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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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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韩元富、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杨德正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蒋敏华保证季

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1,393,404,538.55 1,275,666,350.92 9.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1,090,882,950.66 1,007,482,310.47 8.28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08,324,158.96 66,890,094.76 211.44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843,171,001.13 851,533,431.01 -0.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36,194,640.19 140,838,011.90 -3.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23,268,117.39 134,356,273.68 -8.2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13.02 14.97 减少1.95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83 0.86 -3.4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83 0.86 -3.49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1-9

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247,620.76 -596,071.42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但与公司正

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 符合国家政策规

定、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

的政府补助除外

7,553,008.23 9,503,55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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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8,612.22 6,080,484.08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

出

170,244.35 232,069.15

所得税影响额 -1,501,784.91 -2,293,510.27

合计 8,492,459.13 12,926,522.80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1、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 本报告期末 年初数 变动幅度（%） 原因说明

应收票据 33,721,254.55 49,456,555.45 -31.82 主要是本期应收票据减少

预付款项 10,138,279.61 5,286,595.64 91.77

主要是本期预付材料采购款增

加

其他流动资产 366,710,993.00 218,715,985.30 67.67

主要是本期购买的理财产品增

加

在建工程 1,572,780.63 39,312,078.12 -96.00

主要是本期完工结转固定资产

后在建工程减少

其他非流动资产 6,200,934.68 2,169,698.28 185.80 主要是本期预付设备款增加

预收款项 31,151,709.54 15,444,252.49 101.70 主要是本期预收销货款增加

应交税费 9,816,389.23 2,329,543.20 321.39

主要是本期应交的企业所得税

增加

实收股本 164,248,000.00 117,320,000.00 40.00 本期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2、合并利润表项目 本期1-9月 上年1-9月 变动幅度(%) 原因说明

财务费用 -5,733,127.64 -3,293,160.12 -74.09 主要是本期汇兑损失减少所致

其他收益 8,721,446.26 1,117,327.63 680.56 主要是本期政府补贴增加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2,841,134.99 -4,766,655.73 40.40

主要是本期计提的坏账准备减

少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 -255,620.04 -63,836.07 -300.43

主要是本期固定资产处置损失

增加所致

3、合并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年1-9月 上年1-9月 变动幅度(%) 原因说明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5,869,209.23 6,426,357.32 146.94

主要是本期收到政府补贴增加

所致

支付的各项税费 26,076,705.79 38,220,510.57 -31.77

主要是本期支付的企业所得税

减少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8,324,158.96 66,890,094.76 211.44

主要是本期收到的销货款增加

和支付的材料款减少所致

处置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他

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868,637.20 509,768.46 70.40

主要是本期固定资产处置收入

增加所致

购建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他

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42,520,224.04 69,833,481.87 -39.11

主要是本期固定资产购建支出

减少所致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8,800,000.00 -100.00 本期无债务偿还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

影响

1,106,056.39 563,075.23 96.43 主要是受汇率影响所致

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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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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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

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浙江大元泵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韩元富

日期 2019年10月25日

证券代码：

603757

证券简称：大元泵业 公告编号：

2019-056

浙江大元泵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浙江大元泵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

议” ）于2019年10月25日在公司总部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于2019年10月19日通过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董

事；

（二）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7名，实际出席董事7名，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韩元富主持，公司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列席会议；

（三）本次会议采用现场加通讯表决方式；

（四）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

《浙江大元泵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浙江大元泵业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及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刊登的《浙江大元泵业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

本项议案的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通过《关于继续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及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 刊登的《浙江大元泵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继续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58）。

公司独立董事就此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项议案的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浙江大元泵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26日

证券代码：

603757

证券简称：大元泵业 公告编号：

2019-057

浙江大元泵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浙江大元泵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

议” ）于2019年10月25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于2019年10月19日通过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监事；

（二）本次会议应参加监事3名，实际参加监事3名，本次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韩元再主持；

（三）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表决方式；

（四）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

《浙江大元泵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浙江大元泵业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

监事会审议意见如下：

(一)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编制和审议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

理制度的有关规定；

(二)公司第三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从各

方面真实地反映了公司报告期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

(三)参与公司第三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严格遵守保密规定，无损害公司和投资者利益的行为发生；

(四)公司监事会和全体监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综上，我们同意该议案。

本项议案的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通过《关于继续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监事会审议意见如下：

