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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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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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桂东电力 600310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陆培军 梁 晟 

电话 0774-5297796、5283977 0774-5297796 

办公地址 广西贺州市平安西路12号 广西贺州市平安西路12号 

电子信箱 600310@sina.com 600310@sina.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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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28,446,888.03 15,995,375,483.38 19.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936,183,620.57 2,037,675,831.62 -4.98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459,031,875.10 5,023,237.95 -9,238.17 

营业收入 11,349,562,637.12 7,724,724,060.32 46.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54,611,905.96 160,677,683.06 -13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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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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63,470.88 44,170,140.34 -28.7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2.72 8.18 减少10.90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660 0.1941 -134.0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660 0.1941 -13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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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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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股比

例(%)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广西正润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50.03 414,147,990 0 无   

广西贺州市广泽资本投资有

限公司 

国有法

人 

1.29 10,663,536 0 未知   

林民 境内自

然人 

1.03 8,485,271 0 未知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其他 0.78 6,444,576 0 未知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0.43 3,537,900 0 未知   

谭维宁 境内自

然人 

0.37 3,089,478 0 未知   

周华 境内自

然人 

0.35 2,860,100 0 未知   

刘国真 境内自

然人 

0.29 2,376,100 0 未知   

鞠灿红 境内自

然人 

0.26 2,158,700 0 未知   

李凯邦 境内自

然人 

0.24 1,998,400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本公司前十名股东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

中, 广西正润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与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和前十名股东中的其他股东之间

不存在关联关系并不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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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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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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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2019 年非

公 开 发 行

公 司 债 券

（第一期） 

19 桂东 01 151517 2019年4月
25 日 

2024年4月
25 日 

500,000,000.00 6.9 

2019 年非

公 开 发 行

公 司 债 券

（第二期） 

19 桂东 02 162819 2019 年 12
月 24 日 

2022 年 12
月 24 日 

350,000,000.00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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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度末 

资产负债率 87.12   83.94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1.38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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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上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以及严峻的经营形势，公司管理层紧紧围绕公司发

展战略和经营计划，在全面把握当前发展形势和落实防疫工作的基础上，坚持稳中求进，确保生

产经营和防疫两不误，推动公司经营业务稳步有序开展。 
一、报告期内生产经营指标完成情况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水电厂流域来水与上年同期相比少，自发电量同比下降。1-6 月公司全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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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控股的水电厂完成发电量 9.44 亿千瓦时（含小水电），比上年同期下降 23.62%，其中下属合面

狮水电厂完成发电量 1.77 亿千瓦时，同比下降 32.61%；控股 93%的桂能电力昭平水电厂完成发电

量 1.83 亿千瓦时，同比下降 19.27%；控股 85.12%的桂海电力下福水电厂完成发电量 1.19 亿千瓦

时，同比下降 18.63%；控股 76%的桂江电力巴江口水电厂完成发电量 2.65 亿千瓦时，同比下降

20.25%；全资子公司梧州桂江公司京南水电厂完成发电量 1.48 亿千瓦时，同比下降 26.75%。售电

方面，受疫情影响社会用电量减少，报告期实现财务售电量 18.75 亿千瓦时，同比下降 6.7%；外

购电量合计 9.91 亿千瓦时，同比增加 13%；实现营业收入 1,134,956.26 万元，同比增长 46.93%，

其中电力销售收入 82,653.94 万元，同比下降 1.54%，油品业务销售收入 1,050,931.40 万元，同比

增长 56.73%。上半年营业利润亏损 6,615.12 万元，同比下降 126.19% ；净利润-5,671.14 万元，

同比下降 130.51%；每股收益-0.0660 元，同比下降 134%；全面摊薄净资产收益率-2.82%；实现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3,146.35 万元，同比下降 28.77%；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每股收益

