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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西 漳 泽 电 力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证券代码：

000767

证券简称：漳泽电力 公告编号：

2019

临

-107

哈尔滨电气集团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000922

证券简称：佳电股份 公告编号：

2019-071

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代码：

000629

股票简称：攀钢钒钛 公告编号：

201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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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刘清勇、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井彬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韩思蒂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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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3,382,862,084.65 3,233,385,750.84 4.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2,108,407,568.39 1,832,768,939.75 15.04%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537,579,648.58 11.46% 1,633,568,651.13 19.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79,563,316.21 -25.86% 273,543,703.62 5.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75,165,618.62 5.83% 249,681,452.83 20.8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254,839,170.89 629.4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624 -25.88% 0.5584 5.9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624 -25.88% 0.5584 5.9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85% -2.26% 13.87% -1.47%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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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26,091.72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11,003,301.89

债务重组损益 1,402,354.87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737,581.52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859,474.38

减：所得税影响额 2,166,553.59

合计 23,862,250.7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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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0,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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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尔滨电气集

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6.36% 129,121,459 4,590,459

佳木斯电机厂

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0.93% 53,567,199

北京建龙重工

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5.48% 26,849,100 质押 25,831,000

陈佳琪 境内自然人 0.88% 4,324,051

陈家强 境内自然人 0.73% 3,560,100

许福建 境内自然人 0.61% 3,006,535

孔祥华 境内自然人 0.54% 2,665,500

朱瑞 境内自然人 0.51% 2,514,601

李夫男 境内自然人 0.37% 1,800,000

关晓光 境内自然人 0.34% 1,645,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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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尔滨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124,531,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4,531,000

佳木斯电机厂有限责任公司 53,567,199 人民币普通股 53,567,199

北京建龙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26,849,100 人民币普通股 26,849,100

陈佳琪 4,324,051 人民币普通股 4,324,051

陈家强 3,560,100 人民币普通股 3,560,100

许福建 3,006,535 人民币普通股 3,006,535

孔祥华 2,665,500 人民币普通股 2,665,500

朱瑞 2,514,601 人民币普通股 2,514,601

李夫男 1,8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800,000

关晓光 1,645,800 人民币普通股 1,645,8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持有5%以上（含5%）的股东为哈尔滨电气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哈电集

团” ）、佳木斯电机厂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佳电厂” ）、北京建龙重工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建龙集团” ），其中哈电集团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所持股份性质为

国有法人股，佳电厂为哈电集团的全资子公司，属于关联企业。 其他前十名无限售流

通股股东，公司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

一致行动人，也未知和其他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前10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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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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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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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哈尔滨电气

