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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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恒保证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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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93,576,155.11 15,995,375,483.38 21.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2,101,223,494.26 2,037,675,831.62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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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1,741,390.11 -148,932,75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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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23,826,986.40 19,473,314,751.43 18.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10,415,547.55 172,597,954.83 -36.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991,465.99 55,374,752.11 -10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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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5.28 8.76 减少 3.4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334 0.2085 -36.02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334 0.2085 -36.02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1-9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

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

收返还、减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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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90,655.59 6,008,154.70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

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

占用费 

123,363.19 767,506.45 对非合并范围内收取的

利息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

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

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

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

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

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

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

资产的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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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

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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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

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

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

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

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

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

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

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

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

产、交易性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

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

产、衍生金融资产、交

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

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

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224,661,254.29 115,869,158.57 包含 2020年 1-9月国海

证券股票公允价值变动

损益 10,663.07万元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

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

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

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

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

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

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

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

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

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

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

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427,236.35 8,798,839.37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

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税后） 

-1,962,013.65 -2,280,37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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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税影响额 -31,758,105.39 -17,756,267.95  

合计 197,482,390.38  111,407,01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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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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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贺州市广泽资

本投资有限公司 

10,663,536 1.29 0 
未知 

 国有法人 

林民 8,485,271 1.03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

公司 

6,093,535 0.74 0 
未知 

 其他 

谭维宁 5,394,078 0.65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

有限公司 

3,537,900 0.43 0 
未知 

 其他 

周华 2,860,100 0.35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刘国真 2,250,000 0.27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任井瑞 2,068,400 0.25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李凯邦 1,998,400 0.24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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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贺州市广泽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10,663,536 人民币普通股 10,663,536 

林民 8,485,271 人民币普通股 8,485,271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6,093,535 人民币普通股 6,093,535 

谭维宁 5,394,078 人民币普通股 5,394,078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3,537,900 人民币普通股 3,537,900 

周华 2,860,100 人民币普通股 2,860,100 

刘国真 2,2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250,000 

任井瑞 2,068,400 人民币普通股 2,068,400 

李凯邦 1,998,400 人民币普通股 1,998,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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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贺州市广泽

资本投资有限公司为贺州市国有独资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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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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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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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9月 30日 2019年 12月 31日 变动幅度

（%） 

主要变动原因说明 

货币资金 2,818,956,026.57  1,876,538,937.04 
     

 50.22 

母公司、全资子公司广西永

盛公司货币资金增加 

应收账款 1,179,054,758.40   278,415,709.70   323.49 

全资子公司广西永盛公司、

控股子公司桂源公司应收

账款增加 

应收款项融资 -    236,391,375.66  -100.00 

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用于

贴现或背书转让的票据减

少 

预付款项 1,442,917,225.34   341,639,229.21   322.35 

全资子公司广西永盛公司、

控股子公司恒润筑邦公司

预付账款增加 

存货 1,002,394,110.83  1,903,051,629.82 -47.33 

根据新收入准则，控股子公

司西点公司、全资子公司天

祥公司将存货调整至其他

非流动资产 

投资性房地产  148,790,553.62     586,202.31 25,282.12 

母公司投资性房地产增加，

武夷汽车公司“以资抵债”

抵消母公司对其享有的债

权 

其他非流动资产  710,494,174.42   229,676,147.14 209.35 

根据新收入准则，控股子公

司西点公司、全资子公司天

祥公司将存货调整至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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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流动资产 

应付票据 3,228,147,747.59  2,247,460,496.72 
     

 43.64 

母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广西

永盛公司应付票据增加 

应付账款  981,382,906.47   476,556,552.41 105.93 
全资子公司广西永盛公司

应付账款增加 

合同负债  362,800,966.53 -   100.00 

根据新收入准则，控股子公

司西点公司、全资子公司天

祥公司将预收账款调整至

合同负债 

应付职工薪酬   5,792,914.22    9,379,995.34 -38.24 

全资子公司广西永盛公司、

控股子公司桂源公司及西

点公司应付薪酬减少 

应付利息  77,618,777.94   45,108,068.25 72.07 母公司应付利息增加 

一年内到期的非

流动负债 
1,978,748,705.20  935,416,600.96  111.54 

一年内到期的债券和借款

增加 

长期借款 1,838,098,800.00  1,155,978,800.00 59.01 母公司长期借款增加 

应付债券 1,513,717,626.54   845,271,770.93 79.08 母公司新增发行债券 

长期应付款 1,421,846,832.27  2,245,040,924.24 -36.67 
母公司应付融资租赁款项

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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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销售费用  265,539,869.03  93,411,500.31 184.27 

