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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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公司负责人秦敏、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均毅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苏虹保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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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77,012,235.99 9,245,850,748.13 27.38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2,518,367,177.96 2,677,777,564.74 -5.95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8,765,208.53 -36,266,294.09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1,055,133,962.67 553,534,823.83 90.62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7,371,649.32 -50,554,951.19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14,405,550.47 -52,664,557.99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0.63 -1.31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0210 -0.0611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0210 -0.0611 不适用

注：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每股收益按最新股数进行了重新计算。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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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6,68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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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4,226.17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

的资金占用费 

2,100,935.26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587,157.4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

和支出 

368,110.5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97,578.34   

所得税影响额 -795,225.18   

合计 2,966,098.85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64,781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广西正润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 

414,147,990 50.03 0
无 

 国有法人

宋建波 18,972,005 2.29 0
未知 

 境内自然

人 

银华财富－宁波银行－

万向信托有限公司 

14,666,695 1.77 0
未知 

 其他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四组

合 

4,887,140 0.59 0
未知 

 其他 

万向信托有限公司－万

向信托－期期 1号证券结

构化投资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4,099,000 0.50 0

未知 

 其他 

安信乾盛财富－民生银

行－安信乾盛光华上智 2

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3,746,805 0.45 0

未知 

 其他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

公司 

3,537,900 0.43 0
未知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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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向信托有限公司－万

向信托－期期汇聚 1号证

券结构化投资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3,057,768 0.37 0

未知 

 其他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工银瑞信国企改革主

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996,700 0.36 0

未知 

 其他 

中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中铁信托·民生银行国

泰一号结构化证券投资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244,700 0.27 0

未知 

 其他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

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广西正润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414,147,990 人民币普通股 414,147,990

宋建波 18,972,005 人民币普通股 18,972,005

银华财富－宁波银行－万向信托有

限公司 

14,666,695
人民币普通股 

14,666,695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四组合 4,887,140 人民币普通股 4,887,140

万向信托有限公司－万向信托－期

期 1 号证券结构化投资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4,099,000

人民币普通股 

4,099,000

安信乾盛财富－民生银行－安信乾

盛光华上智 2 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3,746,805
人民币普通股 

3,746,805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3,537,900   3,537,900

万向信托有限公司－万向信托－期

期汇聚 1 号证券结构化投资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3,057,768

人民币普通股 

3,057,768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工银瑞信

国企改革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996,700
人民币普通股 

2,996,700

中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中铁信

托·民生银行国泰一号结构化证券投

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244,700

人民币普通股 

2,244,7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上述本公司前十名股东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 广西正

润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该公司与前十名无

限售条件股东和前十名股东中的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

系并不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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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知其它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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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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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

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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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资产负债表项目重大变动原因分析 

单位：元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变动幅度（%） 主要变动原因说明 

货币资金 3,491,955,113.55 1,163,347,719.60 200.16 
母公司收到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及

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资金 

应收账款 336,665,662.38 199,833,992.46 68.47 全资子公司钦州永盛销售规模扩大 

存货 286,514,528.01 212,351,764.95 34.92 全资子公司钦州永盛存货增加 

其他流动资产 29,153,213.28 42,591,482.04 -31.55 
全资子公司钦州永盛其他流动资产

减少 

在建工程 800,109,932.63 546,899,717.00 46.30 全资子公司桂旭公司项目投入增加 

工程物资 1,240,384.06 460,342.98 169.45 母公司工程物资增加 

应付票据 726,510,670.39 474,856,888.00 53.00 全资子公司钦州永盛应付票据增加 

应付账款 32,529,758.26 24,321,708.29 33.75 全资子公司钦州永盛应付账款增加 

应付职工薪酬 1,409,787.83 6,160,955.14 -77.12 母公司支付了期初应付社保款 

应付利息 79,661,595.60 43,723,418.29 82.19 
母公司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及非

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利息增加 

应付股利 
 

3,461,280.00 -100.00 
控股子公司民丰公司本期支付了期

初应付股利 

应付债券 3,723,870,524.23 1,092,885,449.01 240.74 
母公司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及非公

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增加 

未分配利润 58,690,703.90 41,319,054.58 42.04 本期利润增加 

 

报告期利润表数据同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说明 

单位：元 

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幅度（%） 主要变动原因说明 

营业收入 1,055,133,962.67 553,534,823.83 90.62 
全资子公司钦州永盛销售

规模扩大 

营业成本 892,566,208.49 515,927,625.91 73.00 
全资子公司钦州永盛销售

规模扩大 

销售费用 16,564,345.51 4,549,300.77 264.11 
全资子公司钦州永盛销售

规模扩大 

财务费用 75,661,836.49 57,382,488.11 31.86 母公司非公开发行公司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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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及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

具利息增加 

资产减值

损失 
-1,472,992.03 105,513.56 -1,496.02 

控股子公司桂能公司坏账

准备转回 

投资收益 -147,900.20 845,958.05 -117.48 母公司投资收益同比减少 

营业外收

入 
1,136,188.04 4,657,562.75 -75.61 

控股子公司桂源公司营业

外收入同比减少 

所得税费

用 
10,173,196.47 309,946.66 3,182.24 

发电类子公司利润增加致

计提所得税增加 

 

