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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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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洪荣坤 董事 因事 高仕强

李明亮 董事 因事 杨新力

张雪球 董事 因事 刘涛

王曦 独立董事 因事 沈洪涛

公司负责人黄镇海、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晓晴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蒙飞声明：保证季

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5,554,665,288 4,405,938,708 26.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15,409,510 110,019,230 -204.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元）

-125,128,941 110,018,307 -213.7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75,755,783 2,036,376,774 -76.6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2 0.021 -204.7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2 0.021 -204.7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49% 0.41% -0.90%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69,786,680,797 70,677,003,760 -1.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3,282,313,397 23,378,847,225 -0.41%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830,322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

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485,565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8,403,544

合计 9,719,431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

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

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

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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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08,483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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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况

股份

状态

数量

广东省粤电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67.39% 3,538,005,285 1,893,342,621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78% 145,748,980

深圳广发电力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22% 116,693,602

广东省电力开发公司 国有法人 1.80% 94,367,341

李卓 境内自然人 0.41% 21,323,385

BBH�A/C�VANGUARD�EMERGING�MARKETS�STOCK�

INDEX�FUND

境外法人 0.33% 17,484,844

CHINA�INT'L�CAPITAL�CORP�HONG�KONG�SECURITIES�

LTD

境外法人 0.29% 15,322,336

哈尔滨市道里区慈善基金会 境内非国有法人 0.28% 14,726,415

NOMURA�SINGAPORE�LIMITED 境外法人 0.24% 12,599,843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23% 12,258,200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广东省粤电集团有限公司 1,644,662,664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45,748,980 人民币普通股

深圳广发电力投资有限公司 116,693,602 人民币普通股

广东省电力开发公司 94,367,341 人民币普通股

李卓 21,323,385 人民币普通股

BBH�A/C�VANGUARD�EMERGING�MARKETS�STOCK�

INDEX�FUND

17,484,844 境内上市外资股

CHINA�INT'L�CAPITAL�CORP�HONG�KONG�SECURITIES�

LTD

15,322,336 境内上市外资股

哈尔滨市道里区慈善基金会 14,726,415 人民币普通股

NOMURA�SINGAPORE�LIMITED 12,599,843 境内上市外资股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2,258,200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第四大股东广东省电力开发公司为第一大股东广东省粤电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

司，二者存在关联关系；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情况未知。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第五大股东李卓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21,299,565股，通过普通

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23,820股，合计持有本公司股票21,323,385股。 第八大股东哈

尔滨市道里区慈善基金会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14,696,015股，

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30,400股，合计持有本公司股票14,726,415股。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15,409,510元，主要因广东省电力市场化改革步伐加快，

市场竞争更加剧烈，公司上网电价明显下降，而一季度煤价同比大幅上涨，使得公司发电业务利润出现亏

损。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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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

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

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对2017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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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证券品

种

证券代

码

证券简称

最初投资成本

（元）

期初持股数

量（股）

期初持

股比例

期末持股数

量（股）

期末持

股比例

期末账面值（元）

报告期损

益（元）

会计核算科

目

股份

来源

股票 600642 申能股份 235,837,988 55,532,250 1.22% 55,532,250 1.22% 347,631,885

可供出售金

融资产

受让

所得

股票 000027 深圳能源 15,890,628 12,600,000 0.32% 12,600,000 0.32% 89,712,000

可供出售金

融资产

受让

所得

股票 831039 国义招标 3,600,000 1,800,000 1.29% 1,800,000 1.29% 7,560,000

可供出售金

融资产

发起

设立

合计 255,328,616 69,932,250 -- 69,932,250 -- 444,903,885 0 -- --

证券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披

露日期

证券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披

露日期（如有)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7年01月12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情请参阅公司于2017年1月16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投资

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2017年03月23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情请参阅公司于2017年3月24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投资

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八、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九、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董事长：黄镇海

二○一七年四月二十六日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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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洪荣坤 董事 因事 高仕强

李明亮 董事 因事 杨新力

张雪球 董事 因事 刘涛

王曦 独立董事 因事 沈洪涛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5,250,283,986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

现金红利0.80元（含税），送红股0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粤电力Ａ、粤电力B 股票代码 000539、200539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维 秦晓

办公地址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东路2号粤电广场南塔36楼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东路2号粤电广场南塔36楼

传真 (020)85138084 (020)85138084

电话 (020)87570276 (020)87570251

电子信箱 liuw@ged.com.cn qinxiao@ged.com.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主要从事电力项目的投资、建设和经营管理，电力的生产和销售业务。 公司坚持“办电为主，多元

