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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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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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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敏 因工作原因 卿松 

董事 赵芳 因工作原因 周林 

董事 田学农 因工作原因 刘毅 

 

4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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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 2018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以公司 2018 年末总股本 364,567,500股为基准，向全体股

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52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18,957,510.00 元。2018年

度不送股，也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本利润分配预案尚需提交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 公司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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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西昌电力 600505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邝伟民   

办公地址 四川省西昌市胜利路66号   

电话 0834－3830167   

电子信箱 xcdlgs@126.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主营业务及经营模式 

1、业务范围：发电、供电、电力工程设计安装。其中，发电、供电是公司的核心业务；发电

包括水力发电和太阳能光伏发电。 



2、经营模式： 

（1）发供电业务：公司厂网合一，拥有完整的发电、供电、配电、售电产业链。公司自有及

网内水电站电量通过自有电网销售给终端客户，大部分实现网内消纳。公司电网与国网四川省电

力公司凉山供电公司、凉山州内六县电网（盐源、木里、普格、布拖、昭觉、金阳）并网运行，

进行电力采购及趸售。 

（2）光伏发电业务：公司控股子公司盐源丰光新能源有限公司从事光伏电站项目投资建设、

运营等业务，所属塘泥湾光伏电站生产的电量销售给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收入主要包括上网电

费收入、政府补贴等。 

（3）电力工程设计安装业务：主要是公司全资子公司西昌可信电力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及西昌

兴星电力设计有限公司的业务范围，为电力工程建设提供咨询、设计及设备安装等工程施工的全

过程技术及管理服务，以此获得相应工程价款作为收益。 

3、主要业绩驱动因素：公司业绩主要来源于电力业务和电力工程设计安装业务。电力业务利

润主要源于发电、售电业务的增长和成本费用的有效控制；电力工程设计安装业务利润主要源自

对外拓展电力设计安装市场。 

(二) 行业发展阶段、周期性特点及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1、行业发展情况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不断深入推进，一系列电力体制改革的

政策和措施相应落地实施，电力行业正处于转型升级、创新发展的关键阶段。“十三五”时期内全

社会用电量将保持低速增长，电力供应能力充足，电力供需将由总体偏紧、局地供需矛盾紧张转

变为总体宽松、局地供应富余，供需形势已在发生深刻变化；2018 年度全国电力供需形势主要呈

现以下特点，一是全社会用电量实现较快增长、电力消费结构继续优化；二是电力生产延续绿色

低碳发展趋势，高质量发展成效初步显现；三是全国电力供需总体平衡，部分地区出现错峰限电。 

2018 年，全社会用电增速回升，电网峰谷差加大，全国电力供需形势从前几年的总体宽松转

为总体平衡。全社会用电量 6.84 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8.5%、同比提高 1.9 个百分点，为 2012

年以来最高增速，全国人均用电量 4956 千瓦时，人均生活用电量 701 千瓦时。截至 2018 年底，

全国全口径发电装机容量 19.0 亿千瓦、同比增长 6.5%。其中，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 7.7 亿千

瓦，占总装机容量的比重为 40.8%、比上年提高 2.0 个百分点。全国发电装机及其水电、火电、风

电、太阳能发电装机规模均居世界首位。全国发电设备平均利用小时为 3862 小时，同比提高 73

小时。其中，水电 3613 小时，提高 16 小时；并网太阳能发电 1212 小时，提高 7 小时。（以上数



据摘自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2017-2018 年度全国电力供需形势分析预测报告》） 

 

 

 

2、公司所处行业地位 



公司为凉山州唯一一家 A 股上市公司，作为发、输、配、售电一体化经营的地方电力企业，

拥有网内水电装机 70.63 万千瓦，其中公司自有及控股水电站权益装机容量为 12.48 万千瓦。公司

供电区域主要是凉山州西昌市主城区及周边大部分乡镇，作为上述地区的主要电能供应企业，公

司为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和居民生活用电提供了重要的电力保障。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8年 2017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6年 

总资产 3,034,812,048.49 2,452,500,164.85 23.74 2,414,888,029.76 

营业收入 945,374,940.84 919,734,605.90 2.79 900,747,135.51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63,027,549.13 41,230,727.49 52.87 56,031,998.00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66,650,950.38 53,986,286.72 23.46 66,416,424.15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1,113,318,416.82 1,062,360,462.01 4.80 1,031,012,322.55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265,505,760.66 219,476,859.57 20.97 165,382,529.93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1729 0.1131 52.87 0.1537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1729 0.1131 52.87 0.1537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5.79 3.94 增加1.85个百分

点 

5.56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

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218,859,816.93 219,454,869.07 259,586,954.48 247,473,300.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03,762.20 2,851,810.27 43,559,031.85 15,112,944.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3,726,587.78 1,141,007.66 45,152,181.71 16,631,173.2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8,176,244.66 33,711,471.44 34,876,293.92 148,741,750.64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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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3,587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6,492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

增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

有限

售条

件的

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0 73,449,220 20.15   无   国有

法人 

四川省水电投资经营

集团有限公司 

0 66,770,883 18.32   无   国有

法人 

凉山州国有投资发展

有限责任公司 

0 61,578,420 16.89   无   国有

法人 

王成平 1,850,902 7,259,918 1.99   质押 1,250,000 境内

自然

人 

罗文禄 4,385,900 4,385,900 1.20   无   境内

自然

人 

李中桂 -926,100 1,801,709 0.49   无   境内

自然

人 

四川昭觉电力有限责

任公司 

0 1,800,000 0.49   无   国有

法人 

王元珍   1,080,700 0.30   无   境内

自然

人 

钱菊芳   820,000 0.22   无   境内

自然

人 

俞建军   800,000 0.22   无   境内

自然



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1、上述股东中，凉山州国有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根据凉

山州政府的相关要求，已于 2019年 1月将名称变更为凉山

州发展（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其业务主体和法律关系

均保持不变，原签订的合同继续有效；2、上述股东中，凉

山州国有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将持有的本公司 1822万股

除财产性权利（收益权、处置权、配股权）之外的其他权利

全部委托给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行使；3、上述股东中，四

川省水电投资经营集团有限公司为四川昭觉电力有限责任

公司的控股股东。4、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或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不适用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累计完成售电量 23.15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5.48%；发电量 7.62 亿千瓦时，

同比下降 2.22%（其中塘泥湾光伏电站发电量 6438.7365 万千瓦时）；应收电费余额 1220.45 万元，

同比下降 15.17%；综合线损率 5.81%，同比下降 1.33 个百分点；未发生重特大电网、设备、火灾

事故。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9.45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2.7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6302.75 万元，每股收益 0.1729 元，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79%，每股净资产 3.05 元；资

产总额 30.34 亿元,较年初增长 23.74%。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详见公司于 2018年 4月 12 日于指定媒体披露《四川西昌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

更的公告》（临 2018-06）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包括本公司之牛角湾二级电站、拉青发电分公司及越西铁马电力开

发分公司等 5 家分公司，以及盐源县西源电力有限责任公司、四川省布拖县牛角湾电力有限责任

公司、木里县固增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等 6 家子公司。与上年相比无变化。详见本附注“七、

合并范围的变化”及本附注“八、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