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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代码：600452                                公司简称：涪陵电力 

 

 

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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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涪陵电力 600452 G 涪电力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蔡彬 刘潇 

电话 023-72286777 023-72286349 

办公地址 重庆市涪陵区望州路20号 重庆市涪陵区望州路20号 

电子信箱 fldlcaibin@163.com xiaoxiao11011@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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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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56,888,964.57 3,742,490,821.21 5.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1,006,576,201.38 891,409,396.83 1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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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500,189.48 53,473,126.69 82.33 

营业收入 981,302,751.32 661,013,938.54 48.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09,640,046.49 73,840,999.69 48.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108,301,012.64 47,750,127.05 126.8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11.50 10.40 增加1.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 

0.69 0.46 5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 

0.69 0.46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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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15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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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

量 

重庆川东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51.64 82,630,044 0 无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工银瑞信生态环境行业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1.72 2,750,987 0 无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七组合 未知 1.65 2,642,198 0 无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

添富外延增长主题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未知 1.25 1,993,809 0 无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六组合 未知 1.01 1,619,909 0 无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

实环保低碳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0.99 1,587,676 0 无   

华夏成长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0.92 1,473,719 0 无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四组合 未知 0.91 1,452,993 0 无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

实事件驱动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0.90 1,447,590 0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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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一组合 未知 0.89 1,417,636 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重庆川东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前十名股东、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上市

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未知前十名股东、前十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的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和一致行动

人的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本公司未发行优先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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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98,130.28 万元，利润总额 11,443.30 万元，净利润 10,964.00

万元，每股基本收益 0.69 元。 

本报告期，公司生产经营状况正常，财务状况稳定。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原因：一是由于 2016

年 4 月收购配电网节能业务，上年同期仅包含节能业务 4 月 23 日-6 月 30 日数据，本报告期包含

节能业务 1-6 月数据；二是供电业务因受高耗能企业关停及大用户直供电的影响，购售电毛利减

少。以上综合因素形成本期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基本每股收益

较上年同期增加。 

本报告期，由于配电网节能业务对收入、利润增长贡献突出，经营利润增幅较大，引起资产

总额、负债、权益均有较大幅度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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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其他 

(1) 公司利润构成或利润来源发生重大变动的详细说明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 2016 年度实施完成重大资产重组新增配电网节能业务，公司盈利能力增强，本期配电网

节能业务净利润占公司净利润总额比例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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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投资状况分析 

(1) 对外股权投资总体分析 

√适用 □ 不适用  

 

 

(2) 主要控股参股公司分析 

√适用 □ 不适用  

（1）参股公司重庆市蓬威石化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蓬威公司"），出资额8941万元，

持股比例15%。主要经营年产60万吨精对苯二甲酸(按许可证核定事项从事经营)；销售化工原料(不

含危险品)、化学纤维；化工技术咨询服务。报告期内，蓬威公司亏损严重。 

（2）参股公司重庆市涪陵区银科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银科公司"），出资额500

万元，持股比例3.33%。主要经营为中小企业流动资金贷款、技术改造贷款、科技开发贷款、固定

资产贷款等提供担保。报告期内，银科公司经营正常。 

    （3）参股公司重庆市新嘉南建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新嘉南公司"）， 注册资本金10,853

万元，持股比例35%，主要经营水泥制造、销售。报告期内，新嘉南公司经营正常。 

 

 

被投资的公司名称 主要经营活动 
占被投资公司权

益的比例(%) 

持股变动

情况 
备注 

重庆市涪陵区银科融资

担保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经营为中小企业流动资金贷款、

技术改造贷款、科技开发贷款、固定

资产贷款等提供担保。 

3.33 无 参股公司 

重庆市新嘉南建材有限

责任公司 
主要经营活动水泥制造、销售。 35.00 无 参股公司 

重庆市蓬威石化有限责

任公司 

主要经营年产 60 万吨精对苯二甲

酸(按许可证核定事项从事经营)；销

售化工原料(不含危险品)、化学纤维；

化工技术咨询服务。 

15.00 无 参股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