发展” ，专注于电力主业，电源结构呈多元化发展，除从事大型燃煤发电厂的开发、建设和运营外，还拥有

LNG发电、风力发电和水力发电等清洁能源项目，通过电网公司向用户提供可靠、清洁的能源。 截至报告期

末，公司可控装机容量为2000万千瓦，其中燃煤发电可控装机容量1735万千瓦，LNG发电可控装机容量234

万千瓦，风电、水电等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容量31万千瓦。

公司主要收入来源为电力生产和销售，主营业务收入主要来源于广东省内。 公司销售电价分为以国家

发改委为主的价格主管部门根据相关政策核定的标杆电价以及根据《广东电力市场交易基本规则》及其配

套文件实施市场交易产生的交易电价。 报告期内，公司售电量565.13亿千瓦时，同比减少38.28亿千瓦时；合

并报表售电均价为466.67元/千千瓦时（含税，下同），同比下降25.54元/千千瓦时；营业总收入2,268,112.00

万元，同比减少304,269.08万元，降幅11.83%。

公司业务以燃煤发电为主，燃料成本在营业成本中占有较大比重，因此煤炭价格波动对公司经营业绩

影响较大。 报告期内，公司燃料成本1,104,532.55万元，占主营业务成本的62.07%，同比减少27,368.82万元，降

幅2.42%；供电标煤单价（煤油气）625.95元/吨,同比上升20.77元/吨，增幅3.43%。

报告期内，受电力行业产能过剩和市场竞争加剧影响，公司发电量明显下滑，同时，国家自2016年1月1

日起再次下调上网电价，且煤价明显复苏，使得公司发电业务利润大幅下降，对联营公司的投资收益也大幅

减少。同时，属下部分电厂燃煤机组进行了超低排放及节能减排改造，对部分拆除或提前报废的设备部件计

提减值，以及平海电厂超填海受到行政处罚、税务稽查补缴罚款及滞纳金等非经营性事项对公司盈利情况

亦有影响。 综合以上因素，公司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大幅下降71.07%，2016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净利润93,653.49万元。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6年 2015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4年

营业收入 22,681,120,022 25,723,810,816 -11.83% 29,046,568,6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36,534,941 3,237,733,312 -71.07% 3,003,977,1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

1,074,697,758 2,953,985,089 -63.62% 3,113,672,19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704,775,818 10,442,437,145 -16.64% 8,392,794,644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8 0.62 -70.97% 0.5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8 0.62 -70.97% 0.5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99% 14.42% -10.43% 14.94%

2016年末 2015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4年末

总资产 70,677,003,760 71,919,934,143 -1.73% 69,084,825,8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3,378,847,225 23,754,596,981 -1.58% 21,310,054,597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4,405,938,708 5,829,050,858 6,207,318,559 6,238,811,8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0,019,230 628,355,554 738,187,983 -540,027,8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

110,018,307 633,483,659 744,574,860 -413,379,06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36,376,774 2,660,123,408 3,353,518,303 654,757,333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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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110,115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108,483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个月

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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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广东省粤电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67.39% 3,538,005,285 1,893,342,621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78% 145,748,980

深圳广发电力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22% 116,693,602

广东省电力开发公司 国有法人 1.80% 94,367,341

李卓 境内自然人 0.41% 21,362,585

BBH�A/C�VANGUARD�EMERGING�

MARKETS�STOCK�INDEX�FUND

境外法人 0.33% 17,484,844

哈尔滨市道里区慈善基金会 境内非国有法人 0.29% 15,441,308

CHINA�INT'L�CAPITAL�CORP�HONG�

KONG�SECURITIES�LTD

境外法人 0.29% 15,322,336

NOMURA�SINGAPORE�LIMITED 境外法人 0.24% 12,599,843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23% 12,258,2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第四大股东广东省电力开发公司为第一大股东广东省粤电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

公司，二者存在关联关系；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情况未

知。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第五大股东李卓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21,074,665股，通过普

通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287,920股，合计持有本公司股票21,362,585股。 第七大

股东哈尔滨市道里区慈善基金会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14,

696,015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745,293股，合计持有本公司股票15,

441,308股。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

公司债券

是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2012年公司债券

12粤电债 112162.SZ 2020年03月17日 120,000 4.95%

报告期内公司债券的付息兑付情况

2016年3月18日，公司向截止2015年3月17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本期债券持有人支付了本年度债券利息。