全资子公司广西永盛公

司运输费、仓储保管费、

装卸费、租赁费增加 

财务费用  232,850,367.21 303,665,669.19 -23.32 

母公司增加保证金利息

收入，减少融资租赁费

用及票据贴现息调整至

投资收益 

其他收益   6,008,154.70   1,091,549.03 450.42 

母公司、控股子公司桂

能公司、全资子公司桂

旭公司及广西永盛公司

政府补贴和税费减免增

加 

投资收益  -44,419,553.98  -3,350,254.56 -1,225.86 
母公司票据贴现息调整

至投资收益 

信用减值损失   42,824,389.20 -35,987,014.32 219.00 

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

将应收款项坏账准备调

整至信用减值损失，控

股子公司常兴公司并表

坏账转回 3807.49万元 

营业外收入   11,684,628.00   10,190,786.0 14.66 全资子公司正昇公司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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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业外收入增加 

营业外支出    2,885,788.63   8,538,842.19 -66.20 母公司营业外支出减少 

所得税费用   41,455,890.50  47,028,554.99 -11.85 
公司利润减少，所得税

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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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1,741,390.11 -148,932,755.77 

 

公司开具银行承兑汇

票，保证金增加 

投资活动现

金流量净额 
 -709,742,304.61 -300,082,156.05 

 

公司增加认购国海证券

配股股份 

筹资活动现

金流量净额 
1,458,660,225.63 90,565,224.91 1510.62 公司到期债务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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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比减少导致自发电量同比减少，1-9月累

计实现发电量148,803.37万千瓦时，同比下降16.96%；售电量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19,999.13万千

瓦时，实现财务售电量311,166.41万千瓦时，同比下降6.04%；实现营业收入2,302,382.70万元，

同比增长18.23%，其中电力销售收入137,247.80万元，油品业务销售收入2,162,614.49万元。实

现净利润11,962.46万元，每股收益0.1334元。报告期内对公司经营业绩有较大影响的主要因素：

一是母公司及广西永盛公司持有的国海证券股票公允价值变动影响10,663.07万元；二是本期水电

厂流域来水偏少，自发电量同比减幅较大，同时受经济形势和国家电价政策影响，售电量有所减

少，售电结构中低电价电量占比较大，导致发、供电利润同比减少6,906.02万元；三是油品业务

受到经济形势以及国际油价下跌的影响，油品业务盈利空间压缩。 

2、截止本报告披露日，涉及广西永盛公司应收账款或重大诉讼最新进展情况如下： 

（1）2015年11月11日，公司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上公告广西永盛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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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同意广西永盛公司以其对柳州正菱集团享有的债权抵销相应的

股权转让款。由于正菱二机公司需进行异地搬迁改造重建，股权转让和债务抵销事项尚未实现。

目前，法院作出裁定批准柳州正菱集团及其关联企业的合并重整计划草案，并终止柳州正菱集团

及其关联企业的重整程序，广西永盛公司受让正菱二机公司股权事宜已终止。 

（2）公司全资子公司广西永盛公司预付广西南宁台协干商贸有限公司15,011.00万元事项，

广西永盛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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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0月，法院

开庭审理后作出终审判决，广西永盛公司胜诉（详见2015年8月28日、2016年6月3日、10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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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永盛公司于2018

年1月向法院提交强制执行申请，并于2018年2月获受理。因未找到可执行财产，广西永盛公司申

请追加被执行人之一防城港市信润石化有限公司的股东为被执行对象，该申请于2019年12月被法

院驳回。目前，广西永盛公司已向法院申请被执行人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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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司全资子公司广西永盛公司就与广州市中油润澳石化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向广

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获受理，法院开庭审理后作出一审判决，广西永盛公司胜诉（详

见2014年3月27日、2015年1月31日、2016年1月15日、2018年1月26日、11月2日、2019年7月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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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广西永盛公司申

请，法院依法于2019年12月立案执行。2020年4月，因采取多方措施仍未发现被执行人其他可供执

行的财产，法院裁定终结本次执行。 

（4）公司全资子公司广西永盛公司就与中海油广西能源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向南宁市

