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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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涪陵电力 600452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谭勋英 刘潇 

电话 023-72286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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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nxy@flepc.com.cn xiaoxiao11011@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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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4,925,609,513.16 4,731,208,969.73 4,731,208,969.73 4.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613,291,508.84 1,466,418,917.17 1,466,418,917.17 10.02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调整后 调整前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345,539,225.84 -78,517,743.17 -78,517,743.17 — 

营业收入 1,240,082,356.04 1,090,190,257.66 1,090,190,257.66 13.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95,477,069.06 123,437,580.86 123,437,580.86 58.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94,354,528.74 121,706,273.59 121,706,273.59 59.6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2.69 10.30 10.30 增加2.3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62 0.39 0.55 58.97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62 0.39 0.55 5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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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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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64 161,954,887 0 无   

挪威中央银行－自有资金 未知 2.04 6,389,146 0 无   

国泰基金－陶宝－国泰基金－金

滩科创 1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未知 1.69 5,285,451 0 无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七组合 未知 1.00 3,123,648 0 无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投资管理公司

－自有资金 

未知 0.99 3,118,598 0 无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未知 0.92 2,898,528 0 无   

无锡汇蠡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汇蠡水晶稳健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未知 0.92 2,879,501 0 无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传统保险产品 

未知 0.90 2,807,000 0 无   

罗明光 未知 0.84 2,636,424 0 无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传统－普通保险产品 

未知 0.81 2,542,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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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生产经营状况正常，财务状况稳定，实现营业收入 12.40 亿元，利润总额 2.06

亿元，净利润 1.95 亿元，基本每股收益 0.62 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

润为 1.94 亿元，基本每股收益 0.6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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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 2017 年度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

报》。 

执行上述规定对本公司 2019 年 1 月 1 日财务报表主要影响如下：     

单位：人民币  元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 
资产负债表 

2018 年 12 月 31 日 新金融工具准则变更影响 2019 年 1 月 1 日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5,287,230.00 -5,287,230.00  

交易性金融资产  5,287,230.00 5,287,230.00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13,902,471.83 675,522.61 14,577,994.44 

资产合计 4,731,208,969.73 675,522.61 4,731,884,492.34 

未分配利润 706,573,616.73 675,522.61 707,249,139.34 

所有者权益合计 1,466,418,917.17 675,522.61 1,467,094,439.78 

本公司 2019 年 1 月 1 日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该会计政策变更影响资产合计增加 675,522.61

元，其中，应收账款增加 675,522.61 元；影响所有者权益合计增加 675,522.61 元，其中，未分配

利润增加 675,522.61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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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