集团有限公

司

同业竞争的

承诺

为了避免和清除

公司实际控制人

控制的其他企业

可能侵占上市公

司商业机会和形

成同行业竞争的

可能性， 哈电集

团承诺通过合法

合规渠道促成哈

电集团控制的其

他企业（包括但

不限于哈电动

装）与上市公司

及其控制的企业

（包括但不限于

佳木斯电机股份

有限公司）在业

务中进行如下业

务区分： 在普通

电机（不含电站

主风机电机）领

域， 哈电集团控

制的其他企业不

生 产

3000KW-5000

KW的大功率电

机及3000KW以

下的中小功率电

机； 上市公司及

其控制的企业

（包括但不限于

佳木斯电机股份

有限公司）不生

产5000KW以上

的大功率电机。

在特种电机以及

电站主风机电机

领域，维持现状，

避免产生任何潜

在 业 务 竞 争 。

2011年，哈电集

团出具了《哈尔

滨电气集团公司

关于避免与阿城

继电器股份有限

公司同业竞争的

承诺》。 主要内

容为哈电集团确

定， 将在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完成

后的三到五年

内， 依法行使股

东权， 召集相关

的股东大会并提

出提案， 通过资

产重组、 股权并

购、 业务调整等

符合法律法规、

法定程序的方式

进行解决， 以避

免潜在同业竞争。

2011年11月

01日

2013年1月8

日—2018年

1月8日

承诺期限到期后未

全部履行完毕。 哈

尔滨电气集团有限

公司于2016年9月

将其持有的昆明电

机厂有限责任公司

全部股权转让给无

关联关系的第三

方， 从而消除了从

昆明电机厂有限责

任公司角度与公司

存在的同业竞争。

截至本报告期末，

哈尔滨电气集团有

限公司及其控制的

其他企业中， 与公

司构成同业竞争的

仅有哈尔滨电气动

力装备有限公司一

家公司。 鉴于哈尔

滨电气集团有限公

司未能在原承诺到

期前彻底解决同业

竞争，因此，控股股

东哈尔滨电气集团

有限公司申请将原

承诺的履行期限延

长三年 （延期至

2021年1月8日），

其他承诺内容不

变。 该事项已经公

司于 2018年2月5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

事会第二十次会

议、2018年3月1日

召开的 2018年度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 具体

内容请详见公司于

2018年 2月6日在

巨潮资讯网上披露

的《关于控股股东

哈电集团避免同业

竞争承诺延期履行

的公告》， 公告编

号2018-015。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

诺

股权激励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否

如承诺超期未履行完毕的，应当详

细说明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及

下一步的工作计划

哈尔滨电气集团有限公司未能在原承诺（《哈尔滨电气集团公司关于避免与阿城继电器股份

有限公司同业竞争的承诺》）到期前彻底解决同业竞争，因此，控股股东哈尔滨电气集团有限

公司申请将原承诺的履行期限延长三年（延期至2021年1月8日），其他承诺内容不变。 该事项

已经公司于2018年2月5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2018年3月1日召开的2018年度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2018年2月6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

《关于控股股东哈电集团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延期履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15。

四、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五、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具体类型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委托理财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银行理财产品 自有闲置资金 83,000 62,000 0

合计 83,000 62,000 0

单项金额重大或安全性较低、流动性较差、不保本的高风险委托理财具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委托理财出现预期无法收回本金或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减值的情形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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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月23日 其他 个人

请问目前公司的生产能力，能满足客

户的需求吗？

2019年08月28日 其他 个人

黑龙江自贸区批复，其中就有哈尔滨

片区。 请问贵公司的科研分公司是

否设在自贸区范围之内。

2019年09月27日 其他 个人

公司和控股股东平时有无往来？ 还

是大股东只是单纯持股分红，是否参

与佳电企业管理和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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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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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段向东、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谢正敏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廖燕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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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13,393,904,201.55 11,865,559,099.47 12.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9,451,401,876.24 7,399,786,374.18 27.73%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3,121,100,

103.69

-19.85% 10,379,792,659.14 -2.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210,220,097.20 -76.57% 1,410,189,870.39 -31.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208,001,462.15 -76.82% 1,401,575,088.63 -31.6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1,995,547,783.42 58.4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45 -76.53% 0.1642 -31.1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45 -76.53% 0.1642 -31.1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47% -12.37% 16.58% -21.83%

截止披露前一交易日的公司总股本：

截止披露前一交易日的公司总股本（股） 8,589,746,202

用最新股本计算的全面摊薄每股收益（元/

股）

0.1642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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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0,72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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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82,987.00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250,000.00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1,000,00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126,585.50

减：所得税影响额 464,267.63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68,075.90

合计 8,614,781.7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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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62,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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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攀钢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5.49

%

3,048,453,

113

2,758,753,

579

鞍山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0.81

%

928,946,

141

攀钢集团四川长城特殊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6.54%

561,494,

871

561,494,

871

质押

247,732,

284

攀钢集团成都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5.84%

502,013,

022

502,013,

022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52%

130,963,

00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一般法人 1.48%

127,332,

938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中证

四川国企改革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57% 48,658,100

陈建奇 境内自然人 0.47% 40,402,565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工银瑞信中

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31% 26,492,000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方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其他 0.31% 26,49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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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鞍山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928,946,141 人民币普通股 928,946,141