（2）公司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2016年6月20日，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对公司及公司发行的“12粤电债”的信用状况进行了跟踪分

析，维持公司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AAA，维持发债主体信用等级为AAA，评级展望稳定。 （评级结果披露网

址：http://www.ccxr.com.cn/、http://www.cninfo.com.cn，《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公司债券跟踪

评级报告（2016）》。 ）

（3）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2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年 2015年 同期变动率

资产负债率 58.49% 57.98% 0.51%

EBITDA全部债务比 8.46% 31.51% -23.05%

利息保障倍数 2.08 3.87 -46.25%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16年，广东省全社会用电量5,604.1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53%，增幅同比有所上升。 但西电电量同比

增加2.81%，全年累计购电量1,728亿千瓦时，约占全省统调购电量的32.72%，超计划增送174亿千瓦时；核电

电量同比增加15.79%，其中阳江核电#3机组108.6万千瓦装机在年内投产发电；降雨较往年偏多致地调电量

同比增加52.19%。受上述因素影响，省内燃煤机组发电空间受到进一步挤压。公司全年完成上网电量占省内

购电市场份额15.87%，同比下降2.17个百分点，公司控股燃煤机组平均利用小时数为3,348小时，同比下降

720小时。

受电力供应严重过剩、售电侧竞争日趋激烈、电价持续下降、煤价明显复苏等不利因素，公司发电业务

利润大幅下降，对联营公司的投资收益也大幅减少。 同时，属下部分电厂燃煤机组进行了超低排放及节能

减排改造，对部分拆除或提前报废的设备部件计提减值，以及平海电厂超填海受到行政处罚、税务稽查补缴

罚款及滞纳金等非经营性事项的影响，公司净利润同比大幅下降。 截止2016年底，公司合并报表口径总资

产706.77亿元，同比下降1.73%；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权益233.79亿元，同比下降1.58%。 公司实现合并报表口

径营业收入226.81亿元，同比下降11.83%；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37亿元，同比下降71.07%；每股收益

0.18元（去年同期为0.62元）。 公司合并报表口径负债合计413.40亿元，资产负债率58.49%。

在电力行业整体低迷和电力市场化竞争日趋激烈的环境下，公司主动求变。 一方面，积极参与“市场

电”交易抢电量，属下电厂全年完成市场交易电量125.21亿千瓦时，占“市场电” 28.67%份额，与装机占比匹

配；另一方面，依托电源和技术优势，属下售电公司全年代理用户侧竞得112亿千瓦时电量，占省内“市场

电” 25.45%份额，售电规模、竞争中标率、中标电量、中标价格水平均为全省第一，实现盈利约1.04亿元，填补

了“市场电”让利部分。 同时，公司属下天然气发电公司、风电公司、参股的小水电全年电量和盈利水平同

比逆势增长，清洁能源业务占合并报表口径上网电量和归属母公司净利润比例分别为13.29%和45.63%，同

比分别增加了1.57个百分点和35.47个百分点。

报告期内，公司重点推进大埔“上大压小”项目#2机组、博贺项目、惠州天然气热电联产扩建项目、临沧

水电大丫口项目及湛江红心楼、曲界、石板岭风电等项目建设，推进属下燃煤电厂超低排放和节能改造实

施。 其中，大埔“上大压小”项目#2机组已于6月份投产，电白热水风电项目已于4月份通过250小时试运并

投入商业运行，合计新增投产可控装机64.95万千瓦。 公司继续加大清洁能源开发力度，新增1个2×40万千

瓦级天然气热电联产项目获得核准，6个合计29.8万千瓦风电项目获得核准；另有2个合计8万千瓦风电项目

纳入地方2016年风电开发建设方案，并于2017年1月获得核准。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了《十三五发展规划报告》编制，确立了“以发电业务为主要发展领域，以产业化

运作为主要发展思路，以国内一流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发电上市公司为主要发展方向，服务于国家战略、集

团战略、城市发展的大型集团化发电上市公司”的战略定位，强力打造粤电力品牌新形象。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同

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同

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期

增减

电力、蒸气销售及劳

务收入

22,522,639,179 17,750,728,050 21.19% -11.77% -1.41% -8.28%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

