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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39                           证券简称：黔源电力                           公告编号：2020020 

贵州黔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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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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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原因 胡北忠 

吴元东 董事 工作原因 陶云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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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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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公司完成发电量82.56亿千瓦时，与上年

同期相比减少9.46%，占贵州电网统调水电厂发电量的16.88%，同比下降3.7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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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2019 年 2018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7 年 

营业收入 2,174,381,798.13 2,388,665,024.61 -8.97% 2,419,414,720.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90,218,152.09 367,794,553.19 -21.09% 320,349,916.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81,560,954.44 313,697,837.71 -10.24% 314,756,921.1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74,709,759.99 1,818,127,776.76 8.61% 1,583,543,326.3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9503 1.2043 -21.09% 1.049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9503 1.2043 -21.09% 1.049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67% 14.83% 同比减少 4.16 个百分点 14.39%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7 年末 

资产总额 15,490,849,168.99 16,709,659,063.52 -7.29% 17,133,952,893.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834,962,899.87 2,632,767,375.04 7.68% 2,356,568,372.66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314,179,523.52 530,123,961.60 887,023,245.76 443,055,067.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854,952.74 87,013,266.59 191,890,791.72 4,459,141.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561,984.53 82,025,199.05 191,771,537.23 2,202,233.6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05,596,298.16 449,264,092.32 473,624,209.15 546,225,16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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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48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16,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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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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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电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4.97% 15,169,845 0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四组合 其他 3.63% 11,087,204 0   

贵州乌江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27% 10,000,060 0   

新疆力道广告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74% 5,305,060 0   

宁波宁电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48% 4,510,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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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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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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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公司深挖潜力提质增效，着力推进改革创新，抓实本安企业建设，奋力推进公司高质量发展，实现了连续6年

盈利。报告期内，由于7、8月份各流域来水偏枯，公司完成发电量82.56亿千瓦时，与上年同期相比减少9.46%；实现营业收

入217,438.18万元，同比减少8.97%；实现营业利润53,255.96万元，同比减少19.9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9,02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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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同比减少21.09%；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197,470.98万元，同比增加8.61%。2019年，公司常态化开展提质

增效工作：一是充分发挥全面预算管理统领作用，在保证安全生产前提下，合理压降发电三项费用；二是精益资金管理，通

过合理安排提前还款配置资金余额，公司年末资产负债率为67.66%，较年初下降3.81个百分点，财务费用中的利息支出同比

减少4,687.93万元；三是积极协调税务部门，收到光照电厂增值税超12%的部分即征即退税款1,107.42万元，直接增加当期收

益；四是优化调度增发电量成效显著，在全年来水偏枯两成的不利条件下，完成发电量82.56亿千瓦时，优化调度效益电量

达4亿千瓦时，年末蓄能15.30亿千瓦时，较年初增加4.50亿千瓦时。 

2019年，公司持续开展技术创新。一是全面完成普定电站提效增容改造，通过改造，电站出力增加，机组效率明显提升，

综合损耗显著降低，电站设备多年来存在的安全隐患得到解决。二是稳步推进远程集控，善泥坡电站实现远程集控正式运行，

普定电站进入远程集控试运行，公司主要厂站均实现水电提效计划要求的“远程集控”目标，清溪、牛都电站实现远程监视。

三是发挥试点作用，光照电厂技术监督示范电厂建设通过相关验收，数字技术监督平台已在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推广应用，

标准实验室建设稳步推进。四是技术创新成效显著，《流域水电开发水温观测及调控关键技术》成果获得中国大坝工程学会

科技进步一等奖。充分发挥创新工作室作用，获得发明专利5项、软件著作权2项、实用新型专利2项，中电联技术创新二等

奖1项、三等奖1项，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职工创新创效成果二等奖2项、三等奖2项，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青年创新创效

