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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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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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9 年度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16,658.31万元，

按《公司章程》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 1,665.83 万元后，母公司当年实现的可供分配利润为

14,992.48万元，加上母公司 2018年末未分配利润 78,292.95万元及年初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会

计政策变更累计影响数 9,503.47 万元，扣除根据股东大会决议支付 2018 年度普通股股利

9,930.06 万元，年末累计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92,858.85 万元。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99,300.55万股为基数，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1.00元（含税），共计派发

现金红利 9,930.06万元（含税），剩余未分配利润留待以后年度分配。公司 2019 年度不送股，也

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本预案需提交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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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峡水利 600116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华平 王静 

办公地址 重庆市渝中区邹容路68号大都会商厦

3611 

重庆市渝中区邹容路68号

大都会商厦3611 

电话 023-63801161 023-63801161 

电子信箱 sxsl600116@163.com sxsl600116@163.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主要业务及经营模式 

1、主要业务 



发电、供电、电力工程勘察设计安装。其中，发电、供电是公司的核心业务。报告期内，公

司的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 

2、经营模式 

（1）发供电业务：公司拥有完整的发、供电网络，是上市公司中少数拥有“厂网合一”的电力

企业，公司的厂网一体化保证了对区域电力供应的市场优势。公司电力来源为，一是所属水电站

发电量通过自有电网销售给终端客户，实现网内消纳；二是通过联网线路从国家电网重庆市电力

公司、国家电网湖北省电力公司等单位趸购电量。 

（2）电力工程勘察设计安装业务： 

为电力工程建设提供咨询、勘察设计及设备安装等工程施工的全过程技术及管理服务。公司

通过招投标方式与电力工程发包方签订工程合同并组织工程的勘察、设计、施工等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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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电力工程勘察设计安装业务。电力业务利润主要源于自发电

量、售电量的增加和购电成本等成本的控制,以及国家相关补助对成本费用的弥补；电力工程勘察

设计安装业务利润主要源自对外拓展电力安装市场。 

（二）行业情况说明 

1、行业发展情况 

据国家统计局、中国政府网数据显示，经初步核算，2019 年度我国实现国内生产总值 990,865.1

亿元，同比增长 6.1%，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发展质量稳步提升，主要预期目标任务较好完成。

电力行业作为关系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先行性基础行业，其变动趋势与宏观经济周期密切

相关且呈现较为一致的周期性特征。2019 年，全国电力生产运行平稳，电力供需总体平衡。 

电力需求方面，全社会用电量平稳增长，第三产业和城乡居民生活用电的拉动效果明显。据

国家统计局、国家能源局、中电联数据显示，2019 年，全社会用电量 72,255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4.5%。分产业看，第一产业用电量 780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4.5%，用电量平稳增长；第二产业用

电量 49,362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3.1%，用电量呈中低速增长；第三产业用电量 11,863 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 9.5%，保持较快增长；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 10,250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5.7%，用电量

中速增长。由于宏观经济稳中趋缓，2018 年度增速基数高，2019 年夏季气温同比下降且冬季气温

同比上升，相较 2018 年，2019 年全社会用电量及分产业用电量均呈现增速回落的态势。 

电力供应方面，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 年，全国发电量 71,422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3.5%。分类型看，火力发电量 51,654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9%，占规模以上电厂发电量的 72.3%；

水力发电量 11,534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4.8%，占比 16.1%；核能发电量 3,484 亿千瓦时，同比

增长 18.3%，占比 4.9%；风力发电量 3,577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7.0%，占比 5.0%；太阳能发

电量 1,172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3.3%，占比 1.6%。2019 年，核电、风电和太阳能发电量快速

增长。全年，电力延续绿色低碳发展趋势，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和发电量均保持较快增长。据国

家统计局、中电联数据显示，截至 2019 年底，全国全口径发电装机容量 20.1 亿千瓦，比上年底

增长 5.8%，其中全国全口径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 8.4 亿千瓦，比上年增长 8.7%，占总装机容

量的比重为 41.9%，比上年底提高 1.1 个百分点。2019 年，发电设备利用小时 3,825 小时，比上年

降低 54 小时。全国主要电力企业合计完成投资 7,995 亿元，比上年下降 2.0%。 

2019 年，国家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加强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发

展质量稳步提升（来源：国家统计局）。电力行业方面，随着改革的持续深入推进，绿色低碳、安

全高效的现代电力工业体系正在加速构建。为响应国家混合所有制企业改革、电力体制改革要求，

整合重庆地方电网资源，推动公司快速发展，拓展公司配售电业务，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公司

自 2019 年 3 月起持续积极推动重大资产重组，拟通过发行股份等方式购买重庆长电联合能源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联合能源）控股权、重庆两江长兴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两江长兴）100%

股权，同时拟向不超过十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通过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公司期待为社会提供稳定、安全的能源保障，为股东创造持续、稳定的回报。 

2、公司所处行业地位 

公司为发供电一体的地方电力企业。投产的水电装机容量共计 26.98 万千瓦。公司供电区域

覆盖重庆市万州区国土面积的 80%,是三峡库区重要的电力负荷支撑点，为万州区社会经济发展和

居民生产生活用电提供着重要的电力能源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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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2018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7年 

