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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要提示 

 

1．1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管人员保证本报告所

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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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没有董事对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无法保证或

存在异议。 

1．3所有董事均参加董事会。 

1．4本季度报告中的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1．5 公司董事长黄振光先生、总经理赵亚江先生、财务总监陈志坚先

生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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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基本信息 

股票简称 汕电力 变更前简称（如有） 无 
股票代码 000534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黄曼华女士 袁克新先生 

联系地址 广东省汕头市珠池路 23 号光明大厦
B幢 8楼 

广东省汕头市珠池路 23 号光明大厦
B幢 8楼 

电话 0754-8857191 0754-8857382 
传真 0754-8857199 0754-8857382 

电子邮箱 sdla@pub.shantou.gd.cn yuankx@sdla.net.cn 
     
 

 

 

2．2 财务资料 

2．2．1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期末增减（%） 
总资产（元） 565,645,223.06 559,960,593.28 1.0152 
股东权益(不含少数股东权益)（元） 554,990,397.71 552,915,701.51 0.3752 

每股净资产(元/股) 2.6649 2.6549 0.3767 

调整后的每股净资产（元/股） 2.6210 2.6176 0.1299 

 报告期 
年初至报告期

期末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8,078,619.11 28,078,619.11 328.11 
每股收益（元/股） 0.0100 0.0100 132.79 
净资产收益率（%） 0.3738 0.3738 增加 1.5414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资产收益率(%) -1.0196 -1.0196 增加 0.3038个百分点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金    额 
证券投资收益 287,775.57
股权转让收益 7,301,828.12
以前年度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137,017.96
营业外收支净额 6,874.55
合    计 7,733,49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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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利润表 

合 并 利 润 表 

编制单位：汕头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06年 3月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2006年 1-3月 2005年 1-3月 

 一、主营业务收入 51,116,025.81 45,432,737.54

     减：主营业务成本 49,137,406.24 46,404,911.70

         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 448,935.64 211,705.08

 二、主营业务利润 1,529,683.93 -1,183,879.24

     加：其他业务利润 1,982.40 5,947.20

         营业费用 

         管理费用 6,969,310.31 6,010,481.49

         财务费用 -392,601.63 -56,464.17

 三、营业利润 -5,045,042.35 -7,131,949.36

     加：投资收益 7,730,671.49 779,272.50

         补贴收入 

         营业外收入 6,874.55 1,738.73

     减：营业外支出 

 四、利润总额 2,692,503.69 -6,350,938.13

     减：所得税 617,807.49

         少数股东损益 

 五、净利润 2,074,696.20 -6,350,938.13

  

附注： 

非常项目： 上年实际数 本年累计数 

1．出售、处置部门或投资单位所得收益 

2．自然灾害发生的损失 

3．会计政策变更增加（或减少）利润总额 

4．会计估计变更增加（或减少）利润总额 

5．债务重组 

6．其  他 

  

法定代表人：黄振光               主管会计机构负责人：赵亚江             会计机构负责人：陈志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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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公司利润表 

编制单位：汕头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2006年 1-3月 2005年 1-3月 

 一 主营业务收入 

     减：主营业务成本 

 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 

 二 主营业务利润 

    加：其他业务利润 1,982.40 5,947.20

    营业费用   

    管理费用 3,411,079.74 2,924,117.70

    财务费用 -347,312.72 -34,356.08

 三 营业利润 -3,061,784.62 -2,883,814.42

   加：投资收益 5,754,288.31 -3,467,123.71

   补贴收入 

   营业外收入 

   减：营业外支出 

 四 利润总额 2,692,503.69 -6,350,938.13

   减：所得税 617,807.49

   减：少数股东损益 

 五 净利润 2,074,696.20 -6,350,938.13

   

附注： 

非常项目： 上年实际数 本年累计数 

1.出售、处置部门或投资单位所得收益 

2.自然灾害发生的损失 

3.会计政策变更增加（或减少）利润总额 

4.会计估计变更增加（或减少）利润总额 

5.债务重组 

6.其  他 

  

