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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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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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 杨  强 工作原因 黄兴仓 

董事 李  钊 工作原因 田育南 

董事 王昌照 工作原因 骆  东 

董事 刘俊峰 工作原因 雷  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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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证券交易所 文山电力 600995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雷  鹏 雷  鹏 

电话 0871-68177335 0871-68177735 

办公地址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滇池路

932号摩根道8栋403号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滇池路

932号摩根道8栋403号 

电子信箱 wsdl@wsdl.sina.net wsdl@wsdl.sin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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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8,471,373.55 2,746,787,899.57 6.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2,156,340,594.73 1,950,127,071.98 1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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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9,794,632.24 359,644,680.23 0.04 

营业收入 1,149,661,720.17 1,076,135,542.96 6.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301,918,802.75 283,133,841.60 6.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98,095,018.81 281,151,671.26 6.0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4.70 15.56 减少0.8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63 0.59 6.78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63 0.59 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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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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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

法人 
30.66 146,719,000 0 未知 

  

云南省地方电力实业开发有

限公司 

国有

法人 
1.35 6,480,000 0 未知 

  

东方电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国有

法人 
1.18 5,649,100 0 未知 

  

左军 未知 0.49 2,324,900 0 未知   

施皓天 未知 0.48 2,294,636 0 未知   

苏晋滨 未知 0.43 2,073,500 0 未知   

董明 未知 0.34 1,610,300 0 未知   

魏玉芳 未知 0.33 1,560,000 0 未知   



赵丽萍 未知 0.32 1,544,261 0 未知   

温宝慈 未知 0.31 1,500,000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本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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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上半年，公司所属电站完成自发供电量 27593 万千瓦时，同比减少 1089 万千瓦时，

下降 3.80%；完成购电量 283741 万千瓦时，同比增加 18190 万千瓦时，增长 6.85%，其中，购地

方电量 99262 万千瓦时，同比增加 6258 万千瓦时，增长 6.73%；购省网电量 184479 万千瓦时，

同比增加 11932 万千瓦时，增长 6.92%；完成供电量 311334 万千瓦时，同比增加 17101 万千瓦时，

增长 5.81%；完成售电量 295256 万千瓦时，同比增加 17016 万千瓦时，增长 6.12%，其中：直供

电量 211786 万千瓦时，同比增加 2028 万千瓦时，增长 0.97%；趸售电量 83470 万千瓦时, 同比

增加 14988 万千瓦时，增长 21.89%，其中，供广西 57683 万千瓦时，同比增加 6136 万千瓦时，

增长 11.90%（送德保 45614 万千瓦时，同比增加 6888 万千瓦时，增长 17.79%；送那坡 12069 万

千瓦时，同比减少 752 万千瓦时，下降 5.87%）；供广南 22088 万千瓦时，同比增加 6552 万千瓦

时，增长 42.17%。 

本报告期，公司完成营业收入约 114966 万元，同比增加约 7352 万元，增长约 6.83%；实现

利润总额约 35089 万元，同比增加约 1995 万元，增长约 6.03%；实现净利润约 30192 万元，同比

增加约 1879 万元，增长约 6.63%；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约 29810 万元，同比增加约 1659

万元，增长约 6.03%。本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约 291847 万元，同比增加约 9257 万元，增长约

3.28%；公司净资产约 215634万元，同比增加约 21923万元，增长约 11.32%，资产负债率约 26.11%。 



购电及成本结构 

公司 2019 年上半年、2018 年上半年供电量对比表 

供电量来源 2019 年上半年 2018 年上半年 同比增减 

自发供电量（万千瓦时） 27593 28682 -1089 

外购省电（万千瓦时） 184479 172547 11932 

外购地方小水电（万千瓦时） 99262 93004 6258 

供电量（万千瓦时） 311334 294233 17101 

2019 年上半年，公司外购电量 283741 万千瓦时，同比增长 18190 万千瓦时，总购电成本约

45341 万元（含 220 千伏过网费），因购电结构变化、市场化交易等影响，综合购电价同比下降。 

 

售电及收入结构 

公司 2019 年上半年、2018 年上半年售电结构对比表 

用电类别 
2019 年上半年 

占比（%） 

2018 年上半年 

占比（%） 
备注 

城乡居民生活用电 17.12 17.24  

一般工商业 11.03 10.73 
含原非居民照明、商业、非工业、普通

工业类用电 

大工业 43.00 46.93 含铁合金、电石及其他大工业 

趸售 28.28 24.61 

含趸售文山马关、麻栗坡、广南三县，

广西德保、那坡两县；通过省网售文山

平远，趸售省网 

其他类用电 0.57 0.49 含农业生产、农排等 

合计 100 100  

2019年上半年，公司销售电量 295256万千瓦时，同比增加 17016万千瓦时，电费收入约 112496

万元（含 220 千伏过网费），同比增加约 605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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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国家财政部 2019 年 4 月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财会〔2019〕6 号）的有关要求，公司对财务报表的列报方式进行了变更：在资产负债表中，

将原“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列报为“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两个项目；将原“应付票

据及应付账款”项目列报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两个项目。在利润表中，将原“减：资



产减值损失”列报为“加：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列示）”。在现金流量表中，明确了政府

补助的列报口径，企业实际收到的政府补助，无论是与资产相关还是与收益相关，均在“收到的

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项目列报。本次公司变更部分会计政策，对合并及公司净利润、股

权权益无影响（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临 20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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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