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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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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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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峰

出差

吴旭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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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 2017 年末公司总股本 2,726,196,558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 元（含

税）
，共计派送现金红利 272,619,655.8 元（含税）
，剩余未分配利润留待以后年度分配。公司 2017
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本利润分配预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股票种类
A股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办公地址
电话
电子信箱
2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简称
广州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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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代码
600098

变更前股票简称
广州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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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2.1 主要业务和经营模式
公司从事综合能源业务投资开发和经营，以及能源金融业务，为广大客户提供电力、煤炭、

天然气、蒸汽、成品油等能源产品，同时提供天然气、煤炭和油品装卸、运输和储存服务。金融
业务主要为能源产业发展提供金融支持，实现产融结合。
公司电力、蒸汽主要通过所属火力发电机组、风力发电设备和光伏发电设备生产，电力主要

通过南方电网销售给终端用户,蒸汽通过自有管网销售给终端用户；煤炭和成品油通过外部采购，
经由公司运输、批发、销售等渠道服务终端用户。天然气通过外部采购,公司自有管网输送、销售
给终端用户。金融业务为集团提供资金归集管理、结算、信贷和供应链金融服务。
2.2 行业发展情况
2.2.1 电力行业发展情况
根据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有关统计，2017 年全国全社会用电量 6.3 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6.6%。
其中，第一产业用电量 1,155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7.3%；第二产业用电量 44,413 亿千瓦时，同比
增长 5.5%；第三产业用电量 8,814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0.7%；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 8,695 亿千瓦
时，同比增长 7.8%。全国电力需求呈现增速同比提高、动力持续转化、消费结构继续优化的特征。
2017 年，国家新一轮电力体制改革全面深化，电力市场化交易持续推进，发用电计划、竞争性环
节电价不断放开，跨区域、省内输配电价陆续核定，跨区域、省级电力交易中心逐步建立，电力
体制改革试点基本覆盖全国，社会资本投资增量配电、电力系统辅助设备业务力度加大，售电业
务竞争激烈，电力市场化架构逐渐明晰。这既给电力行业带来严峻的挑战，也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由于报告期内政府将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和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征收标准各降低
25%，煤电上网标杆电价略有上调，但随着市场化交易电量规模进一步扩大导致煤电企业让利增
加，加上煤炭价格高企波动，传统煤电效益持续大幅下滑，电力企业面临较大的挑战。
2.2.2 煤炭行业发展情况
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等有关统计，2017 年全国煤炭产量约为 35.2 亿吨，同比
增长 3.3%，其中，规模以上煤炭企业原煤产量 34.5 亿吨，同比增长 3.2%，全国煤炭销量 33.6 亿
吨，同比增长 3.6%。根据国家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费中占比将由 2015
年的 64%降至 2020 年的 58%以下，煤炭消费结构比例下降将是长期的主要趋势。
2017 年，国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化，化解煤炭过剩产能目标超额完成，严控进口煤炭，煤
炭供给得到控制，价格高位波动。2017 年全年平均指数为 516 元/吨，较 2016 年平均指数 381 元
/吨上涨 135 元/吨，同比增长 35.4%。
2.2.3 天然气行业发展情况
根据国家统计局有关统计，2017 年全国天然气产量 1,474 亿立方米，同比增长 8.5%，天然气
消费量 2,352 亿立方米，同比增长 17.0%。根据国家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到 2020 年天然气
在一次能源消费中占比力争达到 10%；2017 年，在国家政策鼓励支持下，煤改气快速推进，天然
气消费持续高速增长，同时天然气市场化改革加速推进，全产业链改革全面覆盖，规定“准许成
本+合理收益”的配气价格定价原则，加强天然气自然垄断环节的输配价格监管，天然气门站价格
市场化改革试点持续推进，储气价格市场化进一步放开，上海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重庆石油天
然气交易中心上线运行，竞价交易机制初步构建，天然气产业迎来新一轮发展机遇。
2.2.4 新能源行业发展情况
根据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有关统计，2017 年全年风电新增装机容量 1,952 万千瓦，累计并网

