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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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许世雄、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杨任东及会计机构负

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杨任东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

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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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8,072,789.68 43,696,250.43 -81.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7,686,865.00 12,121,990.60 -163.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2,098,094.33 3,373,533.18 -458.6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1,998,901.26 -19,101,651.64 110.4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12 0.1212 -142.2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12 0.1212 -142.2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6% 1.96% -3.22%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元） 686,496,081.39 719,921,882.04 -4.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608,610,294.07 616,007,343.61 -1.2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

额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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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4,353.90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2,512,885.85 理财产品收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12,441.82

减：所得税影响额 778,452.24

合计 4,411,229.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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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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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

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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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45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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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世雄 境内自然人 38.25% 57,375,000 57,375,000

许燕鸣 境内自然人 7.44% 11,156,250 11,156,250

许亮 境内自然人 4.88% 7,312,500 7,312,500

大连市华腾

一号投资中

心 （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81% 4,220,092 0

许梦林 境内自然人 2.63% 3,937,500 3,937,500

彭关清 境内自然人 1.69% 2,531,250 2,531,250

周晓红 境内自然人 1.50% 2,249,999 0

深圳市达晨

创泰股权投

资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31% 1,970,000 0

深圳市达晨

创恒股权投

资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27% 1,910,000 0

郑本铭 境内自然人 1.13% 1,687,500 1,687,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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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连市华腾一号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4,220,092

人民币普通

股

周晓红 2,249,999

人民币普通

股

深圳市达晨创泰股权投资企

业（有限合伙）

1,970,000

人民币普通

股

深圳市达晨创恒股权投资企

业（有限合伙）

1,910,000

人民币普通

股

深圳市达晨创瑞股权投资企

业（有限合伙）

1,557,550

人民币普通

股

邵爱玲 1,138,000

人民币普通

股

浏阳市信用投资有限公司 675,600

人民币普通

股

刘露丝 272,900

人民币普通

股

湖南金信世纪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金信蓝舰一期私募基

金

256,900

人民币普通

股

曹崇磊 136,000

人民币普通

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许燕鸣系许世雄之妹、 许亮系许世

雄之子，根据许世雄、许燕鸣、许亮签订的《一致行动协议》，该三人为一致

行动人；达晨创泰、达晨创恒、达晨创瑞执行事务合伙人均为深圳市达晨财

智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均为刘昼，根据达晨创泰、达晨创恒、

达晨创瑞出具的《一致行动关系确认函》，该三名法人股东为一致行动人；

许梦林系许世雄之弟、周晓红系许世雄配偶之兄之配偶；浏阳市信用投资

有限公司与湖南金信世纪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为关联法人，其法定代表人和

实际控制人均为谢冰。 除此之外，其他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

融券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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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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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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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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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2019年1-6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净利润为负值

净利润为负值

2019年1-6月净利润（万元） -1,300 至 -740

2018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万元）

3,073.33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受市场需求影响，公司营业收入较去年同期有较大幅度下降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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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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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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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宇环数控 公告编号：

2019-016

宇环数控机床股份有限公司第三

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宇环数控机床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

第四次会议于2019年4月23日在公司二楼大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

开，会议通知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相结合的方式已于2019年4月12

日向各位董事发出，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7名，实际出席董事7名，本

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许世雄先生主持， 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列席了会议。 经与会董事审议，形成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度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的《宇环数控机床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7�票，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专项授信的议案》

根据公司经营发展与资金管理需要， 同意公司与国内资信较好

的商业银行合作开展不超过5000万元的票据池授信业务。 公司以进

入票据池的票据作质押， 向合作银行申请开具银行承兑汇票用于支

付供应商货款等经营发生的款项。 此次票据池授信业务的开展期限

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 授信期限内公司可以循环

使用该额度。在上述授信业务期限和额度内，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董

事长行使具体操作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 包括但不限于选

择合格的商业银行、确定票据池具体额度等。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7票，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宇环数控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4月23日

证券代码：

002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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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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董事长杨勤、总经理袁天平、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朱虹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李平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

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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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049,777,794.19 1,662,228,020.92 23.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21,842,432.88 52,472,619.97 322.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元）

217,281,498.62 48,099,510.52 351.7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35,554,567.41 92,131,868.92 264.2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002 0.0473 323.2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002 0.0473 323.2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33% 1.60% 4.73%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9,664,184,033.69 9,362,569,250.81 3.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756,314,243.79 3,392,842,373.02 10.71%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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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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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6,043.26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2,750,00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00,000.00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2,388,757.45

减：所得税影响额 1,526,737.22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46,841.49

合计 4,560,934.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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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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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