生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37亿元，同比下降71.07%。 主要原因如下：

1、2016年受电力需求放缓和市场竞争加剧的影响，公司电量明显下滑，同时国家自1月1日起再次下调

上网电价以及下半年煤价大幅上涨，使得公司发电业务利润大幅度下降，对联营公司的投资收益也大幅减

少。

2、属下部分电厂燃煤机组进行了超低排放及节能减排改造，对部分拆除或提前报废的设备部件计提减

值，以及平海电厂超填海受到行政处罚、税务稽查补缴罚款及滞纳金等非经营性事项对公司盈利情况亦有

影响。 此外，上年同期确认了对油页岩公司的股权处置收益，本期无此项收益贡献。

综合以上因素，公司利润同比大幅下降。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年度新设子公司

子公司名称 主要经营地 注册地 业务性质 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 取得方式

广东粤电永安天然气热电有限公司 肇庆市 肇庆市 电力 100,000,000 90% 投资设立

广东粤电平远风电有限公司 梅州市 梅州市 电力 30,000,000 100% 投资设立

广东粤电和平风电有限公司 河源市 河源市 电力 30,000,000 100% 投资设立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董事长：黄镇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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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粤电力A粤电力B�证券代码：000539、200539�公告编号：2017-12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广东省粤电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称“粤电集团” ）及其子公司

和关联方2016年发生了燃料材料采购、接受劳务/服务、租赁、提供劳务/服务、销售商品、分摊公共费用等日

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额为760,851万元。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在2017年度将继续发生，预计发生额为1,180,400

万元。

2017年4月24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广东省粤电集团有限公司日

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8名关联方董事黄镇海、李彦旭、洪荣坤、高仕强、李明亮、徐平、杨新力、姚纪恒已回避

表决，经审议，7名非关联方董事投票表决通过了该项议案。

本议案还须提交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关联方股东广东省粤电集团有限公司、广东省电力开发有

限公司、超康投资有限公司应回避表决。

（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定价原则

合同签订金额

或预计金额

截至披露日

已发生金额

上 年发 生

金额

向关联人采购原

材料

广东粤电环保有限公司 采购材料

根据成本和市场同类价格为参考， 按双

方约定价格为准。

11,000 2,395 9,094

珠海恒大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采购设备 100 - 64

小计 11,000 2,395 9,158

向关联人采购燃

料和动力

广东省电力工业燃料公司

采购燃料

采购燃料价格如有国家定价则执行国家

定价，在无国家定价时执行市场价格，关

联方承诺提供的价格不高于其同期提供

予第三方同质量的价格。

1,118,900 331,566 725,642

广东粤电天然气有限公司 20,000 - -

小计 1,138,900 331,566 725,642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

广东粤电环保有限公司

销售副产品

根据成本和市场同类价格为参考， 按双

方约定价格为准。

12,000 1,485 10,480

小计 12,000 1,485 10,480

向关联人提供劳

务

沙角C发电厂等同受粤电集

团控制企业

提供劳务

根据成本和市场同类价格为参考， 按双

方约定价格为准。

7,600 112 6,571

小计 7,600 112 6,571

接受关联人提供

的劳务

广东粤电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等同受粤电集团控制企业

接受劳务

根据成本和市场同类价格为参考， 按双

方约定价格为准。

9,200 1,358 7,787

小计 9,200 1,358 7,787

租赁关 联 人房

屋、土地、设备

广东粤电置业投资有限公司

等同受粤电集团控制企业

租赁房屋/土地

/设备

根据成本和市场同类价格为参考， 按双

方约定价格为准。

1,100 2 916

小计 1,100 2 916

公共费用分摊

沙角C发电厂

收取公共费用

按照成本价格， 根据会计制度统一核算

后，按实际开支情况进行分摊。

500 119 297

小计 500 119 297

（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实际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

实际发生额占同

类业务比例

（％）

实际发生额与预

计金额差异（%）

披露日期及

索引

向关联人采购原

材料

广东粤电环保有限公司 采购材料 9,094 12,076 11.99% -24.69%

公告名称为

《广东电力发

展股份有限

公司日常关

联交易公告》

（2016-14），

刊登于《中国

证券报》、

《证券时

报》、巨潮资

讯网

珠海恒大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采购设备 64 50 0.79% 28.00%

小计 9,158 12,126 10.90% -24.48%

向关联人采购燃

料和动力

广东省电力工业燃料公司

采购燃料

725,642 955,893 76.14% -24.09%

小计 725,642 955,893 76.14% -24.09%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

