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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独立董事 谭忠富 因公出差 吉利 

董事 叶建桥 因公出差 李高一 

董事 陈磊 因工作原因 徐腾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岷江水电 600131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肖劲松 魏荐科 

电话 028-80808131 028-80808131 

办公地址 四川省都江堰市奎光路301号 四川省都江堰市奎光路301号 

电子信箱 xjs600131@263.net weijianke@263.net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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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3,874,142.04 2,379,276,421.23 6.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1,208,509,249.37 1,150,722,543.12 5.02 



东的净资产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96,004,597.67 55,235,505.15 73.81 

营业收入 501,325,846.24 359,109,385.87 39.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82,992,964.00 37,603,047.81 120.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80,569,502.66 35,341,310.84 127.9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6.96 3.53 增加3.4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65 0.075 12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65 0.075 120.00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42,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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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国有法人 23.92 120,592,061 95,385,704 无 0 

新华水利控股集团公司 国有法人 11.87 59,849,416   无 0 

阿坝州下庄水电厂 国有法人 7.03 35,427,085 10,220,828 无 0 

北京新华国泰水利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90 24,702,100 0 无 0 

阿坝州投资发展公司 国有法人 2.80 14,091,919 0 无 0 

谷兰香 境内自然

人 

1.24 6,241,457 0 无 0 

张春枫 境内自然

人 

0.85 4,265,582 0 无 0 

阿坝州国有资产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84 4,227,576 0 无 0 

南华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南华期货银叶 5号资产

管理计划 

未知 0.60 3,000,050 0 无 0 

四川省投资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国有法人 0.56 2,818,384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北京新华国泰水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为新华水

利控股集团公司的全资子公司；(2)除上述情况外，其他



股东之间未知有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关系。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18年上半年，面对供给侧改革和电力体制改革持续推进以及复杂经营环境，公司紧密围绕

年初确定的经营目标，全力做好电网基建、市场服务、提质增效和素质提升等工作，圆满完成公

司上半年各项工作任务和经营目标。 

（一）2018年上半年经营业绩  

2018年上半年，公司完成发电量 30,353万千瓦时，较上年同期 34,312万千瓦时下降 11.54%；

完成售电量 154,049万千瓦时，较上年同期 116,030万千瓦时增长 32.77%；实现营业总收入 5.01

亿元，较上年同期 3.59亿元增长 39.60%；利润总额 0.87亿元，较上年同期 0.46 亿元增长 88.49%；

基本每股收益 0.165 元，较上年同期 0.075 元增长 120.00%。截止 2018 年 6 月 30 日，公司总资

产 25.34亿，较年初增长 6.50%；总负债 13.30亿元，较年初增长 7.59%；股东权益（归属于母公

司）12.08亿元，较年初增加 5.02%；资产负债率 52.49%，较年初增加 0.53个百分点。  

（二）2018年上半年开展的主要工作 

1、加快电网项目建设，努力提升本质安全。 

一是全力推进 110 千伏草杨线等重点电网项目建设，并稳步推进 110千伏干河子变电站、110

千伏银杏变电站、110 千伏老百花变电站等重点工程前期工作。二是有序推进 110 千伏新中亚变

电站、110千伏杨柳坪变电站综自改造工程，提升电网装备自动化水平。三是落实风险防控措施，

加强电网协调管理，开展防大汛、抗大灾、抢大险的应急准备工作。四是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

查和缺陷隐患挂牌督办，持续强化生产经营本质安全，针对供区内负荷大幅增长的挑战，加强电

力统筹平衡和电网风险防控，确保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2、强化市场意识提升服务品质。 

一是深化营销“三全”建设，推动营销机制转型，强化需求侧管理，积极对接地方政府，精

准实施配网升级改造，主动服务客户电能替代和产业升级，增强供区客户粘度。二是推进“互联

网+营销服务”落地，售电服务一体化项目正有序推进,自助机和网上售电正逐步替代人工售电。

三是持续夯实管理基础，提升“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意识，强化业务考核与监督，全面提升服

务品质，启动供电服务监控平台建设，业务规范率持续提升，客户继续保持零投诉。四是坚持推

广购电制，切实防范电费回收风险。  

3、着力夯实基础提质增效。 

一是加强企业经营管理，牢固树立产品意识和效益观念，对工程项目、电网建设、投资管理

进行严格把控，扎实开展前期分析论证，杜绝低效无效投资，提高效益产出。二是全面清理废旧

和库存物资，盘活再利用库存物资，严控新增入库。三是拓宽思路、多措并举、依法依规加快推



进铜钟大坝注册、应收账款清理、亏损企业治理、子公司资产负债率偏高等复杂棘手问题，破解

历史遗留问题处置难题。 

4、大力推进素质提升活动。一是加强中层管理人员队伍建设，根据新要求制定和修订干部管

理制度，按照要求全面清理规范干部档案。二是在电网建设、应急管理、检修运维、工程建设、

信息通信等方面进行培养锻炼，提升员工队伍素质。三是激励员工不断提升学历和技能水平，促

进公司人才当量密度的进一步提升。 

5、对外投资管理工作成效明显。一是本着“实际、实用、实效”原则，督促健全全资及控股

子公司相关规章制度。二是推动子公司强化安全管理体系建设，落实安全责任、明确安全措施、

保证资金、人员到位。三是严格审核对外投资单位财务预算，加强过程管控和绩效考核。上半年，

主要投资单位取得了较好业绩。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董事长：张有才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18年 8月 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