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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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原因的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谢俊 董事 工作原因 何福俊 

闫坤 董事 工作原因 何福俊 

姚毅 独立董事 工作原因 汪曦 

 

1.3  公司负责人叶建桥、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邓义虹及会计机构负责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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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47,216,974.40 19,483,139,404.28 1.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10,385,524,999.89 10,209,024,108.90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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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197,218.41 -19,121,767.75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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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4,672,594.74 209,569,641.59 880.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59,356,499.40 23,509,898.85 577.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46,143,499.15 9,578,712.53 1,425.7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1.55 0.77 增加 0.7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 0.024 23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 0.024 2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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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营业收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扣除非经常行损益后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同比增加，主要系公司于 2020年 5月完成了重大资产重组，本期与上年同期相比，公

司合并报表范围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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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396,24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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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61,740.74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3,202,059.74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

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

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

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6,025,316.12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73,215.10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115,555.0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66,615.16 

所得税影响额 -1,243,887.11 

合计 13,213,0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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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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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375,604 11.79 65,712,202 无 0 

国有法

人 

重庆新禹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187,771,797 9.82 187,771,797 质押 87,600,000 

国有法

人 

重庆涪陵能源实业集

团有限公司 
153,648,628 8.04 153,648,628 无 0 

国有法

人 

重庆两江新区开发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 
121,108,331 6.33 121,108,331 无 0 

国有法

人 

新华水利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111,000,453 5.81 0 无 0 

国有法

人 

水利部综合开发管理

中心 
98,208,000 5.14 0 无 0 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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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宝亨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81,598,199 4.27 81,598,199 质押 81,598,199 其他 

重庆长兴水利水电有

限公司 
53,183,937 2.78 53,183,937 无 0 

国有法

人 

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

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

公司 

52,835,051 2.76 52,835,051 无 0 
国有法

人 

三峡电能有限公司 47,977,679 2.51 47,977,679 无 0 
国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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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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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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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零零三组合 31,459,598 人民币普通股 31,459,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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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合润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5,449,027 人民币普通股 25,449,027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3,276,060 人民币普通股 23,276,060 

长江水利水电开发集团（湖北）有限

公司 
18,093,723 人民币普通股 18,093,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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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湖

北）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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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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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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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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货币资金 1,168,465,063.31 1,775,067,250.95 -606,602,187.64 -34.17 注1 

交易性金融资产 363,974,679.98 
 

363,974,679.98 不适用 注2 

应收账款 1,085,010,243.39 613,448,699.62 471,561,543.77 76.87 注3 

预付账款 230,679,905.85 139,842,868.81 90,837,037.04 64.96 注4 

合同负债 215,893,687.19 121,584,135.63 94,309,551.56 77.57 注5 

应付职工薪酬 91,634,858.28 178,889,289.97 -87,254,431.69 -48.78 注6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

负债 
798,804,594.84 1,204,576,987.11 -405,772,392.27 -33.69 注7 

项  目 2021年1-3月 2020年1-3月 差异变动金额 
变动幅度

（%） 
备注 

营业收入 2,054,672,594.74 209,569,641.59 1,845,102,953.15 880.42 

注8 

营业成本 1,763,312,052.62 173,576,616.22 1,589,735,436.40 915.87 

税金及附加 7,757,210.23 988,789.45 6,768,420.78 684.52 

销售费用 2,239,717.71 
 

2,239,717.71 不适用 

管理费用 79,898,496.30 13,410,212.67 66,488,283.63 495.80 

财务费用 60,357,690.54 11,313,411.85 49,044,278.69 433.51 

投资收益 27,244,298.09 541,167.72 26,703,130.37 4,934.35 

营业外收入 1,319,615.16 106,490.51 1,213,124.65 1,139.19 

所得税费用 21,110,950.82 4,686,173.98 16,424,776.84 350.49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

到的现金 

1,746,113,692.20 256,971,355.69 1,489,142,336.51 579.50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

有关的现金 

47,395,609.07 23,164,778.15 24,230,830.92 104.60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

付的现金 

1,443,810,596.13 156,476,980.49 1,287,333,615.64 82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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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

工支付的现金 

223,948,188.69 96,089,887.33 127,858,301.36 133.06 

支付的各项税费 93,548,637.94 16,400,743.16 77,147,894.78 470.39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

有关的现金 

67,399,096.92 30,290,290.61 37,108,806.31 不适用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15,000,000.00 0 15,000,000.00 不适用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 

2,237,894.32 0 2,237,894.32 不适用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

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

付的现金 

221,599,682.20 43,291,266.91 178,308,415.29 411.88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1,357,670,000.00 0 1,357,670,000.00 不适用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1,178,361,200.00 35,570,000.00 1,142,791,200.00 不适用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

利息支付的现金 

78,955,512.48 11,089,542.67 67,865,969.81 611.98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6,025,316.12  -6,025,316.12 不适用 

