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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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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杨树、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孙辉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陈亚琴保证季

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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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8,740,427,567.50 8,895,368,039.64 8,895,368,039.64 -1.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2,778,864,172.87 2,737,000,357.88 2,737,000,357.88 1.53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

减(%) 

调整后 调整前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418,873,772.08 -572,868,745.87 2,496,263.68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

减（%） 

调整后 调整前  

营业收入 933,226,087.25 1,105,783,523.98 225,461,391.48 -15.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41,863,814.99 51,786,432.61 38,197,636.43 -19.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37,951,005.13 27,508,343.07 27,508,343.07 37.9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1.52 1.77 3.09 减少 0.25个百

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38 0.047 0.076 -19.15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38 0.047 0.076 -1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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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

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

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

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56,629.68 主要为稳岗补贴等。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

和支出 

371,344.09 营业外收入和营业外支出。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

项目 

3,850,000.00 与企业经营活动有关的政府补

助。 

所得税影响额 -465,163.91  

合计 3,912,809.86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33,012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国网信息通信产业集

团有限公司 
558,713,938 50.46 558,713,938 无 0 国有法人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120,592,061 10.89 95,385,704 无 0 国有法人 

新华水利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59,849,416 5.40  无 0 国有法人 

阿坝州国有资产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39,654,661 3.58  无 0 国有法人 

西藏龙坤信息科技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37,699,694 3.40 37,699,694 无 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北京新华国泰水利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 
19,295,703 1.74  无 0 国有法人 

兴证证券资管－阿坝

州投资发展公司－兴

证资管阿尔法科睿3号

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8,260,000 0.75  无 0 未知 

龙电集团有限公司 6,807,464 0.61 6,807,464 无 0 国有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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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林朋 6,000,035 0.54  无 0 
境内自然

人 

阿坝州投资发展公司 5,831,919 0.53  无 0 国有法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新华水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59,849,416 人民币普通股 59,849,416 

阿坝州国有资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9,654,661 人民币普通股 39,654,661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25,206,357 人民币普通股 25,206,357 

北京新华国泰水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9,295,703 人民币普通股 19,295,703 

兴证证券资管－阿坝州投资发展公司

－兴证资管阿尔法科睿 3号单一资产

管理计划 

8,2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260,000 

郭林朋  6,000,035 人民币普通股 6,000,035 

阿坝州投资发展公司 5,831,919 人民币普通股 5,831,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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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39,472 人民币普通股 3,539,472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达澳

银新能源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3,461,900 人民币普通股 3,461,900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企业年金计

划－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1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18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国网信息通信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国网四川省电力公

司为一致行动人，均为国家电网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2)北京新华国泰水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为新华水利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3)兴证证券资管－阿坝州投资发展公司－兴证资管阿尔

法科睿 3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系阿坝州投资发展公司出

资设立。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

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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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产负债表项目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单位：元 

资产负债表

项目 

2020年 3月 31日 2019年 12月 31日 增减变化额 变化率 

存货 416,416,522.04 193,959,114.89 222,457,407.15 114.69% 

应付票据 396,624,644.20 703,063,217.31 -306,438,573.11  -43.59% 

应交税费 100,890,311.37 146,585,050.25 -45,694,738.88  -31.17% 

 

变化原因说明： 

（1）存货较年初增加原因是：未达到收入确认条件的项目投入增加所致。 

（2）应付票据较年初减少的原因是：票据到期承兑。 

（3）应交税费较年初减少的原因是：缴纳年初应交税费。 

 

2. 利润表项目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单位：元 

利润表项目 2020年 1-3 月 2019年 1-3月 增减变化额 变化率 

税金及附加 549,086.59 2,760,621.01 -2,211,534.42  -80.11% 

销售费用 65,239,538.99 49,382,869.07 15,856,669.92  32.11% 

研发费用 26,265,922.40 43,734,656.41 -17,468,734.01  -39.94% 

财务费用 8,722,284.74 21,632,670.03 -12,910,385.29  -59.68% 

其他收益 15,694,475.72 7,811,397.59 7,883,078.13  100.92% 

资产减值损失 -4,492,382.76 3,868,237.26 -8,360,620.02 -216.14% 

营业外收入 411,718.84 13,588,920.59 -13,177,201.75  -96.97% 

营业外支出 40,374.75 191,857.43 -151,482.68  -78.96% 

所得税费用 2,329,748.83 1,256,868.46 1,072,880.37  85.36% 

变化原因说明： 

(1)税金及附加同比减少的主要原因是：置出资产所致本期税金及附加减少。 

(2)销售费用同比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投标费用增加。 

(3)研发费用同比减少的主要原因是：目前处于研发阶段初期，投入较少。 

(4)财务费用同比减少的主要原因是：置出资产导致本期财务费用减少。 

(5)其他收益同比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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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资产减值损失同比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本期计提坏账增加所致。 

(7)营业外收入同比减少的主要原因是：上年同期确认天威四川硅业有限公司应向本公司分配破

产债权 1197.86 万元。 

(8)营业外支出同比减少的主要原因是：置出资产对应上年同期存在营业外支出 12.22万元。 

(9)所得税费用同比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公司利润总额增加所致。 

 

3.现金流量表项目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单位：元 

现金流量表项目 2020年 1-3 月 2019年 1-3月 增减变化额 变化率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418,873,772.08 -572,868,745.87 153,994,973.79 不适用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8,434,676.91 -24,745,695.50 16,311,018.59  不适用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76,136,230.62 191,174,514.31 -267,310,744.93  -139.83% 

变化原因说明：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本期购买商品支付现金减少所致。 

(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减少的主要原因是：由于重组后业务变化，减少固定资产投

资所致。 

(3)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偿还借款所致。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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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

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国网信息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杨树 

日期 2020年 4月 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