成果银奖2项，铜奖2项。五是管理创新见成效，《国有上市公司青年工作委员会作用发挥的探索与实践》荣获中国华电集团

有限公司思想政治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基于“远程集控、少人维护”运维合一模式下的运行本安体系创建与实践》获中国

华电集团有限公司管理创新成果三等奖，《新形态下偏远水电厂青年员工队伍稳定研究》《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研究》

项目分获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政策研究优秀成果二、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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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5,730,842.32 1,054,445,329.97 50.63% -9.99% -10.25% 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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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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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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计政策的变更 

1.本公司于2019年8月23日董事会会议批准，自2019年1月1日采用财政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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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规定。会计政策变更导致影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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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拆分为应收账

款与应收票据列示 

合并资产负债表：期初应收票据列示金额685,389,274.82元，期末应收票

据列示金额324,813,242.02元。期初应收账款列示金额86,192,692.61元，

期末应收账款列示金额52,053,423.53元。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期初应收票据列示金额139,751,977.08元，期末应收

票据列示金额150,317,444.64元。期初应收账款列示金额13,371,939.84

元，期末应收账款列示金额0元。 

将“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拆分为应付账

款与应付票据列示 

合并资产负债表：期初应付票据列示金额0元，期末应付票据列示金额0

元。期初应付账款列示金额369,395,704.71元，期末应付账款列示金额

291,170,738.74元。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期初应付票据列示金额0元，期末应付票据列示金

额0元。期初应付账款列示金额16,221,790.15元，期末应付账款列示金额

18,594,769.28元。 

利润表“营业总成本”不再包含“资产减值

损失”，将“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

填列）”单独列示 

合并利润表：营业总成本上期列示1,801,155,769.41元，营业总成本本期

列示1,638,995,492.75元；资产减值损失上期列示-804,061.65元，资产减

值损失本期列示0元。 

母公司利润表：资产减值损失上期列示-2,525,235.66元，资产减值损失

本期列示0元。 

2.本公司于2019年3月28日董事会会议批准，自2019年1月1日采用《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

会〔2017〕7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财会〔2017〕8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

（财会〔2017〕9号）以及《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财会〔2017〕14号）相关规定，根据累积影响数，

调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会计政策变更导致影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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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金融工具准则金融资产重新划

分 

合并资产负债表：调减期初可供出售金融资产31,685,600.00元，调增期初其他

权益工具投资38,903,740.67元，调整递延所得税负债1,488,891.63元，调增其他

综合收益5,122,455.90元，调增少数股东权益606,793.14元。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调增期初其他权益工具投资9,705,566.51元，调减期初可

供出售金融资产3,750,000.00元，调增递延所得税负债1,488,891.63元，调增其

他综合收益4,466,674.88元。调增期初债权投资150,000,000.00元；调减期初持

有至到期投资150,000,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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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公司董事会会议批准，自2019年6月10日采用《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财会〔2019〕8号）

相关规定，企业对2019 年1月1日至本准则施行日之间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应根据准则规定进行调整。企业对 2019

年1月1日之前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不需要进行追溯调整。采用该准则未对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4.本公司董事会会议批准，自2019年6月17日采用《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财会〔2019〕9号）相关规

定，企业对2019 年1月1日至本准则施行日之间发生的债务重组，应根据准则规定进行调整。企业对 2019年1月1日之前发生

的债务重组，不需要进行追溯调整。采用该准则未对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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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对 2020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2020 年 1-3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净利润为正，同比上升 50%以上 

净利润为正，同比上升 50%以上 

2020 年 1-3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幅度 
500.00% 至 800.00% 

2020 年 1-3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区

间（万元） 
4,112.94 至 6,169.41 

2019 年 1-3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万元） 

685.49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由于 2020 年 1 季度预计发电量较 2019 年 1 季度增加 4.12 亿千瓦时，收入
增长导致利润增长。 

 

 

 

                                                                    贵州黔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陶云鹏 

                                                                      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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