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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 年度业绩说明会召开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云南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20 日（星期五）下午 14:30-16:30在全景网“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

（http://ir.p5w.net）以视频录播和网络文字互动方式召开了“公

司 2021 年度业绩说明会”。现将本次说明会召开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说明会召开情况 

2022年 5 月 13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了《文

山电力关于召开 2021 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临 2022-24），并向

投资者征集了关注的问题。 

2022年 5 月 20日，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姜洪东先生，党委副

书记、董事、总经理王燕祥先生，财务总监耿周能先生，董事、董事

会秘书彭炜先生共同出席了本次业绩说明会，针对 2021 年度经营成

果、财务状况、公司治理及未来发展战略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

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了回答。 

二、投资者提出的主要问题及公司的回复情况 

本次说明会上，公司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了答复。现从公司



经营业绩、发展状况等方面对有关问题进行梳理、归类，主要问题及

答复如下： 

1.请问你们如何看待文山股票里面的资金，文山已经俨然成了一

只庄股，而且时时刻刻都在压盘，这是否会阻挡重组成功后南网调峰

调频公司的融资？按照现在的价格，连 93 亿的融资都募集不齐，严

重影响南网双调公司的发展。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配套融资发行股数和金额将按照证监

会具体核准情况、发行时的市场情况确定。如上市公司未能成功实施

募集配套资金或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小于募集资金用途的资金需求量，

上市公司将通过自有或自筹资金解决计划投资项目资金缺口，坚定不

移践行央企使命，助力电网消纳能力提升，助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

落实“双碳”目标要求。感谢您的关注！ 

2. 尊敬的姜董事长你好，请问贵公司重组，是否会与南网科技

在业务上形成同业竞争的问题？ 

答：尊敬的投资者朋友，您好。南网科技主营业务：主要是应用

清洁能源技术和新一代信息技术，通过提供“技术服务+智能设备”

的综合解决方案，保障电力能源系统的安全运行和效率提升，促进电

力能源系统的清洁化和智能化的发展。调峰调频主营业务：主要是抽

水蓄能、调峰水电站和电网侧独立储能业务的开发、投资、建设和运

营。不存在同业竞争问题。感谢您的关注！ 

3. 请问定增价格是多少？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最终发行价格将

在本次交易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由上市公司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



人士在股东大会的授权范围内，按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并根据询价情况，与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协商确定。

感谢您的关注！ 

4. 本次重组有无阻力？有无难点？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本次交易的风险有：一是可能被暂停、

终止或取消的风险；二是审批风险；三是标的资产评估风险；四是本

次交易方案调整风险；五是募集配套资金未能实施或融资金额低于预

期风险。具体详见文山电力 2022 年 5 月 7 日披露的《重大资产置换

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中

的“重大风险提示”。感谢您的关注！ 

5. 能否介绍一下抽水蓄能和调峰、储能的盈利模式，相比常规

水电盈利能力如何，毛利率能达到多少？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调峰调频公司的抽水蓄能、调峰水电、

储能业务的盈利模式：（1）抽水蓄能业务的盈利模式是与电网公司签

署电能转换及调峰服务协议，向电网公司提供调峰调频服务，一般按

照省级以上发改委批复的电价，收取相应费用作为收入，扣除生产经

营各项成本费用后获得利润，成本费用主要为前期投资建设电站形成

的固定资产折旧、运维费用及财务费用。（2）调峰水电业务主要利用

天然水能资源进行电力生产，与电网公司、超高压公司签署购售电合

同，按照省级以上发改委批复的上网电价，将水电站发出的电力销售

给电网公司、超高压公司，根据单位电量价格与售电量计算电力销售

收入，扣除生产经营各项成本费用后获得利润。（3）电网侧独立储能

业务开展主体与电网公司签署电能转换及调峰服务协议，为其提供快



速备用、区域控制、日常存储和孤岛运行等辅助服务，按照经有权政

府部门备案的价格收取容量电费，扣除发电及生产经营各项成本费用

后获取利润。详情请见 2022 年 5 月 7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披露的《文

