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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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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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2018 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为：38,442,843.92 元，减去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6,106,967.98 元，即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

为 32,335,875.94 元。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董事会拟提出如下股利分配方案：按当年可分配

利润的 30%进行现金分红，即以本公司总股本 370,050,484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分配现

金红利 0.263 元（含税），共计分配现金红利 9,732,327.73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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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郴电国际 600969   

 

 

联系人和

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袁志勇   

办公地址 湖南省郴州市青年大道万国大厦15层 湖南省郴州市青年大道万国大厦14层 

电话 0735-2339226 0735-2339232 

电子信箱 yzycdgj@163.com cdgj-zqb@163.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业务范围 

报告期内，公司从事供电、供水两大主营业务；同时涉及水电开发、工业气体、污水处理等

投资领域。 

（二）经营模式 

1、供电业务：主要从供电区域内的水电、国家电网及南方电网购买电力，通过自有的“输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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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电-配电网络”将电力销售给终端用电户。 

2、供水业务：公司供水业务主要系在特许经营权的范围内生产及销售自来水。 

3、工业气体：主要为大中型钢铁企业提供供气服务。双方签订供气合约，由公司投资建设空

分项目；将空气通过物理深冷压缩的原理，分离为液氧、液氮、液氩等，汽化之后，通过管道将

气体输送给钢企，供其生产之用，双方按约定的供气价格结算。 

4、水电开发：主要从事水电站的投资开发与经营管理。 

5、污水处理：主要采取 BOT/PPP 模式，与政府部门签订特许经营合同，投资建设运营污水

项目，并在特定年限内经营，按合约价收取污水处理费。 

（三）行业情况及公司所处行业地位 

1、供电业务相关情况 

电力是国民经济基础性产业。电力企业坚持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等部署，把推动高质量发展作为根本要求，统筹解决好电力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做好新时代电

力能源工作，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高质量用电需求。 

据国家能源局数据统计，2018 年全国全社会用电量 68449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8.5%，同比

提高 1.9 个百分点。其中第一产业用电量 728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9.8%，第二产业用电量 47235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7.2%，第三产业用电量 10801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2.7%，城乡居民用电量

9685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0.4%。用电量较快增长的主要原因：一是宏观经济运行稳中向好，第

二产业增长平稳；二是能源消费结构调整，以电为中心加快能源转型；三是服务业用电持续增长，

以大数据新兴产业用电增长迅猛；四是夏季高温和冬季严寒拉动了降暑防寒用电量的增长。 

2018 年，湖南省全社会用电量为 1745.24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0.4%；其中，工业用电量为

932.32 亿千瓦时，增长 7.9%。全社会用电量、工业用电量双双创 2012 年以来最高增速。分产业

看，第一产业用电量 15.06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3.5%。第二产业用电量 955.94 亿千瓦时，同比

增长 8%。第三产业用电量 315.36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5.2%，城乡居民生活累计用电量 458.88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2.1%。 

公司供电营业区域辖 2 区 4 县及郴州市城区，辖区内供电人口约 300 万，2018 年全年完成售

电量 37.27 亿千瓦时，较 2017 年增长 9.55%，综合线损率 7.60%，较上年降低 0.87 个百分点。 

随着电力体制改革的深入，公司作为湖南地方区域电网，顺应电改，积极推进实施跨省跨区

购电交易。2017 年 10 月国家发改委《关于促进西南地区水电消纳的通知》（发改运行〔2017〕1830

号）明确提出：“鼓励四川、云南等省利用富余水电边际成本低的优势，积极开展水电与载能企业

专线供电试点，增加本地消纳和外送”、“研究完善跨省跨区输电价格形式，增加西南水电在受端

地区竞争力”、“进一步放开发用电计划，推动送受双方通过自主协商、集中竞价等方式开展跨省

区市场化交易，研究开展跨省跨区水火发电置换交易，通过合理机制鼓励受电地区减少火电出力，

为接纳外来水电腾出空间，促进跨省跨区资源优化配置；大力实施电能替代，促进水电消纳”。2018

年 7 月，国家发改委《关于积极推进电力市场化交易进一步完善交易机制的通知》（发改运行〔2018〕

1027 号）明确指出：各地要取消市场主体参与跨省跨区电力市场化交易的限制，鼓励电网企业根

据供需状况、清洁能源配额完成情况参与跨省跨区电力交易，首先鼓励跨省跨区网对网、网对点

的直接交易，对有条件的地区，有序支持点对网、点对点直接交易，促进资源大范围优化配置和

清洁能源消纳。同时指出：北京、广州两个电力交易中心要积极创造条件，完善规则，加强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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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搭建平台，组织开展跨省跨区市场化交易。 

