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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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刘海淼

董事

工作原因

黄忠初

夏成才

独立董事

工作原因

刘惠好

公司负责人肖宏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邓玉敏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王超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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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营业收入（元）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2,972,044,530.13

2,630,727,270.49

12.97%

713,709,764.85

441,279,857.21

61.74%

505,066,680.24

438,465,154.82

15.19%

624,012,010.33

-165,841,164.18

476.2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0

0.068

61.7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0

0.068

61.7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76%

1.84%

0.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上年度末

减

总资产（元）

46,813,108,540.19

46,356,934,869.92

0.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6,037,252,558.21

25,516,017,293.70

2.04%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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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549,761.49 处置部分低效、无效资产收益。
神农架天然气公司林区综合补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6,664,421.64

贴 300 万元，新疆楚星公司援疆
补贴 150 万元，其他为与资产相
关递延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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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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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

本期出售公司持有陕西煤业股
271,343,814.05

票收益。

得的投资收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减：所得税影响额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合计

2,450,373.78 主要系收到的违约金和补偿。
70,095,574.40
2,269,711.95
208,643,084.6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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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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涉及金额（元）

原因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

增值税退税

44,926,394.94

补助。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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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118,333

0

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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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股份状态

数量

湖北省宏泰国有
资本投资运营集 国有法人

27.30%

1,776,634,330

国有法人

23.36%

1,520,180,034

国有法人

15.69%

1,021,097,405

国有法人

3.56%

231,912,060

境内非国有法人

3.26%

212,328,040

国有法人

3.11%

202,676,864

国有法人

2.91%

189,500,000

境内非国有法人

2.46%

159,930,500

国有法人

0.73%

47,228,800

国有法人

0.37%

23,902,325

团有限公司
中国长江电力股
份有限公司
中国长江三峡集
团有限公司
中国国电集团公
司
长电资本控股有
限责任公司
陕西煤业化工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
三环集团有限公
司
中国证券金融股
份有限公司
中央汇金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省国有资本
运营有限公司

956,022,944

202,676,864

质押

3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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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份种类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湖北省宏泰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

数量

1,776,634,330 人民币普通股

1,776,634,330

1,520,180,034 人民币普通股

1,520,180,034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

231,912,060 人民币普通股

231,912,060

长电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212,328,040 人民币普通股

212,328,040

三环集团有限公司

189,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89,500,00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59,930,500 人民币普通股

