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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155                          证券简称：川能动力                          公告编号：2019-064 号 

四川省新能源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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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川能动力 股票代码 000155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斌 付佳 

办公地址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航空路 1 号国航世纪
中心 A 座 7 层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航空路 1 号国航世纪
中心 A 座 7 层 

电话 028-65258989 028-65258923 

电子信箱 zbb911@163.com fujia620@163.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970,660,402.95 2,565,148,396.54 -62.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30,015,250.46 32,446,122.46 608.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02,981,840.64 8,389,054.23 2,3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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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30,877,678.75 71,984,275.58 915.3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8 0.03 50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8 0.03 50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82% 1.07% 5.75%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7,209,665,269.08 7,229,036,712.90 -0.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538,668,866.44 3,259,965,219.21 8.55%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8,957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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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四川省能源投
资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国有法人 26.20% 332,800,000 332,800,000   

四川化工控股

（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国有法人 11.30% 143,500,000  质押 143,500,000 

四川发展（控

股）有限责任公

司 

国有法人 4.10% 52,047,000    

成都万年长青

企业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87% 49,211,000    

成都百合正信

信息技术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40% 43,118,272    

成都聚兴瑞隆
商务服务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69% 34,146,694    

四川能投资本
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83% 23,301,151    

海南华控实业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76% 9,7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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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70% 8,905,100    

钱克佳 境内自然人 0.69% 8,712,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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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本公司前 10 名股东中，国有法人股东四川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四川化工控股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四川发展（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四川能投资本控股有限公司存

在股权控制关系，受同一主体（四川省国资委）控制。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海南华控实业投资有限公司通过信用担保账户持有公司 970 万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0.76%；钱克佳通过信用担保账户持有公司 871.28 万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0.69%。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19年上半年，在董事会的领导下，公司紧紧围绕聚焦目标、转型发展的主题开展工作，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9.71

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2.30亿元。报告期内，公司重点开展了以下工作： 

（一）聚焦经营业绩，着力增强盈利能力 

一是抓基础，强管控，风电项目稳步前进。公司控股子公司能投风电紧紧围绕生产经营目标，强化经营管理，扎实推进

各项工作。第一，加快推进大面山三期、井叶特西、沙马乃托、堵格4个已核准项目开工前准备工作，开展拟建项目合法合

规建设施工情况摸排，做好开工前检查保障，逐步落实相关项目开工推进计划，确保项目在2020年底前投产。第二，狠抓安
全环保监督管理体系建设，不断健全电力安全生产体系，工作机制更加完善，隐患排查更加彻底，安全监管更加有效，宣传

教育更加深入。第三，聚焦各项生产运行指标，建立多维度指标对标体系，强化指标对标管理，不断提升管理水平。2019

年上半年，能投风电实现发电量9.2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8.73%；实现营业收入4.80亿元，同比增长60.08%；实现利润总额

3.20亿元，同比增长88.93%，创造了较好的经营业绩。 

二是控风险，攻难点，贸易业务加压奋进。公司继续按照“控风险、调结构、优模式”的整体要求，对存量贸易业务进行
全面梳理，并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积极拓展新项目，寻求新的利润增长点。一方面，严控贸易风险，对存量贸易业务进一

步优化调整、补充完善担保并根据情况逐步收缩。另一方面，积极拓展业务范围、创新交易模式，与能投化学等建立良好的
协同机制，在新型化工产品原材料供应及产品销售上初步达成合作意向，上半年贸易业务实现销售收入4.91亿元，实现利润

总额0.28亿元。 

三是控成本，增收入，开源节流增利润。公司加强资金统筹安排及合理使用，努力实现资金效益最大化。在保证安全性、

流动性的前提下，利用闲置资金开展现金理财业务，上半年通过现金理财实现财务收益0.27亿元。 

四是搭平台，促合作，银企联动协调推进。公司积极与各大银行沟通洽谈，重塑信用体系，争取金融支持，为各项业务

的开展提供多元化的金融支持方案。 

（二）聚焦内控建设，不断提升治理水平 

公司继续加大力度完善内控管理体系，着力提升治理水平。一是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及最新相关法

律法规，完成了对《公司章程》、三会议事规则的修订，形成有效制衡、齐抓共管的公司治理结构；二是结合公司经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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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完成了对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的换届改选、经营人员调整和增补，充实了公司管理力量，保障了公司治理结构的稳定

和优化；三是加大对经营活动特别是关键业务环节的合规审查，把风险化解在源头，最大限度控制风险。四是根据公司内控

体系建设要求，对多项规章制度进行修订完善，并定期进行跟踪督办，目前60余项制度已经通过相关会议审议印发。五是坚

持高效精简、合理配置原则，对内设机构及人员编制进行调整，以增强内部经营活力，同时建立了内部常态化培训机制，不
断提升员工业务技能和管理水平，为实现公司战略发展目标奠定人才队伍基础。 

（三）聚焦资本运作，着力突破发展瓶颈 

公司围绕新型能源领域和锂离子动力电池全产业链大力推进项目论证，着力突破发展瓶颈。上半年，公司紧紧围绕产业

布局，秉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的原则，加大对新能源、动力电池等领域的项目考察和投资论证力度，为加快公司转型发展

寻求更多的项目支撑，奠定更坚实的基础。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 企业会计准则变化引起的会计政策变更 

1) 公司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和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编制

2019年度财务报表，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2018年度财务报表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和金额如下： 

原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新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1,283,139,224.26 应收票据 17,516,470.73 

应收账款 1,265,622,753.53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674,645,921.58 应付票据 15,365,946.45 

应付账款 659,279,975.13 

2) 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修订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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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期保值》以及《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以下简称新金融工具准则)。

根据相关新旧准则衔接规定，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首次执行日执行新准则与原准则的差异追溯调整本报告期期初留存
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 

①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公司2019年1月1日财务报表的主要影响如下： 

原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新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534,806,356.16 交易性金融资产 534,806,356.16 

（2）会计估计变更 

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修订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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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期保值》以及《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以下简称新金融工具准则)。

根据相关新旧准则衔接规定，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首次执行日执行新准则与原准则的差异追溯调整本报告期期初留存

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本次调整应收款项会计估计变更，减少期初留存收益金额359,825.29元。该项会计估计变更已经第七

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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