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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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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sse.com.cn 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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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第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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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涪陵电力 600452 G涪电力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周勇 刘潇 

电话 023-72286655 023-72286349 

办公地址 重庆市涪陵区望州路20号 重庆市涪陵区望州路20号 

电子信箱 zhouy@flepc.com.cn xiaoxiao11011@sina.com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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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5,785,317,521.07 5,978,948,759.10 5,978,948,759.10 -3.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2,079,543,416.93 1,924,048,524.90 1,924,048,524.90 8.08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调整后 调整前 

营业收入 1,507,164,020.27 1,239,341,294.82 1,239,341,294.82 21.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41,122,185.43 158,645,542.47 158,645,542.47 51.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38,893,752.23 157,547,569.58 157,547,569.58 51.6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16,485,635.57 57,810,991.24 57,810,991.24 274.4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1.87 8.31 8.31 增加3.5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39 0.26 0.36 5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39 0.26 0.36 50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的说明： 

    依据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司以2021年5月27日为除权日派送红股175,616,000股，分

配后总股本为614,656,000股。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34号—每股收益》第十三条规定：“发行在外

普通股或潜在普通股的数量因派发股票股利、公积金转增资本、拆股而增加或因并股而减少，但不

影响所有者权益金额的，应当按调整后的股数重新计算各列报期间的每股收益。上述变化发生于资

产负债表日至财务报告批准报出日之间的，应当以调整后的股数重新计算各列报期间的每股收益”

，本报告期的每股收益、每股净资产等财务指标已按转增完成后的614,656,000股为基础计算。 

 

2.3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21,708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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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的

股份数量 

重庆川东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51.64 317,431,579 0 无   

罗明光 未知 2.34 14,403,207 0 无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未知 1.30 7,965,833 0 无   

国泰基金－陶宝－国泰基金－金

滩科创 1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未知 1.08 6,639,963 0 无   

单连霞 未知 0.64 3,930,000 0 无   

万珑资产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万珑资产新时代 6 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未知 0.58 3,542,000 0 无   

于晶 未知 0.46 2,800,000 0 无   

谈燕子 未知 0.37 2,253,982 0 无   

蒋超 未知 0.36 2,207,056 0 无   

刘华锋 未知 0.36 2,205,179 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重庆川东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前十名股东、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上市



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未知前十名股东、前十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的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和一致行动人

的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本公司未发行优先股。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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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

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其他事项 

公司 2020 年启动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购买国家电网有限公司下属省综合能源服务公司配

电网节能资产与业务的项目，并于 2020 年 8 月 14 日召开第七届十六次董事会会议、2020 年 12 月

2 日召开第七届二十次董事会会议、2020 年 12 月 18 日召开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公司向不超过 35 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用于收购国家电网有限公司下辖 9 家

省属综合能源服务公司配电网节能资产及相关 EMC 合同权利、义务的相关事项。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31 日完成了上述资产正式交割等相关工作。 

报告期内，公司生产经营状况正常，财务状况稳定，实现营业收入 15.07 亿元，利润总额 2.49

亿元，净利润 2.41 亿元，基本每股收益 0.39 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

润为 2.39 亿元，基本每股收益 0.36 元。公司上述事项的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已获得中国证监会发

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并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1170 号）。 

截至本报告披露之日，公司已完成上述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工作，最终发行对象确定为 15 名，

发行价格 12.18 元/股，发行股数 147,517,440 股，募集资金总额 1,796,762,419.20 元，扣除发行费

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1,761,747,029.74 元。新增 147,517,440 股有限售条件股份于 2021 年 8 月 11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公司总股本由

614,656,000 股增加至 762,173,440 股。 

通过此次定增，公司收购分布在九个省市自治区的标的资产，将使公司配电网节能服务业务得

到有效拓展，业务布局进一步完善，盈利能力进一步提升；剩余募集资金用于补流及偿贷，可以支

持公司主营业务发展，降低资产负债率及财务费用，增强公司长期可持续发展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