装机容量达到 1.64 亿千瓦，占全部发电装机容量的 9.2%，风电发电量 3,057 亿千瓦时，占全部发
电量的 4.8%，比重持续提高。
2017 年我国光伏发电累计装机容量 1.3 亿千瓦，同比增长 68.7%，提前并超额完成了“十三
五规划目标”
，年发电量 1,182 亿千瓦时，占我国全年总发电量的 1.84%。在环保压力和政策的支
持下，风光等新能源的装机容量与发电量比重的逐步提升将是中长期的能源发展大势。
2.3 公司所处行业地位
公司是广东省最大的地方性综合能源公司之一，服务范围主要在广东省内，并向外扩展至华
北、华东、华中、西南地区，主要经营以火力发电、能源物流、城市燃气和新能源为主的综合能
源业务。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可控装机容量为 410.87 万千瓦，报告期内公司合并口径
内发电企业完成发电量 165.47 亿千瓦时；公司属下全资子公司广州燃气集团有限公司是广州市城
市燃气高压管网建设和购销主体，拥有基本覆盖广州市全区域的高、中压管网，统筹全市高压管
网建设和上游气源购销，报告期内销售天然气 10.85 亿立方米；公司属下控股子公司广州珠江电
力燃料有限公司是广东省最大的市场煤供应商之一，报告期内公司市场煤销售量 2,143.27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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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2017年
总资产
38,549,382,719.77
营业收入
24,651,887,806.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678,545,285.76
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641,840,411.13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归 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 的 16,022,626,419.64
净资产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2,358,221,140.08
量净额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48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48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38
（%）

2016年
35,317,259,741.63
22,008,147,524.67
668,963,314.29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年比上年
2015年
增减(%)
9.15 34,861,272,842.84
12.01 21,116,650,727.13
1.43
1,302,614,913.21

654,219,257.43

-1.89

1,232,416,870.99

14,910,890,624.26

7.46

14,747,423,907.59

2,475,175,328.18

-4.73

3,189,175,088.84

0.2454
0.2454
4.51

1.43
1.43
减少0.13个
百分点

0.4778
0.4778
9.09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营业收入

第一季度
（1-3 月份）
4,644,489,675.09

第二季度
（4-6 月份）
5,592,047,914.33

第三季度
（7-9 月份）
7,226,820,013.76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7,188,530,203.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2,030,271.08

325,522,448.80

235,231,307.15

85,761,258.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28,895,594.90

315,004,284.95

216,264,372.78

81,676,158.5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91,460,902.66

274,455,187.99

591,866,789.33

1,100,438,260.10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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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86,287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80,335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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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比例
(%)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1,709,111,863

62.69

0

无

0

国有
法人

9,940,092

323,654,393

11.87

0

无

0

国有
法人

-17,725,498

54,000,000

1.98

0

无

0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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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29,094

26,229,094

0.96

0

无

0

其他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5,991,238

25,991,238

0.95

0

无

0

其他

0

14,716,817

0.54

0

无

0

其他

-486,988

11,117,843

0.41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7,728,500

7,728,500

0.28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5,856,000

5,856,000

0.21

0

质押

1,650,000 境内自
然人

4,613,021

4,613,021

0.17

0

无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量

0

广州国资发展控股有限公司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长电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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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在演
郝垣媛
朱丽秀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企
业年金计划－浦发

股份
状态

股东
性质

数量

0

其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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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1 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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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本付息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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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157

2012-6-25

2019-6-25

189,079

4.74

每年付息一
次，到期一
次还本付息

上海证券
交易所

2017 年第一期广州发
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绿色债券

G17 发展 1

127616

2017-9-6

2022-9-6

240,000

4.94

每年付息一
次，到期一
次还本付息

银行间债
券市场；
上海证券
交易所

交易场所

5.2 公司债券付息兑付情况
√适用□不适用
报告期内，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名“广州发展实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7 年 6 月 19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发布了《广州发展关于广州发展实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2012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2017 年付息的公告》
，并于 2017 年 6 月 26 日支付了“12 广控
01”自 2016 年 6 月 25 日至 2017 年 6 月 24 日期间的利息。“12 广控 01”的票面利率为
4.74%，每手“12 广控 01”（面值 1,000 元）派发利息为 47.40 元（含税）， 付息总额为
111,390,000.00 元。
5.3 公司债券评级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报告期内，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简称“中诚信证评”）对公司及公司已发行的“广州发
展实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的信用状况进行了跟踪分析。经中诚
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信用评级委员会最后审定，维持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评级展望稳定，
维持债券信用等级为 AAA。详见公司于 2017 年 6 月 30 日披露的《广州发展关于公司及公司债券
信用等级跟踪评级公告》
。
中诚信证评将于本年度报告发布后 2 个月内完成最新的定期跟踪评级，并发布定期跟踪评级
结果及报告。中诚信证评的定期和不定期跟踪评级结果等相关信息将在中诚信证评网站
（http://www.ccxr.com.cn）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予以公告，请投资者予以关注。
本公司外部经营环境变化、经营或财务状况变化以及已发行债券偿债保障情况较债券发行时
基本一致，中诚信证评未出具不定期跟踪评级报告。
2.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简称“中诚信证评”）评定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评级展望
为稳定；评定“2017 年第一期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绿色债券”的债项信用等级为 AAA。详
见相关债券（债券代码：127616）于上海交易所 2017 年 9 月 1 日披露的《2017 年第一期广州发
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绿色债券信用评级公告》
（http://www.sse.com.cn/）
。

