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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秦敏、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均毅  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兰旻保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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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98,392,678.04 14,404,967,574.61 13.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2,035,079,702.17 1,883,176,535.90 8.07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48,932,755.77 -475,928,467.14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19,473,314,751.43 9,424,149,971.95 106.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72,597,954.83 9,589,564.48 1,699.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55,374,752.11 4,690,910.93 1,080.4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8.76 0.47 增加 8.29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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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率（%）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2085 0.0116 1,697.41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2085 0.0116 1697.41 

注：上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和每股收益同比大幅变动原因：一是本期执行新金融工具

准则将持有的国海证券股票重分类至交易性金融资产，其公允价值变动 10,072.60万元计入当期

损益；二是本期水电厂流域来水较好，自发电量同比大幅增加，外购电量减少，发、供电利润同

比增加 12,787.09万元；三是本期油品业务受市场影响，实现净利润 1,422.35万元，实现净利润

同比减少 68.66%。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

金额（1-9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

的税收返还、减免 

-243,008.78 -167,486.03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

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

补助除外 

383,924.83 2,477,549.03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

占用费 

6,695,117.24 21,242,097.33 对非合并范围

内收取的利息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

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

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

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

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

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

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

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

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

-15,512,905.72 108,886,913.14 包含国海证券

股票公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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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

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

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

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

的投资收益 

变动损益

10,072.60万

元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

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

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

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818,615.23 -3,223,036.97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13,434,522.28 13,434,522.28 处置桂盛公司

股权所得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31,705.84 -2,609,526.20  

所得税影响额 -91,668.78 -22,817,829.86  

合计 715,660.00 117,223,202.72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41,340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广西正润发展

集团有限公司 

414,147,990 50.03 0 
无 

 国有法人 

广西贺州市广

泽资本投资有

限公司 

10,663,536 1.29 0 

未知 

 国有法人 

林民 8,485,271 1.03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陈光阳 8,134,187 0.98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4,671,073 0.56 0 
未知 

 其他 

中国证券金融

股份有限公司 

3,537,900 0.43 0 
未知 

 其他 

周华 2,860,100 0.35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刘国真 2,222,600 0.27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李凯邦 1,998,400 0.24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潘银珍 1,835,900 0.22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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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

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广西正润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414,147,990 人民币普通股 414,147,990 

广西贺州市广泽资本投资有

限公司 

10,663,536 
人民币普通股 

10,663,536 

林民 8,485,271 人民币普通股 8,485,271 

陈光阳 8,134,187 人民币普通股 8,134,187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4,671,073 人民币普通股 4,671,073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3,537,900 人民币普通股 3,537,900 

周华 2,860,100 人民币普通股 2,860,100 

刘国真 2,222,600 人民币普通股 2,222,600 

李凯邦 1,998,400 人民币普通股 1,998,400 

潘银珍 1,835,900 人民币普通股 1,835,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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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公司与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

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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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

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截止报告期末，资产负债表项目重大变动原因分析 

                                                                          单位：元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变动幅度

（%） 

主要变动原因说明 

交易性金

融资产 
878,933,802.44  不适用 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影响 

应收票据 64,023,360.91 100,741,286.95 -36.45 母公司银行承兑汇票到期承兑 

应收账款 1,036,133,594.69 268,899,865.01 285.32 全资子公司广西永盛公司应收款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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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及本期合并新增子公司恒润筑邦 

其他应收

款 
1,467,869,898.97 478,297,374.61 206.89 

母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广西永盛公司

其他应收款增加 

其他流动

资产 
305,431,297.46 232,890,931.35 31.15 本期合并新增子公司恒润筑邦公司 

应付票据 2,110,959,611.74 1,171,301,840.00 80.22 母公司、广西永盛应付票据增加 

应付账款 833,706,774.23 349,373,069.32 138.63 
广西永盛应付账款增加和本期合并

新增子公司恒润筑邦 

应付职工

薪酬 
10,837,023.85 37,941,862.05 -71.44 公司本期支付应付职工薪酬增加 

应付债券 497,228,155.88 
 

100.00 母公司应付债券增加 

其他应付

款 
2,250,709,966.22    566,788,774.54   297.10  

母公司其他应付款增加和本期合并

新增子公司恒润筑邦 

一年内到

期的非流

动负债 

  916,443,651.33   3,744,114,454.72    -75.52  
公司本期兑付到期公司债券及债务

融资工具 

长期应付

款 
2,349,800,428.73  1,127,787,054.49    108.35  公司收到融资租赁款项增加 

递延收益    32,227,290.52      19,870,994.02     62.18  本期合并新增子公司恒润筑邦公司 

其他综合

收益 
-521.00  -56,745,632.65  -100.00  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影响 