在保证公司正常经营所需流动资金的情况下，公司以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不影响公司日常资金

周转的需要，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 购买品种为较低风险、安全性高和流动性佳的理财产品，公

司能够有效控制风险；通过现金管理，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为公司股东谋求更多

的投资回报。 综上，同意公司本次继续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本项议案的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浙江大元泵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10月26日

证券代码：

603757

证券简称：大元泵业 公告编号：

2019-058

浙江大元泵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继续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大元泵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0月25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

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

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50,000万元的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该额度包括公司及子公司前期

对闲置自有资金用于现金管理尚未到期的理财产品余额），投资安全性较高、流动性较好的理财产品或进行结

构性存款，在上述额度范围内可滚动使用，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其中，单个结构性存款、

理财产品的投资期限不得超过12个月（理财产品实际购买日期在本决议有效期内即可）。 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具体情况

1、管理目的：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前提下，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可以进一步提

高闲置自有资金的使用效率，为公司和股东谋取更高的回报。

2、管理额度：公司及子公司计划使用最高额度为不超过人民币50,000万元的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在此额度内可以滚动使用），该额度包括公司及子公司前期对闲置自有资金用于现金管理尚未到期的

理财产品余额。

3、管理方式：为控制风险，投资品种为发行主体是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较低风险

理财产品，不购买以股票及其衍生品、无担保债券为投资标等具有高风险特征的理财产品。 单个投资产品的投

资期限不超过12个月。 同时，董事会授权公司及子公司董事长签署相关协议文件，具体由公司财务部组织。

4、管理期限：自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其中，单个结构性存款、理

财产品的投资期限不得超过12个月（理财产品实际购买日期在本决议有效期内即可）。

二、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公司拟购买的理财产品属于低风险投资品种，但主要受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等宏观政策及相关

法律法规政策发生变化的影响，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对此，公司拟采取的风险控制措施如

下：

1、公司将通过内控流程对投资理财产品行为进行规范和控制，特别是针对投资产品准入范围进行严格审

批，确保投资安全。

2、公司财务部门将及时分析和跟踪投资产品的进展和运作情况，加强风险控制和监督，保障资金安全。

3、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内审部、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管理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

4、公司将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在确保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不会影响公司日常经营和资金

的周转。 通过现金管理，可以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为公司和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四、独立董事、监事会出具的意见

（一）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和要求。 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

益，且公司已建立了必要的风险控制程序，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行为。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在不影响公司正

常生产经营的情况下，使用不超过50,000万元的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二）监事会意见

在保证公司正常经营所需流动资金的情况下，公司以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不影响公司日常资金

周转的需要，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 购买品种为较低风险、安全性高和流动性佳的理财产品，公

司能够有效控制风险；通过现金管理，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为公司股东谋求更多

的投资回报。 综上，同意公司本次继续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特此公告。

浙江大元泵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26日

一、 重要提示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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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 公司负责人王森、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凯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卢文忠保证季度

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44,769,881,473.48 45,951,940,347.25 -2.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14,527,450,260.51 14,076,719,885.02 3.20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4,802,327,415.78 5,139,277,648.20 -6.55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7,169,113,748.71 7,162,326,654.24 0.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967,292,193.45 2,012,460,785.29 -2.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989,826,976.48 2,089,850,102.91 -4.7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13.52 13.9 减少0.3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5 0.26 -3.8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5 0.26 -3.85

说明：公司2018年度分配方案（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25元（含税）、每股派送红股0.3股）于2019年7月9

日实施，实施后公司总股本由6,063,367,540股变为7,882,377,802股。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1-9

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03,170.74 -245,500.49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

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

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

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

政府补助除外

7,900,387.26 12,531,457.67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

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 联营企业及

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

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

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

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 如遭受自然

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

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 如安置职工的

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

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

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

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

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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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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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

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

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

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

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

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

收入和支出

2,805,914.37 -35,151,386.16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

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4,524,050.87 -5,613,977.23

所得税影响额 -419,420.27 5,944,623.18

合计 5,659,659.75 -22,534,783.03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说明：公司2018年度分配方案（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25元（含税）、每股派送红股0.3股）于2019年7月9

日实施，实施后公司总股本由6,063,367,540股变为7,882,377,802股。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1、应收票据：同比减少33.67%，变化的主要原因是票据到期结算。

