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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叶建桥、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邱贤成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杨红

敏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 5,066,348,412.52 5,141,891,266.77 -1.47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3,079,730,069.01 3,056,203,685.29 0.77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9,121,767.75 -22,282,796.00 14.19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209,569,641.59 267,559,837.25 -21.67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23,509,898.85 27,432,951.42 -14.30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9,578,712.53 14,718,637.09 -34.92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0.77 0.96 减少 0.1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024 0.028 -14.29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024 0.028 -14.29 

说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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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联营企业重庆公用站台

设施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站台公司）本期受新冠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影响其净

利润同比大幅下降,使公司投资收益同比减少所致。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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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3,839.81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

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

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6,017,017.76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84,743.4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8,125.00  

所得税影响额 -2,146,289.65  

合计 13,931,186.32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45,199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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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663,402 16.08 0 无  国有法人 

新华水利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111,000,453 11.18 0 无  国有法人 

水利部综合开发管理

中心 
98,208,000 9.89 0 无  国家 

长电资本控股有限责

任公司 
43,137,793 4.34 0 无  国有法人 

三峡资本控股有限责

任公司 
40,530,783 4.08 0 无  国有法人 

中国水务投资有限公

司 
30,000,000 3.02 0 无  国有法人 

汇天泽投资有限公司 28,100,000 2.83 0 未知  其他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27,000,000 2.72 0 未知  其他 

长江水利水电开发集

团（湖北）有限公司 
18,703,023 1.88 0 无  国有法人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

零零三组合 
15,435,791 1.55 0 未知  其他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159,663,402 人民币普通股 159,663,402 

新华水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11,000,453 人民币普通股 111,000,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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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部综合开发管理中心 98,208,000 人民币普通股 98,208,000 

长电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43,137,793 人民币普通股 43,137,793 

三峡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40,530,783 人民币普通股 40,530,783 

中国水务投资有限公司 3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0,000,000 

汇天泽投资有限公司 28,1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8,100,000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7,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7,000,000 

长江水利水电开发集团（湖北）有限

公司 
18,703,023 人民币普通股 18,703,023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零零三组合 15,435,791 人民币普通股 15,435,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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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

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项目名称 本期期末数 上期期末数 差异变动金额 

本期期末金额

较上期期末变

动比例（%） 

备注 

应收票据 26,057,058.07 39,542,181.78 -13,485,123.71 -34.10 注 1 

其他应收款 15,377,961.66 9,446,214.98 5,931,746.68 62.79 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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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货 76,088,007.78 46,488,880.43 29,599,127.35 63.67 注 3 

应付职工薪酬 45,317,208.34 105,212,269.67 -59,895,061.33 -56.93 注 4 

应交税费 11,042,276.26 17,959,932.94 -6,917,656.68 -38.52 注 5 

项  目 2020 年 1-3月 2019年 1-3月 差异变动金额 变动幅度（%） 备注 

税金及附加 988,789.45 1,764,410.31 -775,620.86 -43.96 注 6 

投资收益 541,167.72 6,553,572.73 -6,012,405.01 -91.74 注 7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

支付的现金 
156,476,980.49 257,114,390.51 -100,637,410.02 -39.14 注 8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

金 
0.00 317,126,238.35 -317,126,238.35 -100.00 注 9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

的现金 
0.00 6,800,000.00 -6,800,000.00 -100.00 注 10 

   处置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

期资产收回的现金

净额 

7,889,800.00 0.00 7,889,800.00   注 11 

投资支付的现金 0.00 250,000,000.00 -250,000,000.00 -100.00 注 12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

金 
0.00 40,000,000.00 -40,000,000.00 -100.00 注 13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

动有关的现金 
10,440,000.00  0.00 10,440,000.00   注 14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