 

报告期利润表数据同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说明 

单位：元 

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幅度

（%） 

主要变动原因说明 

营业收入 19,473,314,751.43  9,424,149,971.95  106.63% 
子公司广西永盛、桂盛公司收入增

加 

营业成本 18,735,652,246.24  8,879,097,647.88  111.01% 
子公司广西永盛、桂盛公司销售规

模增加，成本随之增加 

销售费用     93,411,500.31     68,330,240.08  36.71% 
本期合并新增子公司恒润筑邦销售

费用增加 

其他收益      1,091,549.03     1,536,458.32  -61.11% 母公司其他收益减少 

投资收益     -3,350,254.56     -2,130,191.56  不适用 公司持有国海证券股票分红减少 

公允价值

变动收益 
   100,790,381.80        -25,850.89  不适用 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影响 

信用减值

损失（损

失以“－”

号填列） 

   -35,987,014.32     4,368,227.39  -923.84% 
母公司、桂能公司计提坏账准备增

加 

所得税费

用 
    47,028,554.99     26,858,855.25  75.10% 

公司持有的国海证券股票公允价值

变动导致计提递延所得税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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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现金流量表项目重大变动原因分析 

单位：元 

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幅度

（%） 

主要变动原因说明 

经营活动现金流

量净额 
-148,932,755.77 -475,928,467.14 不适用 

母公司、广西永盛收到销售商

品、提供劳务的现金增加致经

营现金流同比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300,082,156.05 -584,876,197.79 不适用 

公司固定资产投入支付现金减

少所致 

筹资活动现金流

量净额 
90,565,224.91 571,750,399.69 -84.16% 

公司本期兑付到期公司债券及

债务融资工具所致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 报告期内，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水电厂流域来水同比增加，自发电量同比大幅增加，1-9月

累计完成发电量179,190.37万千瓦时，比上年同期增加38.66 %；实现财务售电量331,165.54万千

瓦时，比上年同期增加9.79 %；营业收入1,947,331.48万元，同比增加106.63%，其中电力销售收

入137,755.10万元，同比增加5.50%，油品业务销售收入1,786,756.57万元，同比增加129.96%；

1-9月累计实现净利润21,214.16万元，同比增加485.57%，每股收益0.2085元。公司本期净利润和

每股收益同比大幅变动的主要原因：一是本期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将母公司持有的国海证券股票

重分类至交易性金融资产，其公允价值变动10,072.60万元计入损益；二是本期自发电量同比大幅

增加，外购电量减少，发、供电利润同比增加12,787.09万元；三是本期油品板块受市场影响，实

现净利润1,422.35万元，同比减少68.66%。 

2. 截止本报告披露日，涉及广西永盛应收款项事项最新进展情况如下： 

（1）2015年11月11日，公司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上公告广西永盛拟受让柳州正菱集团及自然人叶贻俊、叶贻崇持有的桂林正菱第

二机床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并同意广西永盛以其对柳州正菱集团享有的债权抵销相应的股权转让

款。由于正菱二机公司需进行异地搬迁改造重建，股权转让和债务抵销事项尚未实现。目前，法

院作出裁定批准柳州正菱集团及其关联企业的合并重整计划草案，并终止柳州正菱集团及其关联

企业的重整程序，广西永盛受让正菱二机公司股权事宜已终止。 

（2）公司全资子公司广西永盛预付广西南宁台协干商贸有限公司15,011.00万元事项，广西永

盛已就此合同纠纷向广西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获受理，2016年10月，法院开庭审理后

作出终审判决，广西永盛胜诉（详见2015年8月28日、2016年6月3日、10月26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公告），广西永盛于2018年1月向法院提交