2、预付款项：同比增加76.99%，变化的主要原因一是下属合山公司预付煤款增加，二是下属企业工程类

预付款项增加。

3、存货：同比增加92.34%，变化的主要原因下属合山公司预存煤增加。

4、应付利息：同比上升51.04%，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债券利息按年结算。

5、应付股利：同比上升7924.59%，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公司尚有未支付分红款。

6、长期应付款：同比减少59.39%，变化的主要原因是融资租赁款项到期归还。

7、递延收益：同比减少54.24%，变化的主要原因是融资租赁款项到期归还。

8、股本：同比上升30%，变化的主要原因是本期进行了利润转增股本。

9、税金及附加：同比下降15.60%，变化的主要原因，增值税税率调整，随征税费减少。

10、投资收益：同比下降78.93%，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公司上年有处置百色银海铝业股权处置收益，本期

无相关业务。

11、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同比减少40.25%，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公司对北部湾银行持股

比例降低，投资收益减少。

12、收到的税费返还：同比上升1870.72%，变化的主要原因是，本年有收到预缴税费等税费的返还。

13、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同比上升165.14%，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合山公司本年发电量增加，

燃料采购款项增加.

14、支付的各项税费：同比下降19.16%，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增值税税率下调。

15、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下降100%，变化的主要原因是，上年支出为收购聚源公

司款项，本年无类似业务。

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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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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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变动的警示及

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 森

日期 2019年10月25日

股票代码：

600236

股票简称：桂冠电力 编号：

2019-035

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

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于2019年10月25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

议通知及文件于2019年10月11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11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11名。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以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公司2019年三季度报告》。

《公司2019年三季度报告》（正文） 详见2019年10月26日的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二、以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关于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同意聘请林跃先生、梁勇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任

期届满(个人简历附后)。

因工作调动，张强先生不再担任公司副总经理。

在此，公司对张强先生在担任公司高管期间为公司发展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0月25日

附件：

新聘公司高管简历

林跃，男，1969年12月生，工程硕士，高级工程师。 历任贵州金元电力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纳雍发电总厂副

厂长兼总工程师、党委委员；副厂长、党委委员；贵州金元发电运营有限公司发耳分公司总经理、党委委员；大

唐贵州发耳发电有限公司总经理；大唐贵州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组成员；大唐贵州发电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党委委员。现任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委员；中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广西分公司副

总经理。

梁勇，男，1965年7月生，工学学士，高级工程师。 历任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工程部副主任、发展计

划部副主任、计划经营部主任；广西桂冠大化水力发电总厂厂长兼大化水电站扩建工程筹建处主任；嘉陵江

亭子口水利水电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大唐四川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委员、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

公司四川分公司副总经理。 现任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委员；中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广

西分公司副总经理。

股票代码：

600236

股票简称：桂冠电力 编号：

2019-036

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2019年10月25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

通知及文件于2019年10月11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应参加会议表决的监事5名，实际参加会议表决的监事

5名。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以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2019年三季度报告》。

《公司2019年三季度报告》（正文） 详见2019年10月26日的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二、以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监事会对2019年三季度报告的审核意见》。

本公司监事会保证公司2019年三季度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9年10月25日

股票代码：

600236

股票简称：桂冠电力 编号

:2019-037

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延期换届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八届监事会任期到期，鉴于部分股东

单位对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监事会监事候选人人选推荐工作尚未完成，为确保董事会、监事会工作的

连续性及稳定性，保障公司业务的正常运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八届监事会延期换届。

在换届工作完成之前，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第八届监事会监事将依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继续履行相应的义务和职责。 公司将积极协调股东做好董事会及监事会换届工作、及时履行换届程序。

特此公告。

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0月26日

一、 重要提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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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2� 公司负责人李延群、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瑞光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魏永志保证季

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3�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20,053,664,893.27 20,106,044,859.29 -0.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1,920,642,318.73 1,964,212,874.32 -2.22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092,300,126.99 516,933,498.23 111.30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5,314,283,619.68 5,406,101,821.31 -1.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49,048,085.86 -434,568,414.31 88.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62,532,739.71 -458,713,923.09 86.3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2.53% -17.52% 增加14.9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33 -0.2951 88.7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33 -0.2951 88.72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1-9月）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64,958.47 4,574,953.94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

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

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

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657,572.90 9,823,636.85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26,867.85 -1,139,805.59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7,569.15 157,472.27

所得税影响额 -29,979.03 68,396.38

合计 3,081,851.04 13,484,653.85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66,662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华电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