金 
35,570,000.00 25,320,000.00 10,250,000.00 40.48 注 15 

注1：期末较期初减少主要系本期全资子公司重庆三峡水利供电有限公司票据到期承兑额大于收取

的票据额所致。 

注2：期末较期初增加主要系本期应收投标保证金和履约保证金增加所致。 

注3：期末较期初增加主要系全资子公司重庆三峡水利电力建设有限公司和重庆恒联电气有限责任

公司本期工程施工增加所致。 

注4：期末较期初减少主要系本期发放上年年终奖所致。 

注5：期末较期初减少主要系应交企业所得税减少所致。 

注6：本期较上年同期减少主要系本期售电收入同比下降导致应交增值税同比减少，使城建税、教

育费附加及地方教育费附加同比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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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7：本期较上年同期减少主要系联营企业站台公司受新冠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影响利润下降和短期

财务投资收益同比减少所致。 

注8：本期较上年同期减少主要系减少支付外购电费所致。 

注9：本期较上年同期减少主要系减少收回短期财务投资所致。 

注10：本期较上年同期减少主要系上年收到联营企业站台公司分红款而今年尚未分红所致。 

注11：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系本期收到电网资产拆迁补偿款所致。 

注12：本期较上年同期减少主要系本期未进行短期财务投资所致。 

注13：本期较上年同期减少主要系本期未向银行借款所致。 

注14：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系本期控股子公司重庆市万州区供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供热

公司）收到股东借款所致。 

注15：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系本期偿还到期银行借款增加所致。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报告期内公司重大事项详见本公司2020年3月7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的《2019

年年度报告》第五节“重要事项”第十六项“其他重大事项的说明”。 

（2）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相关情况 

    为响应国家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要求，突破公司电力业务发展瓶颈，推动公司快速发展，

更好的服务三峡工程库区和地方经济，2019年 3月公司启动了重大资产重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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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股权、重庆两江长兴电力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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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本次重组）。 

  2019年 12月 26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

审核委员会（以下简称：并购重组委）召开 2019年第 72 次工作会议，公司本次重组未获上述会

议审核通过。2019年 12月 27日，公司迅速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会议决定继续推进

本次重组。经多方沟通、反复论证，2020年 3月 6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二次审议通过了优

化完善后的重组方案，并将方案再次报中国证监会审核。审核期间，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反馈意

见的要求，对有关事项进行了补充说明。2020年 4月 15日，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委 2020年第 13

次会议审核通过了公司本次重组事项。根据并购重组委的审核意见的要求，公司积极组织有关各

方对相关问题予以逐项落实。2020 年 4 月 17 日，公司对并购重组委审核意见进行了回复并予以

公告。 

  上述内容分别详见 2019 年 12 月 27 日、12 月 28 日、2020 年 3 月 7 日、4 月 15 日、4 月 17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3）报告期初至本报告发布之日的担保事项进展情况 

截至本报告发布日，公司无逾期担保，担保总额50,499.09万元，占最近一期母公司经审计净

资产的17.57%。 

解除 1,232万元担保 

公司控股子公司供热公司向建设银行万州分行归还了 1,500 万元贷款，公司按对该公司的持

股比例，相应解除 825 万元的担保责任。 

公司全资子公司电力投资公司向农村商业银行万州分行偿还了 407 万元贷款,从而解除本公

司 407万元的担保责任。 

以前年度发生延续到报告期末的 50,499.09万元担保 

为全资子公司电力投资公司在农商行万州分行 8,493 万元长期贷款及建行万州分行 1,250万

元长期贷款提供了连带责任担保；为控股子公司后溪河公司在农商行万州分行 32,943.09 万元长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 

7 / 7 

 

期贷款提供了连带责任担保；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江河公司在建行万州分行 1,000 万元长期贷款提

供了连带责任担保；为控股子公司民瑞水电在重庆农村商业银行的 6,813 万元贷款提供了连带责

任担保。 

（4）关联交易情况 

    2018年 11月，本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市万州区江河水电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河水

电开发公司）与郑州水工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郑州水工，系公司原实际控制人水利部综合

事业局下属企业，2019年 3月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为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签订向家

嘴电站泄洪闸门防腐施工合同，合同金额为 60.98万元，本报告期江河水电开发公司向郑州水工

支付该合同项下的泄洪闸门防腐工程质保金 2.78万元（不含税），累计金额 55.44 万元（不含税），

本工程已实施完毕。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不适用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

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叶建桥 

日期 2020年 4月 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