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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岷江水利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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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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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立董事 王卫 因公出差 穆良平 

董事 叶建桥 因公出差 张有才 

董事 罗亮 因地震抢险 钟利军 

董事 陈磊 因公出差 张有才 

 

2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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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1,166,213.45 2,379,174,243.35 0.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1,058,303,233.42 1,045,906,443.36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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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235,505.15 119,120,279.15 -53.63 

营业收入 359,109,385.87 545,414,434.37 -34.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37,603,047.81 123,656,909.21 -69.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5,341,310.84 112,566,243.23 -68.6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3.53 12.76 减少9.2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5 0.245 -69.3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5 0.245 -6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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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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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水利控股集团公司 国有 

法人 

11.87 59,849,416 0 无   

阿坝州下庄水电厂 国有 

法人 

7.03 35,427,085 10,220,828 无   

北京新华国泰水利资产管理 国有 4.90 24,702,100 0 无   



有限公司 法人 

阿坝州投资发展公司 国有 

法人 

2.80 14,091,919 0 无   

毛玉霞 境内自

然人 

1.25 6,306,861 0 无   

长春铁发实业有限公司 未知 0.73 3,688,008 0 无   

四川省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国有 

法人 

0.56 2,818,384 0 无   

阿坝州甘堡水电厂 国有 

法人 

0.56 2,818,384 0 无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未知 0.40 1,996,315 0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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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上半年，面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电力体制改革以及供区内电力需求下降的复杂局面，

公司紧密围绕年初确定的经营目标，坚持“稳中求进、内涵发展，抢抓机遇、强基固本、改革创

新和管理提升”的工作思路，全力做好安全防控，持续强化管理提升，全面推进降本增效，公司

各项工作得以稳步推进。 

（一）2017年上半年经营业绩 

2017年上半年，公司完成发电量 34，312万千瓦时，较上年同期 29，174万千瓦时增长 17.61%；

完成售电量 116,030万千瓦时，较上年同期 164,716 万千瓦时下降 29.56%；实现营业总收入 3.59

亿元，较上年同期 5.45亿元下降 34.16%；利润总额 0.46亿元，较上年同期 1.36 亿元下降 65.90%；



基本每股收益 0.075元，较上年同期 0.245元下降 69.39%。截止 2017年 6月 30日，公司总资产

23.81亿，较年初增长 0.08%；总负债 13.29亿元，较年初减少 1.14%；股东权益（归属于母公司）

10.58亿元，较年初增长 1.19%；资产负债率 55.83%，较年初减少 0.69个百分点。 

（二）2017年上半年开展的主要工作 

1、强化经营管理，降低不利因素影响 

受产业结构调整及化解过剩产能等政策影响，在公司供区内部分客户用电需求减少，销售电

量出现下降的不利局面下。公司通过科学调度和优化电网运行等方式，使低成本的自发水电上网

电量增长，高成本的外购电量相应减少；大力开展挖潜降耗工作，电能损耗得到有效控制；全面

推进降本增效工作，各项费用不同程度下降。通过上述举措，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销售电量下滑

带来的不利影响。 

2、推进重点项目建设，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 

加快推进电网建设，新桥 110 千伏输变电工程、110千伏草杨线、35千伏百银线，以及光纤

通讯网络建设工程正在有序实施，将使公司南、北电网贯通，电力输送能力、供电质量和电网装

备水平得到较大提升，为公司长期持续稳定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3、加强投资管控，优化投资结构 

一是加强对公司经营业绩有重要支撑的电力类投资单位的业务指导和运营监管工作，督促其

通过增收节支、挖潜降耗，努力提高经营效益；二是不断完善公司投资管理的组织体系和制度体

系，规范投资决策程序，强化投资风险管控，提高投资管控能力，实现投资管理的规范性和科学

性。报告期内，完成了公司所持西藏天威华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39%股权的处置工作，对外投

资结构得以进一步优化。 

4、创新管理模式，提升公司治理水平 

一是围绕公司“资产优良、管理优秀、业绩优异的一流能源类上市公司”的战略目标，在深

入研判电力体制改革和公司经营形势的基础上，对公司组织机构进行调整，为逐步实现集控、调

控一体的生产组织模式奠定基础。二是进一步强化内控体系建设，开展了《内部控制手册》的修

订工作，使内控体系更完善、合理、有序，并加强内控执行与监督，刚性执行内控流程，不断提

升了公司的治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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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8 月 1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