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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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林双庆、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游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龚慧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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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81,072,797.23 3,998,923,590.43 -2.95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1,629,171,200.52 1,589,338,612.07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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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53,844.77 -109,864,172.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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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1,009,641.65 507,197,848.76 20.47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37,243,109.70 40,754,115.82 -8.62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35,320,082.32 21,482,489.37 64.41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2.31 2.71 减少 0.40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0692 0.0757 -8.62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0692 0.0757 -8.62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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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5,42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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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6,043.64 

主要是报告期内收到电力迁改补

偿款 57 万元，分摊递延收益 14

万元。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

和支出 
1,431,520.79 

主要是报告期内收到违约金 310

万元，支付赔偿款 184万元。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19,188.90  

所得税影响额 -79,922.30  

合计 1,923,02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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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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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山国有资产投资运

营（集团）有限公司 
103,608,320 19.24 0 质押 22860700 国有法人 

天津渤海信息产业结

构调整股权投资基金

有限公司 

79,470,198 14.76 0 无  国有法人 

天津中环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 
79,470,198 14.76 0 无  国有法人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78,149,858 14.52 0 无  国有法人 

徐开东 3,671,000 0.68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梁晓环 2,868,700 0.53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王乐明 2,607,619 0.48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赵复生 2,173,283 0.40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上海晓光测绘工程技

术有限公司 
1,624,300 0.30 0 未知  未知 

杨建华 1,285,100 0.24 0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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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山国有资产投资运营（集团）有限

公司 
103,608,320 人民币普通股 103,608,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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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渤海信息产业结构调整股权投资

基金有限公司 
79,470,198 人民币普通股 79,470,198 

天津中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79,470,198 人民币普通股 79,470,19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78,149,858 人民币普通股 78,149,858 

徐开东 3,671,000 人民币普通股 3,671,000 

梁晓环 2,868,700 人民币普通股 2,868,700 

王乐明 2,607,619 人民币普通股 2,607,619 

赵复生 2,173,283 人民币普通股 2,173,283 

上海晓光测绘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1,624,300 人民币普通股 1,624,300 

杨建华 1,285,100 人民币普通股 1,285,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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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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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润表项目： 

项目 2021 年 1-3 月 2020年 1-3 月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税金及附加   4,122,756.60 2,911,988.25 41.58% 
主要是报告期内固定资产进项

同比减少所致 

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111,986,579.05 228,648,957.86 -51.02% 
主要是报告期内支付应付

款项所致 

应收票据 1,034,073.30 1,534,073.30 -32.59% 
主要是报告期内汇票到期

承兑所致 

其他应收款 38,615,802.36 67,205,880.35 -42.54% 

主要是报告期内收回井研

国有资产经营投资有限公

司项目融资款和沙湾污水

处理工程PPP项目款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122,476,620.73 230,964,626.52 -46.97% 
主要是报告期内支付绩效

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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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减值损失  -3,387,626.56   -469,995.28 - 主要是应收款项账龄变化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339,051.16  

 

0.00  
主要是报告期内合同资产账龄

变化所致 

其他收益   809,291.48    85,532.42 846.18% 
主要是报告期内收到迁改工程

补偿款所致 

营业外支出  2,066,630.40   335,394.88 516.18% 
主要是报告期内支付赔偿款所

致 

营业外收入   3,379,477.51  20,527,282.48 -83.54% 

主要是去年乐山川犍电力有限

责任公司与四川省水电投资经

营集团有限公司达成《执行和

解协议》确认营业外收入

1828.61 万元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项目 2021 年 1-3 月 2020年 1-3 月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3,053,844.77 -109,864,172.94 - 

主要是报告期内销售商品

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流量

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864,236.18 86,710,429.40 -96.70% 

主要是报告期内融资规模

增量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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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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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林双庆 

日期 2021年 4月 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