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眾志」創黨不足一個

月，頻頻「中箭」，「關公」想休

息一下都不容易。「香港衆志」

秘書長黃之鋒近日在美加兩國作「巡迴演講」，

其中在加拿大多倫多出席論壇時稱，他希望特

區政府可收回單程證審批權，但其中困難重

重，故建議香港非牟利機構可協助新來港人士

融入香港社會，減少社會矛盾。鼓吹「港獨」的

激進本土派即抨擊「香港眾志」及黃之鋒「只顧協

助新移民（新來港者）」，黃之鋒即批評對方斷章

取義，要求對方道歉，有人更揶揄「本土民主前

線」發言人梁天琦及「熱血公民」成員鄭錦滿當年

也是新來港者，「協助他們融入香港有什麼不

對？」雙方在facebook上互相指責，火花四

濺，「花生味」十足。 ■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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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會、監事會及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保證季度報告內容的真實、準確、完整，不存在虛假記載、誤
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並承擔個別和連帶的法律責任。
1.2 公司全體董事出席董事會審議季度報告。
1.3 公司負責人劉軍、主管會計工作負責人王樹花及會計機構負責人（會計主管人員）張莉保證季度報告中財務報表
的真實、準確、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報告未經審計。

二、公司主要財務數據和股東變化
2.1 主要財務數據

單位：元 幣種：人民幣

本報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報告期末比
上年度末增減(%)

總資產 18,330,095,180.09 17,330,810,204.09 5.77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資產 3,709,127,576.20 3,519,278,146.01 5.39

年初至報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報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減(%)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198,122,022.84 323,761,152.62 -161.19

年初至報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報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減（%）
營業收入 2,277,720,623.20 2,298,188,809.62 -0.89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利潤 188,346,585.64 188,919,301.84 -0.30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扣除非經常性損益的淨
利潤 187,638,347.51 187,604,030.70 0.02

加權平均淨資產收益率（%） 5.21 8.67 減少3.46個百分點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736 0.1874 -7.36
稀釋每股收益（元/股） 0.1736 0.1874 -7.36

非經常性損益項目和金額
 √適用 □不適用 

單位：元 幣種：人民幣

項目 本期金額 說明
非流動資產處置損益 1,518,909.75      
越權審批，或無正式批准文件，或偶發性的稅收返還、減免 　 　
計入當期損益的政府補助，但與公司正常經營業務密切相關，符合國家政
策規定、按照一定標準定額或定量持續享受的政府補助除外 272,655.87      

計入當期損益的對非金融企業收取的資金佔用費 　 　
企業取得子公司、聯營企業及合營企業的投資成本小於取得投資時應享有
被投資單位可辨認淨資產公允價值產生的收益 　 　

非貨幣性資產交換損益 　 　
委託他人投資或管理資產的損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災害而計提的各項資產減值準備 　 　
債務重組損益 　 　
企業重組費用，如安置職工的支出、整合費用等 　 　
交易價格顯失公允的交易產生的超過公允價值部分的損益 　 　
同一控制下企業合併產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併日的當期淨損益 　 　
與公司正常經營業務無關的或有事項產生的損益 　 　
除同公司正常經營業務相關的有效套期保值業務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資
產、交易性金融負債產生的公允價值變動損益，以及處置交易性金融資
產、交易性金融負債和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取得的投資收益

　 　

單獨進行減值測試的應收款項減值準備轉回 　 　
對外委託貸款取得的損益 　      
採用公允價值模式進行後續計量的投資性房地產公允價值變動產生的損益 　 　
根據稅收、會計等法律、法規的要求對當期損益進行一次性調整對當期損
益的影響 　 　

受託經營取得的托管費收入 　 　
除上述各項之外的其他營業外收入和支出 -391,793.79      
其他符合非經常性損益定義的損益項目      　
少數股東權益影響額（稅後） -346,628.50      
所得稅影響額 -344,905.20      
合計 708,238.13      