山电力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

易报告书（草案）》，感谢您的关注！ 

6.公司重组后抽蓄、调峰水电、储能各部分的装机是多少，未来

装机规划目标和建设的节奏是怎样的？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新增：一是

已全部投产运营的 5 座抽水蓄能电站，装机容量合计为 788 万千瓦；

在建抽水蓄能电站 2 座，装机容量合计 240 万千瓦，将于 2022 年内

全部投产；1 座已取得核准、当前处于工程建设筹建期的抽水蓄能电

站，装机容量 120万千瓦，预计于 2025 年建成投产；此外，还有 11

座抽水蓄能电站进入前期工作阶段，总装机容量 1,260万千瓦，将于

“十四五”到“十六五”陆续建成投产。二是 2 座装机容量合计 192

万千瓦的可发挥调峰调频功能的水电站。三是 30MW/62MWh 的电网侧

独立储能电站。感谢您的关注！ 

7. 今年的分红计划是什么样的？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 2021 年度利润分配采用现金分

红方式，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1 元（含税），共计分配现金红利

4,785,264 元（含税）。感谢您的关注！ 

8. 抽水蓄能电量电价如果计入主营业务收入，请公司告知目前

三座采用两部制的抽水蓄能电站的容量电费和电量电费分别是多少，

谢谢。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为规范抽水蓄能电站价格形成机制，

促进抽水蓄能电站健康发展，2014 年国家发改委下发《关于完善抽

水蓄能电站价格形成机制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2014〕1763

号，以下简称“1763 号文”），明确了在电力市场形成前，抽水蓄能

电站实行两部制电价。2021 年，国家发改委下发《关于进一步完善

抽水蓄能价格形成机制的意见》（发改价格〔2021〕633 号，以下简

称“633号文”））对抽水蓄能电站两部制价格形成机制及回收渠道进

一步完善和部署。 

两部制电价可对抽水蓄能电站的盈利模式提供保障：容量电价覆

盖抽水蓄能电站建造成本并提供一定的投资回报，电量电价覆盖抽水

蓄能电站抽水、发电的运行成本。因此 633 号文有关政策及相关两部

制电价的实施将进一步明确抽水蓄能电站的盈利模式和回报水平，有

利于抽水蓄能业务的发展。 

633 号文印发之日起，新投产的抽水蓄能电站按 633 号文规定电

价机制执行。已投运的抽水蓄能电站，将于 2023 年按 633 号文规定

重新核定电价水平，存在一定不确定性。633 号文执行后，电量电价

将逐步受市场化因素影响，而容量电价将受到监管机构核定的成本水

平、运维费率等参数的行业先进水平的影响，随省级电网输配电价核

价周期动态调整并需抵减上一监管周期部分电量电费收益，因此存在

调峰调频公司的经营业绩受政策变化和监管要求影响而发生变化的

风险。谢谢关注！ 

9.尊敬的姜总，希望在您的领导下，文山电力可以成为抽水蓄能

板块的龙头！我有 2 个问题，重组成功后股票是否会更名？股东大会



召开后是否会停牌？谢谢！ 

答: 尊敬的投资者朋友，感谢您的信任！重组后股票是否更名敬

请关注公司公告。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旨在审议本次重组相关议案，

就本次股东大会本身而言，不会导致停牌事项。感谢您的关注！ 

10.耿总您好，作为中小股东，我想了解一下当前公司运营区域

电力市场化改革的进度及其对于公司预计利润的影响? 

答: 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当前公司运营区域电力市场化改革的

进度按照国家对电力市场改革的相关政策要求稳步推进，2020-2022

年输配电价比上一次输配电价略低，会抵消公司部分利润，当前公司

加大增供扩销力度，尽量弥补电价改革带来的不利影响。谢谢您的关

注！ 

11.请问本次股东大会召开后会停牌吗? 

答: 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您关注的重组有关停复事项及流程均

是严格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履行的。召

开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旨在审议本次重组相关议案，就本次股东大会

本身而言，不会导致停牌事项。感谢您的关注！ 

12.什么时候可以重组? 

