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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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浦宝英、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章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章明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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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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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15,159,292.86 3,692,548,191.58 43.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45,073,845.75 373,838,057.08 19.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436,037,611.72 367,403,705.78 18.6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6,355,424.13 587,090,949.12 -95.5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4 0.11 27.2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4 0.11 27.2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50% 2.39% 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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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523,514,841.27 45,805,697,102.14 1.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8,006,376,274.52 17,561,354,477.41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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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85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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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2,476,753.73  

减：所得税影响额 3,103,475.5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74,192.58  

合计 9,036,234.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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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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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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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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国信资产

管理集团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75.61% 2,459,854,790 2,448,419,257   

江苏舜天国际集

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16% 167,889,569 167,889,569   

南京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85% 92,874,289 0   

江苏舜天国际集

团机械进出口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2.38% 77,494,156 77,494,156   

江苏舜天船舶股

份有限公司破产

企业财产处置专

用账户 

其他 1.78% 58,027,219 0   

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分行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4% 33,681,925 0   

江苏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86% 27,900,026 0   

江苏舜天资产经

营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63% 20,390,244 20,390,244   

中航国际租赁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59% 19,060,300 0   

中国进出口银行

江苏省分行 
境内非国有法人 0.54% 17,657,63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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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2,874,289 人民币普通股 92,874,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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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舜天船舶股份有限公司破产

企业财产处置专用账户 
58,027,219 人民币普通股 58,027,219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分行 
33,681,925 人民币普通股 33,681,925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7,900,026 人民币普通股 27,900,026 

中航国际租赁有限公司 19,060,300 人民币普通股 19,060,300 

中国进出口银行江苏省分行 17,657,633 人民币普通股 17,657,633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

行 
13,975,953 人民币普通股 13,975,953 

王军民 12,7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750,000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 12,543,780 人民币普通股 12,543,780 

江苏省国信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

司 
11,435,533 人民币普通股 11,435,53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本公司未知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一致行动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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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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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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期末余额/本期金额 期初余额/上期金额 变动比例 变动主要原因 

 应收票据  61,367,329.20     44,359,206.99  38.34% 本期票据结算增加 

 应收账款    2,387,978,235.37  1,650,209,436.62  44.71% 
本期公司燃气供电投产引起的发电量的增

加 

 预付款项      623,714,384.27    354,539,849.43  75.92% 本期预付煤炭款的增加 

 持有至到期投资      317,302,000.00    135,544,222.22  134.09% 本期信托产品投资增加 

 应付票据       3,947,492.75    112,832,842.75  -96.50% 上年末应付票据本期到期支付 

 应交税费      290,338,738.08    442,797,450.43  -34.43% 1季度上交上年所得税 

 应付股利                 -       38,500,000.00  -100.00% 本期支付了上期应付的少数股利 

 营业收入    5,315,159,292.86  3,692,548,191.58  43.94% 
本期较上期发电量增加和电价上涨综合所

致 

 营业成本    4,804,462,127.30  3,264,255,786.71  47.18% 本期较上期电量增加和煤价上涨综合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6,355,424.13    587,090,949.12  -95.51% 

主要系本期煤价上涨和采购量增加引起煤

炭支出现金流的增加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48,142,547.72   -291,933,766.95  49.25% 

主要系本期购建长期资产的现金流支出减

少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95,786,263.93   -871,846,384.18  66.07% 

主要系本期取得的借款增加和到期偿还的

借款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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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 

2017年4月18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

案的议案》等议案，公司拟向不超过 10 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

币 400,000.00 万元（含），拟发行股票不超过 650,629,064 股（含）。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扣除

发行费用后将用于增资江苏信托补充净资本。2017年5月4日，公司召开了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等议案。 

2017年6月16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171079 号），

中国证监会对公司提交的《江苏国信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新股核准》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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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审查，认为该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决定对该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2017年7月26日，公司

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171079 号），于2017年9

月18日向中国证监会提交了反馈意见的回复。 

2017年12月7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江苏国信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

监许可[2017]2213号），正式核准了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 

2018年4月20日，公司召开了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和《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事宜有效

期延期的议案》，延长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和股东大会对董事会授权的有效期至2019年5月3日。 

2、公司重大诉讼、仲裁进展情况详见下表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射阳港发电作为协助执行人被开封市中

