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代码：600098

公司简称：广州发展

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
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
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董事
独立董事
独立董事

谢峰
谢康
徐润萍

出差
出差
出差

李光
马晓茜
石本仁

4

5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股票种类
A股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上海证券交易所 广州发展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股票代码
600098

董事会秘书
张雪球
020-37850968
广州市天河区临江大道3号33楼
600098@gdg.com.cn

变更前股票简称
广州控股

证券事务代表
姜云
020-37850968
广州市天河区临江大道3号32楼
600098@gdg.com.cn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本报告期末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36,268,542,746.39
15,795,891,323.67
本报告期
（1-6月）
665,916,090.65
10,236,537,589.42
357,552,719.88
343,899,879.85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比上
上年度末
年度末增减(%)
35,317,259,741.63
2.69
14,910,890,624.26
5.94
本报告期比上年
上年同期
同期增减(%)
409,375,218.01
62.67
10,655,811,258.69
-3.93
496,798,255.55
-28.03
490,919,467.43
-29.95

2.3083
0.1312
0.1312

3.31
0.1822
0.1822

减少1个百分点
-28.03
-28.03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99,829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广州国资发展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62.69

1,709,111,863

0

无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1.51

313,714,301

0

无

长电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其他

1.03

28,145,143

0

无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0.95

25,991,238

0

无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年金计划－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其他

0.89

24,234,494

0

无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南方消费活力灵活配置混
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54

14,716,817

0

无

陈在演

境内自然
人

0.41

11,286,931

0

无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0.34

9,212,632

0

无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传统－普通保险产品－
005L－CT001 沪

其他

0.30

8,192,330

0

无

西藏泰合实业有限公司

其他

0.28

7,622,020

0

质押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持股比
例(%)

质押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522,000

长电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为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

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中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法律、法规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
说明

-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广州发展实业控股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公司债（第一期）

12 广控 01

代码
122157

发行日

到期日

2012-6-25

2019-6-25

债券余额

利率（%）

189,079

4.74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主要指标

本报告期末

资产负债率

上年度末
0.4756

本报告期（1-6月）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0.4775
上年同期

5.3360

6.7059

关于逾期债项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17 年上半年，国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电力市场化改革深入推进，能源政策发生重大变化，
传统能源行业普遍面临巨大的压力和挑战。面对困难的经营形势，公司积极适应市场形势，精心
组织生产经营，沉着应对困难挑战，核心产业主要生产经营指标基本保持平稳。
报告期内，公司重点完成以下工作：
3.1.1 积极应对市场挑战，生产经营平稳推进
（1）电力业务——加强统筹协调和机组管理，积极参与电力市场化交易
报告期内，公司加强统筹协调，积极参与电力市场化交易，争抢市场电量份额。属下电厂积