法定代表人：黄振光               主管会计机构负责人：赵亚江             会计机构负责人：陈志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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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 10名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45494 
前十名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排名 股东名称 年末持股数（股） 股份种类 

1 胡琳 972,317 A股 
2 霍少池 496,600 A股 
3 边凤岭 380,000 A股 
4 范卫国 358,000 A股 
5 林泽贤 287,530 A股 
6 蔡佳桂 268,644 A股 
7 黄蕙莲 233,960 A股 
8 廖锦 231,473 A股 
9 张慧君 228,500 A股 

10 刘德林 206,100 A股 
注:未知公司前 10 名流通股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3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3．1 公司报告期内经营活动总体状况的简要分析 

3．1．1公司报告期内经营活动总体状况的简要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所处行业及经营范围没有发生变化。第一季度，公司以安全生产为前提，

进一步加强生产经营管理，围绕“保安全，求效益”的工作目标，确保了设备的完好和高效

运行。1-3 月份累计发电 9,721.2 万千瓦时，同比上升了 10.28%；售电 8,494.2 万千瓦时，同

比上升 10.61%；本季售电收入 47,293,157.34 元，同比上升 13.96%。主营业务收入和主营业

务利润同比均有所增加。但由于燃料成本仍然居高不下以及本季度煤灰渣处理费用、大修、

折旧费用有所增加等原因，公司主营业务成本较高，毛利率较低。面对经营压力，公司努力

保持设备状况的良好和机组运行的安全稳定，继续保持发电和供热的多供多售，继续燃用目

前综合效果较好的煤种，降低煤耗率和厂用电率。与此同时，公司抓住时机做好各项投资，

由于证券市场逐步走强，公司短期投资有一定收益。长期投资方面，公司转让华能国际股份

本季度获得收益 730万元。经过努力，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净利润 207万元。 

3．1．2 占主营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总额 10%以上的主营行业或产品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分行业或分产品 主营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成本 毛利率（%） 
电力与蒸汽 5111.60 4913.74 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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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公司经营的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适用    √不适用 

 
3．1．4 报告期利润构成情况（主营业务利润、其他业务利润、期间费用、投

资收益、补贴收入与营业外收支净额在利润总额中所占比例与前一报告期相比的重

大变动及原因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转让华能国际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在本报告期获利 7,301,828.12 元,使公司
本报告期利润与前一报告期相比有较大变化。 

 
3．1．5 主营业务及其结构与前一报告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1．6 主营业务盈利能力（毛利率）与前一报告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

及其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2 重大事项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合并范围变化以及重大会计差错的情况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4 经审计且被出具“非标意见”情况下董事会和监事会出具的相关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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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计下一报告期我司收回华能国际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转让余款，将增加该报

告期利润。 

3．6 公司对已披露的年度经营计划或预算的滚动调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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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未股改公司的股改工作时间安排说明 

√适用 □不适用 

 
 

经询问公司控股股东汕头市电力开发公司，相关股改工作争取在 6月底前完成。 

未股改公司已承诺股改但未能按时履行的具体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已承诺内容 未能履行承诺的原因 
公司已按原承诺时间于 2006 年 3 月

20 日公告关于进行股权分置改革的提示

性公告，公司股票也已于当日起停牌。  

由于本次股改是以控股股东汕头市

电力开发公司转让其持有本公司国家股

7986万股中的 6039.7929（占本公司股本
总额 29%）股权完成为前提，目前股权
转让事宜正在履行审批程序，故至今尚

未公告股改方案。 
 

§4 附录 

附合并资产负债表、合并利润及利润分配表、合并现金流量表 

 

 

 

 

汕头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董事长签名： 黄振光 

                              二 OO六年四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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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并 资 产 负 债 表 

编制单位：汕头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06年 3月 31日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2006年 3月 31日 2005年 12月 31日 