广东粤电环保有限公司

销售副产品

10,480 15,234 84.40% -31.21%

小计 10,480 15,234 84.40% -31.21%

向关联人提供劳

务

沙角C发电厂等同受粤电集

团控制企业

提供劳务

6,571 6,863 92.52% -4.25%

小计 6,571 6,863 92.52% -4.25%

接受关联人提供

的劳务

广东粤电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等同受粤电集团控制企业

接受劳务/服务

7,787 11,507 3.69% -32.33%

小计 7,787 11,507 3.69% -32.33%

租赁关联人房

屋、土地、设备

广东粤电置业投资有限公司

等同受粤电集团控制企业

租赁房屋/土地

/设备

916 828 47.09% 10.63%

小计 916 828 47.09% 10.63%

公共费用分摊

沙角C发电厂

收取公共费用

297 1,923 100.00% -84.56%

小计 297 1,923 100.00% -84.56%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

的说明（如适用）

经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 公司与广东省粤电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和关联方

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为1,004,374万元。 公司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

生额为760,851万元，实际发生额较预计金额减少243,523万元，差异率为-24.25%。 主要

原因如下：

2016年，由于西电持续大幅增送、省内新增电源投产、省内核电水电大幅增发等因

素影响，省内煤机的发电空间受到挤压，导致公司上网电量未能完成预算，故公司2016

年向关联方采购燃料、材料及销售副产品等日常交易未能达到预计水平。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

异的说明（如适用）

经核查， 公司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额低于预计发生额20%以上主要由公司

向关联方广东省电力工业燃料公司采购燃料数额的较大差异所导致。 2016年，公司预

算上网电量627.77亿千瓦时，实际完成上网电量565.13亿千瓦时，比预算上网电量减少

62.64亿千瓦时；2016年，公司向上述关联方预计燃料采购额为955,893万元，实际采购额

为725,642万元，比预计减少230,251万元。由于上网电量未能完成预算，公司向关联方采

购燃料等日常交易未能达到预计水平。 公司今后将加强日常关联交易的管理与预计，

使得预计发生金额更为准确。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1、基本情况

根据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给粤电集团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000730486022G），粤电集团企业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30亿元；注册

地址为：广州市天河东路2号粤电广场33-36楼；法定代表人：李灼贤；经营范围为：电力投资、建设、经营管理，

电力（热力）的生产经营和销售；交通运输、资源、环保、新能源等电力相关产业、产品的投资、建设和生产经

营，电力燃料的投资建设和管理；项目投资；电力行业相关的技术服务、投资策划及其管理咨询，信息服务。

粤电集团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状况如下：（单位：万元）

项目 2016年度（经审计） 2017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总资产 12,693,020.59 12,975,062.59

总负债 5,949,791.88 6,217,749.23

净资产 6,743,228.71 6,757,313.36

营业总收入 4,003,370.68 967,760.67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201,421.04 32,224.26

2、粤电集团为公司的控股股东，粤电集团及其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

订）》10.1.3条（一）、（二）款规定的情形，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粤电集团为依法存续的企业法人，具有充分履约能力，经营情况和财务指标良好，并能按约定满足公

司生产经营活动需要，相关的资金结算均在合理范围内进行。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粤电集团及其子公司和关联方在2017年将继续发生燃料材料采购、 接受劳务/服

务、租赁、提供劳务/服务、销售商品、分摊公共费用等日常关联交易。 上述关联交易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如

下：

1、采购燃料价格如有国家定价则执行国家定价，在无国家定价时执行市场价格，关联方承诺提供的价

格不高于其同期提供予第三方同质量的价格；

2、公共生产费用分摊是按照成本价格，根据会计制度统一核算后，按实际开支情况进行分摊；

3、材料价格、接受与提供劳务/服务、销售产品和租赁费用是根据成本和市场同类价格为参考，按双方

约定价格为准。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由于电力行业特点和历史原因，公司电厂生产经营活动中与关联方联系较密切，上述关联交易难以避

免，也满足了公司经营和管理的实际需要，属于必要的日常交易行为。 上述交易长期以来一直持续发生，保

证了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预计此类交易仍将持续发生。

由于广东省粤电集团公司在燃料采购、电厂生产技术和管理等方面具有较大优势，同时由于客观因素

形成的关联方关系，发生上述关联交易既符合公司实际，也有利于公司利用优势资源、节约成本、提高效率。

上述关联交易遵守了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关联方按约定享有其权利、履行其义务，不存在损害上市

公司利益的情形。 此类关联交易对公司本期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不利影响。

公司在燃料采购方面对控股股东存在较大的依赖程度，可充分发挥集团采购的规模优势，但上述关联

交易对公司主要业务的独立性没有重大不利影响。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刘涛、张华、沙奇林、毛付根、沈洪涛、王曦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审查并予以认可，