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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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537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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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国电集团有

限公司

国家 37.39% 414,441,332

湖北能源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80% 119,645,106

基本养老保险基

金一零零三组合

其他 2.47% 27,325,902

湖北正源电力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9% 14,286,242

王梓煜 境内自然人 0.62% 6,832,020

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华

夏行业龙头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44% 4,920,400

华夏基金－中国

银行－中银国际

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

其他 0.44% 4,871,000

中国证券金融股

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42% 4,603,400

王晓文 境内自然人 0.32% 3,492,460

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华夏经

典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31% 3,468,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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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国电集团有限公司 414,441,332 人民币普通股 414,441,332

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19,645,106 人民币普通股 119,645,106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零零三组合 27,325,902 人民币普通股 27,325,902

湖北正源电力有限公司 14,286,242 人民币普通股 14,286,242

王梓煜 6,832,020 人民币普通股 6,832,02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行

业龙头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920,400 人民币普通股 4,920,400

华夏基金－中国银行－中银国际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

4,871,000 人民币普通股 4,871,00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4,603,400 人民币普通股 4,603,400

王晓文 3,492,460 人民币普通股 3,492,46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经典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468,700 人民币普通股 3,468,7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中国国电集团有限公司是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持股比例为3.56%。 除此之外，上述

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其它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情况说明（如有）

股东王晓文，通过银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3,492,46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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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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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表项目：

（1）货币资金2019年3月31日期末数为421,456,512.63元，比期初数增加320.17%，其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公司收到电费结算款项增

加所致；

（2）应收票据2019年3月31日期末数为141,791,446.00元，比期初数增加134.84%，其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公司结算电费收到的银行

承兑汇票增加所致；

（3）其他应收款2019年3月31日期末数为15,767,274.64元，比期初数减少74.43%，其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公司收到国电财务公司分

红款项所致；

（4）应收股利2019年3月31日期末数为0.00元，比期初数减少100.00%，其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公司收到国电财务公司分红款项所致；

（5）可供出售金融资产2019年3月31日期末数为0.00元，比期初数减少100.00%，其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公司公司执行新金融工具准

则，列报科目调整所致；

（6）其他权益工具投资2019年3月31日期末数为723,397,387.89元，比期初数增加100.00%，其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公司公司执行新

金融工具准则，列报科目调整所致；

（7）预收款项2019年3月31日期末数为71,206,858.90元，比期初数增加56.81%，其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公司预收售热款项增加所致；

（8）应付职工薪酬2019年3月31日期末数64,322,314.24元，比期初数增加30.78%，其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公司应付社保款项增加所

致；

（9）应交税费2019年3月31日期末数166,015,505.93元，比期初数减少37.41%，其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公司支付上年度应交税费所

致；

（10）应付利息2019年3月31日期末数14,674,640.18元，比期初数增加53.82%，其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公司应付借款利息增加所致；

（11）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2019年3月31日期末数220,611,617.23元，比期初数减少38.19%，其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公司归还到

期债务所致；

（12）其他综合收益2019年3月31日期末数148,115,758.68元，比期初数增加2183.51%，其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公司执行新金融工具

准则，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公允价值变动所致。

2、利润表项目：

（1）营业收入2019年1-3月发生数为2,049,777,794.19元，比上期数增加23.32%，其主要原因系报告期湖北省内全社会用电量持

续增长，公司火电机组发电量、利用小时同比增加所致；

（2）税金及附加2019年1-3月发生数为23,577,830.72元，比上期数增加42.52%，其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公司营业收入增加，流转税附

加增加所致；

（3）管理费用2019年1-3月发生数为22,734,887.03元，比上期数增加41.23%，其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公司本部员工职工薪酬发放进

度和上年不一致所致；

（4）研发费用2019年1-3月发生数为291,553.71元，比上期数减少71.50%，其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公司所属生物质公司研发支出减少

所致；

（5）其他收益2019年1-3月发生数为854,088.59元，比上期数增加41.55%，其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公司收到个人所得税手续费返回增

加所致；

（6）投资收益2019年1-3月发生数为337,000.00元,比上期数增加44.02%，其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公司权益法核算的参股公司投资

收益增加所致；

（7）营业利润2019年1-3月发生数为308,685,366.55元,比上期数增加268.14%，其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公司营业收入增加所致；

（8）营业外收入2019年1-3月发生数为2,709,821.25元，比上期数增加85.27%，其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公司供应商考核收入增加所

致；

（9）利润总额2019年1-3月发生数为311,216,078.67元，比上期数增加264.79%，其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公司营业利润增加所致；