   资  产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203,854,183.04 156,070,731.61
  短期投资 12,903,183.85 17,974,840.21
  应收股利 
  应收利息 
  应收帐款 21,240,312.49 21,834,596.69
  其他应收款 7,326,093.77 7,412,604.62
  预付帐款 26,524,053.70 38,119,791.26
  应收补贴款 
  存货 11,359,463.26 26,470,607.52
  待摊费用 1,739,197.04 374,728.15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债权投资 

  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284,946,487.15 268,257,900.06
长期投资： 

  长期股权投资 75,329,999.78 83,500,000.00
  长期债权投资 
  长期投资合计 75,329,999.78 83,500,000.00
  
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原价 335,373,254.26 334,536,260.48
    减：累计折旧 156,948,360.86 153,340,915.03
  固定资产净值 178,424,893.40 181,195,345.45
    减：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固定资产净额 178,424,893.40 181,195,345.45
  工程物资 
  在建工程 2,388,046.18 2,288,925.81
  固定资产清理 
  固定资产合计 180,812,939.58 183,484,271.26
无形资产及其他资产： 

  无形资产 16,711,787.42 16,830,591.56
  长期待摊费用 
  其他长期资产 7,844,009.13 7,887,830.40
  无形资产及其他资产合计 24,555,796.55 24,718,421.96
递延税项： 

  递延税款借项 
资产总计 565,645,223.06 559,960,593.28

法定代表人：黄振光                主管会计机构负责人：赵亚江              会计机构负责人：陈志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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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资产负债表（续） 
 

编制单位：汕头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06年 3月 31日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2006年 3月 31日 2005年 12月 31日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应付票据 

  应付帐款 178,101.78 236,942.27
  预收帐款 

  应付工资 5,631.00
  应付福利费 421,749.33 384,575.65
  应付股利 508,200.00 508,200.00
  应交税金 4,623,737.45 417,026.99
  其他应交款 517,259.38 19,223.47
  其他应付款 4,125,982.70 3,774,441.39
  预提费用 274,163.71 1,704,482.00
  预计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10,654,825.35 7,044,891.77
长期负债：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长期应付款  
  专项应付款  
  其他长期负债  
  长期负债合计  
递延税项：  
  递延税款贷项  
  负债合计 10,654,825.35 7,044,891.77
  

股东权益： 

  股本 208,261,325.00 208,261,325.00
    减：已归还投资 

  股本净额 208,261,325.00 208,261,325.00
  资本公积 284,885,088.45 284,885,088.45
  盈余公积 56,037,802.06 56,037,802.06
    其中：法定公益金 12,999,475.00 12,999,475.00
  未分配利润 5,806,182.20 3,731,486.00
  其中：拟分配现金股利 

股东权益合计 554,990,397.71 552,915,701.51
负债和股东权益总计 565,645,223.06 559,960,593.28

法定代表人：黄振光                主管会计机构负责人：赵亚江              会计机构负责人：陈志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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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利润表 

编制单位：汕头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2006年 1-3月 2005年 1-3月 

 一、主营业务收入 51,116,025.81 45,432,737.54

     减：主营业务成本 49,137,406.24 46,404,911.70

         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 448,935.64 211,705.08

 二、主营业务利润 1,529,683.93 -1,183,879.24

     加：其他业务利润 1,982.40 5,947.20

         营业费用 

         管理费用 6,969,310.31 6,010,481.49

         财务费用 -392,601.63 -56,464.17

 三、营业利润 -5,045,042.35 -7,131,949.36

     加：投资收益 7,730,671.49 779,272.50

         补贴收入 

         营业外收入 6,874.55 1,738.73

    减：营业外支出 

 四、利润总额 2,692,503.69 -6,350,938.13

     减：所得税 617,807.49

         少数股东损益 

 五、净利润 2,074,696.20 -6,350,938.13

  

附注： 

非常项目： 上年实际数 本年累计数 

1．出售、处置部门或投资单位所得收益 

2．自然灾害发生的损失 

3．会计政策变更增加（或减少）利润总额 

4．会计估计变更增加（或减少）利润总额 

5．债务重组 

6．其  他 

  