2.2 截止報告期末的股東總數、前十名股東、前十名流通股東（或無限售條件股東）持股情況表

單位：股

股東總數（戶） 39,808
前十名股東持股情況

股東名稱（全稱） 期末持股
數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條

件股份數量
質押或凍結情況

股東性質
股份狀態 數量

山西省國新能源發展集團有限公司 343,195,592 31.64 343,195,592 無 0 國有法人
太原市宏展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 164,868,470 15.20 164,868,470 質押 82,620,000 境內非國有法人
山西田森集團物流配送有限公司 164,868,470 15.20 164,868,470 質押 150,958,470 境內非國有法人
中華聯合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傳
統保險產品 34,000,000 3.13 34,000,000 無 0 未知

平安資管－平安銀行－平安資產創贏
5號資產管理產品 25,500,000 2.35 25,500,000 無 0 未知

GUOTAI JUNAN 
SECURITIES(HONGKONG) 
LIMITED

16,248,593 1.50 0 無 0 未知

招商證券香港有限公司 15,720,420 1.45 0 無 0 未知
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長盛轉型升
級主題靈活配置混合型證券投資基金 10,144,682 0.94 0 無 0 未知

中國證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9,521,896 0.88 0 無 0 國有法人
中央匯金資產管理有限責任公司 8,699,900 0.80 0 無 0 國有法人

前十名無限售條件股東持股情況

股東名稱 持有無限售條件流通
股的數量

股份種類及數量
種類 數量

GUOTAI JUNAN SECURITIES(HONGKONG) LIMITED 16,248,593 境內上市外資股 16,248,593
招商證券香港有限公司 15,720,420 境內上市外資股 15,720,420
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長盛轉型升級主題靈活配置混合型證
券投資基金 10,144,682 人民幣普通股 10,144,682

中國證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9,521,896 人民幣普通股 9,521,896
中央匯金資產管理有限責任公司 8,699,900 人民幣普通股 8,699,900
李金琛 7,934,900 人民幣普通股 7,934,900
山西太鋼投資有限公司 6,741,205 人民幣普通股 6,741,205
高風坤 6,206,700 人民幣普通股 6,206,700
中信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建信環保產業股票型證券投資基金 4,654,268 人民幣普通股 4,654,268
中國農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達瑞惠靈活配置混合型發起
式證券投資基金 3,512,526 人民幣普通股 3,512,526

上述股東關聯關係或一致行動的說明

中華聯合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誠鼎揚子投資合夥企業
（有限合夥）、上海誠鼎德同股權投資基金有限公司、上海
德同誠鼎股權投資基金中心（有限合夥）已分別與公司的控
股股東山西省國新能源發展集團有限公司簽訂了《一致行動協
議》。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其餘股東是否存在關聯關係或
屬於《上市公司收購管理辦法》規定的一致行動人。

表決權恢復的優先股股東及持股數量的說明 無

2.3 截止報告期末的優先股股東總數、前十名優先股股東、前十名優先股無限售條件股東持股情況表
 □適用 √不適用 

三、重要事項
3.1 公司主要會計報表項目、財務指標重大變動的情況及原因
√適用 □不適用 

報表項目 期末數或本期數 年初數或上年同期數 增減幅度（%） 變化原因
應收票據 35,255,531.60 53,145,418.25 -33.66 應收承兌匯票減少
應收賬款 777,801,662.39 350,759,630.34 121.75 應收氣款增加
預付款項 298,367,043.67 62,430,629.97 377.92 預付款項增加
應收利息 965,337.00 -100.00 利息收回
其他應收款 607,124,207.74 365,775,296.59 65.98 應收往來款及保證金增加
應付票據 40,679,161.64 89,631,079.27 -54.61 票據付款減少
應付賬款 342,313,851.79 125,562,874.86 172.62 應付供應商款項增加
應付職工薪酬 35,557,427.50 54,395,072.71 -34.63 應付工資減少
應交稅費 125,488,606.49 88,765,942.83 41.37 應交稅費增加
應付利息 87,283,726.57 56,056,563.67 55.71 應計未付利息增加