总资产 5,141,891,266.77 5,149,182,016.71 -0.14 4,962,124,819.58 

营业收入 1,306,910,762.83 1,298,466,057.58 0.65 1,217,622,519.61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191,674,333.59 213,578,524.58 -10.26 343,386,911.88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80,451,488.52 133,286,425.56 -39.64 197,684,318.74 



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3,056,203,685.29 2,851,700,499.42 7.17 2,745,127,505.66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356,718,841.02 431,264,840.14 -17.29 386,094,363.87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19 0.22 -13.64 0.35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19 0.22 -13.64 0.35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6.39 7.66 减少1.27个百分

点 

13.25 

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同比下降的主要原因系公司本年度自发水

电量同比减少使外购电成本同比上升，以及本年度固定成本费用同比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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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559,837.25 263,544,584.89 308,976,341.83 466,829,998.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7,432,951.42 82,696,664.27 59,589,799.69 21,954,918.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14,718,637.09 47,149,606.26 44,289,346.22 -25,706,101.0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2,282,796.00 90,513,197.71 144,711,975.83 143,776,46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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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225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43,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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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

限公司 

0 159,663,402 16.08 0 无   国有

法人 

新华水利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0 111,000,453 11.18 0 无   国有

法人 

水利部综合开发管理

中心 

0 98,208,000 9.89 0 无   国家 

三峡资本控股有限责

任公司 

0 40,530,783 4.08 0 无   国有

法人 

长电资本控股有限责

任公司 

0 38,914,240 3.92 0 无   国有

法人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七

组合 

-466,800 36,923,120 3.72 0 未知   其他 

中国水务投资有限公

司 

0 30,000,000 3.02 0 无   国有

法人 

汇天泽投资有限公司 -15,122,060 28,264,771 2.85 0 未知   其他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20,800,038 20,800,038 2.09 0 未知   国有

法人 

长江水利水电开发集

团（湖北）有限公司 

3,109,300 18,603,023 1.87 0 无   国有

法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电力）

与三峡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三峡资本）同

受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控制。长电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

司（以下简称：长电资本）系长江电力全资子公司。（2）

水利部综合事业局负责对水利部综合开发管理中心（以下

简称：综管中心）的管理；新华水利控股集团公司（以下

简称：新华控股）为水利部综合事业局全资子公司；综管

中心、新华控股为中国水务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国水务）股东，综管中心与中国水务为一致行动人。（3）

综管中心及其关联单位与长江水利水电开发总公司（湖

北）同系水利部直属企事业单位。（4）除上述情况外，截

至报告期末公司未获悉其他股东之间有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人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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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以上关系图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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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以上关系图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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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公司发电量 6.47亿千瓦时，比上年同期 6.88亿瓦时下降 5.96%；上网电量为 20.69 



亿千瓦时，比上年同期 20.14 亿千瓦时增长 2.73%；完成售电量 19.41 亿千瓦时，比上年同期

18.83 亿千瓦时上升 3.08 %；实现营业收入 13.07 亿元，比上年同期 12.98 亿元上升 0.69 %；

营业总成本 12.27亿元，比上年同期 11.77亿元上升 4.25%；截止 2019年 12 月 31 日, 公司总

资产 51.42 亿元，比年初下降 0.14%；总负债 21.54 亿元，比年初下降 8.69 %；股东权益（归属

于母公司）30.56 亿元，比年初增长 7.15%。资产负债率 41.90 %，同比下降 3.92 个百分点。实

现净利润 1.92亿元，同比下降 10.26 %。 

2 主营业务分析 

（1）利润表及现金流量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1,306,910,762.83 1,298,466,057.58 0.65 

营业成本 1,067,247,425.99 1,031,738,179.78 3.44 

销售费用 86,956.95   

管理费用 100,614,969.83 86,456,990.75 16.38 

财务费用 46,849,358.13 47,550,693.05 -1.4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56,718,841.02 431,264,840.14 -17.29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8,324,738.75 -288,196,732.35 109.8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6,862,743.65 -205,683,568.12 -0.57 

投资收益 20,404,306.53 37,820,424.44 -46.05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30,309,646.51 405,560.53 7,373.52 

信用减值损失 -6,262,245.03   

资产减值损失 0.00 -3,803,569.74 -100.00 

资产处置收益 14,837,376.67 10,360,198.30 43.22 

营业外收入 7,532,833.99 3,570,664.45 110.96 

少数股东损益 -6,495,737.14 -11,714,907.59 44.55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46,570,331.77 262,608,518.48 -44.19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11,340,957.38 163,767,551.59 -32.01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568,932,128.75 870,634,524.66 -34.65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13,600,000.00 22,214,528.00 -38.78 

投资支付的现金 250,000,000.00 805,000,000.00 -68.94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150,000,000.00 229,999,912.28 -34.78 

