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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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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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2,009,764.78 2,398,045,072.20 1.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297,743,021.97 1,218,217,682.51 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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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765,877.42 96,004,597.67 -16.91 

营业收入 540,438,337.42 501,325,846.24 7.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04,731,597.21 82,992,964.00 26.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94,112,236.99 80,569,502.66 16.8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8.24 6.96 增加1.2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208 0.165 26.06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208 0.165 2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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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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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水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11.87 59,849,416   无 0 

阿坝州国有资产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国有法

人 

7.87 39,654,661   无 0 

北京新华国泰水利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4.60 23,202,100   无 0 

阿坝州投资发展公司 国有法

人 

2.80 14,091,919   无 0 

王孝安    境内自

然人 

1.71 8,642,800   无 0 

郭林朋    境外自

然人 

1.19 6,000,035   无 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

富通股票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未知 0.97 4,913,102   无 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交银施罗德先锋混合型证

券投资金  

未知 0.81 4,072,905   无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华夏中证四川国企改革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 

未知 0.70 3,534,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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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上半年，面对复杂严峻的内外部经济形势和公司改革发展的艰巨任务，公司紧密围绕

年初确定的经营目标，在狠抓安全生产和经营管理的同时，持续加强对外投资项目的管控，同步

深化改革创新，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为未来发展谋篇布局，促进了公司持续健康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发电量 35,889万千瓦时，较上年同期的 30,353 万千瓦时增长 18.24%；

完成售电量 164,148 万千瓦时，较上年同期 154,048 万千瓦时增长 6.56%；实现营业总收入 5.40

亿元，较上年同期的5.01亿元增长7.8%；利润总额1.11亿元，较上年同期的0.87亿元增长27.05%；

基本每股收益 0.208 元/股，较上年同期 0.165元/股增长 26.06%。截止 2019 年 6 月 30 日，公司

总资产 24.42 亿元，较年初增长 1.83%；总负债 11.38 亿元，较年初减少 3.02%；股东权益（归属

于母公司）12.98 亿元，较年初增长 6.53%；资产负债率 46.59%，较年初减少 2.33 个百分点。 

报告期内开展的主要工作： 

1、稳步推进重大资产重组，实现公司战略转型 

为响应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和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建设“三型两网”要求，突破公司电力

业务发展的瓶颈，公司于 2019 年 1 月启动了重大资产重组，拟将除保留资产外的全部资产、负债

及业务作为置出资产，与国网信息通信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产集团”）持有的北京中

电飞华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电飞华”）67.31%股份、安徽继远软件有限公司 100%股

权、北京中电普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00%股权及四川中电启明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电启明星”）75%股权的等值部分进行置换，并拟以发行股份的方式向信产集团购买上述重大资产



置换的差额部分、向龙电集团有限公司和西藏龙坤信息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购买其分别持

有的中电飞华 5%股份和 27.69%股份，以支付现金的方式向加拿大威尔斯科技有限公司购买其持有

的中电启明星 25%股权，同时拟向不超过 10 名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用于投资标

的公司“云网基础平台光纤骨干网建设项目”、“云网基础平台软硬件系统建设项目”、“互联网+

电力营销平台建设项目”等，推进公司战略发展转型。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议案已经公司第七

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获得了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委员会的批复，并经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工作

正有序推进中，详见公司于上交所官网披露的有关公告。 

2、夯实安全基础，确保了安全生产持续稳定 

报告期内，公司安全形势总体平稳，通过进一步强化安全风险管控，落实安全主体责任，基

建、生产现场安全管控显著加强；通过持续推进应急管理工作体系建设，加快应急体系建设，成

立了应急中心，健全了应急协调联动机制，完善了应急保障体系；通过健全安全巡查机制和隐患

排查治理常态机制，成立安全巡查大队，使安全巡查工作常态化；通过扎实开展安全检查和专项

治理，落实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改，切实降低了安全风险。 

3、强化运营管理，提升了经营质效 

报告期内，公司不断强化经营管理，一方面在深入研判经营形势的基础上，加强对现有资产

的经营和管理，通过科学调度和优化电网运行方式，报告期内自有水电厂发电量同比增长 18.24%；

另一方面充分利用自身的技术和管理优势，不断加强市场拓展和增供促销力度，促进了存量市场

的增长，报告期内公司售电量同比增长 6.56%；再一方面通过不断强化电费回收风险预警，落实

“一户一策”的电费回收要求，进一步推广购电制，促使电费回收工作再上一个新台阶，有效防

控电费回收险。 

4、电网建设稳步推进，电网结构不断完善 

报告期内，公司加快推进了电网规划建设进程，一方面完成了新桥变-汶川 220 千伏变 110

千伏新建工程，新增上下省网的并网关口，完善了公司网络结构；完成了 110 千伏草坡—杨柳坪、

35 千伏百花—银杏输电线路技改工程，公司南、北网得以联通，有效缓解了公司网内水电站“弃

水窝电”现象；另一方面有序推进了 110 千伏银杏输变电工程、110 千伏老百花变电站灾后恢复

重建工程等重点项目的前期工作，积极推进了都江堰市经开区配套输变电站项目的前期相关工作，

为公司电力业务持续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5、内部管理不断加强，经营质效不断提升 

报告期内，公司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进一步深化改革、推动发展，一方面持续完善风险

管理和内控机制，通过刚性执行各项规章制度进一步加强了公司经营管理过程中重点环节、重点

领域的管控；另一方面持续强化综合计划和全面预算管理，建立健全综合计划和财务预算的全过

程管理体系，通过对综合计划和财务预算实施月计划、周安排、日管控、季考核的管理机制，公



司上半年综合计划与财务预算执行情况良好。 

6、加强对外投资管控，防范了投资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强化了对公司经营业绩具有重要影响的电力类投资企业的精益化管控，

加强了各投资企业在安全生产、设备运行、经营管理、资金营运等方面的管控，实现了各投资企

业的持续稳定经营。同步强化了电力类投资企业在电力体制改革背景下的市场经营和风险管控工

作，力促将电力体制改革所形成的不利影响控制到最小。 

7、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夯实人力资源基础 

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完善了人力资资源管理体系，强化了员工的担当精神和责任意识，增

强了企业活力和竞争力；同时公司持续推行了“人才强企”战略，加强员工人才队伍培育，开展

内部培训 4371 人次，外送培训 1008 人次，人才当量密度提升至 0.9109，为公司改革发展提供了

良好的人力资源支撑和保障。 

8、强化党建工作，风清气正促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紧紧围绕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紧紧围绕上级党委各项决策部署，全面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坚持抓党建促发展、

以发展强党建工作；深入开展党风廉洁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着力加强纪律建设和作风建设；深入

推进了标准化党支部建设，持续提升基屋党建工作水平；组织了自主巡察工作，夯实了廉政安全

根基，公司风清气正企业氛围得到巩固，促进了公司健康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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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第十节”财务报告之“五”、44 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

计的变更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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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耕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19 年 8 月 2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