長期應付款 60,271,779.78 88,670,663.31 -32.03 應付融資租賃款減少
專項儲備 6,509,770.20 5,006,925.65 30.02 計提未付的專項儲備增加
營業稅金及附加 10,206,585.24 6,594,408.76 54.78 應繳納的附加稅增加
投資收益 3,257,568.21 6,872,366.25 -52.60 參股公司的淨利潤減少

營業外收入 2,103,976.83 1,456,037.05 44.50 固定資產處置損益增加及計
入當期損益的政府補助增加

少數股東損益 -4,145,668.91 3,202,403.59 -229.45 少數股東享有的損益減少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
金流量淨額 -198,122,022.84 323,761,152.62 -161.19 銷售商品收到的現金減少及

購買商品支付的現金增加
籌資活動產生的現
金流量淨額 514,585,429.35 66,341,005.11 675.67 取得借款收到的現金增加及

償還債務支付的現金減少

3.2 重要事項進展情況及其影響和解決方案的分析說明
 □適用 √不適用 

3.3 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東承諾事項履行情況
√適用 □不適用 

承諾背景 承諾類型 承諾方 承諾內容 承諾時間及期限 是否有履
行期限

是否及時
嚴格履行

如未能及時
履行應說明
未完成履行
的具體原因

如未能及
時履行應
說明下一
步計劃

與重大資產重
組相關的承諾

股份限售 國新能源
集團、宏
展房產、
田森物流

承諾其通過本次重組認購
的本公司股份自本次發行
結束之日起三十六個月內
不進行轉讓或上市交易。

2013年7月2日；
期限為2016年12

月23日

是 是

與重大資產重
組相關的承諾

解決同業競
爭

國新能源
集團

太原燃氣項目成熟後，將
其持有的太原燃氣40%股
權，國新正泰、平遙遠東
的項目建成投產後6個月
內，將其持有國新正泰和
平遙遠東股權經山西省國
資委批准後轉讓給本公
司。

2013年7月2日、
10月8日、11月

15日

是 是

與重大資產重
組相關的承諾

其他 國新能源
集團、宏
展房產、
田森物流

若山西天然氣需要向東山
煤礦承擔賠償責任，且山
西天然氣完成借殼上市，
按其對山西天然氣的出資
比例代山西天然氣向東山
煤礦承擔賠償責任。

2013年7月2日；
至2014年3月25

日

是 是

與重大資產重
組相關的承諾

解決土地等
產權瑕疵

國新能源
集團、宏
展房產、
田森物流

若山西天然氣及其合併報
表範圍內的子公司未能在
交割日前辦理完成該等資
產權屬手續及經營資質，
且本公司在交割日後因該
等資產權屬手續及經營資
質問題受到損失，國新能
源集團、宏展房產、田森
物流將分別按照其對山西
天然氣的出資比例以現金
方式補償本公司因此受到
的實際損失。

承諾之日起 否 是

與再融資相關
的承諾

股份限售 中 華 財
險、平安
資管、誠
鼎揚子、
誠 鼎 德
同、上海
德同

承諾其自本次認購的本公
司的股票在證券交易所上
市之日起36個月內，不
轉讓或者委託他人管理其
所持有的本公司股票，也
不要求國新能源集團收購
該部分股份。

2015年12月2
日；期限為2018

年12月2日

是 是

3.4 預測年初至下一報告期期末的累計淨利潤可能為虧損或者與上年同期相比發生重大變動的警示及原因說明
 □適用 √不適用 

 公司名稱 山西省國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劉軍
 日期 2016-04-27

公司代碼：600617 900913 公司簡稱：國新能源 國新B股

山西省國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第一季度報告正文

「熱狗」「中箭」互片
「熱狗」圍插

Lee Tung Yiu：一睇段原文就知你理虧，講得
出口唔夠膽認，仲要抹黑別人報道失實，……
既然立場咁搖擺不定，就咪學人從政。

Siu Sum：想食新移民（新來港人士）票但係又
要扮幫香港人。元郎（朗）近期好多老笠呀，你
唔幫下啲爛民（難民）融入？不過唔幫又岩（啱）
既（嘅），爛民（難民）無票。