1、营业收入本年度较上年度增加主要系电力收入增加所致。 

2、营业成本本年度较上年度增加主要系外购电成本和折旧费用增加所致。 

3、销售费用本年度较上年度增加主要系本年度全资子公司重庆三峡兴能售电有限公司拓展业务，

使销售费用同比增加所致。 

4、管理费用本年度较上年度增加主要系公司实施重大资产重组开支中介机构费 876 万元和上年度

取消退休人员大额医保冲回人工费 710 万元所致。 

5、财务费用本年度较上年度下降 1.47%，抵除农网还贷资金其他收益弥补后，同比下降 28.61%，

主要系公司本年度提前归还部分长期借款、短期贷款余额下降及自 2019 年起供热公司不再计提向

股东单位的借款利息等原因所致。 



6、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年度较上年度减少主要系减少收到城市功能恢复专项补助资金

和财政局农网还贷资金所致。 

7、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年度较上年度增加主要系公司本年度收回大额短期财务投资和

固定资产投资额同比减少所致。 

8、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年度较上年度减少主要是本年度银行贷款净流出增加所致。 

9、投资收益本年度较上年度减少主要系减少注销控股子公司奉节县康乐电力有限公司投资收益、

重庆三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峡银行）分红收益和短期财务投资收益所致。 

10、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本年度较上年度增加主要系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三

峡银行股权投资按公允价值计量，本年度确认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2,998 万元所致。 

11、信用减值损失本年度较上年度增加主要系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按照预

期信用损失法计提应收款项坏账准备，将计提的坏账准备金额计入“信用减值损失”核算所致。 

12、资产减值损失本期较上年同期减少主要系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按照预

期信用损失法计提应收款项坏账准备，不再将应收款项坏账准备列入“资产减值损失”核算所致。 

13、资产处置收益本年度较上年度增加主要系增加电网资产拆迁补偿收益所致。 

14、营业外收入本年度较上年度增加主要系本年度将确认的无法支付款项转入营业外收入所致。 

15、少数股东损益本年度较上年度增加主要系控股子公司供热公司本年度亏损减少，其少数股东

同比减少承担亏损所致。 

16、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相关的现金本年度较上年度减少主要系减少收到城市功能恢复专项补助

资金和财政局农网还贷资金所致。 

17、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相关的现金本年度较上年度减少主要系本年度代付新建居民住宅小区供

配电设施费和退付临时接电费减少所致。 

18、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本年度较上年度减少主要系公司本年度短期财务投资支出减少，相应减

少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所致。 

19、取得投资收益收回的现金本年度较上年度减少主要系减少收到三峡银行分红款和康乐公司注

销分回的清算剩余资金所致。 

20、投资支付的现金本年度较上年度减少主要系公司本年度减少短期财务投资支出所致。 

21、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本年度较上年度减少主要系减少农网改造升级项目专项贷款和短期流动

资金贷款所致。 

（2）主营业务分行业、分产品、分地区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

入比上

年增减

（%） 

营业成

本比上

年增减

（%） 

毛利率

比上年

增减（%） 

电力行业  974,490,405.53 801,587,952.76 17.74 1.40 5.07 减少 2.87

个百分

点 

勘察设计

安装  

271,194,262.58 215,830,238.20 20.41 -1.77 0.97 减少 2.17

个百分

点 

节水安装

销售  

176,740.60 176,807.65 -0.04  -49.55 减少 0.04

个百分

点 



蒸汽销售 45,085,154.87 46,134,860.26 -2.33 1.16 -10.67 增加

13.56 个

百分点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分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

入比上

年增减

（%） 

营业成

本比上

年增减

（%） 

毛利率

比上年

增减（%） 

重庆市 1,300,537,904.63 1,060,070,195.16 18.49 0.69 3.39 减少 2.13

个百分

点 

四川省 176,740.60 176,807.65 -0.04  -49.55 减少 0.04

个百分

点 

云南省 6,196,117.60 7,000,423.18 -12.98 -9.48 15.32 减少

24.30 个

百分点 

 

3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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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9 年 6 月 10 日起执行经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7 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自 2019 年 6 月 17 日起执行经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2 号——债务重组》。该项会计政策变更

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公司 2019 年度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不产生影响。 

（2）2017 年 3 月 31 日，财政部发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

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2017

年 5 月 2 日，财政部发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上述准则统称“新

金融工具准则”)，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告

的企业，自 2018 年 1 月 1 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按照上述要求，

公司自 2019 年 1 月 1 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相关会计政策进行变更。 

2019 年 4 月 30 日，财政部发布《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

会〔2019〕6 号）及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公司需按照修订后的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适

用于已执行新金融准则、新收入准则和新租赁准则的企业）编制财务报表，对财务报表部分项目

进行列报调整，采用追溯调整法对可比会计期间的比较数据作相应调整。 

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公司将原计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权益性投资调整为以公允价值

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增加公司 2019 年度净利润 2,548万元。执行财务报表格

式调整会计政策编制财务报表仅对财务报表项目列报产生影响，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



金流量不产生影响。详见 2019年 8月 2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3）2019 年 9 月 19 日，财政部发布《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 版）的通知》

(财会〔2019〕16 号)，适用于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 2019 年度合并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合并

财务报表，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对公司 2019 年度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不产生影响。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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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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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叶建桥 

2020年 3月 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