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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39                           证券简称：黔源电力                           公告编号：2017004 

贵州黔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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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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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明达 董事 因公出差 张志康 

刘雷 董事 因公出差 刘靖 

吴元东 董事 因公出差 刘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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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305,398,662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3.00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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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黔源电力 股票代码 002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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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明达 石海宏 

办公地址 贵阳市都司高架桥路 46 号黔源大厦 贵阳市都司高架桥路 46 号黔源大厦 

电话 0851-85218803 0851-85218944 

电子信箱 liumd@gzqydl.cn shihh@gzqydl.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成立以来，积极抢抓 “西电东送”，“黔电送粤”等发展契机，努力推进北盘江流域、芙蓉江流域、三岔河“两江一河”

梯级水电项目的开发，报告期末公司已投产可控装机容量为323.05万千瓦。2016年，受流域来水减少因素的影响，公司完成

发电量74.33亿千瓦时，同比减少26.43%，占贵州电网统调水电厂发电量的16.97%，同比下降4.07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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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6 年 2015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4 年 

营业收入 1,918,108,123.51 2,699,940,476.00 -28.96% 2,147,119,375.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9,613,733.58 359,475,020.45 -63.94% 294,225,409.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22,027,079.48 329,026,140.33 -62.91% 263,856,343.7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71,799,499.55 2,183,961,085.66 -9.71% 1,257,377,127.5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244 1.1771 -63.95% 0.963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244 1.1771 -63.95% 0.963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14% 17.87% 
同比减少 11.73 个百

分点 
16.68% 

 2016 年末 2015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4 年末 

资产总额 17,486,274,730.47 18,229,957,661.01 -4.08% 18,609,139,342.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127,838,054.36 2,149,430,376.78 -1.00% 1,911,138,273.91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564,140,057.08 500,950,155.14 616,071,959.05 236,945,952.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8,368,986.15 44,122,404.64 90,745,464.52 -63,623,121.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7,647,891.99 40,341,038.60 90,733,046.61 -66,694,897.7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59,377,263.41 597,455,109.18 546,448,265.84 268,518,861.12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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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21,192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20,491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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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华电集团公司 国有法人 13.58% 41,486,520 0   

贵州乌江水电开发有限

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2.40% 37,867,53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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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宁电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90% 11,903,730 0   

贵州产业投资（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3.27% 10,000,060 0   

北京宏道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乐道成长优选 3

号基金 

其他 2.14% 6,540,000 0   

北京千石创富－民生银

行－千石资本－开心 2

号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1.21% 3,699,532 0   

北京宏道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乐道成长优选 4

号基金 

其他 1.11% 3,390,048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07% 3,263,700 0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四组

合 
其他 1.05% 3,210,858 0   

北京宏道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乐道成长优选 2

号基金 

其他 1.01% 3,074,7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中国华电集团公司是贵州乌江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控股股东，

北京宏道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乐道成长优选 3 号基金、北京宏道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乐道成长优选 4 号基金、北京宏道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乐道成长优选 2

号基金为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其余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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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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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本公司请投资者认真阅读本年度报告全文，并特别注意下列风险因素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按照年初制定的工作思路，公司坚持以效益为中心，提质增效工作为主线，强化管理，落实责任，众志成城，攻坚克难，

各项工作取得积极进展，在电力市场改革和来水锐减等多重压力下，实现公司上市以来首次连续三年盈利，为“十三五”开好

局、起好步奠定了坚实基础。2016年，受流域来水减少因素的影响，公司完成发电量74.33亿千瓦时，同比减少26.43%，占

贵州电网统调水电厂发电量的16.97%，同比下降4.07个百分点。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为191,810.81万元，同比减少

28.96%；利润总额为26,921.72万元，同比减少63.0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2,961.37万元，同比减少63.9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197.179.95万元，同比减少9.71%。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电力 1,892,297,489.78 925,700,737.90 48.92% -29.25% -20.50% -7.62%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16年，北盘江流域、三岔河流域来水较上年同期偏枯三至四成，导致公司下属电站发电量减少，从而影响公司2016

年度营业收入及利润。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为191,810.81万元，同比减少28.96%；利润总额为26,921.72万元，同比

减少63.0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2,961.37万元，同比减少63.94%。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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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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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规范增值税会计处理，促进《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6〕36号）的贯彻落实，

财政部于2016年12月3日发布了《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财会[2016]22号）。通知规定：“全面试行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后，

“营业税金及附加”科目名称调整为“税金及附加”科目，该科目核算企业经营活动发生的消费税、城市维护建设税、资源税、

教育费附加及房产税、土地使用税、车船使用税、印花税等相关税费；利润表中的“营业税金及附加”项目调整为“税金及附

加”项目。” 

公司执行上述财政部的有关规定,同时考虑相关数据的可比性，将2015年度比较数据进行追溯调整。 

将本年度及上年度的主要影响列示如下： 

                                                                              单位：元 

科目 2015年度 2016年度 

管理费用 -855,595.36  -1,267,051.36  

营业成本 -4,250,085.28  -4,020,264.05  

税金及附加 5,105,680.64  5,287,315.41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2015年度及2016年度的所有者权益和净利润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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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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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对 2017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2017 年 1-3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净利润为负值 

净利润为负值 

2017 年 1-3 月净利润（万元） -570 至 -70 

2016年 1-3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5,836.90 

0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1. 为了顺利推进光照大坝底孔检修工作，光照电站在 2016 年第一季

度通过发电的途径提前消落水库水位，今年公司按照常规调度方式均衡消

纳水能，使得公司 2017 年第一季度的发电量与去年同期相比大幅减少。2.

公司所属流域来水与去年同期相比减少约 4 成，来水量减少导致发电量同

比减少。由于发电量减少，导致公司 2017 年第一季度的营业收入同比大幅

减少，利润指标也同比大幅减少。 

 

 

                                                                         贵州黔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刘靖 

                                                                           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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