并发表了如下独立意见：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广东省粤电集团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发生燃料和材料采

购、公共费用分摊、接受及提供劳务/服务、销售产品、场地租赁的事项遵守了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关联

方按约定享有其权利、履行其义务，未发现存在损害公司及广大投资者利益的情形。上述关联交易是公司及

控股子公司在电厂生产经营活动中发生的日常性交易， 有利于利用广东省粤电集团有限公司集中采购、生

产管理等方面的优势，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六、备查文件

1、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事前确认书；

3、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七年四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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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投资

建设广东粤电花都天然气热电有限公司

2×400MW级燃气-蒸汽热电联产

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1、投资项目基本情况

2012年11月20日，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2012年

第三次通讯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组建花都天然气热电冷联供项目公司开展项目前期工作的议案》，同意

由公司全资组建花都热电冷联供项目公司，资本金暂定为100万元。 相关内容已于2012年11月21日在指定

媒体对外正式披露（公告编号：2012-49）。

2013年1月28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2013年第二次通讯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广东粤电花都天然气

热电有限公司组建模式及注册资本的议案》，同意由公司与广州国叶坤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分别按照65%、

35%持股比例合作组建广东粤电花都天然气热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花都热电公司” ）。 花都热电公司首

次注册资本金为12000万元，公司按65%股比的出资额为7800万元。 相关内容已于2013年1月30日在指定媒

体对外正式披露（公告编号：2013-09）。

2015年7月20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2015年第四次通讯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广东粤电花都天然气热

电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同意公司按照65%持股比例向广东粤电花都天然气热电有限公司增资1,950万元。

相关内容已于2015年7月21日在指定媒体对外正式披露（公告编号：2015-39）。

花都热电公司主要负责筹建花都天然气热电联产机组项目（2×400MW）和相应的配套设施，项目位

于花都区汽车产业园，该产业园及其周边有较大的热负荷需求。 2016年8月4日，省发改委以《关于广东粤电

花都天然气热电有限公司2×400MW级燃气-蒸汽热电联产项目核准的批复》（粤发改能电函〔2016〕3670

号）核准项目建设。 项目初步计划2017年动工建设，争取2019年建成投产。

为及时抓住在珠三角负荷中心有利区位项目布点新机遇，投资建设清洁、高效的天然气热电联产项目，

加快电源转型升级、优化电源项目战略布局，董事会同意由公司控股的花都热电公司投资建设广东粤电花

都天然气热电有限公司2×400MW级燃气-蒸汽热电联产项目。 项目估算总投资359,316万元（含热网工程

49,000万元），资本金按20%计算71,863.2万元。 项目所需资本金根据工程进展和资金需求情况，由各股东方

按股比及时向广东粤电花都天然气热电有限公司增资解决。 本公司按65%的股比，需向花都公司注入的资

本金总额为46,711.08万元，扣除花都热电公司组建至今已经注入的资本金后，本公司仍需注入资本金36,

961.08万元。

2、董事会审议情况及交易生效所必需的审批程序

2017年4月24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以1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了《关于投资建设广东粤电花都天然气热电有限公司2×400MW级燃气-蒸汽热电联产项目的议案》。 根

据相关规定，上述对外投资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广东粤电花都天然气热电有限公司

住 所：广州市花都区炭步镇南街路82号203房

法定代表人：文联合

注册资本：12,000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发电厂建设；热力管网建设；投资管理服务；工程技术咨询服务；火力发电;电力供应。

花都热电公司相关的产权及控制关系图如下。

花都热电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状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年度（经审计） 2017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总资产 12,182.19 13,055.30

总负债 2,118.99 115.20

净资产 10,063.20 12,940.09

营业总收入 - -

净利润 -725.19 -123.11

本次投资的出资额、出资方式及出资比例如下：

股东 出资额（万元人民币） 出资方式 出资比例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36,961.08 货币 65%