（10）所得税费用2019年1-3月发生数为78,192,874.12元，比上期数增加194.75%，其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公司利润总额增加所致；

（11）净利润2019年1-3月发生数为233,023,204.55元，比上期数增加296.40%，其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公司利润总额增加所致；

（12）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019年1-3月发生数为221,842,432.88元，比上期数增加322.78%，其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公司

净利润增加所致；

（13）少数股东损益2019年1-3月发生数为11,180,771.67元，比上期数增加77.13%，其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公司内非全资子公司净利

润增加所致；

（14）基本每股收益2019年1-3月发生数为0.2002元，比上期数增加323.26%，其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公司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增加所致。

3、现金流量表项目：

（1）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2019年1-3月发生数为2,344,969,962.27元，比上期数增加32.82%，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公司收

到电费结算款项增加所致；

（2）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2019年1-3月发生数为97,334,513.07元，比上期数减少40.94%，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公司收到

往来款项减少所致；

（3）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2019年1-3月发生数为215,792,157.22元，比上期数增加60.56%，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公司职

工薪酬发放进度和上年不一致所致；

（4）支付的各项税费2019年1-3月发生数为311,031,784.05元，比上期数增加169.08%，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公司支付企业所得税款

项增加所致；

（5）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2019年1-3月发生数为333,691,452.19元，比上期数增加92.04%，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公司支付

往来款项增加所致；

（6）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2019年1-3月发生数为335,554,567.41元，比上期数增加264.21%，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公司销售

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增加所致；

（7）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2019年1-3月发生数为47,550,000.00元，比上期数增加100.00%，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公司收到国电

财务有限公司分红款项所致；

（8）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2019年1-3月发生数为3,879,545.00元，比上期数增加100.00%，主

要原因系报告期公司收到资产处置款项增加所致；

（9）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2019年1-3月发生数为39,894,270.77元，比上期数减少53.30%，主要原因

系报告期公司支付技改项目结算款项减少所致；

（10）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2019年1-3月发生数为39,894,270.77元，比上期数增加113.50%，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公司取得

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增加所致；

（11）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2019年1-3月发生数为-25,938,925.93元，比上期数增加49.20%，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公司偿还

到期债务减少所致；

（12）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2019年1-3月发生数为321,150,915.71元，比上期数增加824.12%，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公司收到

电费结算款项增加所致；

（13）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2019年1-3月发生数为420,956,512.63元，比上期数增加233.35%，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公司收到

电费结算款项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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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报告期内，公司生产经营情况稳定，共计完成发电量54.57亿千瓦时、上网电量51.51亿千瓦时，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23.1%、23.26%。

第二季度公司发电量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主要系湖北是水电大省，水电装机容量份额较大，全省水电特别是三峡等大型水电站受来水丰

枯期出力影响较大，第二季度本省流域进入丰水期，从历年发电负荷特性分析，江河上游降雨及水情可能对湖北区域火电机组发电出力

造成较大影响。

2.报告期内，经公开招投标，公司控股子公司国电长源第一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源一发）将其1号煤场原煤筒仓建设改造项目

交由公司关联方国电龙源电力技术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龙源工程公司）实施，项目中标金额为14,471.4005万元（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2019年1月22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 《关于控股子公司原煤筒仓建设改造关联交易的公

告》， 公告编号2019-003）。2019年4月10日，长源一发与龙源工程公司签署了《国电长源第一发电有限责任公司#1煤场原煤筒仓建

设改造总承包合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4月12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控股子公司原

煤筒仓建设改造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19-022）。

3.报告期内，公司收到参股公司国电财务有限公司按股权比例分配的现金分红款4,755万元，该款项已计入公司2018年度投资收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3月20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收到参股公司现金分红款的自愿性

信息披露公告》， 公告编号：2018-011）。

4.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对外担保事项。 截止本报告期末，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0。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协调执行法院，加快推进公司

代国电河南煤业有限公司清偿金融机构2.5亿元借款本息追偿权纠纷案执行进程，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配合法院做好执行转破

产有关工作（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3月30日、12月22日和12月26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有关公

告， 公告编号：2018-017、054、055）。

5.经国务院国资委同意，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国电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电集团）与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神华集

团）实施联合重组，重组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国家能源集团）。 根据重组有关要求，公

司控股股东国电集团已由中国国电集团公司改制更名为中国国电集团有限公司，其于2018年1月4日召开的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国电集团

与国家能源集团的合并方案及双方拟签署的合并协议，并于2月5日正式签署《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中国国电集团有限公

司之合并协议》。 2018年3月，国家能源集团已取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豁免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要约收购

国电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义务的批复》，2018年8月，国家能源集团与国电集团收到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反垄断局出具的《经

