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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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肖宏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国勇及会计机构负责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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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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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0,727,270.49

1,917,328,274.19

37.21%

441,279,857.21

398,079,424.27

10.85%

438,465,154.82

397,151,189.47

10.40%

-165,841,164.18

68,322,961.12

-342.7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8

0.061

11.4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8

0.061

11.4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4%

1.82%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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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798,913,111.42

41,761,732,007.34

0.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4,250,242,178.49

23,733,306,032.99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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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系部分子公司取得报废资

458,381.43

产处置收入。
主要系神农架天然气公司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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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24,587.63

2016 年天然气运营补贴款 300
万元和当期与资产相关递延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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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110.04
1,501,663.64
1,675,713.07
2,814,702.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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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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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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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40,86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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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32,898

0

股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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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有法人

3.11%

202,676,864

国有法人

2.98%

193,800,000

境内非国有法人

2.46%

159,930,528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6%

82,179,202

国有法人

0.85%

55,436,616

国有法人

0.73%

47,228,800

团有限公司
中国长江电力股
份有限公司
中国长江三峡集
团公司
中国国电集团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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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电资本控股有
限责任公司
湖北省国有资本
运营有限公司
中央汇金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956,022,944

202,676,864

质押

3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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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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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宏泰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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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环集团有限公司

193,8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93,800,00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59,930,528 人民币普通股

159,930,528

长电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82,179,202 人民币普通股

82,179,202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

65,074,461 人民币普通股

65,074,461

湖北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

55,436,616 人民币普通股

55,436,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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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9,158 人民币普通股

2,559,158

团有限公司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邓忠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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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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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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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资金本期期末数768,296,588.81元，较期初1,117,659,621.89元减少349,363,033.08元，减幅31.26%，主要系公司本期
兑付短期债券等所致。
2.应收账款本期期末数1,155,168,089.65元，较期初736,284,845.79元增加418,883,243.86元，增幅56.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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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其他流动资产本期期末数266,377,533.46元，较期初637,483,433.39元减少371,105,899.93元，减幅58.21%，主要系公司
本部和所属财务公司投资短期无风险理财产品到期赎回所致。
4.短期借款本期期末数4,271,000,000.00元，较期初3,106,000,000.00元增加1,165,000,000.00元，增幅37.51%，主要系公司
本期兑付短期债券，新增短期融资所致。
5.拆入资金本期期末数0元，较期初500,000,000.00元减少500,000,000.00元，减幅100.00%，主要系公司所属财务公司本期
归还拆入资金所致。
6.应付票据本期期末数307,322,700.00元，较期初445,521,695.51元减少138,198,995.51元，减幅31.02%，主要系公司部分
应付票据到期兑付所致。
7.预收款项本期期末数217,499,528.73元，较期初324,432,524.61元减少106,932,995.88元，减幅32.96%，主要系天然气业
务受季节供需影响，一季度末因市场用气量相比年初下降，预收气量款相应下降所致。
8.其他流动负债本期期末数1,000,000,000.00元，较期初2,000,000,000.00元减少1,000,000,000.00元，减幅50.00%，主要系
公司本期兑付短期债券所致。
9.递延所得税负债本期期末数40,875,000.00元，较期初15,937,500.00元增加24,937,500.00元，增幅156.47%，主要系本期
陕西煤业股票公允价值上升所致。
10.其他综合收益本期期末数148,130,081.63元，较期初73,317,581.63元增加74,812,500.00元，增幅102.04%，主要系本期
陕西煤业股票公允价值上升所致。
11.营业收入本期数2,630,727,270.49元，较上年同期1,917,328,274.19元增加713,398,996.30元，增幅37.21%，主要系发电
量、煤炭贸易量同比增加，收入增加所致。
12.营业成本本期数1,972,462,965.21元，较上年同期1,241,029,253.04元增加731,433,712.17元，增幅58.94%，主要系燃煤
价格同比上涨、煤炭贸易量增加所致。
13.少数股东损益本期数24,922,761.12元，较上年同期83,692,869.57元减少58,770,108.45元，减幅70.22%，主要系公司本
期部分非全资子公司利润同比下降所致。
14.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本期数74,812,500.00元，较上年同期-27,000,000.00元增加101,812,500.00
元，增幅377.08%，主要系本期陕西煤业股票公允价值上升所致。
15.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数-165,841,164.18元，较上年同期68,322,961.12元减少234,164,125.30元，减幅
342.73%，主要系公司本期同比燃煤价格上涨、煤炭贸易量增加、支付的各项税费增加等，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大于现金流入
所致。
16.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数254,062,739.97元，较上年同期-1,360,988,757.65元减少1,106,926,017.68元，减幅
81.33%，主要系公司本期新能源项目等在建工程投资同比减少、短期无风险理财产品投资净现金流增加所致。
17.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数123,953,845.50元，较上年同期-3,281,512,125.03元减少3,405,465,970.53元，减幅
103.78%，主要系公司本期取得借款所收到的现金较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基本持平，而上年同期偿还债务较取得借款现金
流多，从而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减少。
18.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本期数-296,102,681.41元，较上年同期-4,574,177,921.56元减少4,278,075,240.15元，减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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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53%，主要系公司2015年12月募集资金在2016年一季度大量投入使用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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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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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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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1225

陕西煤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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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量（股） 比例

值（元） 益（元）

300,000,0 75,000,00

75,000,00

463,500,0

00.00

0

300,000,0 75,000,00

合计

00.00
证券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披露
日期

0

0.75%

--

0
75,000,00
0

0.75%

--

00.00
463,500,0
00.00

科目
可供出售

0.00

0.00

金融资产

股份来源

购买

--

--

2014 年 01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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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01 月 17 日

接待方式
实地调研

接待对象类型
机构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在避免选择性披露的前提下，就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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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情况、发电业务、天然气等业务情况
与机构投资者进行交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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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