攀钢集团有限公司 289,699,534 人民币普通股 289,699,534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30,963,000 人民币普通股 130,963,00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27,332,938 人民币普通股 127,332,938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中证四川国企改革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48,658,100 人民币普通股 48,658,100

陈建奇 40,402,565 人民币普通股 40,402,565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工银瑞信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26,492,000 人民币普通股 26,492,000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方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26,492,000 人民币普通股 26,492,000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26,492,000 人民币普通股 26,492,000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时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26,492,000 人民币普通股 26,492,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前十名股东中，攀钢集团有限公司、攀钢集团四川长城特殊钢有限责任公司、攀钢集

团成都钢铁有限责任公司、鞍山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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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未

知其它股东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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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10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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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建奇持有公司股份40,402,565股，为信用证券账户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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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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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报表主要项目变动情况

1.资产负债表项目

（1）货币资金比期初增加149,630.29万元，主要是应收票据到期回款增加所致。

（2）应收账款比期初减少6,992.36万元，主要是本报告期货款回收所致。

（3）其他应收款比期初增加1,515.31万元，主要是往来结算款增加。

（4）其他流动资产比期初减少3,246.16万元，主要是本报告期末待抵扣增值税减少所致。

（5）在建工程比期初增加11,815.92万元，主要是技术改造项目投入增加所致。

（6）应交税费比年初减少11,489.98万元，主要是上年末应缴税金在本年内缴纳所致。

（7）长期借款比年初减少11,200.00万元，主要是长期借款重分类到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所

致。

（8）预计负债比年初增加1,957.00万元，主要是预提固废处置费用增加所致。

（9）递延收益比年初增加1,140.24万元，主要是收到政府补助所致。

（10）递延所得税负债比年初增加16,773.68万元，主要是本期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导致递延所得

税负债增加。

（11）专项储备比期初增加1,526.55万元，主要是本报告期计提安全生产费增加所致。

（12）长期应付款比年初减少15,599.70万元 ，主要是政府补助资金计入资本公积所致。

2.利润表项目

（1）2019年1-9月，研发费用发生数25,079.42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7,940.19万元，主要是研发投

入增加所致。

（2）2019年1-9月，财务费用发生数3,164.23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6,777.88万元，主要是短期借

款减少致利息支出下降，以及银行存款上升致利息收入增加。

（3）2019年1-9月，投资收益发生数3,321.19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2,751.91万元，主要是收到参

股公司分红减少。

（4）2019年1-9月，资产减值损失发生数4,149.51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484.00万元，主要是计

提固定资产及存货减值增加所致。

（5）2019年1-9月，营业外收支净额-212.66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897.63万元，主要是本期固定资

产报废减少所致。

（6）2019年1-9月，所得税费用发生数1,996.89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4,932.90万元，主要是本期

应交所得税减少所致。

3.现金流量表项目

（1）2019年1-9月，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199,554.78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73,585.72

万元，主要是票据回款增加所致。

（2）2019年1-9月，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4,540.01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13,042.59万

元，主要是处置资产收到的现金增加以及购建资产、代付集团土地款支付的现金减少所致。

（3）2019年1-9月，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54,512.46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7,434.49万

元，主要是本报告期减少对外融资，并增加债务偿还所致。

（二）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

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的相关规定，公司

调整以下财务报表的列报，并对可比会计期间的比较数据进行相应调整：

1.�原“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项目分拆为“应收票据” 及“应收账款” 两个项目。

2.�新增与新金融工具准则有关的“交易性金融资产” 、“债权投资” 、“其他债权投资” 、“其他权益

工具投资”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交易性金融负债” 、“合同资产” 和“合同负债” 项目。 同时删

除“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持有至到期投资”

以及“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项目。

3.�新增与新金融工具准则有关的“信用减值损失” 、“净敞口套期收益”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公允

价值变动” 、“企业自身信用风险公允价值变动” 、“其他债权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金融资产重分类计

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额” 、“其他债权投资信用减值准备” 以及“现金流量套期储备” 项目。

