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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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牟昊、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牛义和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刘豪保证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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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99,084,663.87 3,519,163,869.63 5.11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1,194,648,095.34 1,179,532,108.87 1.28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40,402,545.50 131,332,634.14 6.91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702,369,141.80 691,723,418.92 1.54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26,431,596.64 42,173,718.85 -37.33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29,628,630.79 46,738,734.02 -36.61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2.22% 3.72% 下降 1.5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0725 0.1157 -37.34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0725 0.1157 -3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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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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1-9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256,474.05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

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

收返还、减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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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3,698.59 3,800,435.1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

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819,122.95 3,002,341.25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

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3,220,000.00 -9,590,000.00 四川省水电投资经营集

团有限公司根据政策投

入公司农网统贷统还资

金形成的借款本金之暂

计累计违约金 959万元。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税后） 

7,074.27 6,324.14  

所得税影响额 -670,809.00 -672,608.73  

合计 189,086.81 -3,197,03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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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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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网四川省电

力公司 

73,449,220 20.15 0 
无 

0 国有法人 

四川省水电投

资经营集团有

限公司 

66,770,883 18.32 0 

无 

0 国有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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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山州发展

（控股）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61,578,420 16.89 0 

无 

0 国有法人 

罗文禄 4,335,900 1.19 0 
无 

0 境内自然

人 

王正 2,120,000 0.58 0 
无 

0 境内自然

人 

罗明光 1,929,310 0.53 0 
无 

0 境内自然

人 

四川昭觉电力

有限责任公司 

1,800,000 0.49 0 
无 

0 国有法人 

李俊丰 1,256,813 0.34 0 
无 

0 境内自然

人 

于素敏 1,121,600 0.31 0 
无 

0 境内自然

人 

葛洪祥 1,100,000 0.30 0 
无 

0 境内自然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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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73,449,220 人民币普通股 73,449,220 

四川省水电投资经营集团

有限公司 

66,770,883 
人民币普通股 

66,770,883 

凉山州发展（控股）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61,578,420 
人民币普通股 

61,578,420 

罗文禄 4,335,900 人民币普通股 4,335,900 

王正 2,1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120,000 

罗明光 1,929,310 人民币普通股 1,929,310 

四川昭觉电力有限责任公

司 

1,8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800,000 

李俊丰 1,256,813 人民币普通股 1,256,813 

于素敏 1,121,600 人民币普通股 1,121,600 

葛洪祥 1,1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1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1、上述股东中，凉山州发展（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将持有的本

公司 1822万股除财产性权利（收益权、处置权、配股权）之外的其

他权利全部委托给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行使； 

2、上述股东中，四川省水电投资经营集团有限公司为四川昭觉电力

有限责任公司的控股股东。 

3、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

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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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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表项

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变动比率 变动说明 

应收票据                                 

              

500,000.00  -100.00% 本期银行承兑汇票到期承兑所致 

应收账款 

       

117,569,684.74  

         

75,965,496.48  54.77% 

本期应收电费及应收光伏补贴增加

所致 

应交税费 

         

12,993,986.83  

           

6,649,283.24  95.42% 本期未交增值税增加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

非流动负债 

         

45,624,132.82  

         

29,129,878.98  56.62% 

本期一年内到期偿还的贷款增加所

致 

其他流动负债 

              

932,438.55  

           

3,737,101.35  -75.05% 

本期将达到纳税义务的待转销项税

转出并支付所致 

利润表项目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金额 变动比率 变动说明 

投资收益（损

失以“－”号

填列） 

              

563,253.27    100.00% 

本报告期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是本

期计提大唐新能源，风光新能源公司

投资收益所致 

营业利润 

         

36,155,028.63  

         

58,529,870.54  -38.23% 

本报告期较上年同期减少，主要是受

电价政策性下调和外购大网电量增

加所致 

营业外收入 

           

3,352,571.78  

           

1,196,261.99  180.25% 

本报告期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是本

期收取供应商违约金所致 

营业外支出 

                

93,756.48  

              

