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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要提示 

1．1 本公司董事会及其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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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

别及连带责任。 

1．2 本季度报告中的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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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9,530,962.82 555,303,845.68 -1.0396 
股东权益(不含少数股东权益)（元） 544,431,176.53 550,782,114.66 -1.1531 

每股净资产(元/股) 2.6142 2.6447 -1.1532 

调整后的每股净资产（元/股） 2.5765 2.6070 -1.1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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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09,258.23 -12,309,258.23 -55.00 
每股收益（元/股） -0.0305 -0.0305 -235.16 
净资产收益率（%） -1.1676 -1.1676 减少 0.8335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资产收益率(%) -1.3234 -1.3234 减少 0.3327 个百分点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金    额 
证券投资收益 39,639.00 
委托贷款收益 806,345.83 
营业外收支净额 1,738.73 

合    计 847,72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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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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 年 3 月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2005 年 1-3 月 2004 年 1-3 月 

 一、主营业务收入 45,432,737.54 28,114,772.02

     减：主营业务成本 46,404,911.70 28,504,758.48

         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 211,705.08 266,212.80

 二、主营业务利润 -1,183,879.24 -656,199.26

     加：其他业务利润 5,947.20

         营业费用 

         管理费用 6,010,481.49 5,134,580.07

         财务费用 -56,464.17 -129,042.05

 三、营业利润 -7,131,949.46 -5,661,737.28

     加：投资收益 779,272.50 3,758,603.48

         补贴收入 

         营业外收入 1,738.73 5,947.20

     减：营业外支出 

 四、利润总额 -6,350,938.13 -1,897,186.60

     减：所得税 

         少数股东损益 

 五、净利润 -6,350,938.13 -1,897,18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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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总监：陈志坚     会计机构负责人：郑奇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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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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 年 1-3 月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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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47.20

    营业费用  

    管理费用 2,924,117.70 2,575,956.99

    财务费用 -34,356.08 -97,138.98

 三 营业利润 -2,883,814.42 -2,478,818.01

   加：投资收益 -3,467,123.71 575,684.21

   补贴收入 

   营业外收入 5,947.20

   减：营业外支出 

 四 利润总额 -6,350,938.13 -1,897,186.60

   减：所得税  

   减：少数股东损益  

 五 净利润 -6,350,938.13 -1,897,18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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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总监：陈志坚      会计机构负责人：郑奇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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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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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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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泽贤 287,530 A 股 
2 王太生 252,446 A 股 
3 刘德林 206,100 A 股 
4 俞艳 180,002 A 股 
5 汤丹丹 160,000 A 股 
6 郑健安 151,000 A 股 
7 俞经广 118,000 A 股 
8 许敏 114,900 A 股 
9 周仰志 108,000 A 股 
10 杜国元 100,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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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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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把握住地方经

济恢复性增长、电力需求旺盛的时机，加强生产经营管理，确保机组良好运行，努力

提高机组发电小时数，报告期售电量和售汽量创历史同期新高。但由于煤炭供应持续

紧张，价格继续攀升，导致公司主营业务成本大幅增加，主营业务利润出现了亏损，

且由于受证券市场不断探底的影响，公司短期投资收益也有一定幅度的减少。面对极

其不利的经营环境和巨大的经营压力，公司在进一步加大设备管理力度，争取多发电

多供热，充分发挥热电联供效益的同时，采取多种措施寻找合适的新煤源新煤种，开

拓煤炭选用空间，继续加大锅炉对煤炭适应范围的技改力度，努力降低燃料成本，并

通过强化预算管理降低可控生产经营成本，尽可能节约开支，另一方面抓住时机做好

短期投资，争取有较好的收益。报告期内，公司净利润为-635.09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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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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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432,737.54 46,404,911.70 -2.14 

    
 
3．1．2 公司经营的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适用    √不适用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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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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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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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毛利率为-2.14%，与前一报告期毛利率 2.52%相比下降了 4.66 个百分

点，主营业务盈利能力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是燃煤价格继续攀升，主营业务成本增

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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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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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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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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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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长： 黄振光 

                                  二 OO 五年四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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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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 年 3 月 31 日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2005 年 3 月 31 日 2004 年 12 月 31 日 