4.�新增“应收款项融资” 项目反映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应收票据和应收

账款等。

5.�新增“使用权资产” 项目反映承租人企业持有的使用权资产的期末账面价值。

6.�原“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项目分拆为“应付票据” 及“应付账款” 两个项目。

7.�新增“租赁负债” 项目反映承租人企业尚未支付的租赁付款额的期末账面价值。

8.�新增“专项储备” 项目反映高危行业企业按国家规定提取的安全生产费的期末账面价值。

9.�新增“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 项目，反映企业因转让等情形导致终止确认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而产生的利得或损失。

10.�“资产减值损失” 、“信用减值损失” 项目位置移至“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之后。

除上述项目变动影响外，本次财务报表列报格式变动不会对当期及之前公司总资产、负债总额、净

资产以及净利润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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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五、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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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月24日 其他 机构

巨潮资讯网（http://ww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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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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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刘文彦、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曹志刚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王晓华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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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48,475,041,722.91 50,388,527,840.85 -3.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7,603,435,370.67 7,545,896,380.55 0.76%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3,016,712,610.00 7.14% 8,854,087,776.05 9.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20,164,217.92 112.62% 57,538,990.12 -69.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0,195,353.63 94.61% 2,726,217.43 100.4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232,353,246.08 -89.9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66 112.72% 0.0187 -69.7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66 112.72% 0.0187 -69.7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27% 2.51% 0.76% -1.84%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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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4,17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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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25,698.20

债务重组损益 12,452,230.00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6,909,416.58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1,056,558.53

减：所得税影响额 23,532,019.9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5,783,287.12

合计 54,812,772.6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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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28,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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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同煤矿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29.43% 905,653,810 164,640,883

山西省人民政

府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

国家 9.72% 299,130,000 0

国家电投集团

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9.09% 279,758,170 0

中投知本汇

（北京）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

晋商1号私募投

资基金

其他 4.49% 138,121,547 0

中投知本汇

（北京）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

晋商2号私募投

资基金

其他 4.49% 138,121,546 0

泰达宏利基

金－招商银

行－华创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

其他 4.49% 138,121,546 0

华安未来资

产－工商银

行－中航信

托－天顺

（2016）322号

华安未来定增

投资单一资金

信托

其他 4.49% 138,121,546 0

国开泰富基

金－光大银

行－华鑫国际

信托－华鑫信

托·专户投资2

号单一资金信

托

其他 2.69% 82,872,928 0

曹栋 境内自然人 0.58% 17,718,926 0

领航投资澳洲

有限公司－领

航新兴市场股

指基金（交易

所）

境外法人 0.17% 5,356,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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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741,012,927 人民币普通股 741,012,927

山西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

299,13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99,130,000

国家电投集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79,758,170 人民币普通股 279,758,170

中投知本汇（北京）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晋商1号私募投资基金

138,121,547 人民币普通股 138,121,547

中投知本汇（北京）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晋商2号私募投资基金

138,121,546 人民币普通股 138,121,546

泰达宏利基金－招商银行－华创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138,121,546 人民币普通股 138,121,546

华安未来资产－工商银行－中航

信托－天顺（2016）322号华安

未来定增投资单一资金信托

138,121,546 人民币普通股 138,121,546

国开泰富基金－光大银行－华鑫

国际信托－华鑫信托·专户投资2

号单一资金信托

82,872,928 人民币普通股 82,872,928

曹栋 17,718,926 人民币普通股 17,718,926

领航投资澳洲有限公司－领航新

兴市场股指基金（交易所）

5,356,146 人民币普通股 5,356,14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山西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是大同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控制

人，两名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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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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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10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况说明（如有）

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340000000股、曹栋持有的17580226股参与了融

资融券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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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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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票据2019年9月30日期末数为60,937,088.51元，比年初数减少68.59%，其主要原因是：应

收票据到期。

（2）其他应收款2019年9月30日期末数为868,217,950.06元，比年初数减少80.17%，其主要原因

是：主要是报告期收回山西蒲宣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及大同煤矿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往来款的影响。