0.0380 元，同比下降 28.84%。 
报告期内对公司经营业绩有较大影响的主要因素：（1）主营业务影响，2020 年上半年公司各

水电厂来水流域同比偏少，自发电量同比下降 23.62% （下降 29,190.44 万千瓦时），外购电量增

加，发、供电利润同比减少；油品业务受疫情及国际油价下跌影响，出货量减少，价格空间收窄，

毛利减少，仓储费用及资金费用增加，利润减少。（2）非经营性损益影响，主要是国海证券股票

价值变动影响，其价值变动-9,926.62 万元（扣除所得税后）计入当期损益，导致当期利润为负值，

扣除该主要影响后，当期净利润同比略有下降。 
二、报告期内主要工作情况 
1、全力推进项目建设工作。报告期内公司全力推进农网改造升级项目、姑婆山增量配电网项

目、220 千伏扶隆输变电工程、220 千伏立头输变电工程、桂东电力 110 千伏电网（南片）完善工

程等项目建设，严格按照工期计划，落实主体责任和人员，滚动实施，通力配合，严把质量，确

保项目顺利推进。 
2、强化经营管理。围绕公司全年经营目标和任务，采取以周保月、以月保季、以季保年的方

式保经营，通过及时分析做好经营预测，查摆存在问题，制定整改措施，切实发挥导向能效，确

保各项经营管理工作可控在控；通过落实政府加快工业企业复工复产的一系列政策措施，支持企

业复工复产，积极落实优化营商环境工作要求，加强政策宣传引导，4 月至 5 月，公司售电量有

了明显增长，逐渐接近去年同期水平；广西永盛在资金存量减少，市场疲软的情况下，采取灵活

的快进快出销售策略，与上下游客户保持紧切的联系，确保了收入同比增长。 
3、加强安全管理力度，保障公司安全有序发展。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按照“安全第一，预防为

主，综合治理”的指导方针，狠抓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加强疫情防控工作，安全有序推进复产复

工，部署“强监管、严执法”专项行动，强化工程项目安全监管，加强防汛管理，保障安全度汛，

有力保障公司持续稳定发展。 
4、强化资金管理，多渠道筹资的同时积极压降资金成本，提高资金管理效益。一是通过国开

证券-广西桂东电力电费收益权资产支持专项计划资产支持证券募集 10 亿元资金；二是利用国家、

自治区在疫情期间的信贷支持政策获得了部分银行的流动资金贷款，享受贴息政策，优化公司债

务结构，为复工复产提档加速；三是通过以低成本资金置换高成本资金的方式有效降低了融资成

本。 
5、重大资产重组工作稳步推进。报告期内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广投能源

所持有的广西广投桥巩能源发展有限公司（桥巩水电站）100%股权，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已经

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已获得中国证监会受理。桥巩水电站资产注入后，将大幅提

升公司的资产和装机规模，提高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对公司长期稳定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6、积极履行社会责任。自新冠疫情发生以来，公司持续高度关注疫情发展形势，努力做好公

司疫情防控及自身经营管理的同时，积极响应政府号召，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向贺州市红十字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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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赠现金 200 万元人民币，并向贺州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捐赠价值

25 万元的医疗设备，助力抗击新冠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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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会计政策变更的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以下简称“财政部”）于 2017 年 7 月 5 日修订发布了《企业会计准

则第 14 号——收入》（财会[2017]22 号）（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

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新收入准则将现行收入和建造合同两项准则纳入统一的收入确认模型；以控制权转移替代风

险报酬转移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标准；识别合同所包含的各单项履约义务并在履行时分别确

认收入；对于包含多重交易安排合同的会计处理提供更明确的指引；对于某些特定交易（或事项）

的收入确认和计量给出了明确规定。  
按照财政部规定，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开始执行上述企业会计准则。 
2. 会计政策变更具体内容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修订的最新会计准则进行的相应变更，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

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公司将按照新收入准则相关规定执行。除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外，其他

未变更部分，公司仍执行财政部前期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及各项具体会计准则、

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根据新旧准则衔接规定，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的企业按照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

调整当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本次执行新准

则预计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 流量产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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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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