级人民法院裁定赔偿申请执行人 500 万

元，射阳港发电向法院提出执行异议。

2018 年 4 月，射阳港发电收到河南省高

院送达的《执行裁定书》，裁定支持射阳

港发电的复议请求，撤销开封中院的裁

定。 

2018 年 04 月 14 日 

【2018-015】关于子公司执行异议进展公

告

http://www.cninfo.com.cn/finalpage/2018-

04-14/1204626691.PDF 

因申请诉前财产保全损害责任纠纷，南

京东沛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南京东沛”）向武汉海事法院提起诉

讼，江苏舜天船舶发展有限公司和江苏

舜天船舶股份有限公司为被告。2018 年

3 月 26 日，公司收到法院出具的《民事

调解书》，双方已达成调解。 

2018 年 03 月 21 日 

【2018-010】诉讼事项进展公告

http://www.cninfo.com.cn/finalpage/2018-

03-28/1204525014.PDF 

公司于 2015 年 9 月 24 日就与珍宝航运

有限公司合作建造的 2 艘 64000 吨散货

船（船体号: SAM14017B、SAM14018B）

项下争议指定仲裁员，并明确仲裁请求。

截止目前，该案件尚在审理过程中。 

2015 年 09 月 26 日 

【2015-237】仲裁事项的公告

http://www.cninfo.com.cn/finalpage/2015-

09-26/1201640593.PDF 

2015 年 11 月 13 日，公司获悉珍宝航运

就与公司合作建造的 2 艘 64000 吨散货

船（船体号：SAM13009B、SAM13010B）

项下质保事项指定仲裁员，并明确了仲

裁请求。截止目前，该案件尚在审理过

程中。 

2015 年 11 月 17 日 

【2015-295】仲裁事项的公告

http://www.cninfo.com.cn/finalpage/2015-

11-17/1201775052.PDF 

2015 年 11 月 24 日，公司就与珍宝航运

合作建造的 2 艘 64000 吨散货船（船体

号: SAM14019B、SAM14020B）项下争

2015 年 11 月 26 日 

【2015-305】仲裁事项的公告

http://www.cninfo.com.cn/finalpage/2015-

11-26/120178848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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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指定仲裁员，并明确了仲裁请求。截

止目前，该案件尚在审理过程中。 

2015 年 12 月 7 日，公司就与珍宝航运有

限公司珍宝航运合作建造的 1 艘 64000

吨散货船（船体号: SAM14023B）项下争

议，通知船东指定仲裁员并明确了仲裁

请求。截止目前，该案件尚在审理过程

中。 

2015 年 12 月 09 日 

【2015-321】仲裁事项的公告

http://www.cninfo.com.cn/finalpage/2015-

12-09/1201820327.PDF 

2016 年 2 月 3 日，公司就与珍宝航运合

作建造的 2 艘 64000 吨散货船（船体号：

SAM14021B、SAM14022B）项下争议指

定仲裁员，并明确了仲裁请求。截止目

前，该案件尚在审理过程中。 

2016 年 02 月 05 日 

【2016-034】仲裁事项的公告

http://www.cninfo.com.cn/finalpage/2016-

02-05/1201972302.PDF 

2016 年 4 月 8 日，公司就与珍宝航运合

作建造的 1 艘 64000 吨散货船（船体号：

SAM14023B）项下争议指定仲裁员，请

求裁决船东是否有权根据合同条款取消

合同及请求裁决公司是否应当返还合同

项下预付款，从而船东是否有权向银行

索赔。截止目前，该案件尚在审理过程

中。 

2016 年 04 月 02 日 

【2016-087】关于仲裁事项的公告

http://www.cninfo.com.cn/finalpage/2016-

04-12/1202168487.PDF 

公司就与珍宝航运合作建造的2艘64000

吨散货船（船体号：AM14027B、

SAM14028B）项下争议指定仲裁员，并

明确了仲裁请求。截止目前，该案件尚

在审理过程中。 

2016 年 09 月 10 日 

【2016-212】关于仲裁事项的公告

http://www.cninfo.com.cn/finalpage/2016-

09-10/1202692398.PDF 

华泓船务就与公司、第三人华海重工的

船舶买卖合同纠纷向武汉海事法院提起

诉讼，要求公司向华泓船务支付购船款

3,425 万元及逾期支付利息。截止目前，

该案件尚在执行过程中 

2017 年 03 月 02 日 

【2017-023】关于公司重大诉讼进展的公

告 

http://www.cninfo.com.cn/cninfo-new/disc

losure/szse_sme/bulletin_detail/true/12031

22197?announceTime=2017-0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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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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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 2018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8 年 1-6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8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幅度 
0.11% 至 45.51% 

2018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区间（万元） 
86,000 至 125,000 

2017年 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85,902.86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主要有新项目投产和煤价变动影响。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资产类别 初始投资成本 
本期公允价

值变动损益 

计入权益的累

计公允价值变

动 

报告期内购入

金额 

报告期内售

出金额 

累计投资收

益 
期末金额 资金来源 

股票 4,104,787.64 1,246,888.28 12,944,557.74    
17,049,345.

38 
自有资金 

信托产品 
2,038,726,397.4

9 
-1,322,049.89 597,190.93 134,000,000.00 

461,973,570

.00 

20,392,896.

56 

2,039,323,5

88.42 
自有资金 

合计 
2,042,831,185.1

3 
-75,161.61 13,541,748.67 134,000,000.00 

461,973,570

.00 

20,392,896.

56 

2,056,372,9

33.80 
--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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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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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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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特此公告。 

 

江苏国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4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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