报告期现金流量表项目重大变动原因分析 

单位：元 

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幅度（%） 主要变动原因说明 

经营活动现

金流量净额 
-8,765,208.53 -36,266,294.09 不适用 

母公司现金流量净额增加较

多 

投资活动现

金流量净额 
-188,383,621.70 -66,832,584.08 不适用 

全资子公司桂旭公司项目投

入增加 

筹资活动现

金流量净额 

2,376,843,110.88 -145,193,298.35 不适用 

母公司收到非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及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

具资金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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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水电厂流域来水情况较好，公司管理层狠抓各项管理，充分

利用来水较好契机做好安全发供电，公司自发电量和售电量同比增加，1-3 月实现发电量

57,408.91 万千瓦时（含京南水电厂），同比增加 193.76%，实现财务售电量 84,722.86 万千瓦时

（含京南水电厂），同比增加 54.33%，公司发、供电毛利同比增加，电力主营业务效益增加；1-3

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05,513.40 万元，同比增加 90.62%，其中钦州永盛实现销售收入 68,560.61

万元，同比增加 209.07%；公司电力主营业务效益增加，子公司钦州永盛经营业绩与上年同期相

比实现扭亏为盈，公司本期与上年同期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减少了上年同期亏损的桂东电子公司，

均对公司 2016 年一季度整体经营业绩产生了积极影响，公司 2016 年 1-3 月实现净利润 1,731.16

万元，每股收益 0.0210 元（送、转摊薄后），同比实现扭亏为盈。 

2、截止本报告披露日，涉及永盛公司应收款项事项最新进展情况如下： 

（1）全资子公司钦州永盛与广州博材燃料有限公司签订煤炭销售合同，形成应收账款金额

120,655,360 元事项（有关情况详见公司 2014 年 10 月 11 日、10 月 14 日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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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本报告披露日，钦州永盛仍未收到

上述相关货物或款项。 

（2）截止 201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钦州永盛预付柳州正菱重型数控机床有限公

司及其关联企业 27,836.00 万元,截止 2014 年 3 月 26 日，已交易金额 12,652.00 万元，尚有余额

15,184.00 万元。2015 年 5 月，钦州永盛受让柳州正菱集团及自然人廖昌瑾持有的凯鲍重工 100%

股权，钦州永盛应支付的股权转让款 18,425.992 万元扣减 4,500 万元后的余额 13,925.992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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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柳州正菱集团及其关联公司应付给钦州永盛的 13,925.992 万元相互抵销（详见 2015 年 2 月 17

日、5 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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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 11 月，钦州永盛拟受让柳州正菱集团及自然人叶贻俊、叶贻崇持有的桂林正菱第二机床

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并同意钦州永盛以其对柳州正菱集团享有的债权抵销相应的股权转让款，受

让股权比例及抵销互负债务具体数额将根据正菱二机公司经重新评估后的净资产值确定（详见

2015 年 11 月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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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相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3）全资子公司钦州永盛预付广西南宁台协干商贸有限公司 15,011.00 万元货款事项，截止

本报告披露日，对方尚未履行供货义务。报告期内钦州永盛已就此合同纠纷向广西钦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并获受理，目前尚未开庭（详见 2015 年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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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全资子公司钦州永盛预付给广州博材燃料有限公司煤炭购货款余额 64,805,014.00 元事

项，截止本报告披露日广州博材尚未交货。报告期内，钦州永盛已就此合同纠纷向南宁市青秀区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获受理，经法院审理后作出一审判决，钦州永盛胜诉（详见 2015 年 4 月 3

日、8 月 5 日、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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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全资子公司钦州永盛与广西铁投冠信实业有限公司(原广西冠信实业有限公司)交易形成

应收账款 12,633,232.79 元事项，截止本报告披露日该款项尚未收回。报告期内钦州永盛已就此

合同纠纷向钦州市钦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获受理，目前尚未开庭（详见 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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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全资子公司钦州永盛预付广州生源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3,000.00 万元货款事项，经广东

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审理，终审判决驳回钦州永盛的诉讼请求（有关情况详见公司 2015

年 1 月 7 日、8 月 5 日、8 月 26 日、2016 年 3 月 12 日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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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公司全资子公司钦州永盛诉正海控股公司等买卖合同纠纷案，钦州市钦南区人民法院裁

定驳回起诉。（详见 2014 年 3 月 27 日、2015 年 1 月 31 日、2016 年 1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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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全资子公司钦州永盛已对上述应收款项按个别认定法计提坏账准备，并经公司董事会及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详见 2015 年 2 月 10 日、3月 3 日、8月 12 日、8月 28 日、2016 年 3 月 30

日、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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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16 年 4 月，公司股东大会同意授权公司总裁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通过合