（3）可供出售金融资产2019年9月30日期末数为0元，比年初数减少100%，其主要原因是：执行新金

融工具准则列报影响。

（4）长期股权投资2019年9月30日期末数为2,620,878,434.98元，比年初数增加81.27%，其主要原

因是：对华润电力（唐山曹妃甸）有限公司的投资。

（5）其他权益工具投资2019年9月30日期末数为34,000,000.00元，比年初数增加34,000,000.00

元，其主要原因是：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列报影响29,000,000.00元，本期增加对山西省电力交易中心有

限公司的投资5,000,000元。

（6）长期待摊费用2019年9月30日期末数为281,689,887.89元，比年初数增加53.40%，其主要原因

是：融资租赁手续费增加的影响。

（7）应付票据2019年9月30日期末数为4,268,033,021.32元，比年初数增加38.81%，其主要原因

是：采购票据结算增加。

（8）预收款项2019年9月30日期末数为2,568,848.13元，比年初数减少49.54%，其主要原因是：预收

热费减少。

（9）应付职工薪酬2019年9月30日期末数为59,617,373.25元，比年初数增加46.17%，其主要原因

是：应付工资及应付社保增加。

（10）应交税费2019年9月30日期末数为68,710,604.30元，比年初数减少51.83%，其主要原因是：

应交增值税和应交企业所得税减少。

（11）其他应付款2019年9月30日期末数为1,307,943,083.72元，比年初数减少53.13%，其主要原

因是：应付往来款减少。

（12）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2019年9月30日期末数为4,098,075,799.88元， 比年初数减少

39.73%，其主要原因是：归还到期的长期借款和融资租赁款。

（13）应付债券2019年9月30日期末数为1,050,000,000.00元，比年初数增加75.00%，其主要原因

是：本期公司所属子公司山西漳泽电力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发行债券。

（14）长期应付款2019年9月30日期末数为8,683,823,819.07元，比年初数增加46.33%，其主要原

因是：融资租赁款增加。

（15）未分配利润2019年9月30日期末数为-53,421,588.33元，比年初数增加51.86%，其主要原因

是：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增加。

2、利润表项目

（1）销售费用本期发生额为909,076.03元，比上年数减少40.40%，其主要原因是：销售部门相关费

用减少。

（2）其他收益本期发生额为22,625,698.20元，比上年数增加57.82%，其主要原因是：收到政府补助

较上年增加。

（3）资产减值损失本期发生额为1,760,111.14元，比上年数减少47.80%，其主要原因是：收回计提

坏账的应收款项及预付款项，冲减资产减值损失金额比去年减少。

（4）资产处置收益本期发生额为384,176.44元，比上年数增加203.34%，其主要原因是：固定资产处

置利得增加。

（5）营业外收入本期发生额为88,248,216.98元，比上年数减少90.66%，其主要原因是：上年同期出

售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蒲洲发电分公司全部资产及负债利得。

（6）营业外支出本期发生额为24,039,428.45元，比上年数增加73.17%，其主要原因是：本期支付处

置蒲洲分公司契税款。

（7）所得税费用本期发生额为12,186,961.15元，比上年数增加168.21%，其主要原因是：上年同期

递延所得税负债转回增加。

（8）少数股东损益本期发生额为-29,229,136.12元，比上年数增加87.46%，其主要原因是：本期子

公司亏损减少。

3、现金流量表项目

（1）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本期发生额为130,908,933.75元，比上年数减少86.90%，其主

要原因是：本期收到同煤漳泽（上海）融资租赁有限责任公司的往来款减少。

（2）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本期发生额为6,144,807,474.02元，比上年数增加33.86%，其

主要原因是：购买燃料支付的现金增加。

（3）支付的各项税费本期发生额为475,053,568.75元，比上年数增加54.50%，其主要原因是：支付

的增值税、所得税及环保税费增加。

（4）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本期发生额为3,379,612,022.77元，比上年数增加3,379,612,022.77元，

其主要原因是：收回山西蒲宣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及大同煤矿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转让款。

（5）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本期发生额为47,774,399.06元，比上年数增加1359.45%，其主要原