国家及省级层面的跨省跨区电力市场交易政策的陆续出台和北京广州电力交易中心相关交易

规则的制定，为跨省跨区电力市场交易扫清了制度障碍，指明了前进的方向。2018 年 5 月，公司

在长沙投资设立了省级配售电公司—湖南郴电配售电有限责任公司，目前已正式列入湖南省售电

公司目录的第三批售电企业名单，并完成湖南省电力交易中心办理注册工作，积极参与省内市场

化电力交易，同时希望能充分挖掘已收购四川乐山安谷沙湾水电站发电潜力，遵从国家消纳可再

生资源战略发展方向，开展跨省跨区购电业务。努力将四川清洁水电资源引入湖南乃至郴电国际，

实现公司资源互补，进一步降低区域工商业电价，服务实体经济。 

外延拓展配售电业务是公司 2019 年投资重点，公司将充分发挥在该领域有人才、经营管理、

技术及投融资的优势，重点拓展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确定的增量配电业务改革试点项目，

及各省市有发展潜力的增量配电业务（工业园区）。 

2、供水业务相关情况 

随着国内工业化、城镇化推进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自来水需求量和饮用水质标准逐渐

提高，给自来水生产供应企业提供了发展机遇和新的要求。同时，水资源紧缺、水资源费逐年提

升、水污染加剧、自来水处理成本日益增高，水价呈上调趋势。 

随着郴州市经济的发展，城市规模扩大、城市人口增加，对自来水的需求也在加大。根据《郴

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09-2030）》，到 2030 年，郴州城镇人口达到 100 万人，城镇化水平达 80%

以上。公司目前的自来水供区范围为整个郴州市城区及周边乡镇，共拥有 8 座自来水厂，设计供

水能力达 32 万吨/日；公司日供水能力达 40 万吨的“东江引水一期工程”已于 2018 年 11 月 28 日

正式竣工通水，二期工程也已开工建设，力争 2020 年底实现二期工程全线通水。工程全部竣工后，

除现有的供水特许经营区域外，公司供水市场将延伸致资兴市、桂阳县，将实现“郴－资－桂”城

市供水一体化目标，破解城市发展供水瓶颈，释放用水需求。2019 年，公司将积极争取调整上调

水价，提升盈利能力。 

公司在“十三五”阶段将紧紧抓住“十九大”提出的要求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

所带来的行业发展机遇，加快推进供水设施建设改造，强化水质管理，优化服务流程，狠抓治漏

降耗，拓展供水市场，进一步提高城市供水安全保障性。 

3、污水处理相关情况 

污水处理项目是与政府相关的 BOT/PPP 项目，其收益相对稳定，符合环境污染治理、社会发

展的需要，有良好的发展前景。 

公司采用 PPP 模式投资、建设和运营郴州市第二、第四污水处理厂，一期污水处理量合计 10

万吨，远景规模合计 32 万吨，一期总投资 3.72 亿元，目前第二、第四污水处理厂均已投产，已

取得城市污水处理特许经营权， 

4、工业气体相关情况 

工业气体市场的发展与其下游行业如钢铁等行业的快速发展息息相关。近年来，国家加大对

钢铁行业的产业调控，钢铁企业面临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压力。工业气体行业紧密依附于钢铁

行业，面临较大的经营压力。 

公司自 2005 年以来，先后江苏常州、河北唐山、河北秦皇岛、江西新余、内蒙包头投资了工

业气体项目，2016 年，受钢铁行业产能过剩及压减产能的影响，公司投资的气体项目经营压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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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下滑；近两年，随着钢铁行业去产能及环保整治，钢铁行业逐步好转，与公司合作的钢铁企

业在本轮产能调整中保留了产能指标，生产经营根本好转，公司投资的工业气体项目经营形势逐

步好转。 

5、水电开发相关情况 

水电属于国家鼓励发展的清洁可再生能源，具有运行成本低、收益期长等优势。近年来，我

国清洁能源和节能减排的发展步伐明显加快；国家能源“十三五”规划已正式出台，计划在“十三五”