法定代表人：黄振光                主管会计机构负责人：赵亚江              会计机构负责人：陈志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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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现金流量表 
 

编制单位：汕头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06年 1~3月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金     额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60,249,219.67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807,285.64

现金流入小计  62,056,505.31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9,598,067.60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7,680,870.99
       支付的各项税费  2,699,564.74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3,999,382.87

现金流出小计  33,977,886.2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8,078,619.11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13,432,844.60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的现金  7,589,603.69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而收回的现金净额  
      收到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现金流入小计  21,022,448.29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支付的现金  1,267,495.75
      投资所支付的现金  50,120.22
      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现金流出小计  1,317,615.97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704,832.32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借款所收到的现金  
       收到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现金流入小计  
       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所支付的现金  
       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现金流出小计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47,783,451.43

法定代表人：黄振光                主管会计机构负责人：赵亚江              会计机构负责人：陈志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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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现金流量表（续） 

编制单位：汕头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06年 1~3月              单位：人民币元 

补  充  资  料   金  额   

 1、将净利润调节为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  
    净利润  2,074,696.20
    加：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  -137,017.96
        固定资产折旧  3,935,464.02
        无形资产摊销  118,804.14
        长期待摊费用摊销  43,821.27
        待摊费用的减少（减：增加）  -946,770.93
        预提费用的增加（减：减少）  -1,430,318.29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的损失（减：收益）
        固定资产报废损失  
        财务费用  
        投资损失（减：收益）  -7,593,653.53
        递延税款贷项（减：借项）  
        存货的减少（减：增加）  15,111,144.26
        经营性应收项目的减少（减：增加）  27,276,532.61
        经营性的应付项目的增加（减：减少）  -10,692,528.79
        其  他  318,446.1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8,078,619.11
  

 2、不涉及现金收支的投资和筹资活动:  
    债务转为资本  
    一年内到期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融资租入固定资产  
  

 3、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情况:  
    现金的期末余额  188,854,183.04
    减：现金的期初余额  141,070,731.61
    加：现金等价物的期末余额  
    减：现金等价物的期初余额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47,783,451.43

法定代表人：黄振光                主管会计机构负责人：赵亚江              会计机构负责人：陈志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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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编制单位：汕头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06年 3月 31日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2006年 3月 31日 2005年 12月 31日 

   资  产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169,415,303.17 136,619,500.32
  短期投资 5,002,820.94 10,002,820.94
  应收股利 
  应收利息 
  应收帐款 
  其他应收款 18,476,588.00 33,646,588.00
  预付帐款 
  应收补贴款 
  存货 
  待摊费用 417,697.96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债权投资 

  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193,312,410.07 180,268,909.26
长期投资： 

  长期股权投资 346,456,279.66 356,461,595.26
  长期债权投资 
  长期投资合计 346,456,279.66 356,461,595.26
  
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原价 23,491,895.16 23,491,895.16
    减：累计折旧 6,325,366.44 6,106,485.06
  固定资产净值 17,166,528.72 17,385,410.10
    减：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固定资产净额 17,166,528.72 17,385,410.10
  工程物资 
  在建工程 
  固定资产清理 
  固定资产合计 17,166,528.72 17,385,410.10
无形资产及其他资产： 

  无形资产 
  长期待摊费用 
  其他长期资产 
  无形资产及其他资产合计 
递延税项： 

  递延税款借项 
资产总计 556,935,218.45 554,115,914.62

法定代表人：黄振光                主管会计机构负责人：赵亚江             会计机构负责人：陈志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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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公司资产负债表（续） 
 

编制单位：汕头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06年 3月 31日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2006年 3月 31日 2005年 12月 31日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应付票据 

  应付帐款 

  预收帐款 

  应付工资 

  应付福利费 420,987.30 305,778.93
  应付股利 508,200.00 508,200.00
  应交税金 617,807.49 224.70
  其他应交款 10.50
  其他应付款 2,077,825.95 2,065,998.98
  预提费用 