Kawai Mugford：之前亂話人地（哋）有金主，
你地（哋）都未認真正式地道歉，宜（）家又挽
（玩）「捉字蝨」仲想要人道歉？咪傻啦，做番
（返）好自己啲功課先啦。

支持「中箭」

Ricky Li：熱狗啲死契弟出晒黎（嚟）幫手抹黑，
唔死無×用，扮勇武，班掟磚啲人就係比（畀）
你班打靶害囉，不知所謂。

Daivd Chan：熱血主旨在破壞。口號狂妄，攻
擊對象不是建制，而是反建制。又有好多資源
動員，又有刊物及網上平台，錢從何來？

Kent Lai：熱狗越來越癲，非我族類地獄見，
只換來孤獨一族，越行越窄。區選後翌日即刻
出記招，公佈各區參選者，霸晒位，將來真正
本土派都冇位出選，難道是真正支持民主，哂
（嘥）氣啦，唔好咁大聲。
資料來源：facebook 整理：記者 鄭治祖

「新同盟」立法會議員
范國威為怕得罪自己的
「基本票」，又想吸激進
「本土派」的選票，日前
更新其facebook封面，大

字打出「如有民主 何來港獨？」字樣，但
「本土派」似乎並不收貨，要求其澄清到底
是否支持「港獨」。范國威昨日接受電台訪
問時，立場繼續左搖右擺，聲稱「建國」不
是「新同盟」的政綱或立場，但「不排
除」日後會研究或討論相關議題。他又承
認，如果獲邀簽署早前由反對派中青代聯署
發表的《香港前途決議文》，他會考慮。
針對范國威的facebook封面，「新同盟」
前黨員、沙田社區網絡主席劉頴匡日前在自

己facebook公開了「新同盟」2015年版黨
章，稱要「讓大家認識一下這個號稱本土的
政黨的宗旨」。

前「盟友」踢爆黨章挺港屬中國一部分
根據劉公佈的「新同盟」黨章，第一條

寫明「支持香港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
分」。范國威昨日在電台節目上承認，此
條黨章自創黨以來就存在至今。主持人在
節目上問范國威，「閣下是否開始領略到
被前黨友批評的痛楚？」諷刺范國威離開
民主黨後經常鬧以前政黨「大佬文化」同
「不思進取」。
由於受圍攻，有關的fb封面在短短兩天
已經被更換。 ■記者 鄭治祖

范國威「扮獨」媚「激」左搖右擺
網民拆穿

Mandy Kok：咁即係支持定反對港獨？

Sam Wrong：又要反港獨，又要奶（瀨）港
獨，就係依（呢）啲

Jerry Lam：×少陣LA（啦）

Bryan Cheung：你聽落選囉……多麼on ×的
宣傳……出張咁（嘅）banner 吸票定趕客？

Pon Sze Hang：如有范國威，何來民主？

陳英傑：偽本土，偽君子 整理：鄭治祖

■責任編輯：甄智曄

話幫「新來港」「中箭」俾「狗」趕
「熱狗」開火之鋒還拖 網民寸梁天琦「融港」有錯

黃之鋒近日就到美加兩國作「巡迴演講」，其中他在
加拿大多倫多出席了當地一個親香港反對派組織

「港加聯」舉辦的一場公開論壇。在論壇上，黃之鋒被問
到對單程證審批權的看法，他稱希望特區政府收回有關審
批權，但承認此舉或涉及修改香港基本法，未必可在短時
間內解決，「但收回單程證審批權就要修改基本法，咁修
改基本法要點呢？要全國人大批准，試問全國人大又會唔
會批准呢？」