期间，统筹规划、合理布局西部和东中部水电开发，在西部地区积极推进大型水电基地开发，在

东中部地区优化开发剩余水能资源，优先挖潜改造现有水电工程，充分发挥水电调节作用。“十三

五”期间电力发展的基本原则是：“统筹兼顾、协调发展，清洁低碳、绿色发展，优化布局、安全

发展，智能高效、创新发展，深化改革、开放发展，保障民生、共享发展”。 

近年来，公司抢抓国家新能源政策机遇，发挥在水电领域的建设和运营优势，不断加大水电

清洁能源的投资力度，公司自 2009 年开始在云南、贵州及四川等水电资源丰富的西南地区拓展小

水电项目，目前在云南临沧投资建设的忙糯河水电站和仟信河水电站已投产，运行良好；公司收

购的四川安谷和沙湾水电站枯水期发电量同比增长，同时积极策划电力营销交易品种，提升了电

力销售均价和电力销售收入，2018 年度经营情况有较大改善。2018 年 9 月，国家能源局发布了关

于输变电重点工程规划建设工作的最新文件明确了雅中直流的建设，建设雅中至江西特高压直流

是解决四川省弃水问题的关键。雅中直流输电容量 800 万千瓦，预计 2019 年开工建设，最快 2020

年建成，建成后将极大缓解四川省弃水窝电问题。同时，四川省内用电量的增长，也将促进水电

在四川省内消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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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12,916,296,120.64 12,905,540,542.73 12,905,540,542.73 0.08 11,101,016,097.16 

营业收入 2,743,827,984.80 2,522,166,044.05 2,522,166,044.05 8.79 2,415,419,996.86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38,442,843.92 30,195,916.82 30,195,916.82 27.31 100,213,612.78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33,462,011.99 17,421,028.94 17,421,028.94 92.08 91,996,248.51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3,444,858,190.48 3,413,709,133.25 3,413,709,133.25 0.91 3,240,781,668.91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746,037,416.06 626,868,123.90 626,868,123.90 19.01 390,796,852.04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039 0.0816 0.1142 27.33 0.3791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039 0.0816 0.1142 27.33 0.3791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1.12 0.93 0.93 增加0.19个

百分点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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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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1,962,164.72 644,794,546.37 729,654,076.74 677,417,196.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466,845.69 27,463,305.89 13,022,004.99 -19,509,312.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6,886,629.76 26,038,756.10 11,357,628.52 -20,821,002.3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5,314,985.46 242,476,536.89 191,470,724.07 156,775,16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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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6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9,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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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郴州市发展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45,997,840 45,997,840 12.43 0 无   国有法人 

汝城县水电有限责任
公司 

10,013,179 29,153,971 7.88 0 无   国有法人 

宜章县电力有限责任
公司 

5,936,653 20,778,284 5.61 0 无   国有法人 

临武县水利电力有限
责任公司 

6,190,932 15,849,549 4.28 0 质押 6,759,653 国有法人 

永兴县水利电力有限
责任公司 

3,447,911 12,067,687 3.26 0 无   境内非国
有法人 

永兴县财政局 3,364,284 11,774,993 3.18 0 无   国家 

彭伟燕 3,158,351 8,162,832 2.21 0 未知   未知 

中信建投基金－光大
银行－中信建投基金
－起航 1 号资产管理
计划 

5,639,000 5,639,000 1.52 0 未知   未知 

钟林荣 3,664,154 3,664,154 0.99 0 未知   未知 

薛俊 1,199,000 3,001,000 0.81 0 未知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郴州市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宜章县电力有限责任公司、临武县水利

电力有限责任公司、汝城县水电有限责任公司、永兴县水利电力有限责

任公司为本公司股东，上述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本公司未知其他无限

售条件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本公司第一大股东郴州市发

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代表郴州市人民政府持有本公司股份。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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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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报告期内，公司电力销售实现营业收入 210,687.89 万元，同比增加 11,769.07 万元，增长

