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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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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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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董事 赵芳 因工作原因 牟昊 

董事 张敏 因工作原因 牟昊 

董事 刘毅 因工作原因 田学农 

独立董事 范自力 因工作原因 彭超 

 

 

 

4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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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以公司2020年末总股本364,567,5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30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10,937,025.00元(含税)。2020年度不

送股，也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本利润分配预案尚需提交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公司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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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昌电力 600505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邝伟民 孙晓峰 

办公地址 四川省西昌市胜利路66号 四川省西昌市胜利路66号 

电话 0834－3830167 0834－3830167 

电子信箱 xcdlgs@126.com xcdlgs@126.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主营业务及经营模式 

1、业务范围：发电、供电、电力工程设计安装。其中，发电、供电是公司的核心业务；发电

包括水力发电和太阳能光伏发电。 

2、经营模式： 

（1）发供电业务：公司拥有完整的发电、供电、配电、售电产业链。公司自有及网内水电站

电量通过自有电网销售给终端客户，大部分实现网内消纳。公司电网与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凉山

供电公司、凉山州内六县电网（盐源、木里、普格、布拖、昭觉、金阳）并网运行，进行电力采

购及趸售。 

（2）光伏发电业务：公司控股子公司盐源丰光新能源有限公司从事光伏电站项目投资建设、

运营等业务，所属塘泥湾光伏电站生产的电量销售给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收入主要包括上网电

费收入、政府补贴等。 

（3）电力工程设计安装业务：主要是公司全资子公司西昌可信电力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及西昌

兴星电力设计有限公司的业务范围，为电力工程建设提供咨询、设计及设备安装等工程施工的全

过程技术及管理服务，以此获得相应工程价款作为收益。 

3、主要业绩驱动因素：公司业绩主要来源于发电、售电业务的增长和成本费用的有效控制。 

(二) 行业发展阶段、周期性特点及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1、行业发展情况 

2020 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巨大冲击和复杂严峻的国内外环境，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国上下科学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

保”任务，经济运行稳定恢复。电力行业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积极推进电力企

业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为社会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复商复市提供坚强电力保障；四季度电力

消费实现较快增长，经济社会发展对电力的消费需求已恢复常态。 

2020年，全国电力供需总体平衡，部分地区有余，局部地区用电高峰时段电力供应偏紧。全

社会用电量 7.51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3.1%，“十三五”时期全社会用电量年均增长 5.7%。全

国全口径发电装机容量 22.0亿千瓦，同比增长 9.5%；“十三五”时期，全国全口径发电装机容

量年均增长 7.6%，其中非化石能源装机年均增长 13.1%，占总装机容量比重从 2015年底的 34.8%

上升至 2020年底的 44.8%，提升 10个百分点；发电设备平均利用小时 3758小时，同比降低 70

小时。其中，水电设备利用小时 3827小时，历年来首次突破 3800小时，同比提高 130小时；太

阳能发电设备利用小时 1281小时，同比降低 10小时。（以上数据摘自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

《2020-2021年度全国电力供需形势分析预测报告》）  

 

 



 

 

2、公司所处行业地位 

公司为凉山州唯一一家 A 股上市公司，作为发、输、配、售电一体化经营的地方电力企业，

拥有网内水电装机 70.63 万千瓦，其中公司自有及控股水电站权益装机容量为 12.48万千瓦。公

司供电区域主要是凉山州西昌市主城区及周边大部分乡镇，作为上述地区的主要电能供应企业，

公司为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和居民生活用电提供了重要的电力保障。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0年 2019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8年 

总资产 3,981,136,916.57 3,519,163,869.63 13.13 3,034,812,048.49 

营业收入 961,911,069.56 948,371,961.78 1.43 945,374,940.84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34,145,924.76 37,053,410.25 -7.85 63,027,549.13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40,402,332.69 44,359,136.03 -8.92 66,650,950.38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1,194,765,792.77 1,179,532,108.87 1.29 1,113,318,416.82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258,003,863.68 193,735,304.45 33.17 265,505,760.66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0937 0.1016 -7.78 0.1729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0937 0.1016 -7.78 0.1729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2.87 3.29 减少0.42个百分

点 

5.79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207,647,223.86 213,730,135.33 280,991,782.61 259,541,927.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4,670,019.88 -19,897,245.98 60,998,862.5 7,714,328.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12,769,639.38 -18,411,505.52 60,809,775.69 10,773,701.9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7,237,194.48 43,046,245.36 104,593,494.62 117,601,318.18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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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4,998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33,193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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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

限售条

件的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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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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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66,770,883 18.32 0 无 0 国有法

人 

凉山州发展（控股）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 

0 61,578,420 16.89 0 无 0 国有法

人 

罗文禄 0 4,385,900 1.19 0 未知 0 境内自

然人 

何越赋 2,097,000 2,097,000 0.58 0 未知 0 境内自

然人 

罗明光 -1,286,372 1,929,310 0.53 0 未知 0 境内自

然人 

四川昭觉电力有限责

任公司 

0 1,800,000 0.49 0 未知 0 国有法

人 

李俊丰 1,189,213 1,189,213 0.33 0 未知 0 境内自



然人 

吕国文 879,100 879,100 0.24 0 未知 0 境内自

然人 

万风娇 802,600 802,600 0.22 0 未知 0 境内自

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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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

原公司股东凉山州国有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其根据凉

山州政府的相关要求，已于 2019年 1月将名称变更为凉山

州发展（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其业务主体和法律关

系均保持不变，原签订的合同继续有效；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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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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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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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累计完成售电量 24.66 亿千瓦时，同比上升 15.45%；发电量 7.42 亿千瓦时，

同比上升 10.58%（其中塘泥湾光伏电站发电量 6237.1313 万千瓦时）；综合线损率 6.33%，同比下

降 0.45 个百分点；未发生重特大电网、设备、火灾事故。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961,911,069.56 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1.43%；实现营业利润

51,153,337.13 元，比上年同期减少 11.08%；实现利润总额 53,852,581.98 元，比上年同期减少 8.24%；

实现净利润 40,675,192.80 元，比上年同期减少 11.83%；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4,145,924.76 元，比上年同期减少 7.85%；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40,402,332.69 元，比上年同期减少 8.92%。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2017 年 7 月 5 日，财政部修订发布《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财会[2017]22 号，以下

简称“新收入准则”），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

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开始执行新收入准则。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起执行新收入准则，该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根据新

旧准则转换的衔接规定，本公司无需重述前期可比数，但对首次执行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期

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该准则的实施不影响本公司 2020 年度相关财务指标，

对本公司财务状况、经营状况和现金流量不存在实质性影响。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包括盐源县西源电力有限责任公司、四川省布拖县牛角湾电力有限责任

公司、木里县固增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等 6 家子公司。与上年相比无变化。详见本附注“七、

合并范围的变化”及本附注“八、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