之鋒遭圍插 出聲明促道歉
他認為，特區政府可增撥資源予一些非牟利機構，讓新
來港者可學習廣東話、繁體字等，從而減少香港的社會矛
盾，建立多元共融的社會。
不過，有關言論隨即被鼓吹「港獨」的激進「本土派」

炮轟。《熱血時報》以「黃之鋒到訪多倫多：爭取非牟利
機構協助新移民融入香港」為題作報道，稱：「黃（之
鋒）直言奪回審批權需要修改基本法，人大未必批准，所
以倒不如幫助大陸新移民（新來港者）融入社會，而『香
港眾志』將會爭取非牟利機構去協助新移民。」
親激進「本土派」的facebook專頁「Look7s」則以「黃
之鋒：與其奪回單程証（證）配額審批權，倒不如幫助大
陸新移民融入社會」為題發帖，揶揄「香港衆志」及黃之
鋒協助內地新來港者的立場。
黃之鋒及「香港眾志」於昨晚發聲明，批評《熱血時
報》及「Look7s」內容斷章取義，報道失實，又稱對此全
無舉證的不專業手法深表失望及遺憾。黃之鋒聲言，兩者
必須就其誤導及中傷向主辦單位、公眾及他公開道歉，及
將該兩則報道撤回，「以正視聽。」

「Look7s」惡搞之鋒謝罪文
不過，《熱血時報》及「Look7s」當然不會乖乖「聽
話」。《熱血時報》在facebook聲言，其編輯部在反覆觀
看該篇文章後，未發現有誤導及誤解情況，故認為報道不
用收回，並「感謝指正」。
「Look7s」更以黃之鋒早前向公眾道歉的「矯情文」

作二次創作回應稱：「我們怪責自己管理面書平台不
當、質疑自己未能平伏心境、後悔自己無故失言，那種
久違的自責感，再度湧上心頭，特別是自己失言，為
Look7s帶來打擊。……這個時候，不值得為自己開脫，
也不需公眾替我解釋，因為再多的借口也是無補於事，
因為事實很簡單：講出去嘅嘢就如潑出去嘅__
（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民主動力」昨晚舉行「碰頭
飯敍」，商討反對派在立法會區議
會（第二）界別，即「超級區議
會」的初選細節及派出的名單數
目。據悉，參加飯局的傳統反對派
和「傘後組織」意見不一，陷於僵
局。「民主動力」其後決定將初選
日期由原訂的6月，推遲至7月初舉
行。
有出席者透露，傳統反對派政黨
之間有逾十年的合作關係，近年出
現了很多新興的政黨、「傘兵組
織」等，有需要加強交流，是晚飯
局只是各政黨及組織之間的「碰

頭」。有與會者則透露，要待所有
準備參加「超級區議會」選舉的反
對派政黨及組織，都表明願意參與
及遵守承諾，他們才會考慮是否參
與初選。
據悉，激進派及「傘後組織」就
對民主黨派出兩隊參選甚有微言。
有與會者建議將參與初選的名單，
從早前的開放式改為6隊至7隊，即
預先把沒有太大勝算者剔走，而有
關安排會令參與初選經費由原先每
隊須負責7萬元增至10萬元。又將
最後拍板參與初選的「死線」定在
5月23日，「民主動力」創辦人鄭
宇碩將在這段期間個別游說。

傾超區僵持 反對派延初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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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箭」發聲明指《熱
時 》 與 「Look7s」 中
傷，要求對方道歉。

fb圖片

■《熱時》堅持
該報道沒有問
題，不用收回。

fb圖片

■「Look7s」
製圖惡搞黃
之鋒早前的
謝罪文「道
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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