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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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董事长高自民先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董事总经理王慧农先生、总会计师

赵祥智先生、财务总监刘世超先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财务管理部总监伍东向

先生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释  义 

释义项 指 释义内容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指 本公司、公司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指 中国证监会 

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指 深圳市国资委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指 华能国际 

深圳市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指 深能集团 

深圳市深能能源管理有限公司 指 深能管理公司 

深圳妈湾电力有限公司 指 妈湾电厂 

深圳市广深沙角 B 电力有限公司 指 广深沙角 B 电厂、广深公司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东部电厂 指 东部电厂 

深能合和电力（河源）有限公司 指 河源电厂 

深圳市能源环保有限公司 指 环保公司 

深能北方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指 北控公司 

东莞深能源樟洋电力有限公司 指 东莞樟洋电厂 

惠州深能源丰达电力有限公司 指 惠州丰达电厂 

汉能邳州市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  指 邳州太阳能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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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财务数据 

本报告期对以前期间财务数据是否进行了追溯调整或重述 

□ 是 √ 否  

 2013 年 1-3 月 2012 年 1-3 月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元） 2,509,029,951.16 3,035,019,924.95 -17.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31,537,681.68 226,307,064.19 2.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29,122,264.45 226,816,513.91 1.0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92,627,829.87 385,078,085.74 -49.9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76 0.0856 2.3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 -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1% 1.55% 下降 0.04 个百分点 

 2013 年 3 月 31 日 2012 年 12 月 31 日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末

增减(%) 

总资产（元） 32,654,571,837.44 32,359,212,807.99 0.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5,392,267,582.10 15,168,609,627.71 1.47%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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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89.4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242,432.25  

所得税影响额 812,880.42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3,224.04  

合计 2,415,417.23 --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39,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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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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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国资委 国家 47.82% 1,264,000,517 1,263,483,317   

华能国际 国有法人 25.02% 661,161,106 421,161,106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其他 0.39% 10,353,734    

易方达深证 100 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38% 10,100,874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其他 0.32% 8,571,416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0.32% 8,400,000    

融通深证 100 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32% 8,375,349    

银华深证 100 指数分级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31% 8,068,651    

诺安价值增长股票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28% 7,308,112    

宏源 3 号红利成长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0.19% 4,922,00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华能国际 24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40,000,000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10,353,734 人民币普通股 10,353,734 

易方达深证 1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0,100,874 人民币普通股 10,100,874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8,571,416 人民币普通股 8,571,416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8,4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400,000 

融通深证 1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8,375,349 人民币普通股 8,375,349 

银华深证 100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8,068,651 人民币普通股 8,068,651 

诺安价值增长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7,308,112 人民币普通股 7,308,112 

宏源 3 号红利成长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4,922,000 人民币普通股 4,922,000 

光大保德信量化核心证券投资基金 4,561,393 人民币普通股 4,561,39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无限售条件股东中未知其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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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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1、报告期营业收入同比下降17.33%，主要系售电量减少所致。  

2、报告期营业成本同比下降21.48%，主要系售电量减少，同时，燃料价格下降所致。 

3、报告期营业外收入同比下降41.84%，主要系上年同期确认了东莞樟洋电厂、惠州丰达电厂2011年

11-12月天然气加工费补贴所致。 

4、报告期末，预付款项比年初增长205.24%，主要系预付燃料款增加所致。 

5、报告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下降49.98%，主要系应收电费款和预付燃料款增加所致。 

6、报告期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增加27.30%，主要系本期购建固定资产支出减少及对外

投资减少所致。 

7、报告期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下降较多，主要系本期发行债券等对外融资活动减少所

致。 

8、报告期，公司所属电厂（不含环保公司）累计实现上网电量49.16亿千瓦时，与去年同期下降17.78%。

其中：妈湾电厂19.90亿千瓦时，河源电厂13.31亿千瓦时，广深沙角B电厂7.93亿千瓦时，东部电厂4.73

亿千瓦时，东莞樟洋电厂1.28亿千瓦时，惠州丰达电厂0.76亿千瓦时，北控风电1.17亿千瓦时（含调试电

量），邳州太阳能0.08亿千瓦时。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公司通过同时向深能管理公司股东深圳市国资委、华能国际定向增发股份和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吸