广东国坤新能源有限公司 19,902.12 货币 35%

本公司本次对花都热电公司投资的出资均为自有资金。 增资前后，花都热电公司股权结构未发生变

化，本公司仍持有其65%股权。

三、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对外投资的目的

本项目位于花都区汽车产业园，该产业园及其周边有较大的热负荷需求。 建设本项目，通过大容量、高

效率的燃气机组对工业用户进行集中供热，对满足花都区发展的迫切热负荷需求，深入推进节能减排具有

重要意义。 根据项目《投资可行性分析报告》，按照发电装机容量2×460MW，年发电利用小时3500小时、

年供热量570万吉焦、含税气价2.8元/标准立方米、含税热价90元/吉焦、资本金内部收益率8%测算，本项目上

网电价为697元/MWh（含税），投资回收期15.3年。

2、存在的风险及应对措施

随着新电力体制改革不断深入，发电行业正处于大变革、大调整的特殊历史时期，新电改将改变电力市

场原有定价和销售模式。 若本项目全面参与市场化竞争交易，一段时期内项目上网电量和电价均可能承受

较大的下降和让利压力。 此此外，由于天然气发电项目燃料成本占发电生产成本的比例超过80%，若天然气

价格再次出现持续大幅上涨，将直接影响到项目的经济性。 公司将积极应对新电力体制改革，密切关注电

力市场化趋势，在积极做好量价测算及相应营销工作的同时，积极争取更多的用热负荷，利用好国家有关

“以热定电”政策，充分发挥热电联供项目优势，努力争取合理的项目收益。

3、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在目前国家收紧煤电项目建设特别是珠三角地区禁止新建、扩建煤电项目的大环境下，及时抓住在珠

三角负荷中心有利区位项目布点新机遇，投资建设清洁、高效的天然气热电联产项目，对公司加快电源转型

升级、优化电源项目战略布局等多方面均具有重要意义。 投资花都天然气热电联产项目，有利于公司扩大

发电装机规模，提高清洁电源比例，增强综合实力和市场竞争力，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特此公告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七年四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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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2017年4月24日，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十

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根据相关规定，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概述

根据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及公司相关会计政策规定，公司及各控股子公司对各

类资产进行了全面清查，通过分析、评估和测试，基于谨慎性原则，2016年公司及各控股子公司对发生资产

减值的相关资产计提资产减值损失75,832万元,影响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减少45,667万元。

上述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独立

意见，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该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对公司最近一个会计

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影响不超过50％，无需股东大会批准。

二、计提减值的依据、数额和原因说明

1、环保节能改造等原因提前报废资产

根据环保部、发改委、能源局三部委联合印发的《全面实施燃煤电厂超低排放和节能改造工作方案》

(环发[2015]164号)，要求全面实施燃煤电厂超低排放和节能改造，降低发电煤耗和污染排放。 公司制定了专

项实施计划，推进超低排放和节能改造项目实施，以保证所属燃煤机组改造工程按期完成并稳定运行。 根

据公司所属燃煤机组环保节能改造实施的具体情况，需要对部分设备部件进行拆除或提前报废。 根据资产

减值测试结果，计提资产减值准备70,724万元，影响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减少42,338万元。

公司名称 相关资产净值（万元） 可收回金额（万元）

减值金额

（万元）

对归母净利润影响（万

元）

湛江中粤能源有限公司 22,100 645 21,455 14,482

广东红海湾发电有限公司 19,785 1,286 18,499 9,018

湛江电力有限公司 10,872 884 9,988 5,693

广东粤电靖海发电有限公司 9,579 2,471 7,108 3,465

茂名臻能热电有限公司 5,621 781 4,840 2,418

沙角A电厂 5,162 568 4,594 3,445

广东韶关粤江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4,535 295 4,240 3,816

合计 77,654 6,930 70,724 42,338

2、部分在建工程前期费用

由于国家产业政策影响、市场经济环境及内部经营方向调整等因素影响，公司控股子公司广东粤电虎

门发电有限公司、分支机构沙角A电厂、全资子公司临沧粤电能源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省风力发电有

限公司所开展的2×1000MW超超临界机组工程项目、4号煤场填海扩容工程项目、南汀河流域等4项工程、

大埔银江及新疆风电等8个风电项目，一直处于停滞状态且已不具备继续开发条件。 故对上述工程项目进

行减值测试并计提减值准备，发生减值损失5,108万元，影响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减少3,329万元。

公司名称 相关资产净值（万元） 可收回金额（万元）

减值金额

（万元）

对归母净利润影响（万

元）

广东粤电虎门发电有限公司 3,911 0 3,911 2,346

沙角A电厂 580 0 580 435

临沧粤电能源有限公司 335 0 335 335

广东省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282 0 282 212

合计 5,108 0 5,108 3,329

三、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对合并报表影响

本次计提上述各类减值损失共75,832万元，减少公司2016年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45,667万元，

相应减少公司2016年末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45,667万元。

2、对母公司报表影响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合计金额8,572万元，减少2016年度母公司报表净利润7,278万元，相应减少母公