法合规方式择机出售持有的国海证券股票（含永盛公司持有部分），出售总额不超过国海证券总

股本的 5%（详见 2016 年 3 月 30 日、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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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016 年 4 月，公司股东大会同意公司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金额不超过

人民币 20 亿元的超短期融资券（详见 2016 年 3 月 30 日、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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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016 年 4 月，公司股东大会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钦州永盛向有关金融机构申请贷款授

信额度提供不超过 80,000 万元人民币的连带责任担保（详见 2016 年 3 月 30 日、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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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016 年 4 月，公司股东大会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向公司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合计不超

过 50 亿元的资金支持额度（详见 2016 年 3 月 30 日、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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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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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016 年 4 月，公司股东大会同意公司及子公司将向有关金融机构申请不超过 50 亿元人民

币贷款授信额度（详见 2016 年 3 月 30 日、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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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报告期内，公司拟使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5亿元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短期理财产品（详

见 2016 年 3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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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报告期内，公司拟自筹资金 24,856 万元投资建设贺州市铝电子产业项目（一期）220 千

伏送出线路工程项目（详见 2016 年 3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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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该项目正在筹建中。 

10、报告期内，公司拟自筹资金 18,859.53 万元投资建设 220 千伏扶隆输变电工程项目（详

见 2016 年 3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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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该项目正在筹建中。 

11、报告期内，公司拟自筹资金 14,518.22 万元投资建设 220 千伏立头输变电工程项目（详

见 2016 年 3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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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该项目正在筹建中。 

12、报告期内，公司全资子公司广西桂旭能源发展投资有限公司拟以自筹资金约 5.17 亿元投

资贺州市铝电子产业动力车间铁路专用线项目（详见 2016 年 3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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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该项目正在筹建中。 

13、报告期内，公司拟以43,788,964.07元的价格收购5名自然人合并持有的民丰公司64.45%

股权，收购完成后，民丰公司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详见 2016 年 3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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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该股

权收购工作正在进行中。 

14、报告期内，公司全资子公司钦州永盛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自筹资金人民币 5,000 万元出

资设立子公司（详见 2016 年 3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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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新公司设立工作正在进行中。 

15、2016 年 2-3 月，公司完成 2016 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二期的发行工作，发行规

模合计 20 亿元（详见 2016 年 2 月 6 日、3 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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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015 年 12 月及 2016 年 2 月，公司分别完成 2015 年度及 2016 年度的第一期非公开定向

债务融资工具发行，发行规模合计 7.5 亿元（详见 2015 年 12 月 26 日、2 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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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015 年 12 月，中国农发重点建设基金有限公司向公司控股子公司桂源公司增资 2,325.00

万元（详见 2016 年 1 月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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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本报告期披露日，相关增资工作尚未完成。 

18、2016 年 1-3 月公司（含控股子公司）累计归还金融机构借款 55,620 万元，并向金融部

门借款合计 36,000 万元，借款明细具体如下： 

（1）公司与北部湾银行南宁分行签订二笔《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人民币 17,000 万元，为

信用借款，期限一年，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2）公司与农业银行贺州八桂支行签订二笔《借款合同》，合计借款金额人民币 12,000 万

元，为信用借款，期限一年，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3）公司与农业银行富川支行签订《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人民币 4,000 万元，为信用借款，

期限一年，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4）公司与工商银行贺州分行签订《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人民币 3,000 万元，为信用借款，

期限一年，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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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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激

励相

关的

承诺 

其

他 

广西

正润

发展

集团

有限

公司 

（一）如未来三年内（2014 年度

—2016 年度），桂东电力达到以

下条件：1、2016 年最后二十个

交易日桂东电力公司股票二级

市场每股平均交易价格高于每

股净资产；2、2014—2016 年三

年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10%；3、2014—2016 年三年平均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不低于 12000 万元，且年平均增

长率不低于 20%；如桂东电力未

来三年内（2014年度-2016年度）

满足以上所有条件，则次年

（2017 年）可以启动桂东电力公

司管理层股权激励计划，如无法

达到上述所有条件，则本承诺到

期自动失效。上述指标的计算，

应当采用公司年度报告披露的

财务数据。（二）具体管理层股

权激励办法由桂东电力董事会

制定后，按规定报批准后执行。

如桂东

电力未

来三年

内（2014

年度

-2016 年

度）满足

所有相

关条件，

则次年

（2017

年）可以

启动桂

东电力

公司管

理层股

权激励

计划，如

无法达

到上述

所有条

件，则本

承诺到

期自动

失效。 

是    

不减持

公司股

份承诺 

其他 广西

正润

发展

集团

有限

公司 

承诺在未来六个月内不减持公

司股份，切实维护全体股东的利

益。 

2015年7

月 10 日

至 2016

年 1 月

10 日 

是 是   

其他承

诺 

其他 公司

全资

在本次增持期间及增持完成后

六个月内不减持本次增持的国

增持期

间及增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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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公

司钦

州永

盛 

海证券股份。 持完成

后六个

月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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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名称
广西桂东电力股份有限公

司 

法定代表人 秦敏 

日期 2016-04-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