极落实长协电量，共签订年度长协电量 16.5 亿千瓦时。珠江电厂、中电荔新、恒益电厂共竞得电
量 13.25 亿千瓦时，平均让利低于市场平均水平，长协和竞价电量占上网电量比重达 37%。
公司合并口径内火力发电企业累计完成发电量 71.93 亿千瓦时，完成上网电量 67.38 亿千瓦
时，同比分别增长 2.77%和 2.72%。其中珠电公司发电量 13.58 亿千瓦时，上网电量 12.61 亿千瓦
时，同比分别增长 29.80%和 30.13%；东电公司发电量 10.23 亿千瓦时，上网电量 9.42 亿千瓦时，
同比分别下降 1.55%和 2.51%；天然气发电公司发电量 9.64 亿千瓦时，上网电量 9.41 亿千瓦时，
同比分别下降 5.36%和 5.45%；恒益电厂发电量 20.76 亿千瓦时,上网电量 19.45 亿千瓦时，同比分
别增长 1.43%和 1.67%；中电荔新公司发电量 17.24 亿千瓦时，上网电量 16.02 亿千瓦时，同比分
别下降 4.69%和 4.50%；鳌头能源站公司发电量 0.48 亿千瓦时，上网电量 0.47 亿千瓦时，同比分
别增长 20.86%和 21.66%。
（2）能源物流业务——创新开拓，狠抓落实，积极推进生产经营
报告期内，能源物流集团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在巩固华南地区煤炭客户基础上，积极
开拓华中、华东等区域市场，增设西南分公司，抢占市场，完成煤炭销售量 1,039 万吨，其中市
场煤销售量 796.27 万吨，同比下降 39.93%；发展碧辟公司抓住混合芳烃等产品租罐需求增加的机
会，完成油罐租赁量 267 万立方米，同比增长 6%；借助股东方英国 BP 的资源优势，与 BP 新加
坡公司创新合作模式，进口 26 万吨轻循环油，打开市场新局面；积极推进与加油公司等企业合作，
开拓加油站直供客户，完成成品油销售量 23 万吨，同比下降 39%。
（3）天然气业务——调整优化用户结构，大力推进用户发展
报告期内，属下燃气集团以“管道燃气三年提升计划”为契机，推进工商业用户发展工作，
研究制定城中村管道燃气发展计划，加强用户服务管理，上半年完成天然气销售量 5.37 亿立方米，
同比下降 3.32%。工商业用户气量增长 7%，新覆盖用户 3.3 万户，新签工商业和公福用户日用气
量 6.3 万立方米，同比增长 3%。
（4）新能源业务——大力加快项目发展，发电量稳步增长
报告期内，台山渔业光伏产业园一期项目、南沙充电站项目等一批新能源项目建成投运。至
此，新能源投运项目达到 13 个，并网装机容量 113.8MW，涵盖风电、分布式光伏、农光互补、
渔光互补等各类新能源发电形态。
新能源业务合计完成发电量 6,769 万千瓦时，上网电量 6,403 万千瓦时，同比分别增长 21.69%
和 23.95%。其中：惠东风电项目完成发电量 4,464 万千瓦时，上网电量 4,121 万千瓦时, 同比分别
下降 9.53%和 9.39%；光伏项目完成发电量 2,305 万千瓦时，上网电量（含售电量）2,283 万千瓦
时，同比分别增长 266.95%和 268.95%。
（5）金融平台业务——大力发展综合金融业务，为公司提供专业金融服务
财务公司发挥资金归集平台和结算平台优势，提高公司资金集中管理水平，开展流动性辅助
管理业务，提高资金综合使用效率。截至报告期末，归集资金余额 35.45 亿元，发放贷款余额 16.59
亿元，
实现贷款利息收入 4,216.23 万元；
办理存放同业定期存款 128.50 亿元，
获得利息收入 4,426.94
万元。
融资租赁公司自 2017 年上半年正式开始业务运作，
报告期内与发展航运签订了
“广州发展 2”、