收合并深能管理公司。本次吸收合并完成后，深能管理公司的法人资格以及深能管理公司持有的本公司的

全部股份（共计1,684,644,423股）被注销，其全部业务、资产与负债由本公司承继；本公司的总股本、

注册地、组织形式、法定代表人、名称、董事会成员、监事会成员及高级管理人员均保持不变。2013年2

月8日，公司吸收合并深能管理公司的新增股份上市，限售期36个月，深能管理公司持有的公司股份注销，

公司的控股股东变更为深圳市国资委。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定向增发吸收合并深能管理公司 2013 年 02 月 06 日 

详见公司 2013年 2月 6日于巨潮资讯网

披露的《公司定向增发吸收合并深能管

理公司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上市公告

书》 

三、公司或持股 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承诺事项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

益变动报告书中

所作承诺 

深能集团、深圳市国

资委和华能国际 

如将来出现因广深公司现有主厂房等建

筑物未取得房屋产权证而被关部门罚款

或责令拆除的情形，给深圳能源所引致的

2009年 04月

29 日 
长期 

履行中。         

报告期内未出

现因广深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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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损失均由深能集团全额承担。在深能

集团按计划注销后，上述可能产生的给深

圳能源带来的罚款或其他损害，由深能集

团股东深圳市国资委和华能国际按股权

比例全额承担。详见公司 2009 年 5 月 16

日披露的《关于非公开发行股份收购股权

和资产有关承诺履行情况及独立财务顾

问持续督导意见的公告》（公告编号：

2009-029） 

现有主厂房等

建筑物未取得

房屋产权证而

被有关部门罚

款或责令拆除

的情形。 

资产重组时所作

承诺 

深圳市国资委和华

能国际 

关于股份限售的承诺（详见公司 2013 年

2 月 6 日披露的《关于定向增发吸收合并

深圳市深能能源管理有限公司相关方承

诺情况的公告》编号 2013-009） 

2012年 09月

27 日 

2013 年 2

月 8 日

-2016 年 2

月 7 日 

履行中 

 

深圳市国资委 

关于维护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详见公

司 2013年 2月 6 日披露的《关于定向增

发吸收合并深圳市深能能源管理有限公

司相关方承诺情况的公告》编号

2013-009） 

2012年 09月

27 日 
长期 履行中 

深圳市国资委 

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详见公司 2013

年 2 月 6 日披露的《关于定向增发吸收合

并深圳市深能能源管理有限公司相关方

承诺情况的公告》编号 2013-009） 

2012年 09月

27 日 
长期 履行中 

深圳市国资委 

关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详见公司 2013

年 2 月 6 日披露的《关于定向增发吸收合

并深圳市深能能源管理有限公司相关方

承诺情况的公告》编号 2013-009） 

2012年 09月

27 日 
长期 履行中 

首次公开发行或

再融资时所作承

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

股东所作承诺 
     

承诺是否及时履

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

体原因及下一步

计划 

- 

是否就导致的同

业竞争和关联交

易问题作出承诺 

是 

承诺的解决期限 - 

解决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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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的履行情况 - 

四、对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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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

品种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最初投资成本

（元） 

期初持股数

量（股） 

期初持

股比例

（%） 

期末持股数

量（股） 

期末持股

比例（%） 
期末账面值（元） 

报告期损益

（元） 

会计核算

科目 
股份来源 

股票 600756 浪潮软件 3,139,802.68 317,366 0.11% 317,366 0.11% 2,935,635.49 279,282.07 
交易性 

金融资产 
债务清偿 

股票 600536 中国软件 4,139,413.85 203,411 0.09% 203,411 0.09% 2,518,228.18 368,173.92 
交易性 

金融资产 
债务清偿 

股票 600250 南纺股份 3,925,576.90 418,505 0.16% 418,505 0.16% 2,439,884.15 477,095.70 
交易性 

金融资产 
债务清偿 

股票 600526 菲达环保 2,384,287.15 146,545 0.07% 146,545 0.07% 2,275,843.85 511,442.05 
交易性 

金融资产 
债务清偿 

股票 600721 百花村 1,196,514.40 77,095 0.03% 77,095 0.03% 684,603.60 -83,262.60 
交易性 

金融资产 
债务清偿 

合计 14,785,594.98 1,162,922 -- 1,162,922 -- 10,854,195.27 1,552,731.14 -- -- 

公司控股子公司财务公司持有上述股票，为汉唐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破产清算向其进行债务清偿所得。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买卖其他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不适用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的资料 

2013 年 02 月 28 日 公司 实地调研 机构 新思路投资 公司生产经营及项目进展情况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四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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