强制执行申请，并于2018年2月获受理，但因找不到可执行财产，广西永盛于2018年8月向法院申

请追加被执行人之一防城港市信润石化有限公司的股东作为被执行对象，目前正待法院裁定，无

相关新进展。 

（3）公司全资子公司广西永盛与茂名市名油商贸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2017年7月一审作出

判决并已生效，广西永盛胜诉。在执行阶段，被执行人之一李志强向法院提出再审申请，目前该

案由广东省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审，再审期间，中止原判决对李志强的执行；2018年10月广西

永盛向法院起诉担保人之一港籍简少强，请求判令简少强对茂名市名油商贸有限公司对广西永盛

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法院已受理，目前尚未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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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公司全资子公司广西永盛预付沧州建投现代物流有限公司货款35,735,989.09元事项，广

西永盛已就此合同纠纷向河北省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并获受理，法院开庭审理后作出一审判

决，广西永盛胜诉（详见2018年7月17日、2019年7月18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告）。截止本报告披露日该款项尚未收回。 

（5）公司全资子公司广西永盛与广州市中油润澳石化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广西永盛

已就此合同纠纷向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获受理，法院开庭审理后作出一审判决，广

西永盛胜诉（详见2014年3月27日、2015年1月31日、2016年1月15日、2018年1月26日、11月2日、

2019年7月2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告）。 

（6）公司控股子公司西点电力与上海艾能电力工程有限公司保证合同纠纷一案经四川省成都

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审理后判决，西点电力设计公司败诉。西点电力设计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并获受理，法院开庭审理后作出二审判决，西点电力公司胜诉（详

见2018年9月29日、2019年8月10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公告）。  

3、公司间接控股股东广西贺州市农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拟将持有的广西正润发展集团有限公

司85%的股权无偿划转至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截止本报告披露日，该事项已获得贺州市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复、中国证监会豁

免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对公司及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义务的审批，并收到国家市场

监督管理总局《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不实施进一步审查决定书》（详见《上海证券报》、《证

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相关公告）。目前相关划转工作已基本完成。 

4、2019年2月，公司控股子公司四川省西点电力设计有限公司拟自筹资金1,938万美元（预算）

用于投资菲律宾电力项目，其中400万美元用于收购Iraya Energy Corporation40%股权，1,538 万

美元（预算）为西点电力设计公司按持股比例需承担投入的Maslog 40MW水电站项目资本金（详见

2019年2月2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告）。截

止本报告披露日，相关收购工作正在进行中。 

5、报告期内，公司分别与北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招商局融资租赁（天津）有限公司、工银

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开展相关融资租赁业务（详见2019年1月29日、3月1日、6月29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告）。   

6、报告期内，公司拟自筹资金5,253万元与广西电网有限责任公司、贺州市平桂电力售电有

限公司、广西姑婆山产业区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新公司,并由新公司投资建设增量配电

业务试点项目（详见2019年8月16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公告）,目前新公司成立工作正在进行中。 

    7、报告期内，公司拟自筹资金21,880.25万元投资建设桂东电力110千伏电网（南片）完善工

程项目（详见2019年8月16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公告），目前项目建设相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8、报告期内，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增选赵佰顺、雷雨两位先生为公司第

七届董事会董事，任期自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详见2019年8月

16日、2019年9月7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告）。 

    9、报告期内，公司拟将持有的广西桂盛能源有限公司100%股权协议转让给公司控股股东广西

正润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详见2019年9月24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公告），目前公司已收到股权转让款，相关工商变更登记工作正在进行中。 

10、报告期内，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聘任潘雪梅为公司副总裁（详见2019

年10月12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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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前期公司持续披露了控股子公司广西桂能电力有限责任公司将持有的广西贺州市旅游实

业集团有限公司21.79%股权协议转让给贺州市兴贺旅游投资有限公司事项。截止本报告披露日，

公司尚未收到剩余股权转让款13,757.76万元。 

    12、2019年 1-9月公司（含控股子公司）累计归还金融机构借款 309,368.00万元人民币、

2,724.24万美元，并向金融机构借款合计 339,761.44万元人民币、2,230.00万美元。1-9月借款

明细具体如下：  

（1）公司与北部湾银行营业部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人民币 30,000.00万元，

