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梅雁吉祥水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018 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222,805,922.57 元，同比减少 19,875,487.51 元，降幅
为 8.19%；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21,893,144.12 元，
同比减少 94,466,808.24 元，
降幅为 81.18%；公司电站所在区域连续两年降雨量低于电站多年平均设计降雨量，主营业
务水力发电受到较大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相对单一的现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公司的收入增
长，未来发展亟待寻求新的突破。
一、报告期内主要生产经营情况
1、水力发电业务情况
根据梅州市梅县区气象局统计数据， 2018 年梅州降雨量为 1323.2 毫米，2017 年降雨
量为 1394.6 毫米，连续两年低于平均年降雨量且分布不均匀。受降雨量变化的影响，公司
电站报告期内上网电量为 29,086.14 万千瓦时，
较上年同期的 38,959.76 万千瓦时下降 25.34%，
扣除报告期新建成投产的梅丰 B 厂上网电量后同比下降 30.08%。电力生产营业收入同比下
降 27.13%。经查询广东电网公司梅州供电局数据，2018 年梅州区域水电站上网电量为 17.65
亿千瓦时，较上年同期的 29.49 亿千瓦时下降 40.15%。
在发电形势严峻的情况下，公司通过健全机制、加强技改，多位一体加强电站管理，努
力提升发电效率。公司所属电站均为日调节或不完全日调节水电站，在日常运行过程中，公
司通过购买气象部门的气象信息，建立同流域内各电站之间信息共享平台，登录公众网站及
时了解水雨情，估算电站的入库流量，及时调整运行方式争取最大限度发电；报告期内公司
先后投入资金 2800 多万元，积极推动设备的升级改造和维护保养工作，保障机组设备完好
率，提高了工作效率及机组出力。
报告期内公司控股子公司丰顺县梅丰水电发展有限公司 B 厂项目工程全面完工，单位工
程验收及结算、环保验收等工作顺利完成，于 2018 年 7 月试运行。梅丰 B 厂两台机组报告
期内实现上网电量 1845.68 万千瓦时，为公司增加发电收入 808.77 万元。
全资子公司梅州龙上水电有限公司为提升发电量，有序推进电站库区土地、房屋、道路
租用、征用及补偿等工作。三龙水电站部分工程投入使用顺利通过验收。
2、教育服务业经营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梅州市梅雁中学在 2018 年继续深化特色办学理念，在全封闭寄宿制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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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的基础上，不断完善硬件设施，打造全新的信息化教学平台，实现智慧教学和智慧管理，
教育教学质量水平不断提升。学校通过硬件配套及加强队伍建设、制度建设及文化建设等软
实力，逐渐树立起了德育、教学、文化等特色品牌。报告期内教育服务业收入为 3,973.45
万元，同比增加 19.69%。
3、经营租赁企业的管理
公司控股子公司梅州市梅雁旋窑水泥有限公司、梅州市梅雁矿业有限公司采取租赁经营
的模式。公司严格履行监督职责，指导承租单位管好资产、依法经营、履行合同、照章纳税，
落实安监和环保等政府职能部门要求，租赁企业生产全年安全生产无事故。梅州市梅雁旋窑
水泥有限公司根据《广东省环境保护厅关于钢铁、石化、水泥行业执行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
限值的公告》
（粤环发【2018】8 号）文件精神，决定投资约 1420 万元用于环保设施升级技
术改造，报告期内合计投入 808.27 万元。鉴于环保设施升级技术改造项目投入使用后造成
承租方日常运营成本增加，经租赁双方协商，在原租赁合同的基础上签订了《租赁合同之补
充合同》
，促进双方长期合作、双赢共享。
4、 继续推进制度建设，加强监督管理，有效防控管理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抓好制度的执行、检查及完善等工作，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及公司经营
工作实际，补充完善了《招标管理制度》等一批内控制度，同时强化与监事会监督管理联动
机制，全面提高管理团队的管理水平、风险意识和风险管控能力，为公司提供了良好的内部
治理保障。
二、面临的挑战与发展机遇
公司目前营业收入主要来源于水电收入，主营业务较为单一，且水电收入受不良天气影
响较大，公司未来市场竞争能力和盈利能力受到一定限制。同时，公司无控股股东及实际控
制人、股权较为分散的现状也给公司的发展及决策效率带来不利影响。但公司现金流稳定、
资产负债率低等良好的财务状况也给公司的发展奠定了稳定的基础。公司管理层将积极履行
职责，在稳健经营的基础上积极寻求新的发展机遇，努力寻求新的利润增长点，争取提高公
司效益。
三、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一）报告期内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要会计数据

2018年

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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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比上年

2016年

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222,805,922.57

242,681,410.08

-8.19

363,485,808.06

21,893,144.12

116,359,952.36

-81.18

68,206,740.08

17,164,974.70

11,477,975.29

49.55

96,971,517.00

80,636,586.35

88,654,954.22

-9.04

195,578,495.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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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本期末比上
2018年末

年同期末增

2017年末

2016年末

减（%）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2,287,653,699.61

2,303,723,529.07

-0.70

2,230,025,444.64

总资产

2,348,981,037.70

2,399,892,905.03

-2.12

2,500,574,029.39

期末总股本

1,898,148,679.00

1,898,148,679.00

-

1,898,148,679

净资产

（二）报告期内主要财务指标
本期比上年同

主要财务指标

2018年

2017年

期增减(%)

2016年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15

0.0613

-81.24

0.035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15

0.0613

-81.24

0.0359

0.0090

0.006

50.00

0.0511

0.95

5.15

0.74

0.5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
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减少4.2个百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
均净资产收益率（%）