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不予禁止决定书》（反垄断审查函[2018]第26号），该局经审查后决定对集团合并不予禁止，从即日起可以实施集中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7年8月29日、9月27日和2018年1月5日、2月6日、8月29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

的有关公告， 公告编号：2017-062、065，2018-002、006、007、016、039）。截止本报告期末，国家能源集团与国电集团于2018年2月5

日签署的《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中国国电集团有限公司之合并协议》约定的交割条件已全部满足，本次合并完成后，本公

司的控股股东变更为国家能源集团。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本公司股份过户登记至国家能源集团的手续正在办理中。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关于控股子公司长源一发原煤筒仓建设改

造关联交易的公告

2019年01月22日 巨潮资讯网， 公告编号：2019-003

关于收到参股公司现金分红款的自愿性信

息披露公告3.20

2019年03月20日 巨潮资讯网， 公告编号：2019-011

关于2019年第一季度电量完成情况的自愿

性信息披露公告

2019年04月08日 巨潮资讯网， 公告编号：2019-013

关于控股子公司原煤筒仓建设改造关联交

易的进展公告

2019年04月12日 巨潮资讯网， 公告编号：2019-022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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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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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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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01月16日 实地调研 机构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2019-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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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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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电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于2019年4月23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4月13日以专人送达或邮件方式发出。经确认，公

司9名董事均收到会议通知。 根据会议程序要求，9名董事参与了会议表决并将结果反馈本公司。 表决票的汇总工作于4月23日在一名董

事、一名监事和一名职工代表的监督下完成。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做出了以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会议同意公司按照财政部新修订的金融工具相关会计准则规定做出会计政策变更，自2019年第一季度起按新准则要求进行会计报

表披露。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变更，符合财政部相关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

对公司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的 《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19-032）。

2.审议通过了《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的《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和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披露

的的《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公告编号：2019-033）。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国电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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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电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2019年4月23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4月13日以专人送达或邮件方式发出。经确认，公

司3名监事均收到会议通知。 根据会议程序要求，3名监事参与了会议表决并于4月23日前将表决票传真或送达本公司。 表决票的汇总工

作于4月23日在一名监事和一名职工代表的监督下完成。 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做出了以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会议同意公司按照财政部新修订的金融工具相关会计准则规定做出会计政策变更，自2019年第一季度起按新准则要求进行会计报

表披露。 公司依据财政部的要求，对公司原会计政策进行调整，符合财政部的相关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其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事项。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的 《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19-032）。

2.审议通过了《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

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监事会未发现参与季报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

保密规定的行为。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的《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和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披露

的的《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公告编号：2019-033）。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国电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4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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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于2019年4月23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现将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情况概述

1.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与变更日期

财政部于2017年修订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

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要求境内上市企业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

2.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

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3.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后，公司将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

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中的规定。 除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外，其他未修改部分，仍按照

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

规定执行。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财政部新修订的金融工具相关会计准则，主要变更内容包括：

1.金融资产分类由现行“四分类”改为“三分类” ，修订后按照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和金融资产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分为“以

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和“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

金融资产” 三类；

2.金融资产减值损失准备计提由“已发生信用损失法”改为“预期信用损失法” ，以更加及时、足额地计提金融资产减值准备，揭示和

防控金融资产信用风险；

3.企业可将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进行处理，但该指定不可撤销，且在处置时不

得将原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累计公允价值变动额结转计入当期损益；

4.进一步明确金融资产转移的判断原则及其会计处理；

5.套期会计准则更加强调套期会计与企业风险管理活动的有机结合，更好地反映企业的风险管理活动。

根据衔接规定，企业无需按照金融工具准则追溯调整前期可比数。 因此，公司自2019年开始变更会计政策，并自2019年第一季度起

按新准则要求进行会计报表披露，不追溯调整前期可比数，预计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

三、董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说明

2019年4月23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变更，符合财政部相关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本次会计政策

变更不会对公司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发表了如下独立意见：公司本次会计政策是根据财政部的有关规定做出的法定变更。变更后的会

计政策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本次变更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也未对公司、

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

五、公司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依据财政部的要求，对公司原会计政策进行调整，符合财政部的相关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其决策程序符合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事项。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二十五次董事会决议

2.公司第八届二十三次监事会决议

3.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国电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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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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葛础 董事 公务出差 叶龙勤

公司负责人葛炳灶、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朱妍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朱妍

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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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526,990,956.80 599,745,808.39 -12.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774,485.89 14,338,534.74 -38.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元）