5.4 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主要指标
资产负债率（%）

2017 年

2016 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50.06

47.75

2.31

EBITDA 全部债务比

0.2103

0.2690

-21.82

利息保障倍数

3.3190

3.7442

-11.36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1.1 夯实综合能源基础，稳步推进生产经营
1.1.1 电力业务—努力挖潜节流，较好完成各项生产经营目标
电力集团加强统筹协调，通过积极争取电量、加强全方位成本控制、努力挖潜节流等举措，

实现发电量及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长，较好地完成了各项生产经营目标。
各电厂积极参与电力市场化交易，共签订年度长协电量 22.4 亿千瓦时，同比增加 5.1 亿千瓦时，
集中竞价竞得电量 33.7 亿千瓦时，竞价价格优于全省平均水平。
2017 年，公司合并口径内火力发电企业完成发电量 163.89 亿千瓦时，上网电量 153.57 亿千
瓦时，同比分别增长 0.73%和 0.54%。可控范围火电设备平均利用小时数为 4,150 小时，与广东火
电设备平均利用小时数 4,069 小时相比，高出 81 小时。其中：珠电公司发电量 27.76 亿千瓦时，
上网电量 25.76 亿千瓦时，同比分别增长 21.33%和 21.33%；东电公司发电量 24.25 亿千瓦时，上
网电量 22.38 亿千瓦时，同比分别下降 7.72%和 8.71%；天然气发电公司发电量 23.48 亿千瓦时，
上网电量 22.95 亿千瓦时，同比分别下降 6.76%和 6.83%；恒益电厂发电量 51.03 亿千瓦时,上网
电量 47.77 亿千瓦时，同比分别增长 2.57%和 2.56%；中电荔新公司发电量 36.42 亿千瓦时，上网
电量 33.78 亿千瓦时，同比分别下降 3.50%和 3.36%；鳌头能源站项目完成发电量 0.95 亿千瓦时，
上网电量 0.93 亿千瓦时，同比分别增长 10.11%和 10.46%。发展建材公司完成加气砖销售量 41.45
万立方米，同比下降 6.96%。
1.1.2 能源物流业务—践行“走出去”战略，不断拓宽市场辐射面
报告期内，能源物流集团积极践行“走出去”发展战略，以开拓创新为驱动力，抓住机遇，
把握节奏，优化经营策略，实现收入和利润同比增长。在巩固华南地区客户、积极开拓华东和华
中区域市场的基础上，成立西南分公司，初步构建国内全方位煤炭营销网络；通过套期保值业务
尝试期转现、动力煤期货实物交割业务，探索新的业务模式。2017 年实现市场煤销售量 2,143.27
万吨，同比下降 10.58%。发展碧辟公司实现油罐租赁量 525 万立方米，同比下降 4%；实现成品油
销售 52 万吨，同比下降 14%。发展港口公司完成接卸量 1,105 万吨，同比下降 0.63%，港发码头
公司完成吞吐量 331 万吨，同比增长 6%。受煤炭供应偏紧，船舶等泊时间延长，航运周期长等因
素影响，发展航运和中发航运自有运力合计完成货运量 571 万吨，同比下降 8%。
1.1.3 天然气业务——积极应对挑战和考验，天然气销售量实现同比增长
燃气集团大力推进“管道燃气三年提升计划”
，积极抓好气源组织，推进工商业等用户开发和
城中村管道燃气供应，优化运营管理，加强客户服务，全年完成天然气销售量 10.85 亿立方米，
同比增长 4.14%，新覆盖用户 9.2 万户，超额完成年度任务，新签工商业和公福用户日用气量 23
万立方米，同比增长 40%。
1.1.4 新能源业务—装机容量大幅增长，规模效应初步显现
新能源公司集中力量加大项目开发，规模效应初步显现。截至 2017 年底，已投产项目达到
18 个，并网装机容量 159.9MW，同比增长 70%。报告期内，风电项目完成发电量 8,815 万千瓦时，
售电量 8,233 万千瓦时，同比分别下降 4.85%和 3.31%；光伏发电项目完成发电量 6,975 万千瓦时，
售电量 6,889 万千瓦时，同比分别增长 268.56%和 266.83%。
1.1.5 金融平台业务—产融结合促推业务发展成效显著
财务公司充分发挥资金集中运作平台的优势，开展各类结算、信贷及资金同业存放等业务，