5.92%，增长的主要原因系售电量增加 3.25亿Kwh。营业成本比上年增加 9708.24万元，增长5.30%、

毛利率比上年增加 0.54 个百分点，主要原因是：一是本期降水量偏少，导致小水电发电量减少，

故本期减少了对小水电的购电，同时增加了对省网的电量购入，省网的购电单价高于小水电的购

电单价，购电成本增加 6,672.97 万元；二是随着电网改造的投入，资产的折旧费逐年增加，本报

告期折旧费同比增加 2,916.43 万元，增长 11.55%。 

2、报告期内，公司工业气体销售实现主营业收入 36,703.43 万元，同比增加 8,017.55 万元，

增长 27.95%，主要原因是：包头工业气体项目改变结算方式，由不含电收入改为含电收入。营业

成本同比增长 48.71%、毛利率同比下降 8.56 个百分点，主要原因是包头工业气体项目改变结算

方式，增加购电成本 7,283.77 万元，毛利率同比下降是由于上调了员工工资。 

3、报告期内，公司自来水销售及其他实现主营业收入 15,037.22 万元，增加 611.24 万元，增

长 4.24%，主要原因系售水量略有增加；营业成本比上年增加 20.48%、毛利率比上年下降 7.94 个

百分点，主要原因系东江引水一期工程完工转固增加了一个月的折旧，折旧费增加 281.86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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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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会计政策的变更 

本公司经董事会会议批准，自 2018 年 1 月 1 日执行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

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 号）相关规定。该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合并及母公司财务报表列

报的影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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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应收票据与应收账

款合并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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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期初列示金额分别为 394,146,054.50 元和

368,228,474.44 元；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期末和期初列示金额分别为 185,315,669.43元

和 116,714,058.47 元。 

将应收利息与其他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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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期初列示金额分别为 234,578,397.47 元和

249,072,110.64 元；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其他应收款期末和期初列示金额分别为 745,137,900.79 元和

765,757,390.55 元 

将固定资产和固定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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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期初列示金额分别为 6,209,151,413.10 元和

5,165,784,665.05 元；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固定资产期末和期初列示金额分别为 4,223,670,325.84 元和

4,051,313,331.79 元。 

将在建工程和工程物

资合并为“在建工程”

列示 

合并资产负债表在建工程期末和期初列示金额分别为 1,334,028,384.38 元和

1,327,122,316.05 元；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在建工程期末和期初列示金额分别为 916,002,511.04 元和

735,784,833.61 元。 

将应付票据与应付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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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期初列示金额分别为 204,937,924.28 元和

173,575,236.33 元；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期末和期初列示金额分别为 166,421,298.94元

和 140,316,542.02 元。 

将应付利息、应付股

利与其他应付款合并

为“其他应付款”列示 

合并资产负债表其他应付款期末和期初列示金额分别为 1,202,224,298.38  

元和 896,959,274.83 元；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其他应付款期末和期初列示金额分别为 786,402,975.27  

元和 743,889,142.50 元。 

将长期应付款与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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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期初列示金额分别为 44,600,000.00 元和

44,800,000.00 元；母公司资产负债表长期应付款期末和期初列示金额分别为

44,600,000.00 元和 44,800,000.00 元。 

在财务费用下方新增

其中项“利息费用”和

“利息收入”项目 

合并利润表增加利息费用本期和上期金额分别为 98,388,969.69元和76,167,466.67元，

增加利息收入本期和上期金额分别为 29,975,877.81 

元和 32,971,414.03 元； 

母公司利润表增加利息费用本期和上期金额分别为 67,302,129.45 元和 55,761,167.08

元，增加利息收入本期和上期金额分别为 17,362,370.41 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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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32,607.71 元。 

代扣个人所得税手续

费返还在“其他收益”

填列 

 

  

合并利润表增加其他收益本期和上期金额分别为 28,877.21 元和 0 元，减少营业外收

入本期和上期金额分别为 28,877.21 元和 0 元； 

母公司利润表增加其他收益本期和上期金额分别为 28,429.57 元和 0 元，减少营业外

收入本期和上期金额分别为 28,429.57 元和 0 元。 

将与资产相关的政府

补助计入收到的其他

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

金，并对上期金额同

口径追溯调整 

合并现金流量表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增加上期金额 55,450,000.00 元，

相应调减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上期金额 55,450,000.00 元；母公司现金流

量表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增加上期金额 4,500,000.00 元，相应调减收到

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上期金额 4,500,000.00 元。 

 

新增“设定受益计划

变动额结转留存收

益”项目 

合并所有者权益变动表及所有者权益变动表：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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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并范围以控制为基础确定，包括本公司及全部子公司的财务报表。

子公司，是指被本公司控制的企业或主体。本公司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及其变化情况详见本附

注“七、合并范围的变动”和“八、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