725,353.29 10,399,005.20 -93.0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2,019,158.19 -119,241,900.16 135.2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 0.04 -5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 0.04 -5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92% 1.57% -0.65%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4,609,178,908.89 4,085,820,078.38 12.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059,805,922.52 952,616,849.13 11.25%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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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4,057.48 公司清理闲置、报废固定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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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87,297.24

报告期内确认与资产/收益相关的

政府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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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7,985.65

处置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取得的投

资收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548,602.30

减：所得税影响额 2,315,667.29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5,027.82

合计 8,049,132.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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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水利建设基金支出 222,420.00

其与正常经营活动存在直接关系，且不具特殊和偶发性，故将其界定为经

常性损益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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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73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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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飞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8.22% 143,922,000 143,922,000 质押 110,390,760

君润国际投资有

限公司

境外法人 18.74% 70,550,000 0

金华市瑞琪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44% 46,845,200 46,845,200 质押 32,000,000

金华易和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22% 8,350,000 0

北京邦诺投资管

理中心 （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08% 7,826,800 0

法国兴业银行 境外法人 0.42% 1,565,200 0

吴花 境内自然人 0.37% 1,403,880 0

朱粤湘 境内自然人 0.33% 1,251,811 0

张慕钢 境内自然人 0.24% 890,100 0

甘云龙 境内自然人 0.20% 750,1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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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润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70,5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70,550,000

金华易和投资有限公司 8,3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350,000

北京邦诺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7,826,800 人民币普通股 7,826,800

法国兴业银行 1,565,200 人民币普通股 1,565,200

吴花 1,403,880 人民币普通股 1,403,880

朱粤湘 1,251,811 人民币普通股 1,251,811

张慕钢 890,100 人民币普通股 890,100

甘云龙 750,100 人民币普通股 750,100

康宇 692,600 人民币普通股 692,600

郑香金 634,410 人民币普通股 634,41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实际控制人葛炳灶对今飞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金华市瑞琪投资有限公司有实际控制权。 除此

之外，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其他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情况说明（如有）

前10名普通股股东中，北京邦诺投资管理中心所持的7,826,800股份中有7,826,800股为其信用

账户持股数； 吴花所持的1,403,880股份中1,403,880为其信用账户持股数； 朱粤湘所持的1,

251,811股份中1,251,811为其信用账户持股数。 其余股东没有参与融资融券业务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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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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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

1、货币资金较期初上升80.20%,主要系发行可转换债券所致。

2、预付款较期初上升75.17%，主要系公司购买原材料预付材料款及预付工程款、设备

款所致。

3、商誉较期初上升5440.59%，主要系收购沃森制造（泰国）有限公司所致。

4、应付职工薪酬较期初下降64.53%，主要系年终奖计提所致。

5、应交税费较期初下降58.90%，主要系增值税留底税额增加所致。

6、其他应付款较期初上升60.41%，主要系未支付的沃森制造（泰国）有限公司收购款

所致。

6、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较期初上升55.12%，主要系公司将于1年内到期的长期借

款增加所致。

7、长期应付款较期初下降32.80%，主要系公司融资租赁款支付所致。

8、其他综合收益较期初上升175.11%，主要系公司外币折算差异所致。

（二）合并利润表项目

1、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数增加37.71%，主要系公司新增的融资方式及可转债券利息所

致。

2、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数减少90.72%，主要系应收账款降低所计提的坏账准备减

少所致。

3、其他收益较上年同期数增加75.84%，主要系公司收到的政府补助所致。

4、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数增加1445.16%，主要系处置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变动所致。

5、营业外支出较上年同期数增加744.56%，主要系公司清理闲置、报废固定资产所致。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项目

1、收到的税费返还较上年同期数增加53.34%，主要系出口退税增加所致。

2、支付的各项税费较上年同期数增加78.29%，主要系本期支付的部费增加所致。

3、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较上年同期数减少118.84%，主要系“除税收返还

和财政贴息之外的资产相产的政府补助”不再计入本项目所致。

4、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数减少32.74%，主

要系本期在建工程与固定资产增加数减少所致。

5、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较上年同期数增加43.13%，主要系公司短期借款增加所致。

6、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较上年同期数增加165.72%，主要系承兑、信用证金

额增加所致。

7、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数增加79.27%，主要系偿还的短期借款增加所致。

8、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较上年同期数增加89.98%，主要系信用证、承兑保

证金增加所致。

9、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较上年同期数减少50.23%，主要系本期汇率变

动较小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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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重要事项已在临时报告披露且无后续进展。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公告 2019年02月26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开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公告》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君润国际投资有限公

司减持股份计划实施进展的公告

2019年03月11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于持

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实施进展的公

告》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公

告

2019年03月29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于使

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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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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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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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