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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39                           证券简称：黔源电力                           公告编号：2019013 

贵州黔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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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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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毅 董事 因公出差 胡北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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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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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51-85218808 0851-85218944 

电子信箱 yangya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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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公司完成发电量91.19亿千瓦时，

与上年同期相比减少1.19%，占贵州电网统调水电厂发电量的20.61%，同比下降1.6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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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 

营业收入 2,388,665,024.61 2,419,414,720.06 -1.27% 1,918,108,123.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67,794,553.19 320,349,916.90 14.81% 129,613,733.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13,697,837.71 314,756,921.18 -0.34% 122,027,079.4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18,127,776.76 1,583,543,326.36 14.81% 1,971,799,499.5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2043 1.0490 14.80% 0.424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2043 1.0490 14.80% 0.424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83% 14.39% 同比增加 0.44 个百分点 6.14%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16,709,659,063.52 17,133,952,893.94 -2.48% 17,486,274,730.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632,767,375.04 2,356,568,372.66 11.72% 2,127,838,05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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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7,832,276.46 685,208,472.95 740,382,657.56 575,241,617.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867,837.03 120,158,213.70 152,773,121.98 74,995,380.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4,448,036.49 119,984,247.39 152,706,066.39 26,559,487.4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02,322,089.24 316,652,762.80 556,163,006.98 342,989,91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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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91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18,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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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有法人 12.40% 37,867,53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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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长电资本控股

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3.68% 11,233,287 0   

全国社保基金

六零四组合 
其他 3.56% 10,865,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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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宁电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96% 6,000,000 0   

王佩华 境内自然人 1.47% 4,498,773 0   

谢竹林 境内自然人 1.42% 4,330,047 0   

大成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社

保基金 1101 组

合 

其他 1.30% 3,968,748 0   

基本养老保险

基金八零二组

合 

其他 1.16% 3,540,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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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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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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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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公司以改革创新引领发展，深化本质安全型企业建设，抓好提质增效增收节支，外争政策内强管理，各项工作

成效显著，实现了公司上市以来连续五年盈利。报告期内，公司完成发电量91.19亿千瓦时，同比减少1.19%，占贵州电网统

调水电厂发电量的20.61%，同比下降1.62个百分点。实现营业收入为238,866.50万元，同比减少1.27%；营业利润为66,553.36

万元，同比增加7.2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6,779.46万元，同比增加14.8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181,812.78万元，同比增加14.81%。2018年，公司以本质安全型企业建设为主线，做实安全生产工作，光照、董箐、引子渡、

牛都4家单位获得华电集团公司本安五星级企业。公司全面开展“控非停”工作，系统各单位形成了设备运维、技术监督和安

全监督“三位一体”的设备“非停”防控组织体系，自动装置投入率100%，继电保护正确动作率100%，公司所有机组实现全年“零

非停”。公司持续科学开展梯级优化调度，用多年平均79%的来水量，完成设计水平90%的发电量，全年优化调整增发电量

4.5亿千瓦时。公司积极应对市场挑战，全力开展营销，积极争取在水火发电权交易中的利益，以公司总体容量打捆进行交

易，较按单厂计算方式减大幅少交易电量，大幅减少公司水火发电权交易支出。公司持续深化技术创新，增强内生动力，持

续推进远程集控建设，北盘江流域各电站全面实现远程集控。公司获得国家及省部级管理创新成果奖3项，新增授权专利11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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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2,767,368.71 1,163,851,564.54 50.49% -1.04% -3.33%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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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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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经董事会批准，自2018年1月1日采用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

15号）相关规定。会计政策变更导致影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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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将应收账款与应收票据合并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列示 合并资产负债表：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期末列示金额 

771,581,967.43元，期初列示金额729,179,189.03元；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期末列示金额 

153,123,916.92元，期初列示金额113,856,747.74元。 

将应收利息、应收股利、其他应收款合并为“其他应收款”列示 合并资产负债表：其他应收款期末列示金额 

40,203,890.58元，期初列示金额608,548.15元；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其他应收款期末列示金额 

99,755,307.04元，期初列示金额74,797,142.50元。 

将固定资产、固定资产清理合并为“固定资产”列示 合并资产负债表：固定资产期末列示金额 

15,386,467,034.39元，期初列示金额16,064,606,427.30元；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固定资产期末列示金额 

994,797,464.37元，期初列示金额1,035,606,572.92元。 

将工程物资、在建工程合并为“在建工程”列示 合并资产负债表：在建工程期末列示金额44,498,090.99元， 

期初列示金额50,032,521.00元；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在建工程期末列示金额 

28,103,777.92元，期初列示金额24,794,477.81元。 

将应付票据、应付账款合并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列示 合并资产负债表：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期末列示金额 

369,395,704.71元，期初列示金额502,383,859.29元；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期末列示金额 

16,221,790.15元，期初列示金额7,598,137.39元。 

将应付利息、应付股利、其他应付款合并为“其他应付款”列示 合并资产负债表：其他应付款期末列示金额 

165,577,914.26元，期初列示金额168,067,922.12元；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其他应付款期末列示金额 

11,104,551.32元，期初列示金额8,197,284.77元。 

将长期应付款、专项应付款合并为“长期应付款”列示 合并资产负债表：长期应付款期末列示金额 

348,491,899.49元，期初列示金额747,561,745.58元；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无影响。 

合并利润表及利润表新增研发费用报表科目，研发费用不再在管理

费用科目核算 

无影响。 

合并利润表及利润表中“财务费用”项目下增加“利息费用”和“利息

收入”明细项目列表 

合并利润表：上期增加利息费用列示571,981,812.73元， 

增加利息收入列示2,202,104.59元；本期增加利息费用列示 

547,487,985.13元，增加利息收入列示2,777,644.46元； 

母公司利润表：上期增加利息费用列示43,701,994.68元， 

增加利息收入列示466,308.31元；本期增加利息费用列示 

44,808,890.82元，增加利息收入列示837,839.85元。 

合并利润表及利润表中“权益法下在被投资单位不能重分类进损益

的其他综合收益中享有的份额”简化为“权益法下不能转损益的其他

综合收益” 

无影响。 

合并所有者权益变动表及所有者权益变动表新增“设定收益计划变

动额结转留存收益”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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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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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对 2019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2019 年 1-3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净利润为正，同比下降 50%以上 

净利润为正，同比下降 50%以上 

2019 年 1-3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幅度 
-66.00% 至 -29.00% 

2019 年 1-3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区

间（万元） 
675.5 至 1,410.61 

2018年 1-3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1,986.78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由于 2019 年初蓄能值为 10.8 亿千瓦时，较 2018 年初蓄能值减少 3.4 亿千

瓦时，导致公司 2019 年 1-3 月的发电量同比减少，2019 年 1-3 月的营业收

入、净利润同比减少。 

 

 

 

                                                             贵州黔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刘  靖 

                                                              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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