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司代码：600131                                                  公司简称：岷江水电 

 

 

 

 

 

 

 

 

四川岷江水利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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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工作原因 吉利 

董事 叶建桥 因公司事务 王卫 

董事 陈磊 因公出差 穆良平 

董事 罗亮 因公出差 徐腾 

 

4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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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第七届二十五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8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2018 年 12月 31 日总

股本 504,125,155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0.50元（含税），共计 25,206,257.75

元，剩余未分配利润转入以后年度，2018年不送股，也不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分配预案需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 公司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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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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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 028-80808131 028-80808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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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主要业务及经营模式 

业务范围：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为电力生产、电力购售。 

经营模式：公司是集发配售电于一体的电力企业，拥有区域性独立配电网络。公司电力来源为，

一是自有水电站和并网小水电发电量通过自有电网销售给终端客户；二是通过联网线路从国家电

网四川省电力公司等单位趸购电量。公司电力销售主要以大工业和趸售用户为主。  

主要的业绩驱动因素：公司业绩主要来源于电力业务，经营利润主要来源于发电和售电业务的逐

步增长、成本费用的有效控制以及投资收益。 

行业发展情况：根据国家统计局披露的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显示，2018 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预

期目标较好完成，三大攻坚战开局良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改革开放力度加大，人民

生活持续改善，国民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总体平稳、稳中有进态势持续显现。受益于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的不断深入以及电力体制改革的加快推进， 2018 年全社会用电量实现较快增长，

电力行业运行呈现如下特点： 

电力生产延续绿色低碳发展。一是发电量快速增长。全国全口径发电量 6.99 万亿千瓦时，同比增

长 8.4%，其中，非化石能源发电量 2.16 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1.1%，占总发电量的比重为 30.9%、

比上年提高 0.6 个百分点。二是发电装机绿色转型。全国新增发电装机容量 1.2 亿千瓦、同比减少

605 万千瓦。其中，新增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占新增总装机的 73.0%。三是弃风弃光问题得到改善。

全国弃风电量 277 亿千瓦时，平均弃风率 7%，同比下降 5 个百分点；全国弃光电量 54.9 亿千瓦

时，平均弃光率 3%，同比下降 2.8 个百分点。 

全社会用电量实现较快增长。2018 年，全国全社会用电量 6.84 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8.5%、同

比提高 1.9 个百分点，全社会用电量实现快速度增长。分产业看，第一产业用电量 0.07 万亿千瓦

时，同比增长 9.8%；第二产业用电量 4.72 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7.2%；第三产业用电量 1.08 万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2.7%；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 0.97 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0.4%。 

电力消费结构继续优化。2018 年，第二产业用电量占全社会用电量的比重为 69.0%、比上年降低

0.8 个百分点。其中，四大高载能行业用电量比重比上年降低 0.6 个百分点；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

用电量比重提高 0.1 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比重分别提高 0.6 和 0.2 个百分点，

电力消费结构逐步优化。 

全国电力供需总体平衡。2018 年，用电增速回升，电网峰谷差加大，全国电力供需形势从前几年

的总体宽松转为总体平衡。其中，华北、华东、华中、南方区域电力供需总体平衡，部分省份局



部性、阶段性电力供应偏紧；东北和西北区域电力供应能力富余。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8年 2017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6年 

总资产 2,398,045,072.20 2,379,276,421.23 0.79 2,379,174,243.35 

营业收入 1,121,237,410.81 821,505,671.07 36.49 1,136,610,564.86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102,851,296.54 80,022,357.51 28.53 164,094,200.18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18,677,288.97 72,482,497.30 63.73 152,428,957.55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1,218,217,682.51 1,150,722,543.12 5.87 1,045,906,443.36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263,719,810.90 153,138,110.09 72.21 223,910,828.48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20 0.16 25.00 0.33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20 0.16 25.00 0.33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8.70 7.46 增加1.24个百分点 16.80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225,524,725.82 275,801,120.42 296,817,136.21 323,094,428.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36,902,893.26 46,090,070.74 26,843,186.74 -6,984,854.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35,029,807.25 45,539,695.41 26,034,048.63 12,073,737.6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36,183,412.98 59,821,184.69 109,100,127.94 58,615,085.29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41,767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34,656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

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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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人 

新华水利控股集团公

司 

0 59,849,416 11.87   无 0 国有

法人 

阿坝州国有资产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39,654,661 39,654,661 7.87   无 0 国有

法人 

北京新华国泰水利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 

-1,500,000 23,202,100 4.60   无 0 国有

法人 

阿坝州投资发展公司 0 14,091,919 2.80   无 0 国有

法人 

宁波大青贸易有限公

司 

8,883,973 8,883,973 1.76   无 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郭林朋 8,870,144 8,870,144 1.76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朱冬菁 7,752,971 7,752,971 1.54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杭州浩诺众圣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3,521,376 3,521,376 0.70   无 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罗明光 3,084,800 3,084,800 0.61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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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2018 年，公司本年发电量 8.51 亿千瓦时，同比增加 3.94%；外购电量 29.46 亿万千瓦时，同比增

加 48.77%；完成售电量 37.35 亿千万时，同比增加 34.80%。本年实现营业收入 11.21 亿元，同比

增加 36.49%；营业总成本 11.04 亿元，同比增加 31.10%，营业利润 1.26 亿元，同比增加 66.32%。

公司总资产 23.98 亿元，同比增加 0.79%；总负债 11.73 亿元，同比减少 5.11%；归属于母公司权

益 12.18 亿元，同比增加 5.87%。实现净利润 1.02 亿元。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①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

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本公司对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以下修订： 

A、资产负债表 

将原“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行项目整合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将原“应收利息”及“应收股利”行项目整合归并至“其他应收款”； 

将原“固定资产清理”行项目归并至“固定资产”； 

将原“工程物资”行项目归并至“在建工程”； 

将原“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行项目整合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将原“应付利息”及“应付股利”行项目归并至“其他应付款”； 

将原“专项应付款”行项目归并至“长期应付款”。 

B、利润表 

从原“管理费用”中分拆出“研发费用”； 

在“财务费用”行项目下分别列示“利息费用”和“利息收入”明细项目。 

C、股东权益变动表 

在“股东权益内部结转”行项目下，将原“结转重新计量设定收益计划净负债或净资产所产

生的变动”改为“设定收益计划变动额结转留存收益”。 

本公司对可比期间的比较数据按照财会[2018]15号文进行调整。 

财务报表格式的修订对本公司的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净利润、其他综合收益等无影响。 

②根据财政部《关于 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有关问题的解读》，本公司作为个人所

得税的扣缴义务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收到的扣缴税款手续费在“其他收益”

中列示。同时，本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30号-财务报表列报》等的相关规定，对可比期间

的比较数据进行调整，调增 2017年度“其他收益”78,569.33元，调减“营业收入”78,569.33

元。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本公司 2018年度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共 3户，详见公司 2018年年度报告中附注九“在其

他主体中的权益”。本公司本年度合并范围比上年度减少 1户，详见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中附注

八“合并范围的变更”。 

 

 

 

 

                                                       董事长：吴耕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19 年 3 月 2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