  预计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3,624,820.74 2,880,213.11
长期负债：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长期应付款  
  专项应付款  
  其他长期负债  
  长期负债合计  
递延税项：  
  递延税款贷项  
  负债合计 3,624,820.74 2,880,213.11
  

股东权益： 

  股本 208,261,325.00 208,261,325.00
    减：已归还投资 

  股本净额 208,261,325.00 208,261,325.00
  资本公积 284,885,088.45 284,885,088.45
  盈余公积 51,303,792.18 51,303,792.18
    其中：法定公益金 11,421,471.70 11,421,471.70
  未分配利润 8,860,192.08 6,785,495.88
  其中：拟分配现金股利 

股东权益合计 553,310,397.71 551,235,701.51
负债和股东权益总计 556,935,218.45 554,115,914.62

法定代表人：黄振光                主管会计机构负责人：赵亚江             会计机构负责人：陈志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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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公司利润表 

编制单位：汕头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2006年 1-3月 2005年 1-3月 

 一 主营业务收入 

     减：主营业务成本 

 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 

 二 主营业务利润 

    加：其他业务利润 1,982.40 5,947.20

    营业费用  

    管理费用 3,411,079.74 2,924,117.70

    财务费用 -347,312.72 -34,356.08

 三 营业利润 -3,061,784.62 -2,883,814.42

   加：投资收益 5,754,288.31 -3,467,123.71

   补贴收入 

   营业外收入 

   减：营业外支出 

 四 利润总额 2,692,503.69 -6,350,938.13

   减：所得税 617,807.49  

   减：少数股东损益  

 五 净利润 2,074,696.20 -6,350,938.13

   

附注： 

非常项目： 上年实际数 本年累计数 

1.出售、处置部门或投资单位所得收益 

2.自然灾害发生的损失 

3.会计政策变更增加（或减少）利润总额 

4.会计估计变更增加（或减少）利润总额 

5.债务重组 

6.其  他 

  

法定代表人：黄振光                主管会计机构负责人：赵亚江              会计机构负责人：陈志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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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公司现金流量表 
 

编制单位：汕头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06年 1~3月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金     额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2,100.00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5,567,851.07

现金流入小计  15,569,951.07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1,201,869.65
       支付的各项税费  49,685.37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282,197.11

现金流出小计  3,533,752.1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036,198.94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13,170,000.22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的现金  7,589,603.69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而收回的现金净额  
      收到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现金流入小计  20,759,603.91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支付的现金  
      投资所支付的现金  
      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现金流出小计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759,603.91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借款所收到的现金  
       收到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现金流入小计  
       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所支付的现金  
       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现金流出小计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32,795,802.85

法定代表人：黄振光                主管会计机构负责人：赵亚江              会计机构负责人：陈志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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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公司现金流量表（续） 

编制单位：汕头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06年 1~3月              单位：人民币元 

补  充  资  料   金  额   

 1、将净利润调节为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  
    净利润  2,074,696.20
    加：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  
        固定资产折旧  218,881.38
        无形资产摊销  
        长期待摊费用摊销  
        待摊费用的减少（减：增加）  
        预提费用的增加（减：减少）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的损失（减：收益）
        固定资产报废损失  
        财务费用  
        投资损失（减：收益）  -5,754,288.31
        递延税款贷项（减：借项）  
        存货的减少（减增加）  
        经营性应收项目的减少（减：增加）  15,170,000.00
        经营性的应付项目的增加（减：减少）  11,826.97
        其        他  315,082.7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036,198.94
  

 2、不涉及现金收支的投资和筹资活动:  
    债务转为资本  
    一年内到期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融资租入固定资产  
  

 3、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情况:  
    现金的期末余额  154,415,303.17
    减：现金的期初余额  121,619,500.32
    加：现金等价物的期末余额  
    减：现金等价物的期初余额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32,795,802.85

法定代表人：黄振光                主管会计机构负责人：赵亚江              会计机构负责人：陈志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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