746,870.26  -87.45% 

本报告期较上年同期减少，主要是上

年同期罚款支出所致 

所得税费用 

           

6,470,654.89  

           

9,618,973.10  -32.73% 

本报告期较上年同期减少，主要是本

期利润减少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

目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金额 变动比率 变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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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140,402,545.50  

       

131,332,634.14  6.91% 

本报告期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是本

期经营收现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290,770,022.42  

     

-323,309,319.13  -10.06% 

本报告期较上年同期减少，主要是本

期工程项目建设投入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100,902,359.23  

       

107,743,014.96  -6.35% 

本报告期与上年同期减少，主要是本

期收到固增电站项目贷款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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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4月16日，公司（原告）就与重庆市涪陵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张良宾股权转让纠纷

一案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重庆市涪陵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张良宾停止

侵权、返还财产，将侵占公司的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5000万股股权及其孳息、配送股、转增股、

已分配红利返还公司。2019年8月30日，公司收到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川民

初52号之二，该案需以重庆市涪陵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在凉山州中级人民法院复议之诉为依据，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第一款第（五）项之规定，裁定：本案中止诉

讼。详见公司于2012年1月16日披露的《关于追偿工作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2-001

号），公司于2019年4月19日披露的《涉及诉讼公告》（公告编号：临2019-011号），公司于2019

年8月31日披露的《关于诉讼事项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9-026号）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及《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四川凉山中院”）在执行（2008）川刑终

字第 811号刑事判决过程中，裁定冻结记载于涪陵投资集团名下的 5000万股华西证券股份及收益，

后涪陵投资集团于 2019年 3月向四川凉山中院提出执行异议，四川凉山中院于 2019年 4月作出

裁定，驳回了涪陵投资集团的异议请求。后涪陵投资集团向四川省高院提起了复议申请；经四川

省高院审查后认为原执行裁定认定基本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并于2019年7月18日作出（2019）

川执复 170号执行裁定，将该案发回四川凉山中院重新审查。 

2020年 1月 14日，公司收到四川凉山中院就涪陵投资集团在该院提起的执行异议出具的《执

行裁定书》（2019）川 34执异 13号，裁定：一、撤销本院(2018)川 34执恢 15 号执行裁定；二、

解除对重庆市涪陵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及收益的冻结措施。 

公司不服四川凉山中院作出的执行裁定，于 2020年 1月 17日通过四川凉山中院向四川省高

级人民法院递交了《复议申请书》，请求四川省高院撤销四川凉山中院（2019）川 34执异 13号

执行裁定，继续冻结涪陵投资持有的华西证券股份及收益。2020年 6月，公司收到四川省高院

（2020）川执复 43号《执行裁定书》，裁定：“驳回四川西昌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的复议申请，维

持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9）川 34执异 13号执行裁定”。上述相关情况详见

公司于 2020年 1 月 16 日披露的《关于诉讼事项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0-001号），公

司于 2020年 1月 21日披露的《关于诉讼事项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0-002号），公司

于 2020年 6 月 10 日披露的《关于诉讼事项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0-026号）刊载于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 

2020年 10月 15日，公司代理律师接到四川省高院电话通知，该院定于 2020年 10月 30日开

庭审理公司诉涪陵投资集团、张良宾股权转让纠纷一案。该案件诉讼结果存在不确定性，公司无

法准确判断本诉讼事项对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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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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客观政策性调控和区域经济环境的影响，公司的经营业绩存在下滑的风险。一是公司销售

电价持续承压，国家政策多次下调大工业和一般工商业销售电价，清理取消部分规费项目，对公

司经营业绩持续形成重大影响。二是受环保政策的影响，网内季节性负荷基本关停，其他用电负

荷增量也远低于省内平均水平。三是受下泄生态流量政策影响，网内自有及并网小水电发电出力

不足，丰余枯缺矛盾更加严重，存在外购大网电量同比大幅上升，影响购电成本上升。 

 

 

 

                                                              

公司名称 四川西昌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牟昊 

日期 2020年 10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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