“广州发展 5”轮售后回租合同，优化企业债务结构。
财务公司、融资租赁公司充分发挥平台优势，产融结合取得良好成效。
3.1.2 清洁能源、新能源规模化发展取得突破，创新业务开局良好
报告期内，公司围绕“十三五”发展规划，以清洁能源、新能源为主线，大力开拓市场，努
力扩大经营规模，创新业务取得阶段性成果。
（1）电力业务——优化战略布局，新项目稳步推进
报告期内，公司加大项目开发力度，大力发展分布式能源站。从化太平分布式能源站项目已
于 2017 年 3 月 16 日获得省发改委核准，计划下半年开工；中新知识城能源站项目已于 2017 年 6
月开工；设立能源站前期工作小组，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摸查调研省内外潜在新项目；继
续推进广药白云、从化明珠、鳌头二期、南沙明珠湾等一批分布式能源站项目前期工作。阳春热
电项目过渡性集中供热锅炉房工程完成环保审批，取得工程规划许可证。
（2）能源物流业务——拓展新业务，实现多项突破
能源物流集团借助产业链客户资源优势，设立广西、湖北、江苏 3 家省外售电公司，积极开
拓省外售电业务；开展产业链降成本活动，积极开展进口煤直接采购，支持电厂掺烧工作，与煤
炭资源企业建立长期合作关系；电动船公司自主研发了“千吨级新能源电动船舶”并与广州港股
份有限公司进行了技术成果运用推广签约，初步实现了千吨级新能源电动船从技术研发到成果落
地和技术推广的对接。
（3）天然气业务——紧抓政策机遇，重点项目平稳推进
天然气利用工程四期项目和广州 LNG 应急调峰气源站气源项目被列为广州市“攻城拔寨”重
点项目，燃气集团紧抓政策机遇，全力推进项目各项工作。其中，天然气利用工程四期项目石滩
门站-火村调压站管线工程取得协鑫支线工程规划许可，完成征借地、工程监理及 EPC 总承包招标
工作，珊瑚门站-田心调压站管线工程完成路由优化设计方案，中新知识城能源站配套管线工程开
展选线等工作；广州 LNG 应急调峰气源站项目已与合作投资方签订项目合资意向书，积极推进相
关资源整合收购工作，启动备选站址优化工作。
（4）新能源业务——项目建设全面铺开，装机规模持续增长
台山渔业光伏产业园一期项目、南沙充电站项目已于 6 月建成投产，日立冷机光伏项目投入
试运行。连平大湖光伏一期后续项目（3MW）、河源连平隆街（40MW）和上坪（20MW）光伏发电项
目、广汽研究院、广汽丰田三期等一批光伏项目预计下半年投产；珠海桂山海上风电厂和万山海
岛新能源微电网示范项目正进行收尾工作，预计下半年投产。此外，公司推进风电、光伏业务自
主开发与并购相结合的发展模式，拓展公司在新能源领域的发展。
（5）金融平台业务——创新金融服务形式，着力发展供应链金融
财务公司发挥自身优势，大力发展新金融业务，加大中间业务的开拓力度，采取“先内后外”
逐步推进的方式开展业务，通过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融合，释放出更大的协同效应。
融资租赁公司在积极开拓融资租赁业务的同时，围绕南沙自贸区、越秀区民间金融街和西安
经济技术开发区等三地的政策，探索保理公司、小贷公司筹建的可行性。
3.1.3 自主创新持续发力，有效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

报告期内，公司逐步建立和完善科技研发创新体制机制，持续加大创新投入力度，技术创新
体制机制逐步完善。
加快培育高新技术企业，分梯队“一企一策”开展培育，上半年第一梯队 7 家重点培育企业
全部完成高企认定申报工作。研发创新成果显现，累计获授权专利 29 项。在引进技术的同时，注
重消化吸收再创新和成果转化。
能源金融、能源检测等创新业务为公司创造了良好的利润贡献。
3.1.4 持续加强安健环管理和节能减排工作
公司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制定安全事故隐患管理办法、安全生产问责等制度，开展“企
业安全生产责任与落实”
、
“信息安全”等安全培训及“安全生产月”等安全活动，加强应急体系
建设，开展建设工程、危险源、防台防汛等专项安全检查和安全审计，以及安全隐患排查整治，
积极推动工业废水“零排放”项目，安全状况良好。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实现连续安全生产
3,297 天。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财政部于 2017 年 5 月 10 日发布
“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的通知”，
我司相关具体会计政策如下：
（1）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新修订的会计准则提供了“冲减相关资产的帐面价值”或“确
认为递延收益”两个选项。因我司一直以来是将其作为递延收益处理，为保持会计核算的连续性，
我司仍作为递延收益处理。
（2）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1）准则规定：用于补偿企业以后期间的相关成本费用或损失的，确认为递延收益，并在确认
相关成本费用或损失的期间，计入当期损益或冲减相关成本。我司会计政策作计入当期损益处理。
2）准则规定：用于补偿企业已发生的相关成本费用或损失的，直接计入当期损益或冲减相关
成本。我司会计政策作计入当期损益处理。
（3）与企业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其摊入或直接计入当期损益时，作为“其他收益”
（新
增报表项目，但上半年未发生）
；与企业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其摊入或直接计入当期损益时，
作为“营业外收入”
（与以前期间一致）。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