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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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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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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证券交易所 文山电力 600995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彭  炜 雷  鹏 

电话 0871-68177335 0871-68177735 

办公地址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滇池路932号摩

根道8栋403号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滇池路932号摩

根道8栋403号 

电子信箱 wsdl@wsdl.sina.net wsdl@wsdl.sina.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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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6,429,585.31 2,760,460,455.61 5.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2,276,730,432.09 2,186,540,021.87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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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374,494.88 359,794,632.24 -27.35 

营业收入 953,425,576.45 1,149,661,720.17 -17.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95,466,218.22 301,918,802.75 -35.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72,277,713.73 298,095,018.81 -42.2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8.76 14.70 减少5.9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41 0.63 -34.92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41 0.63 -3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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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554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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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

人 

30.66 146,719,000   未知   

王成平 未知 1.83 8,743,715   未知   

云南省地方电力实业开发有

限公司 

国有法

人 

1.35 6,480,000   未知   

东方电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1.18 5,649,100   未知   

左军 未知 0.78 3,743,477   未知   

施皓天 未知 0.48 2,294,636   未知   

胡祖国 未知 0.47 2,247,300   未知   

苏晋滨 未知 0.43 2,051,000   未知   

温宝慈 未知 0.42 2,020,000   未知   

罗献中 未知 0.36 1,707,70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本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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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20 年上半年，公司所属电站完成自发供电量 16835 万千瓦时，同比减少 10758 万千瓦时，

下降 38.99%。完成购电量 264592 万千瓦时，同比减少 19149 万千瓦时，下降 6.75%，其中，购地

方电量 58061 万千瓦时，同比减少 41201 万千瓦时，下降 41.51%；购省网电量 206531 万千瓦时，

同比增加 22052 万千瓦时，增长 11.95%。完成供电量 281427 万千瓦时，同比减少 29907 万千瓦

时，下降 9.61%。完成售电量 269989 万千瓦时，同比减少 25267 万千瓦时，下降 8.56%。  

本报告期，公司完成营业收入 95342.56 万元，同比减少 19623.61 万元，下降 17.07%；实现

利润总额 22825.05 万元，同比减少 12263.89 万元，下降 34.95%；实现净利润 19546.62 万元，同

比减少 10645.26 万元，下降 35.26%；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7227.77 万元，同比减少

12581.73 万元，下降 42.21%。本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 290642.96 万元，同比减少 1204.18 万元，

减少 0.41%；公司净资产 227673.04 万元，同比增加 12038.98 万元，增长 5.58%；资产负债率 21.67%。 

 

购电及成本结构 

公司 2020 年上半年、2019 年上半年供电量对比表 

供电量来源 2020 年上半年 2019 年上半年 同比增减 

自发供电量（万千瓦时） 16835 27593 -10758 

外购省电（万千瓦时） 206531 184479 22052 

外购地方小水电（万千瓦时） 58061 99262 -41201 

供电量（万千瓦时） 281427 311334 -29907 

 

2020 年上半年，公司外购电量 264592 万千瓦时，同比减少 19149 万千瓦时。 



售电及收入结构 

公司 2020 年上半年、2019 年上半年售电结构对比表 

用电类别 2020 年上半年

占比（%） 

2019 年上半

年占比（%） 

备注 

城乡居民生活用电 21.28 17.12   

一般工商业 12.11 11.03 含原非居民照明、商业、非工业、

普通工业类用电 

大工业 41.05 43.00 含铁合金、电石及其他大工业 

趸售 24.77 28.28 含与公司签订购售电合同的所

有趸售项目 

其他类用电 0.79 0.57 含农业生产、农排等 

合计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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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修订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收入》(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根据新收入

准则要求，公司自 2020 年 1月 1日起按新收入准则进行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此外，公司根据

新的管理要求，对机构、人员等进行结构重整，将其营业厅、供电所人员成本归集进行调整，将

该部分为供配电业务提供服务的人员，从销售人员调整为生产人员，相应的人工成本从销售费用

调整至营业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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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