截止 2017 年底，归集资金 62.8 亿元，归集率超过 60%。
融资租赁公司顺利起步，稳步开展船舶售后回租、光伏发电设备直租等业务，全年融资租赁
金额 2.7 亿元。
1.2 培育新业态、新模式，投资建设驱动转型
公司坚持清洁能源发展方向，牢牢把握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线，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
求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培育新业态和新模式，
“十三五”重点打造的能源
金融、新能源、售电、智能燃气表等新业务成为公司新的增长点。
1.2.1 电力业务—抓住市场化改革机遇发展新业务
珠电公司通过竞争获得粤桂合作试验区增量配电网投资权，实现公司配电业务零的突破。有
序推进售电业务，电力销售公司全年签约代理总合约电量约 31.6 亿千瓦时，年度长协成交电量
16.5 亿千瓦时，集中竞价成交电量 12.6 亿千瓦时，同比增加 9.1 亿千瓦时；同时，借助产业链
优势，新设广西、湖北、江苏 3 家售电公司，探索拓展省外售电业务。
积极寻求能源站项目投资机会，从化太平 2×40MW 级能源站项目已于 12 月举行启动仪式，从
化明珠产业园 2×40MW 级能源站项目通过竞争获得项目投资开发权，广药白云基地、国际金融城
等项目正在开展前期工作。
1.2.2 能源物流业务—大胆探索独创性新领域、新模式
能源物流集团实施世界第一艘千吨级纯电动载重船舶研发项目，样船已于 11 月顺利下水，正
在试运行；积极开展能源检测业务；同发东周窑煤矿项目工程全年累计进尺 10,965 米，生产原煤
累计 644 万吨，销售商品煤 256 万吨；同煤甲醇项目累计生产甲醇 47 万吨，完成销售 47 万吨。
1.2.3 天然气业务—积极推进模式清晰的新兴产业
燃气集团广开渠道，落实广东大鹏 LNG 代加工权益，打通进口气源直接采购通道。积极开展
燃气保险代理等增值业务。大力推广物联网智能燃气表，全年安装智能燃气表 25.6 万只，拓展华
南市场销售 3.2 万只，筹建智能燃气表生产线，推进智能制造新业务。
天然气利用四期项目石滩门站-火村调压站管线工程正式开工建设；全年红线外中压管道建设
74 公里。广州 LNG 应急调峰气源站项目积极推进备选站址资源收购整合工作。
1.2.4 新能源业务—一批项目策划及前期工作全面铺开
一批新能源项目成功投运，具有一定标杆性意义。台山渔光互补项目于 2017 年 6 月成功并网
发电，成为省内第一个投产的渔业光伏项目；西部沿海高速服务站光伏+充电桩示范项目成功并网
运行，是广东省高速公路系统首个光伏车棚与充电桩一体化示范项目，具有示范推广意义；南沙
充电站项目于 2017 年 6 月投产试运营，成为南沙区首个电动汽车充电站并实现当年投产当年盈利；
南澳风电并购项目于 12 月底顺利交割，项目并购实现零的突破。在建项目装机规模 31MW；完成
多个光伏项目备案，储备规模 163.7MW；多个风电项目开展前期测风工作；一批新能源项目开展
并购前期工作。
1.2.5 金融平台业务—稳步扩大业务规模