   资  产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35,773,507.00 58,302,244.53
  短期投资 137,790,179.46 128,393,172.39
  应收股利 
  应收利息 
  应收帐款 33,828,507.46 31,025,807.51
  其他应收款 8,609,108.79 10,216,554.51
  预付帐款 21,383,363.30 3,583,231.50
  应收补贴款 
  存货 9,634,438.22 19,244,575.84
  待摊费用 1,225,584.44 374,728.15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债权投资 

  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248,244,688.67 251,140,314.43
长期投资： 
  长期股权投资 83,500,000.00 83,500,000.00
  长期债权投资 
  长期投资合计 83,500,000.00 83,500,000.00
  
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原价 332,058,592.08 331,603,780.53
    减：累计折旧 142,315,584.73 138,619,045.36
  固定资产净值 189,743,007.35 192,984,735.17
    减：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固定资产净额 189,743,007.35 192,984,735.17
  工程物资 
  在建工程 2,415,447.68 2,309,872.53
  固定资产清理 
  固定资产合计 192,158,455.03 195,294,607.70
无形资产及其他资产： 
  无形资产 17,187,003.98 17,305,808.12
  长期待摊费用 421,520.98
  其他长期资产 8,019,294.16 8,063,115.43
  无形资产及其他资产合计 25,627,819.12 25,368,923.55
递延税项： 
  递延税款借项 
资产总计 549,530,962.82 555,303,845.68

法定代表人：黄振光      主管会计机构负责人：赵亚江    财务总监：陈志坚    会计机构负责人：郑奇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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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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 年 3 月 31 日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2005 年 3 月 31 日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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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329.31 3,373,393.23
  预收帐款 
  应付工资 106,912.33 12,554.33
  应付福利费 371,478.53 715,998.82
  应付股利 508,200.00 508,200.00
  应交税金 1,931,846.88 -2,945,679.58
  其他应交款 78,500.82 15,666.84
  其他应付款 1,500,821.17 2,454,784.42
  预提费用 466,697.25 386,81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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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99,786.29 4,521,73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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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99,786.29 4,521,73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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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897,764.04 55,897,764.04
    其中：法定公益金 12,952,795.66 12,952,795.66
  未分配利润 -4,613,000.96 1,737,937.17
  其中：拟分配现金股利 
股东权益合计 544,431,176.53 550,782,114.66
负债和股东权益总计 549,530,962.82 555,303,845.68

法定代表人：黄振光     主管会计机构负责人：赵亚江    财务总监：陈志坚     会计机构负责人：郑奇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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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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 年 1-3 月 2004 年 1-3 月 

 一、主营业务收入 45,432,737.54 28,114,772.02

     减：主营业务成本 46,404,911.70 28,504,758.48

         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 211,705.08 266,212.80

 二、主营业务利润 -1,183,879.24 -656,199.26

     加：其他业务利润 5,947.20

         营业费用 

         管理费用 6,010,481.49 5,134,580.07

         财务费用 -56,464.17 -129,042.05

 三、营业利润 -7,131,949.46 -5,661,737.28

     加：投资收益 779,272.50 3,758,603.48

         补贴收入 

         营业外收入 1,738.73 5,947.20

    减：营业外支出 

 四、利润总额 -6,350,938.13 -1,897,186.60

     减：所得税 

         少数股东损益 

 五、净利润 -6,350,938.13 -1,897,18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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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总监：陈志坚    会计机构负责人：郑奇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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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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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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196,330.59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536,839.57

现金流入小计  52,733,170.16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54,165,888.96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6,692,619.29

       支付的各项税费  779,199.22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3,404,720.92

现金流出小计  65,042,428.3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309,258.23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1,294,430.39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的现金  961,29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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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5,730.22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支付的现金  274,064.73

      投资所支付的现金  12,201,144.79

      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现金流出小计  12,475,209.5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219,47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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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28,737.53

法定代表人：黄振光      主管会计机构负责人：赵亚江     财务总监：陈志坚   会计机构负责人：郑奇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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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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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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50,938.13

    加：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  1,302,856.90

        固定资产折旧  3,696,53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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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0,856.29

