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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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潘雪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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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16,657,575.06 20,191,409,720.55 14.49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2,017,069,126.21 2,267,365,255.70 -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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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970,850.82 -124,047,50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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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36,180,794.61 3,921,551,817.67 23.32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246,846,128.34 -133,454,17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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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95,978.34 -45,374,177.38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11.51 -6.77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2382 -0.1612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2382 -0.1612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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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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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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5,183.53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

取的资金占用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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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718,541.79 公司持有国海证券股票公允价

值变动-31,381.37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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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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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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10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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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4,748.62  

所得税影响额 42,920,899.50  

合计 -270,242,10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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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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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96 0 无  国有法人 

广西广投能源集团有

限公司 
208,650,602 20.13 208,650,602 无  国有法人 

广西贺州市广泽资本

投资有限公司 
10,663,536 1.03 0 未知  国有法人 

林民 8,485,271 0.82 0 未知  未知 

周华 2,860,100 0.28 0 未知  未知 

周雷 2,593,534 0.25 0 未知  未知 

孟长宾 2,207,215 0.21 0 未知  未知 

刘国真 2,150,000 0.21 0 未知  未知 

杨源欣 2,016,160 0.19 0 未知  未知 

李凯邦 1,998,400 0.19 0 未知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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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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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民 8,485,271 人民币普通股 8,485,271 

周华 2,860,100 人民币普通股 2,860,100 

周雷 2,593,534 人民币普通股 2,593,534 

孟长宾 2,207,215 人民币普通股 2,207,215 

刘国真 2,1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150,000 

杨源欣 2,016,160 人民币普通股 2,016,160 

李凯邦 1,998,400 人民币普通股 1,998,400 

谭维宁 1,904,704 人民币普通股 1,904,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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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广西正润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和广西广投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均为广投集

团，二者为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二者与前十名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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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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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3月 31日 2021年 1月 1日 变动幅度

（%） 

主要变动原因说明 

货币资金 3,204,487,058.17 2,027,439,780.59  58.06 母公司银行存款增加 

交易性金融资产  207,161.87  178,192,218.47  -99.88 结构性存款已到期 

应收票据  23,724,234.41  46,079,598.70  -48.51 票据到期 

预付款项  1,680,486,315.70  521,829,834.14  222.04 

全资子公司广西永盛公司

及控股子公司恒润筑邦公

司预付账款增加 

存货  2,430,847,801.60  1,759,617,307.62  38.15 
全资子公司广西永盛公司

存货增加 

固定资产  7,498,718,512.61  5,033,017,534.59  48.99 
母公司和全资子公司桂旭

公司在建工程转入固定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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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在建工程  3,323,034,335.56  5,532,340,451.57  -39.93 

母公司和全资子公司桂旭

公司在建工程转入固定资

产 

应付账款  710,133,177.10  528,665,486.52  34.33 

控股子公司恒润筑邦公司

应付款增加 

预收款项  15,275,697.03  3,078,044.68  396.28 
全资子公司广西永盛公司

预收款增加 

合同负债  2,021,174,513.71  920,817,229.28  119.50 

全资子公司广西永盛公司

及控股子公司恒润筑邦公

司预收合同款项增加 

应交税费  35,694,703.08  53,297,079.96  -33.03 年初应交税费已支付 

长期借款  4,422,508,800.00  2,830,478,800.00  56.25 
母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桂旭

能源公司长期借款增加 

递延所得税负债  100,846,719.51  151,220,647.76  -33.31 
国海证券公允价值变动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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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244,380.94  82,470,681.73 -46.35 
执行新收入准则，部分运输

费调至成本 

管理费用  53,140,142.86  33,097,942.40 60.55 

上年同期受新冠肺炎影响

费用减少，以及新增全资子

公司桥巩能源公司费用增

加 

财务费用  107,368,459.60  52,265,237.49 105.43 

全资子公司广西永盛公司、

母公司利息支出增加，以及

新增全资子公司桥巩能源

公司费用增加 

其他收益  3,286,779.39  1,321,399.89 148.73 
新增全资子公司桥巩能源

公司扶持资金增加 

投资收益  -3,581,491.38  -22,758,169.53 84.26 母公司票据贴现减少 

公允价值变动

收益 
 -313,783,448.23 

 -107,850,135.9

8 
-190.94 

对国海证券股价波动计提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影响 

信用减值损失  14,201,286.55  2,056,558.34 590.54 
控股子公司恒润石化公司

收回坏账 

资产处置收益  297,995.72    - 100.00 
新增全资子公司福建双富

公司资产处置收益增加 

营业外收入  1,383,792.22  2,760,763.31 -49.88 控股子公司上程电力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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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外收入减少以及控股