财务公司各项工作稳步推进，目前已为成员单位开办了吸收存款、代理收款、代理支付、发
放自营贷款、办理委托贷款、开具保函、开具存款证明等各类结算、信贷业务，以及对外办理资
金存放同业等业务，有效提高资金综合使用效率和资金运作水平。
融资租赁公司通过完成“发展 2”与“发展 5”散货船的回租及签订广汽丰田三期、广汽丰田
发动机、南沙粮食码头、万宝冰箱等新能源项目的融资租赁合同，进一步扩大融资租赁规模。
1.3 全方位加强成本控制成效显著
公司加强生产成本控制，严控三项费用，多渠道降本增效，挖掘内部潜力。电力集团组织相
关电厂开展低价、低热值煤掺烧控制生产成本，珠江电厂全年掺烧低热值煤 122 万吨，掺烧比例
达 52%，燃料成本下降成效显著。同时密切关注政府扶持政策，积极申报超洁净或超低排放相关
补贴。能源物流集团积极打通煤炭直接进口渠道，配合属下电厂开展低价、低热值煤掺烧控制生
产成本工作，持续开展产业链降成本活动。燃气集团优化气源采购策略，新增中海油稳定供应渠
道，在保障供应之余节约采购成本。
1.4 扎实开展安健环管理工作
2017 年，公司环保治理水平不断提升，燃煤电厂烟气排放均已达到超洁净或超低排放标准，
基本实现工业废水循环利用和减量合规排放。公司进一步健全和规范安健环规章制度，落实特别
防护期安全防控措施，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加强施工现场安全监管、重大危险源和重点危险源管
理，强化基层安全队伍建设，加强应急能力建设，开展专项安全检查、安全教育培训和形式多样
的安全活动。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实现连续安全生产 3,481 天。
1.5 加大技术创新投入成果丰硕
建立健全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发展工作协调机制，能源物流集团、燃气集团、发展光伏、广燃
设计、燃气用具检测等 5 家企业成功通过高企认定，实现公司高企零的突破。
公司围绕安全生产、经营管理中存在的技术需求，组织实施一批重点研发攻关项目。推动国
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核心子课题《综合能源与智能配用电系统示范工程》等重点技术研发项目。
取得一批自主知识产权，新申请专利 106 项，
“大宗商品（能源类）供应链管理平台”和“千吨级
新能源电动船舶”入选“2017 中国创交会”参展项目。牵头成立“广州清洁能源技术与经济产学
研技术创新联盟”和“广州市加气混凝土工艺与应用技术创新联盟”，作为主要发起单位成立“广
东省光伏产业技术创新联盟”
。持续健全技术创新体制机制，技术创新管理信息系统正式上线，规
范了研发项目和技术创新业务管理流程；推动建立技术创新容错机制，激发创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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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财政部于 2017 年度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42 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
止经营》，自 2017 年 5 月 28 日起施行，对于施行日存在的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
止经营，要求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财政部于 2017 年度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修订后的准则自 2017
年 6 月 12 日起施行，对于 2017 年 1 月 1 日存在的政府补助，要求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于 2017
年 1 月 1 日至施行日新增的政府补助，也要求按照修订后的准则进行调整。
财政部于 2017 年度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对一般企
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适用于 2017 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
本公司执行上述三项规定的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1）在利润表中分别列示“持续经营净利润”和“终止
经营净利润”
。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3）与本公司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计入其他收益，
不再计入营业外收入。比较数据不调整。
（4）在利润表中新增“资产处置收益”项目，将部分原
列示为“营业外收入”的资产处置损益重分类至“资产
处置收益”项目。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5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列示持续经营净利润本年金额
894,151,680.68 元；列示终止经营净利
润本年金额 0.00 元。
其他收益：38,017,509.95 元。
营业外收入减少 54,290,797.36 元，重
分类至资产处置收益。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公司 2017 年度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共 55 户，比上年增加 6 户，具体情况如下：
（1）新设子公司
全资子公司广州发展能源物流集团有限公司于 2017 年 9 月投资设立了全资子公司湖北穗发能
源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广州发展能源物流集团有限公司于 2017 年 8 月投资了全资子公司江苏穗发能源有
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广州发展电力销售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7 年 5 月投资设立了全资子公司广西穗发能
源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广州发展光伏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7 年 8 月投资设立了全资子公司紫金广发农

业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广州发展光伏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7 年 8 月投资设立了全资子公司韶关广发光
伏发电有限公司。
（2）本期发生的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发展新能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于 2017 年 12 月购买南澳县南亚新能源技
术开发有限公司 100%股权，本期列入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及其他变化情况详见年报附注“八、合并范围的变更”和“九、在其
他主体中的权益。
”

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伍竹林
2018 年 4 月 2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