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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 

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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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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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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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半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 

一 公司基本情况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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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山电力 600644 *ST乐电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迅 王斌 

电话 08332445800 08332445800 

办公地址 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嘉定北路

46号 

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嘉定北路

46号 

电子信箱 600644@vip.163.com 600644@vip.163.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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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54,720,336.69 3,782,209,518.15 4.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584,796,177.55 1,482,571,551.42 6.90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53,634,250.37 73,282,057.30 -26.81 

营业收入 1,064,561,459.76 1,064,086,636.57 0.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97,783,764.55 113,205,474.87 -13.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75,818,295.74 63,540,034.42 19.3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6.37 3.85 增加2.5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816 0.2103 -13.62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816 0.2103 -13.62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2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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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乐山国有资产投资运营

（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9.24 103,608,320 0 质押 22,860,700 

天津中环电子信息集团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4.76 79,470,198 0 无   

天津渤海信息产业结构

调整股权投资基金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14.76 79,470,198 0 无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国有法人 14.52 78,149,858 0 无   

解剑峰 境内自然人 1.08 5,820,000 0 未知   

徐开东 境内自然人 0.68 3,645,100 0 未知   

梁晓环 境内自然人 0.53 2,868,700 0 未知   

王乐明 境内自然人 0.48 2,563,619 0 未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华夏中证四川国

企改革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0.44 2,367,400 0 未知   

赵复生 境内自然人 0.32 1,701,271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至报告期末，前十名股东中，本公司国有股股东和国

有股股东、国有股股东和法人股股东、法人股股东和法人

股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本公司未知前十名流通股之

间，以及前十名流通股股东与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二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紧紧围绕“以网为纲、融合发展，打造平台型综合能源服务商”战略，坚持稳

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一手抓转型发展、一手抓生产经营。鏖战疫情，确保电气水供应正常有序；

对外加大增供扩销力度，对内狠抓生产管理，经营管理卓有成效；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服务水平持

续提升；以“三大支撑工程”为主要抓手，深化细化“四治乐电”建设，奋力打好“十三五”收官

之战和新战略新征程的开局之战，全面推进“三优两型”优秀上市公司建设。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发电量 18573万千瓦时，比去年同期 18351万千瓦时增加 1.21%；完成售

电量 142314 万千瓦时，比去年同期 140970 万千瓦时增加 0.95%；完成售气量 8400 万立方米，比

去年 8886 万立方米减少 5.47%；完成售水量 2160 万立方米，比去年 1857 万立方米增加 16.32%；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06,456.15 万元，比去年同期 106,408.66 万元增加 0.04%；实现营业利润 8,642.27 

万元，比去年同期 12,794.09 万元减少 32.4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778.38 万元，

比去年同期 11,320.55 万元减少 13.62%；电力综合线损率 7.20%，同比下降 0.17 个百分点；天然气

输差率-1.57%，同比下降 2.43个百分点；自来水综合漏损率 14.76%，同比上升 1.11个百分点。（天

然气输差率为负值是由于上半年气温由冷到热，月用气量逐步减少，计算的输差率的购进气是当月

数，抄表气是上月数，待下半年气温下降，用气量逐步增大，输差率将恢复到正常状态。） 

报告期内，公司收到乐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转发<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延长

阶段性用电价格支持政策有关事项的通知>的通知》（乐发改价格〔2020〕281 号），对一般工商业

及其它用电（含参与市场交易用户）的用户，统一按到户电价水平（含政府性基金及附加）的 95%

结算的政策延长至 2020年 12月 31日。预计将减少全年电力业务收入约 2183万元。 

报告期内，公司收到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等 5 部门《关于印发〈四川省 2020 年水电消纳产

业示范区电力专场交易实施方案〉的通知》，以及乐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乐山市经济和信息化

局《关于乐山市参与 2020 年水电消纳产业示范区电力专场交易企业的报告》（乐发改 [2020]157

号），公司 2020年网内参与水电消纳用户 10家。 

报告期内，公司围绕构建发展环境支撑工程，分别与犍为县人民政府签署《关于犍为县电力有

关事宜合作备忘录》；与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乐山供电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四川有限公司乐山

分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山分行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将有

利于公司构建“亲”“清”政企关系、构建“信”“情”人企关系、构建“近”“净”客企关系，实

现共享共赢，夯实战略之基。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报告期内，按照财政部要求，公司自 2020年 1 月 1日开始执行“新收入准则”，对会计政策相

关内容进行调整。以控制权转移作为收入确认的标准，在某一时段内履行的履约义务按投入法确认

收入。公司根据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时，尚未完成的合同累积影响数调整当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

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未对可比期间信息进行调整。 

按新收入准则衔接处理要求，执行新收入准则对我公司 2020 年资产负债表年初数影响情况具

体如下：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 月 1 日 调整数 

合同资产 0.00  27,910,999.17  27,910,999.17  

存货 83,336,280.60  62,597,015.74  -20,739,264.86  

预收账款 278,912,442.66 0.00 -278,912,442.66 

合同负债 0.00 278,912,442.66 278,912,442.66 

应交税费 82,438,232.99  84,551,007.30  2,112,774.31  

盈余公积 98,190,892.48  98,827,460.73  636,568.25  

未分配利润 -538,195,678.86  -534,889,410.53  3,306,268.33  

少数股东权益 223,229,861.76  224,345,985.18  1,116,123.42  

公司根据对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未完工工程梳理结果，调整新旧准则转换采用投入法进

行进度结转对期初影响数 505.90 万元。同时，本期采用投入法与旧准则下进度结转方式差异使得

本期利润同比增加约 300 万元。两项因素品迭减少本期利润约 205.90 万元。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董事长：林双庆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20 年 8 月 2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