159,930,500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

65,074,461 人民币普通股

65,074,461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47,228,800 人民币普通股

47,228,800

湖北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

23,902,325 人民币普通股

23,902,325

魏宏图

18,239,943 人民币普通股

18,239,943

团有限公司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1）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为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2）长电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为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出资设立的全资子公司；
（3）湖北
省国有资本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为湖北省宏泰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出资设立
的全资子公司；
（4）除上述情况外，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其他关联关系，也
未知是否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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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应收账款本期期末数1,499,839,444.34元，较期初1,088,581,917.09元增加411,257,527.25元，增幅37.78%，主要系公司3月较
上年12月发电量增加、应收电费增加所致。
2.其他应收款本期期末数406,721,364.71元，较期初148,064,106.11元增加258,657,258.60元，增幅174.69%，主要系省煤投公
司产能置换业务尚不满足收入确认条件,相关款项暂挂往来所致。
3.应付票据本期期末数361,547,178.30元，较期初541,774,434.90元减少180,227,256.60元，减幅33.27%，主要系应付票据到期
承兑所致。
4.应付利息本期期末数87,878,381.86元，较期初54,365,446.72元增加33,512,935.14元，增幅61.64%，主要系应付债券利息等
计提但尚未到支付日所致。
5.递延所得税负债本期期末数0.00元，较期初64,480,000.00元减少64,480,000.00元，减幅100%，主要系出售陕西煤业股票公
允价值变动所致。
6.其他综合收益本期期末数48,500,479.24元，较期初241,940,479.24元减少193,440,000.00元，减幅79.95%，主要系出售陕西
煤业股票公允价值变动所致。
7.投资收益本期发生额363,736,065.34元，较上年同期89,914,793.12元增加273,821,272.22元，增幅304.53%，主要系本期出售
陕西煤业股票所致。
8.营业利润本期发生额899,499,626.57元，较上年同期569,844,111.06元增加329,655,508.51元，增幅57.85%，主要系本期出售
陕西煤业股票及水电发电量增加所致。
9.利润总额本期发生额908,614,421.99元，较上年同期575,377,615.73元增加333,236,806.26元，增幅57.92%，主要系本期出售
陕西煤业股票及水电发电量增加所致。
10.所得税费用本期发生额187,735,271.95元，较上年同期109,174,997.40元增加78,560,274.55元，增幅71.96%，部分子公司业
绩提升，所得税增加所致。
11.净利润本期发生额720,879,150.04元，较上年同期466,202,618.33元增加254,676,531.71元，增幅54.63%，主要系本期出售
陕西煤业股票及水电发电量增加所致。
12.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本期发生额713,709,764.85元，较上年同期569,844,118.06元增加329,655,508.51元，增幅
57.85%，主要系本期出售陕西煤业股票及水电发电量增加所致。
13.少数股东损益本期发生额7,169,385.19元，较上年同期24,922,761.12元减少17,753,375.93元，减幅71.23%，主要系本期利
润增加主要来源于本部和全资子公司所致。
14.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本期发生额-193,440,000.00元，较上年同期74,812,500.00元减少268,252,500.00元，减幅358.57%，
本期出售陕西煤业股票，转出前期确认公允价值变动影响所致。
15.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发生额624,012,010.33元，较上期-165,841,164.18元增加789,853,174.51元，增幅476.27%，
主要系电费收入增加及本期其他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增加所致。
16.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发生额-790,580,564.71元，较上期-254,062,739.97元减少536,517,824.74元，减幅
211.18%，主要系公司所属财务公司本期无短期理财业务而同比减少所致。
17.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发生额-144,155,901.42元，较上期123,953,845.50元减少268,109,746.92元，减幅216.3%，
主要系本期净还款金额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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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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认购长江证券公开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2018年1月5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参与长江证券公开发行可转债配售项目投资
的议案》。为有效拓展金融业务，增强盈利能力，董事会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参与配售公开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投资金
额不超过4.585亿元。2018年3月12日，公司已顺利完成本次可转债的配售。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18年1月6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的公告。
2.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2018年1月11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以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公司流动资
金的议案》，同意公司继续将220,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用于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12个月。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18年1月13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公告。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对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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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品种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股票

可转债

合计

601225

陕西煤业

000783

长江证券

最初投资 期初持股 期初持股 期末持股 期末持股 期末账面 报告期损 会计核算
成本（元）数量（股） 比例
300,000,0 62,000,00
00.00
458,286,9
00.00

0
0

758,286,9 62,000,00
00.00

0

数量（股） 比例

0.62%

0

0.00%

0

--

0

0.00%

值（元） 益（元）
0.00
458,286,9
00.00

--

271,343,8 可供出售
14.05 金融资产
可供出售
0.00

458,286,9 271,343,8
00.00

科目

14.05

金融资产
--

股份来源

购买

购买

--

证券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披露 2014 年 01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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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证券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披露
日期（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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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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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避免选择性披露的前提下，就公司在

2018 年 01 月 03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建项目、煤电业务、分红等情况开展交
流。（调研索引：互动易平台
http://irm.cninfo.com.cn）
在避免选择性披露的前提下，就公司税
收政策、折旧政策、煤电业务、在建项

2018 年 01 月 10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目、电力直接交易、燃机业务等情况开
展交流。（调研索引：互动易平台
http://irm.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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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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