308,061,649 20.92 0 无 0 国有法人

辽宁能源投资（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

295,980,782 20.10 0 无 0 国家

华电金山能源有限

公司

258,856,048 17.58 0 无 0 国家

深圳市联信投资有

限公司

61,834,138 4.20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

有限公司

4,076,300 0.28 0 无 0 国家

张文锋 2,586,600 0.18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陈红杰 2,063,901 0.14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黄移珠 2,056,185 0.14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周吉长 1,820,552 0.12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刘晓东 1,804,600 0.12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华电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308,061,649 人民币普通股 308,061,649

辽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95,980,782 人民币普通股 295,980,782

华电金山能源有限公司 258,856,048 人民币普通股 258,856,048

深圳市联信投资有限公司 61,834,138 人民币普通股 61,834,138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4,076,300 人民币普通股 4,076,300

张文锋 2,586,600 人民币普通股 2,586,600

陈红杰 2,063,901 人民币普通股 2,063,901

黄移珠 2,056,185 人民币普通股 2,056,185

周吉长 1,820,552 人民币普通股 1,820,552

刘晓东 1,804,600 人民币普通股 1,804,6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华电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和华电金山能源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均为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三、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1、截止2019年9月30日，公司资产负债表项目发生重要变动的原因分析：

（1）应收票据：报告期末较年初增加1,500.00万元，增幅100%，主要原因是公司收到以票据结算的电费

款项。

（2）预付款项：报告期末较年初增加5,948.77万元，增幅221.67%，主要原因一是煤炭市场供应紧张，增加

燃煤预付款；二是铁岭公司支付供热改造项目预付款。

（3）其他应收款：报告期末较年初减少4,403.96万元，减幅75.95%，主要原因是所属铁岭公司收回垫付

“三供一业” 分离移交资金。

（4）其他流动资产：报告期末较年初减少4,230.94万元，减幅56.01%，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末留抵的增值税

较年初减少。

（5）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本报告期末较年初减少125万元，减幅100%，主要原因是公司自2019年1月1日

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原在本项目列报的股权投资改为“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项目列报，报告期对持有的

该股权投资以273.75万元出售，售价与投资成本的差额148.75万元直接计入未分配利润。

（6）在建工程：报告期末较年初增加36,461.68万元，增幅79.74%，主要原因是阜新双山子、娘及营子风电

项目建设支出增加。

（7）应付账款：报告期末较年初增加44,452.75万元，增幅30.13%，主要原因一是阜新双山子、娘及营子风

电项目投资建设导致工程欠付款增加；二是燃煤欠付款增加。

（8）预收款项：报告期末较年初减少23,537.42万元，减幅67.22%，主要原因是结转预收供暖费确认收入。

（9）应付职工薪酬：报告期末较年初增加1,076.93万元，增幅33.42%，主要原因是企业年金、补充医疗保

险尚未支付。

（10）应交税费：报告期末较年初增加3,546.49万元，增幅176.37%，主要原因是公司经营形势好转，涉税

增加。

2、报告期公司利润表项目发生重要变动的原因分析：

（1）投资收益：本报告期较上年同期增加10,125.98万元，增幅632.93%，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确认联营公

司净利润份额。

（2）信用减值损失较同期增加，资产减值损失较同期减少，主要原因是自2019年1月1日起，公司开始适

用新金融工具准则，应收款项计提的坏账，由“资产减值损失” 科目转列至“信用减值损失” 科目，无需追溯调

整。

（3）营业利润：本报告期较上年同期增加40,935.68万元，增幅84.62%，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发电供热边

际贡献率同比增长。

（4）营业外收入：本报告期较上年同期减少1,176.71万元，减幅67.13%，主要原因是上年同期铁岭公司无

法支付的款项转入营业外收入。

（5）所得税费用：本报告期较上年同期减少632.59万元，减幅51.94%，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内确认递延所

得税资产。

（6）净利润、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本报告期较上年同期分别增加40,234.24万元、38,552.03万元，增幅

分别为83.97%、88.71%，主要原因见（3）营业利润分析。

3、报告期公司现金流量表项目发生重要变动的原因分析：

（1）收到的税费返还：本报告期较上年同期减少1,710.10万元，减幅90.74%，主要原因是阜新公司上年

同期收回预缴企业所得税。

（2）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本报告期较上年同期增加43,146.61万元，增幅838.76%，主要原因