西乡塘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获受理，法院开庭审理后作出裁定，驳回广西永盛公司的起诉。因

不服上述裁定，广西永盛公司向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详见公司于2018年3月8日、2020

年4月15日、2020年8月21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披露的公告及定期报告）。2020年9月，法院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因中海油广西能源

有限公司已进入破产清算程序，且管理人将广西永盛公司申报的债权列为待确认债权，广西永盛

公司已于2020年9月向法院起诉，请求法院确认债权。 

（5）公司全资子公司广西永盛公司诉茂名市名油商贸有限公司及相关保证人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经法院审理，裁定撤销一审判决并发回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人民法院重审（详见公司于2014年2

月28日、2015年4月15日、2015年10月9日、2017年9月19日、2020年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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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露的公告及定期报告）。2020年9月28日，法院

已开庭审理，目前尚未判决。广西永盛公司另向法院起诉担保人之一港籍自然人简少强，请求判

令简少强对茂名市名油商贸有限公司对广西永盛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法院已受理。因

前述重审案件尚未判决，广西永盛公司已对诉简少强案件向法院申请中止审理。 

3、报告期内，公司收到广西壮族自治区发改委《关于广西桂东电力贺州燃煤发电项目核准的

批复》（桂发改电力﹝2020﹞788 号），核准桂旭能源公司利用 2018 年已淘汰关停的柳州电厂

44万千瓦煤电机组和2020年初已取消建设国家电投钦州热电新建工程（1×35 万千瓦）的容量指

标，将70万千瓦广西桂东电力贺州燃煤发电项目通过容量替代方式纳入国家规划，同意建设广西

桂东电力贺州燃煤发电项目（详见 2020年7月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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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工作正积极推进中。 

4、报告期内，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召开会议对公司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进行审核。根据会议审核结果，公司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获得无条件通过（详见 2020年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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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公司已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正式核准文

件。 

5、2020年10月，公司拟受让福睿创信（厦门）新兴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西藏福

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广西七色珠光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可转股债权合计7,224万元，受让价格为

7,224万元人民币。同时，公司拟按照协议的有关约定，选择按照9.03元/股的价格，将可转股债

权本金7,224万元转为七色珠光800万股股份（详见2020年10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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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020年10月，公司拟以持有的广西七色珠光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权作价出资，认购在开曼

群岛设立的“环球新材国际控股有限公司”的增资股份，最终投资比例为公司对应持有的七色珠

光的股权比例（详见2020年10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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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前期公司持续披露了控股子公司广西桂能电力有限责任公司将持有的广西贺州市旅游实业

集团有限公司21.79%股权以人民币19,757.76万元的价格协议转让给贺州市兴贺旅游投资有限公

司事项。截止本报告披露日，公司合计已收到股权转让款12,980万元，尚有6,777.76万元未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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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020年 1-9月公司（含控股子公司）累计归还金融机构借款 298,390.55万元人民币、

5,414.73万美元，并向金融机构借款合计 326,700.00万元人民币、2,919.73万美元。1-6月借款

明细已经在公司季度报告、中报中披露。7-9月借款明细具体如下： 

（1）公司与邮政储蓄银行贺州分行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人民币 10,200.00

万元，期限一年，用于偿还有息债务。  

（2）公司与北部湾银行营业部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人民币 20,000.00万元，

期限一年，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3）公司与桂林银行贺州支行签订《流动资金最高额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人民币 10,000.00

万元，期限一年，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4）公司与交通银行广西区分行签订《固定资产贷款合同》，借款金额人民币 18,000.00 万

元，期限壹拾伍年，用于建设贺州市铝电子产业项目送出线路工程。  

（5）公司与工商银行贺州分行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人民币 11,000.00万元，

期限三年，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6）公司与农业银行八桂支行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人民币 17,000.00万元，

期限一年，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7）公司与农业银行八桂支行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人民币 13,000.00万元，

期限一年，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8）公司与平安银行签订《离岸贷款合同》，借款金额美元 1，435.00万元，期限一年，用

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以及偿还有息债务。 

（9）公司子公司桂源公司与农业银行富川支行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人民币

10,000.00万元，期限一年，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10）公司子公司广西永盛公司与兴业银行南宁分行签订《进口押汇协议》，借款金额美元

750.00 万元，期限三个月，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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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持有的国海证券股票其公允价值（股票价格）变动无法确定，导致公司年初至下一报告

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变动情况无法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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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10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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