注9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

现金 

7,050,000.00 0 7,050,000.00 不适用 
注10 

投资支付的现金 
369,999,996.10 0 369,999,996.10 不适用 

注11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

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

回的现金净额 

2,484,036.50 7,889,800.00 -5,405,763.50 -68.52 

注12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 

17,560,000.00 10,440,000.00 7,120,000.00 68.20 
注13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 

11,331,965.87 0 11,331,965.87 不适用 
注14 

 

注1：期末较期初减少，主要系公司利用闲置资金购买短期理财产品、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支

付较多现金，以及补充本季度生产经营资金所致。 

注2：期末较期初增加，主要系公司利用闲置资金购买短期理财产品所致。 

注3：期末较期初增加，主要系本期应收电费款和货款增加所致。 

注4：期末较期初增加，主要系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两江城市电力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两江

城电”）本期预付工程款增加所致。 

注5：期末较期初增加，主要系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三峡水利电力建设有限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

两江城电和下属全资子公司重庆锰都工贸有限公司本期预收工程款和货款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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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6：期末较期初减少，主要系本期发放上年年终奖所致。 

注7：期末较期初减少，主要系本期偿还到期债券及借款所致。 

注8：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系公司2020年5月完成重大资产重组，本期与上年同期相比，增

加合并报表范围所致。 

注9：本期较上年同期减少，主要系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电力投资有限公司本期投资二级市场股票

公允价值变动所致。 

注10：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系本期收到联营企业重庆公用站台设施投资开发（集团）有限

公司分红款而上年同期未分红所致。 

注11：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系本期利用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所致。 

注12：本期较上年同期减少，主要系收到电力线路资产拆迁补偿款减少所致。 

注13：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系本期收到农网升级改造项目中央预算内资金，上年同期未收

到所致。 

注14：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系本期收购少数股东股权支付现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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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的担保事项进展情况 

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无逾期担保，担保总额为243,790.09万元，均是合并报表范围内公司

对子公司及子公司之间的担保。 

①解除1,608万元担保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三峡水利电力投资有限公司向农商行万州分行偿还了433万元贷款，从

而解除本公司433万元的担保责任。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两江长兴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兴电力”）之控股子公司两江

城电向工行两江分行偿还了175万元贷款，从而解除长兴电力175万元的担保责任。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长兴电力之控股子公司两江城电之全资子公司重庆龙骥贸易有限公司向三

峡银行重庆营业部偿还了1,000万元贷款，从而解除长兴电力1,000万元的担保责任。 

② 以前年度发生延续到报告期末的担保情况 

单位：万元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金额 

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巫溪县后溪河水电开发有限公司 31,131.09 

盈江县民瑞水电有限公司 5,828.00 

重庆市万州区江河水电开发有限公司 600.00 

重庆三峡水利电力投资有限公司 7,433.00 

重庆两江长兴电力有限公司 重庆两江城市电力建设有限公司 2,625.00 

重庆乌江实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重庆乌江电力有限公司 83,080.00 

重庆乌江电力有限公司 

重庆乌江正阳供电有限公司 5,000.00 

重庆长电联合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10,000.00 

重庆长电联合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20,000.00 

重庆石堤水电开发有限公司 21,550.00 

重庆宋农发电有限公司 792.00 

重庆舟白发电有限公司 900.00 

重庆渔滩发电有限公司 75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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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乌江实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重庆乌江电力有限公司 
重庆锰都工贸有限公司 5,000.00 

重庆乌江电力有限公司、贵州武

陵锰业有限公司 
贵州武陵矿业有限公司 17,100.00 

重庆乌江实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重庆乌江电力有限公司、

重庆石堤水电开发有限公司、重

庆梯子洞发电有限公司、重庆三

角滩水电开发有限公司 

贵州武陵锰业有限公司 32,000.00 

合计  243,790.09 

（2）关于重庆两江综合能源服务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情况 

为落实公司“十四五”战略发展规划，集中优势资源特色化拓展综合能源业务，增强公司综

合能源业务平台—重庆两江综合能源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综合能源公司”，系公司全资子

公司）的核心竞争能力，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同意公司向综合能源公司增资4.7亿元，

增资资金根据综合能源公司项目拓展的实际进度分批实缴到位。 

（3）关于开展权益类投资的情况 

为充分发挥公司资金优势，提升经营效益，增强公司发展动力，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五

次会议同意公司或下属公司以不超过 2 亿元的自有资金开展权益类投资业务，并授权公司总经理

办公会具体办理相关事宜。投资方式主要包括增资、收购、并购重组或择机参与二级市场直接竞

价交易等；投资方向主要为与公司主业相近或相关、发展基础坚实、前景稳定可期的优质标的。 

（4）关于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

复》（证监许可﹝2014﹞1196号），2015年，公司采用非公开发行方式，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63,468,634 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 13.55 元，共计募集资金

859,999,990.70 元，扣除承销和保荐费用等其他发行费用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

833,958,786.43元。截至 2021年 3月 31日，上述募集资金专户结余 10,317,176.30 元。根据公

司《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及使用管理制度》的规定，经公司总经理办公会批准，上述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结项，并将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对应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在结余募集资金全部

转出后予以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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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4月 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