是公司收回财务公司往来款。

（3）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本报告期较上年同期减少42,676.06万元，减幅616.99%，主要原因

是公司付财务公司往来款。

（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报告期较上年同期增加57,536.66万元，增幅111.30%，主要原因

是公司本报告期燃煤采购量减少及增值税税率下降导致支付的燃煤采购款同比下降。

（5）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本报告期较上年同期增加273.75万元，增幅100%，主要原因是铁岭公司处置

持有华信保险公司的股权收到的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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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期较上年同期增加956.75万元，增

幅1632.33%，主要原因本报告期铁岭公司处置报废资产。

（7）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本报告期较上年同期增加2,403.47万元，增幅95.36%，主要原因铁

岭公司收回垫付“三供一业” 分离移交资金。

（8）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本报告期较上年同期减少17,548.78万元，减

幅34.95%，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内公司基建投资支出较同期减少。

（9）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本报告期较上年同期减少4,899.37万元，减幅100%，主要原因是

上年同期铁岭公司垫付“三供一业” 分离移交资金。

（10）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报告期较上年同期增加26,006.10万元，增幅49.73%，主要原因

是本报告期内公司基建投资支出较同期减少。

（11）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本报告期较上年同期减少450万元,减幅100%，主要原因是上年

同期收到华电铁岭风力发电有限公司往来款。

（12）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本报告期较上年同期增加501.28万元,增幅109.12%，主要原因

本报告期金山热电分公司将支付污水处理厂租赁费利息由上期列示项目“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

现金” 调整至“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项目列示。

（13）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报告期较上年同期减少134,101.97万元,减幅393.85%，主要原

因公司偿还到期贷款同比增加。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公司全资子公司辽宁华电铁岭发电有限公司出售持有的华电置业、 华电煤业股权事项已经公司2019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目前正处于与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阶段。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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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变动的警示及

原因说明

根据现有市场条件和企业经营环境，公司开展提质增效、加强精益化管理，预测下一报告期末公司累计净

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将较大幅度减少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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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金山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沈阳金山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于2019年10月13日发出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的通知， 于2019年10

月24日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会议董事10名，实际参加会议表决董事10名。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

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通过了《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

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二、通过了《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同意聘任徐宝福为公司副总经理。

特此公告

沈阳金山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九年十月二十六日

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徐宝福，男，1966年出生，大学本科学历，正高级工程师，中共党员。 曾先后任华电邹县发电有限公司总工

程师、副厂长、厂长、党委委员，华电邹县发电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等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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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9年1-9月份， 公司全资及控股公司完成发电量167.32亿千瓦时， 同比下降5.72%； 上网电量完成

150.75亿千瓦时，同比下降5.17� %。公司发电量和上网电量同比下降的主要原因：受全省发电量同比下降的影

响。

2019年1-9月份公司机组含税平均上网电价354.42元/千千瓦时，比上年同期下降0.08%。 上网电价同比

下降主要原因是由于发电结构变化的影响所致 （电价低的白音华公司发电同比增加）。 公司各所属公司

2019�年1-9月份主要经营数据如下表所示：

单位：亿千瓦时 ， 元/千千瓦时

所属全资、控股公司 发电量 同比变动 上网电量 同比变动 上网电价（含税） 同比变动

金山热电分公司 15.65 4.80�% 13.68 4.72% 373.94 1.70%

康平华电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0.39 7.56�% 0.38 8.61% 558.38 -6.15%

辽宁康平金山风力发电

有限责任公司

0.24 -2.36% 0.24 -1.29% 571.58 -1.46%

辽宁彰武金山风力发电

有限责任公司

0.23 3.17�% 0.23 1.42% 569.06 -2.32%

彰武华电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 0.52 4.93�% 0.51 4.51% 642.14 -3.39%

丹东金山热电有限公司 23.52 15.61% 20.51 20.48% 366.50 2.53%

白音华金山发电有限公司 46.80 9.44% 42.36 9.78% 313.70 3.99%

阜新金山煤矸石热电有限公司 7.92 -62.38�% 6.65 -63.45% 384.00 1.57%

辽宁华电铁岭发电有限公司 72.04 -6.50% 66.20 -6.51% 364.79 -1.32%

合计 167.32 -5.72% 150.75 -5.17% 354.42 -0.08%

特此公告

沈阳金山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九年十月二十六日

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大元泵业股份有限公司

沈阳金山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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