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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39                           证券简称：黔源电力                           公告编号：2018007 

贵州黔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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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志强 董事 工作安排 刘靖 

吴元东 董事 工作安排 胡北忠 

何培春 董事 工作安排 张志康 

郑毅 董事 工作安排 张志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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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黔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摘要 

2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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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51-85218810 0851-85218944 

电子信箱 liuji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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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公司完成发电量92.29亿千瓦时，同比增

加24.16%，占贵州电网统调水电厂发电量的22.23%，同比上升5.26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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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7 年 2016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5 年 

营业收入 2,419,414,720.06 1,918,108,123.51 26.14% 2,699,940,476.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20,349,916.90 129,613,733.58 147.16% 359,475,020.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14,756,921.18 122,027,079.48 157.94% 329,026,140.3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83,543,326.36 1,971,799,499.55 -19.69% 2,183,961,085.6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0490 0.4244 147.17% 1.177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0490 0.4244 147.17% 1.177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39% 6.14% 
同比增加 8.25 个百分

点 
17.87%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5 年末 

资产总额 17,133,952,893.94 17,486,274,730.47 -2.01% 18,229,957,661.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356,568,372.66 2,127,838,054.36 10.75% 2,149,430,376.78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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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331,213,383.21 467,786,759.28 1,252,487,022.69 367,927,554.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866,230.15 50,998,145.13 297,914,451.14 -24,696,449.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223,359.52 50,813,841.62 291,853,970.09 -23,687,531.0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8,444,089.89 257,747,915.48 659,722,060.48 437,629,26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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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78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20,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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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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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四组合 其他 1.60% 4,895,290 0   

王佩华 境内自然人 1.47% 4,498,773 0   

谢竹林 境内自然人 1.38% 4,204,847 0   

北京宏道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乐道成长优选 4 号基
其他 1.11% 3,390,04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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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国有法人 1.07% 3,263,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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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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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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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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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全国电力供需延续总体宽松态势，区域间供需形势差异较大。其中，华北区域电力供需平衡偏紧，华中区域电

力供需基本平衡，华东和南方区域电力供需平衡有余，东北和西北区域电力供应能力富余较多。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6.6%，

增速同比提高1.6个百分点。全国全口径发电量6.42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5%；其中，全口径水电发电量增长1.7%，增速

同比回落3.9个百分点；全口径火电发电量同比增长5.2%，增速同比提高2.9个百分点。全国发电设备利用小时3786小时，与

上年大体持平。其中，受上年高基数等因素影响，水电设备利用小时3579小时、同比降低40小时；全国火电设备利用小时4209

小时、同比提高23小时。 

    2017年，按照年初制定的工作思路，公司上下不断增强“四个意识”，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以提质增效增收节支为主线，

锐意进取，扎实工作，公司各项工作取得新成绩。安全生产保持长周期记录，经营指标持续优化，科技创新取得新进展，发

展规划深入推进。报告期内，公司完成发电量92.29亿千瓦时，同比增加24.16%，占贵州电网统调水电厂发电量的22.23%，

同比上升5.26个百分点；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为241,941.47万元，同比增加26.14%；利润总额为61,878.63万元，同比增加129.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2,034.99万元，同比增加147.16%；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158,354.33万元，同比

减少19.69%。2017年，公司以精益调度为抓手，以远程控制为手段，对公司系统各水电站进行统筹协调，实施集约化梯级

调度，2017年实际来水、实际电量与预测情况基本一致，实现精益管控目标。通过汛前控制均衡发电、枯汛交替期加大发电、

汛期加强营销、后汛期及时测算的分期控制水位措施，实现年末高蓄能。在洪水调度期间加强会商，实时跟踪，精准调整负

荷优化电量结构，实现梯级水库弃水期高负荷率运行。通过精益调度，全年节水增发电量4.32亿千瓦时。2017年，公司申请

国家专利23项（发明专利15项、实用新型专利8项），其中19项通过国家专利部门受理，4项已经获得授权。公司员工为主要

发明人的《一种基于混合算法的水电站群优化调度方法》发明专利获得日内瓦国际发明金奖，水电远程集控项目获得中国电

力创新大奖，科技强企成为公司提质增效强劲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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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7,730,775.99 1,158,658,174.94 51.68% 26.71% 19.87%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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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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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北盘江流域来水较上年同期偏丰约三成，三岔河流域来水较上年同期偏丰约六成，导致公司下属主要电站发电

量增加，从而影响公司2017年度营业收入及利润。报告期内，公司完成发电量92.29亿千瓦时，同比增加24.16%，占贵州电

网统调水电厂发电量的22.23%，同比上升5.26个百分点；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为241,941.47万元，同比增加26.14%；利润总额

为61,878.63万元，同比增加129.8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2,034.99万元，同比增加14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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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2017年度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

订，适用于2017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财政部于2017年度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修订后的

准则自2017年6月12日起施行，对于2017年1月1日存在的政府补助，要求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于2017年1月1日至施行日

新增的政府补助，也要求按照修订后的准则进行调整。 

 

本公司执行上述规定的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1）在利润表中分别列示“持续经营净利

润”和“终止经营净利润”。比较数据相应调

整。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八

次会议及第八届监事会

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列示持续经营净利润本年金额

543,963,651.42元；列示终止经营净

利润本年金额0.00元。 

（2）与本公司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

计入其他收益，不再计入营业外收入。比

较数据不调整。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八

次会议及第八届监事会

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其他收益：14,809,47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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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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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对 2018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2018 年 1-3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同比扭亏为盈 

同比扭亏为盈 

2018 年 1-3 月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扭亏为盈

（万元） 
1,600 至 2,100 

2017年 1-3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386.62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预计 2018 年第一季度发电量较 2017 年第一季度发电量有较大幅度增长。 

 

 

 

 

贵州黔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刘靖 

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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