子公司恒润筑邦公司评估

增值递延收益摊销 

营业外支出  1,156,471.37  2,471,208.97 -53.20 
母公司上年同期支出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捐赠 

所得税费用  -43,945,951.23  -11,063,229.35 -297.23 
国海证券公允价值变动计

提递延所得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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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52,970,850.82  -124,047,504.71 142.70 

新增全资子公司桥巩能源

经营活动净额及控股子公

司桂源公司电费回收增加 

投资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517,856,261.43  -311,686,479.89 -66.15 
控股子公司桂源公司农网

改造项目支出增加 

筹资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713,059,028.47  140,948,355.21 1,115.38 
母公司融资及全资子公司

桂旭能源公司融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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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比减少，但由于本期新增桥巩水电

站发售电量及贺州燃煤发电项目发电量，致发售电量同比增加。1-3月累计实现发电量

88,643.18万千瓦时，同比上升194.03%；售电量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66,008.69万千瓦时，

实现财务售电量140,227.63万千瓦时，同比上升88.94%；实现营业收入483,618.08万元，同

比增长23.32%，其中电力销售收入55,154.18万元，油品业务销售收入426,440.39万元。一

季度由于受以下因素影响，公司实现净利润-23,681.39万元，每股收益-0.2382元，扣非后

净利润2,339.60万元，整体经营业绩同比变动较大：一是公司持有国海证券股票公允价值变

动-26,399.10万元（扣除所得税）计入当期损益，对公司利润影响较大；二是公司本期合并

广西广投桥巩能源发展有限公司，利润增加3,239.18万元，上年同期无；三是由于一季度公

司各水电厂（不含桥巩水电站）的流域来水同比下降，自发电量同比减少40.65%（减少

12,253.77万千瓦时），利润同比减少1,345.09万元；四是油品板块业务量同比增加，利润

同比增加6,182.48万元；五是报告期设计咨询板块业务量增加，利润同比增加572.17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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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全资子公司广西永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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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永盛胜诉（详见2015年8月28日、2016年6月3日、10月26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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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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因找不到可执行财产，广西永盛

于2018年8月向法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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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被执行对

象，已被法院驳回。目前，广西永盛已向法院申请被执行人破产。 

广西永盛与广州市中油润澳石化有限公司、沧州建投现代物流有限公司、中海油广西能

源有限公司、广西景裕燃料有限公司、茂名市名油商贸有限公司等买卖合同纠纷案目前无新

进展。 

3、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已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标的资产桥巩能源公司的过户手续

及相关工商变更备案登记已完成，公司已将其纳入合并报表。目前，公司正有序推进非公开

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相关工作。 

4、报告期内，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拟对全资子公司桂旭能源

公司增资的议案》，公司拟对全资子公司广西桂旭能源发展投资有限公司增资24,328万元，

广西桂旭能源发展投资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由60,000万元增加至84,328万元（详见2021年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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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该增资事项正在进行中。 

5、报告期内，公司收到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有限公司《接受备案通知书》（债权融资

计划[2021]第0122号），接受公司债权融资计划备案，备案金额为8亿元。公司2021年度第

一期债权融资计划8亿元已发行（详见2021年3月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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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全资子公司广西桂旭能源发展投资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贺州燃煤发电项

目一号35万千瓦机组已完成168小时试运行，正式并网发电，二号35万千瓦机组目前正在安

装调试（详见 2021年3月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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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021年4月，因工作变动原因，秦敏先生请求辞去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董事长及

相关委员会委员职务，辞去公司总裁职务。为保证公司董事会正常运作，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过半数董事推举董事潘雪梅代理行使董事长职务，直至选举出新任董事长。因工作变动原因，

兰旻女士请求辞去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职务（详见2021年4月21日、4月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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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已召开董事会、监事会，

提名候选人提交股东大会选举。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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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021年1-3月公司（含控股子公司）累计归还金融机构借款36,762.00万元人民币，

并向金融机构借款合计250,680.00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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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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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公司将持有的国海证券股票分类至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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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雪梅（代） 

日期 2021年 4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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