        预提费用的增加（减：减少）  79,88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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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9,272.50

        递延税款贷项（减：借项）  

        存货的减少（减：增加）  9,610,137.62

        经营性应收项目的减少（减：增加）  -18,995,386.03

        经营性的应付项目的增加（减：减少）  460,934.03

        其  他  -645,782.9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309,25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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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73,507.00

    减：现金的期初余额  43,302,24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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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28,737.53

法定代表人：黄振光     主管会计机构负责人：赵亚江      财务总监：陈志坚   会计机构负责人：郑奇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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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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 年 3 月 31 日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2005 年 3 月 31 日 2004 年 12 月 31 日 

   资  产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26,662,710.54 36,170,370.57
  短期投资 130,726,836.60 122,928,268.50
  应收股利 
  应收利息 
  应收帐款 
  其他应收款 15,962,034.84 17,714,457.89
  预付帐款 
  应收补贴款 
  存货 
  待摊费用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债权投资  
  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173,351,581.98 176,813,096.96
长期投资： 
  长期股权投资 353,570,040.39 357,930,292.03
  长期债权投资 
  长期投资合计 353,570,040.39 357,930,292.03
  
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原价 23,048,412.18 23,048,412.18
    减：累计折旧 5,447,289.76 5,253,748.90
  固定资产净值 17,601,122.42 17,794,663.28
    减：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固定资产净额 17,601,122.42 17,794,663.28
  工程物资 
  在建工程 
  固定资产清理 
  固定资产合计 17,601,122.42 17,794,663.28
无形资产及其他资产： 
  无形资产 
  长期待摊费用 421,520.98
  其他长期资产 
  无形资产及其他资产合计 421,520.98
递延税项： 
  递延税款借项 
资产总计 544,944,265.77 552,538,052.27
法定代表人：黄振光      主管会计机构负责人：赵亚江     财务总监：陈志坚   会计机构负责人：郑奇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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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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 年 3 月 31 日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2005 年 3 月 31 日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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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216.48 251,979.53
  应付股利 508,200.00 508,200.00
  应交税金 112.35 112.35
  其他应交款 5.25 5.25
  其他应付款 195,555.16 1,475,64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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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3,089.24 2,235,93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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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3,089.24 2,235,93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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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163,754.16 51,163,754.16
    其中：法定公益金 11,374,792.36 11,374,792.36
  未分配利润 -358,991.08 5,991,947.05
    其中：拟分配现金股利 
股东权益合计 543,951,176.53 550,302,114.66
负债和股东权益总计 544,944,265.77 552,538,052.27 
法定代表人：黄振光      主管会计机构负责人：赵亚江    财务总监：陈志坚    会计机构负责人：郑奇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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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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 年 1-3 月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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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47.20

    营业费用  

    管理费用 2,924,117.70 2,575,956.99

    财务费用 -34,356.08 -97,138.98

 三 营业利润 -2,883,814.42 -2,478,818.01

   加：投资收益 -3,467,123.71 575,684.21

   补贴收入 

   营业外收入 5,947.20

   减：营业外支出 

 四 利润总额 -6,350,938.13 -1,897,186.60

   减：所得税  

   减：少数股东损益  

 五 净利润 -6,350,938.13 -1,897,18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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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总监：陈志坚   会计机构负责人：郑奇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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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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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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830,829.43

现金流入小计  1,830,82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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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8,508.58

       支付的各项税费  63,332.65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923,528.06

现金流出小计  3,105,369.2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74,539.86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878,700.00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的现金  961,29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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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9,99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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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73,120.00

      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现金流出小计  10,073,120.0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233,1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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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07,660.03

法定代表人：黄振光      主管会计机构负责人：赵亚江   财务总监：陈志坚     会计机构负责人：郑奇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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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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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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50,938.13

    加：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  1,302,856.90

        固定资产折旧  193,54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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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67,12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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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2,423.05

        经营性的应付项目的增加（减：减少）  -1,280,085.32

        其        他  -359,460.9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74,53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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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62,710.54

    减：现金的期初余额  21,170,37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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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07,660.03

法定代表人：黄振光     主管会计机构负责人：赵亚江    财务总监：陈志坚     会计机构负责人：郑奇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