分点

3.15

增加0.23个百
分点

4.48

四、主要控股参股公司分析
（一）报告期内主要控股参股公司经营情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控股子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总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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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梅州龙上水电有限公司

30,000.00

30,144.78

25,862.67

1,697.74

99.22

15,609.91

31,298.42

14,220.65

1,379.67

142.92

10,000.00

14,481.69

-4,167.76

1,982.49

1,482.37

6,000.00

13,672.49

-10,744.91

64.80

-126.41

珠海梅雁实业有限公司

2,000.00

3,423.88

1,632.80

219.29

-16.09

梅州市梅雁矿业有限公司

5,421.99

4,746.68

-10,876.80

600.00

-533.28

-

12,936.68

2,301.34

4,100.78

771.93

10,000.00

7,264.20

7,264.20

-

-472.41

21,819.00

24,090.12

23,899.69

1,827.01

455.76

丰顺县梅丰水电发展有限
公司
梅州市梅雁旋窑水泥有限
公司
梅州市梅县区新城供水有
限公司

梅州市梅雁中学
梅州市梅雁如意投资有限
公司
梅州丙村水电有限公司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持股比例
参股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

广东翔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500.00

广东蕉岭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6,891.24

36
7.19

（二）主要子公司业绩变化分析
控股子公司梅雁旋窑受水泥价格上涨的影响，浮动租赁收入增加，报告期取得归属于上
市公司的净利润为 1,037.66 万元，占归属于上市公司净利润的 47.4%，同比增加 203.33%。
全资子公司梅雁中学报告期内因学费收入增加，成本开支减少，净利润同比增加
165.77%。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净利润 771.93 万元，占归属于上市公司净利润的 35.26%。
报告期内全资子公司梅州市梅雁如意投资有限公司运营资金主要用于在二级市场购买
各类证券产品，包括国债及股票。2018 年净利润为-472.41 万元，较去年同期减少亏损 960.36
万元。
五、关于公司未来发展的讨论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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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业格局和趋势
水电站电力为可再生清洁能源，近年来受国家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调整、电力市场化和
电价形成机制的改革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对公司经营存在一定政策性风险。同时水力发电
受到降雨量变化的制约，发电收入受不良天气因素的影响较大。
公司电站所在区域全部在广东，按装机容量计算归属于小水电类别。根据现行《广东省
小水电管理办法》
，电网企业应该全额收购小水电站上网电量，小水电上网电价实行最低保
护价政策，逐步实现同网同价，因此目前经济形势变化及同行业的竞争对公司主营业务经营
影响不大。同时公司水力发电主营业务运营成本低、毛利率较高，且公司电站所在区域广东
省上网电价相对较高，公司现金流稳定，主营业务运营风险可控。
（二）公司发展战略
公司目前营业收入主要来源于水电收入，主营业务相对单一，且水电收入受不良天气影
响较大，公司未来市场竞争能力和盈利能力受到一定限制。同时，公司无控股股东及实际控
制人、股权较为分散的现状也给公司的发展及决策效率带来不利影响。但公司现金流稳定、
资产负债率低等良好的财务状况也给公司的发展奠定了稳定的基础。
未来公司将继续稳定水力发电主业，探讨清洁能源绿色发展之路。同时，积极寻求股东
支持,减少股权分散对决策效率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在稳健经营的基础上积极寻求新的发展
机遇，努力寻求新的利润增长点，争取提高公司效益。
（三）经营计划
2018 年度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净利润 21,893,144.12 元，与计划利润存在较大差异。
主要是由于公司电站所在地区连续两年降雨量均低于公司电站多年平均设计降雨量，公司主
营业务电力生产受到较大影响，发电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 27.13%,较计划发电收入减少
37.80%。
公司 2019 年主要经营指标的预测为：营业收入预算 27,442.01 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预算 3,786.11 万元。
公司在 2019 年主要的经营计划
1、继续聚焦主业，充分挖掘潜能，加强电站管理，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用足、用活水资源,及时掌握天气变化情况，合理调配机组发电，充分发挥机组产能，争取
提高发电量，提高发电效率；继续推动梅丰 B 厂项目后续的验收工作和对梅州龙上水电有限
公司提升发电量的一系列举措；2019 年公司预计使用自有资金投入各电站技改费用合计约
1,500 万元，
投入龙上电站相应补偿款约 1,700 万元，
梅丰 B 站征地补偿预计投入 5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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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完善经营管理，完善监督机制，管控风险，创新创收，努力提升企业经济和社会效
益。公司将完善租赁经营企业的后续管理，严格履行合同约定，做好安全监督工作并及时计
算、清收租赁费用；强化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及参股企业的管理和风险控制，合
理节约及管控运营成本、保障资金安全，争取提高投资回报。
3、贯彻绿色发展理念，探讨清洁能源发展之路，积极主动开展项目调研，寻求新的利
润增长点。
4、积极做好管理层换届工作，保障公司稳定运营。2019 年 5 月公司第九届董事、监事
及高级管理人员即将到任，公司将积极做好新一届董事、监事候选人提名、选举及其他换届
相关的工作，维护全体股东权益，努力实现公司新旧管理层的平稳过渡，保障公司的稳定运
营。
公司上述经营计划、发展战略等前瞻性描述不构成公司对投资者的实质承诺，敬请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更多关于公司 2018 年度经营情况分析及财务数据请参阅公司《2018
年年度报告》
。

广东梅雁吉祥水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4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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