

全资子公司钦州永盛实现销售收入 56,406.87 万元，同比减少 66.72%），实现净利润 7,633.33 万元，

每股收益 0.2766 元，均同比减少 31.09%。  
    总体来看，公司前三季度除贸易规模减少外，其他业务经营没有发生重大变化。电力主营方面，

公司自发电量与去年同期相比基本持平，售电量有所增长，但由于用电负荷结构不理想（低电价用

户占较大比重），导致电力主营经营效益达不到预期；控股子公司桂东电子三季度仍然受到行业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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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的影响，生产经营没有出现明显好转，三季度经营业绩继续亏损，1-9 月累计亏损 3,314.68 万元（去

年 1-9 月亏损 3,548.26 万元），对公司整体业绩影响较大；此外，国海证券分红及子公司 CDM 碳减

排项目收入同比减少，对公司前三季度整体业绩产生一定影响。 
    2、报告期内，公司全资子公司钦州永盛诉山西省焦炭集团天津仓储有限公司拖欠货款一案达成调

解意见，公司已收到被告给付的票据合计金额 31,235,939.10 元（详见 2013 年 5 月 29 日、8 月 15 日、

9 月 27 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公告）。 
    3、报告期内，公司收到广西证监局下发的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详见 2013 年 7 月 23 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公告），公司对存在问题制订了整改措

施，明确了整改责任人和预计完成时间，形成了《广西桂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西证监局对公

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决定的整改报告》（详见 2013 年 8 月 17 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公告）。 
    4、报告期内，公司成功摘得公开挂牌出让的贺州市太白湖片区地块（详见 2013 年 7 月 27 日、8
月 14 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公告）。    
    5、2013 年 6 月，公司拟参与认购部分国海证券配股股份（详见 2013 年 6 月 28 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公告），目前该配股事宜尚未实施。 
    6、2012 年公司年报审计报告财务报表附注十"其他重要事项"披露的公司全资子公司钦州永盛因正

常贸易形成应收账款事项（详见公司 2013 年 3 月 29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上披

露的公司 2012 年年度报告），截止本报告披露日，已收回 2.24 亿元。 
    7、公司向主管税务机关递交了继续享受西部大开发鼓励类产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申请，2013 年 5
月 30 日已收到当地主管税务机关《企业所得税涉税项目受理通知书》（2013 年第 29 号），截止本报

告期日尚未获得主管税务机关的批复。 
    8、2013 年 1-9 月公司（含控股子公司）累计归还金融机构借款 69,901.00 万元，并向金融部门借

款合计 93,246.00 万元，1-6 月借款明细已在公司上半年报告中披露,7-9 月借款明细具体如下： 
    （1）公司子公司桂源公司与中信银行南宁分行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人民币 2,000.00
万元，为信用贷款，期限为一年，利率为银行同期基准利率上浮 20%，用于流动资金周转。 
    （2）公司子公司桂源公司与农行富川县支行签订二笔《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借款金额合计人民

币 10,000.00 万元，为信用贷款，期限为一年，利率为银行同期基准利率，用于流动资金周转。 
 
3.3  公司及持股 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承诺背景 承诺类型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及期限 

是

否

有

履

行

期

限

是

否

及

时

严

格

履

行

如未能及时履行应说明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 

如未能及时履

行应说明下一

步计划 

 

与股改相

关的承诺 
其他 

广西贺州

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广西贺州

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承诺在股

权分置改

革完成后

无 否   

桂东电力管理层激励计

划暂未启动。主要原因是

《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境

内）实施股权激励试行办

法》仍处于试点阶段,相关

规则尚需国资管理部门

贺投集团虽努

力争取实施，但

由于国有企业

实施管理层激

励计划较为复

杂，估计短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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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桂东

电力管理

层激励计

划,具体办

法由公司

董事会制

定并报主

管部门批

准 后 执

行。 

进一步具体明确。 执行的可能性

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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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变动的警

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广西桂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秦春楠 
2013 年 10 月 2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