期限一年，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2）公司与邮政储蓄银行贺州分行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人民币 4,000.00万

元，期限一年，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3）公司与建设银行贺州分行签订《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借款金额人民币 19,000.00

万元，期限一年，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4）公司与北部湾银行营业部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人民币 10,000.00万元，

期限一年，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5）公司与中国银行贺州分行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人民币 10,000.00万元，

期限一年，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6）公司与农业银行贺州八桂支行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人民币 17,000.00

万元，期限半年，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7）公司与农业银行贺州八桂支行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人民币 13,000.00

万元，期限半年，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8）公司与华夏银行南宁分行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人民币 5,000.00万元，

期限一年，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9）公司与国家开发银行广西区分行签订《外汇短期流动资金贷款（非循环）合同》，借款

金额 5,000.00万美元，期限一年，1-9月借款金额 2,230.00万美元，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10）公司与邮政储蓄银行贺州分行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人民币 4,600.00

万元，期限一年，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11）公司与农业银行贺州八桂支行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人民币 10,000.00

万元，期限半年，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12）公司与广发银行南宁分行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人民币 7,500.00万元，

期限半年，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13）公司与交通银行广西区分行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人民币 8,000.00万

元，期限一年，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14）公司与中国银行贺州分行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人民币 10,000.00万元，

期限一年，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15）公司与北部湾银行营业部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人民币 15,000.00万元，

期限一年，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16）公司与工商银行贺州分行签订《固定资产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人民币 10,900.00万元，

1-9 月合计放款 3,891.44万元（分笔提款，其中：2018 年 12月放款 3,510.00万元），期限十年，

用于建设立头 220 千伏变电站项目工程。 

（17）公司与北部湾银行营业部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人民币 20,000.00万元，

期限一年，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18）公司与桂林银行贺州支行签订《流动资金最高额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人民币 10,000.00

万元，期限一年，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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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公司与渤海银行中山分行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人民币 20,000.00万元，

期限一年，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20）公司与建设银行悉尼分行签订《跨境融资性风险参与合作协议书》，借款金额人民币

19,000.00万元，期限一年，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21）公司与兴业银行南宁分行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人民币 10,000.00万元，

期限一年，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22）公司与农业银行贺州八桂支行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人民币 17,000.00

万元，期限半年，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23）公司与农业银行贺州八桂支行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人民币 13,000.00

万元，期限半年，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24）公司与交通银行广西区分行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人民币 2,000.00万

元，期限一年，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25）公司与工商银行贺州分行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人民币 11,000.00万元，

期限一年，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26）公司与建设银行贺州分行签订《固定资产贷款合同》，借款金额人民币 8,870.00万元，

期限九十二个月，用于建设 220千伏扶隆输变电工程。 

（27）公司子公司恒润筑邦与中原银行濮阳分行签订《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借款金额

人民币 4,400.00万元，期限一年，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28）公司子公司广西永盛与交通银行广西区分行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人民

币 5,000.00万元，期限一年，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29）公司子公司广西永盛与渤海银行中山分行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人民币

5,000.00万元，期限一年，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30）公司子公司桂源公司与农业银行富川瑶族自治县支行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借款

金额人民币 10,000.00万元，期限半年，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31）公司子公司桂源公司与交通银行广西区分行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人民

币 5,000.00万元，期限一年，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32）公司子公司桂源公司与农业银行富川瑶族自治县支行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借款

金额人民币 10,000.00万元，期限一年，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33）公司子公司梧州桂江公司与交通银行梧州分行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人

民币 1,000.00万元，期限两年，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34）公司子公司梧州桂江公司与交通银行梧州分行签订《固定资产贷款合同》，借款金额人

民币 6,800.00 万元，本期放款1,500.00万元（分笔提款，其中：2018年2月放款 5,300.00 万元），

期限十年，用于置换同业存量固定资产贷款。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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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变动的

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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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本年度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母公司持有的国海证券股票重分类至交易性金融资产，国海

证券股票价格波动无法预计，其公允价值变动无法确定，导致公司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

净利润变动情况无法预计。 

                                                              

公司名称 
广西桂东电力股份有限公

司 

法定代表人 秦敏 

日期 2019年 10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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