司报表2016年末所有者权益7,278万元。

四、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的合理性说明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认为，本次计提依据充分，是经资产减值测试后基于谨慎性原则而做出的，能够真实

地反映公司资产价值及财务状况。 同意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结合公司资产的实际情况，对

2016年公司及各控股子公司可能发生资产减值的资产计提减值损失75,832万元。

五、独立董事关于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刘涛、张华、沙奇林、毛付根、沈洪涛、王曦发表如下独立意见：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

表决程序合法、依据充分，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会计政策的有关规定，能更加真实、准确

地反映公司的资产状况，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六、监事会审核意见

经审核，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谨慎性原则，计提和决策程序合法、合规，依据充分；本次计提

资产减值准备符合公司实际情况，计提后的财务信息能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资产状况，有助于向投资者提

供更加真实、可靠、准确的会计信息。 同意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结合公司资产的实际情

况，对2016年公司及各控股子公司发生资产减值的资产计提减值损失75,832万元。

七、备查文件

1、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七年四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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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本次股东大会为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

2、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决定召开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7年5月17日（星期三）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17年5月16日－2017年5月17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7年5月17日上午9:30至11:30，下午

13:00至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7年5月16日15:00至2017年5月17日15:00期

间的任意时间。

5、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流通股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

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6、股权登记日

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为2017年5月11日，B股股东应在2017年5月8日（最后交易日）或更早买入公

司股票方可参会。

7、出席对象：

（1） 凡是在2017年5月11日下午15：00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公司A股、B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以委托授权代理人出席现场会

议并参加表决（授权委托书式样附后），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股东广东省粤电集团有限公司、广东省电力开发有限公司、超康投资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是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根据关联交易的有关规定，前述股东需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对提案9、提

案10进行回避表决，公司已在《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2017-12）、《关于与广东粤电财务有限公司的关

联交易公告》（2017-13）中对回避表决的情形进行了披露。 前述股东可以在其他股东对提案表示明确投票

意见的书面授权的前提下接受其他股东的委托进行投票。

（2）本公司董事、监事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3）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4）公司2016年度审计机构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相关人员。

8、会议地点：广州市天河东路2号粤电广场南塔33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本次会议审议事项经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批准，会议审议事项合法、完备。

（二）提案名称：

1、审议《关于〈2016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2、审议《关于〈2016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的议案》；

3、审议《关于〈2016年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4、审议《关于〈2016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5、审议《关于〈2016年度利润分配和分红派息方案〉的议案》；

6、审议《关于〈2016年年度报告〉和〈2016年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7、审议《关于聘请公司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8、审议《关于2017年度预算方案的议案》；

9、审议《关于公司与广东省粤电集团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10、审议《关于公司与广东粤电财务有限公司签署〈金融服务框架协议〉的议案》；

11、审议《关于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12、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独立董事将在年度股东大会上提交《2016年度述职报告》。

（三）披露情况：以上议案详情请见本公司2017年4月26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香港商

报》、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八届十五次董事会决议等公告（公告编号2017-08、2017-09、2017-11、2017-12、

2017-13）。

（四）特别指明事项

1、《关于公司与广东省粤电集团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提案9）、《关于公司与广东粤电财务

有限公司签署〈金融服务框架协议〉的议案》（提案10）涉及关联交易事项；

2、《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提案12）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

能生效。

三、提案编码

表一：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100 总议案

1.00 《关于〈2016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2.00 《关于〈2016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的议案》

3.00 《关于〈2016年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4.00 《关于〈2016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5.00 《关于〈2016年度利润分配和分红派息方案〉的议案》

6.00 《关于〈2016年年度报告〉和〈2016年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7.00 《关于聘请公司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8.00 《关于2017年度预算方案的议案》

9.00 《关于公司与广东省粤电集团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10.00 《关于公司与广东粤电财务有限公司签署〈金融服务框架协议〉的议案》

11.00 《关于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12.00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四、会议登记等事项

1、登记方式：现场登记、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2、登记时间：自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次日2017年5月12日至股东大会召开日2017年5月17日14：30以

前每个工作日的上午8：00-11：00，下午14：00-17：00登记。

3、登记地点：广州市天河东路2号粤电广场南塔3607室公司董事会事务部

4、登记手续：

（1）A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法人股东）应将法人营业执照、法人代表证明书、法人代表委托书、股

权证明及受托人身份证于2017年5月16日下午17：00前传真至我公司下述传真号办理出席手续，并于2017年5

月17日下午14：30会议召开前，携带上述资料到会议现场再次确认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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