因是：收回华润电力（唐山曹妃甸）有限公司分红。

（6）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本期发生额为0元，比上年数减少

100%，其主要原因是：处置固定资产收到的现金减少。

（7）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本期发生额为1,800,000.00元，比上年数减少99.90%，其主要

原因是：上年收回股权质押项目的委托贷款，本期已经纳入合并范围。

（8）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本期发生额为1,908,437,997.85元，比上

年数增加36.10%，其主要原因是：在建工程投资项目增加。

（9）投资支付的现金本期发生额为1,177,818,202.00元，比上年数增加4611.27%，其主要原因是：

本期增加对华润电力（唐山曹妃甸）有限公司公司及山西省电力交易中心有限公司的投资。

（10）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本期发生额为0元，比上年数减少100%，其主要

原因是：本期取得子公司的现金支出减少。

（11）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本期发生额为3,000,000.00元，比上年数减少99.83%，其主

要原因是：上年支付股权质押项目的委托贷款，本期已经纳入合并范围。

（12）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本期发生额为4,686,226,616.11元，比上年数增加212.52%，

其主要原因是：本期收到融资租赁款增加。

（13）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本期发生额为3,257,376,251.81元，比上年数增加72.71%，

其主要原因是：本期偿还的融资租赁本金及租赁费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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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五、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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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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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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九届九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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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九届九次董事会于2019年10月24日

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10月18日以电话和电邮方式通知全体董事。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9人，

实际参加表决董事9人。 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并形成以下决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副董事长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选举董事宋予忠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个人简历附后。

2.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宋予忠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战略

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调整后的公司第九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组成为：

主任委员：刘文彦

委 员：渠贵君 宋予忠

3.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济师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聘任赵文阳先生为公司总经济师。 聘期从2019年10月24日起， 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日

止。

个人简历附后。

4.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 （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同日披露的《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

特此公告。

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十月二十四日

附件：

宋予忠先生简历

宋予忠，男，1963年4月出生，汉族，河南荥阳人，1983年2月参加工作，1998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94年1月毕业于武汉水利电力大学热动专业，2004年12月毕业于中央党校经济管理专业， 大学本科学

历，工程师，高级经济师。 现任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副总经理、国家电投集团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2005.07-2009.01� �中电投河南电力检修工程公司郑州检修部经理

2009.01-2009.06� �中电投河南电力检修工程公司经营部经理

2009.06-2012.05� �中电投河南电力检修工程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2012.05-2013.08� �中电投河南公司周口项目筹备组副组长

2013.08-2014.12� �中电投河南公司周口项目筹备组副组长(主持工作)

2014.12-2015.02� �中电投河南公司周口燃气热电有限公司书记

2015.02-2016.01� �中电投（北京）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党总支书记、副总经理（正处级）

2016.01-2016.05� �中电投(北京)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党总支副书记

2016.05至今 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副总经理

2019.03至今 国家电投集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不存在不得提名为董事、监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

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与公司股东国家电投

集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持有公司股票0股。 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赵文阳先生简历

赵文阳，男，1964年7月出生，汉族，山西省大同市人，1983年7月参加工作，1994年12月加入中国共

产党，研究生学历，工商管理硕士学位，高级会计师。

1983.07� �长治钢铁厂财务处出纳、成本会计、账务会计

1986.07� �大同矿务局财务处记账员、利润、福利费、包干工资管理、新事业财务管理副科长、科长

2001.01� �大同煤业（上市公司）筹备处财务负责人

2001.03� �同煤房地产管理中心副主任会计师

2007.05� �山西同德铝业公司总会计师

2009.12� �同煤同生煤矿管理公司总会计师

2012.04� �电力能源总会计师

2016.01� �漳泽电力董事、电力能源总会计师

2016.09� �漳泽电力董事、电力能源总会计师兼漳泽云电董事长

2019.02� �漳泽电力董事、电力能源总会计师

2019.08� �漳泽电力董事、董事会秘书

不存在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

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持有公司股票0股。 不是失

信被执行人，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 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

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