答: 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本次重组工作正在有序进行中，待中

国证监会核准本次交易后，交易方案将进入实施阶段，请关注有关重

大事项进展公告。鉴于本次交易能否通过有关审批、核准以及最终通

过审批、核准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提请各位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感谢您的关注！ 



13.彭总您好，93 亿配套融资，加进去导致双调公司估值变得很

高，10 个亿左右的净利润为何要如此激进，不能分批再融资吗？是

否有考虑过投资者利益？ 

答: 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本次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93 亿元，

为此，制定了相应的投向计划，主要是为了增加本次重组的效益，更

好发展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更好助力双碳国家能源战略，因此主要投

向抽水蓄能电站、电网侧独立储能的建设，目前计划根据业务发展计

划制定。感谢您的关注！ 

14.募集配套资金定价什么时候确定? 

答: 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最终发行价格将

在本次交易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由上市公司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

人士在股东大会的授权范围内，按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并根据询价情况，与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协商确定。

感谢您的关注。 

15.姜总，对于文山电力股价近段时间表现低迷你是如何看的？ 

答: 尊敬的投资者，您好。二级市场的股价波动受宏观经济、所

在的行业发展、资本市场情绪及资金偏好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敬请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当前公司正在进行重大资产重组。本次重组完

成后，上市公司主要业务将转变为抽水蓄能、调峰水电和电网侧独立

储能业务的开发、投资、建设和运营。上市公司资产质量、盈利能力

和持续经营能力将得到提升，有利于保护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

利益。感谢您的关注！ 

16.什么时候停牌？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本次交易涉及重组有关停牌、信披等

的流程均严格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履行。

如有重大事项，公司将及时在指定媒体予以披露。谢谢。 

17.尊敬的姜董事长您好：贵司曾于 2016 年尝试进行重组，最终

以重组失败而告终。今年又进行了重组整合，请问：贵司对于上次重

组失败所获得的经验和教训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在本次重组问题上

又有哪方面的改进或创新？在业绩增长或股东回报方面又将有哪些

举措？谢谢！ 

答：尊敬的投资者朋友，您好！本次资产重组我们充分吸取上次

重组失败的教训，从相关政策研究、中介机构选择，内部工作团队组

建等方面进行了精心的策划与安排，稳步推进资产重组工作。本次重

组完成后，上市公司资产质量、盈利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将得到提升，

有利于保护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18.股价好久涨。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二级市场的股价波动受宏观经济、所

在的行业发展、资本市场情绪及资金偏好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谢谢

您的关注，敬请注意投资风险。 

19.请问贵公司重组以后，主营方向是什么，对重组后的利润有

做预算吗？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本次重组完成后，主营业务由电

力供应向抽水蓄能、调峰水电和电网侧独立储能业务的开发、投资、

建设和运营转变，将进一步提升上市公司的资产质量、盈利能力和可



持续发展能力，有利于保护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谢谢您

的关注！ 

20.公司披露的资产评估报告中，南网双调实行两部制电价的抽

蓄电站的电量电价收入算在了抽蓄板块主营业务收入里了么？购电

的费用算入成本里了么？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抽水蓄能电量电价计入主营业务收入，

购电费用不单独计入成本费用，电量电价采用净额法核算，谢谢您的

关注！ 

21.什么时候重组。 

答：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6 日召开了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等十三项议案。目前公司正在筹备

5 月 27 日召开的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谢谢您的关注！  

22.重组到底是什么情况了？股民被套了大半年了。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当前，公司重组工作正在按计划有序

推进中，公司将于 2022 年 5 月 27 日召开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对包括《关于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在内的相关议案进行审议。本次重组完

成后，上市公司资产质量、盈利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将得到提升，有

利于保护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谢谢您的关注！ 

23.股价到底要跌到什么时候？ 

尊敬的投资者，您好。二级市场的股价波动受宏观经济、所在的

行业发展、资本市场情绪及资金偏好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敬请注意



投资风险。 

24.请问目前重组进展到哪一部分？该公司上市至今已不是第一

次出现重组的传闻，请问这次重组成功的概率有多少？离开始实质性

重组还有多久和要花费多少时间进行重组？重组和定增前公司股价

跌跌不休，外界是否可以认为此次重组和定增将严重损失公司现有股

东的利益？每股定增的价格是多少？ 

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当前，公司重组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中，公

司将于 2022 年 5 月 27 日召开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对包括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

联交易方案的议案》在内的相关议案进行审议。本次重组完成后，上

市公司资产质量、盈利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将得到提升，有利于保护

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最终发行价格

将在本次交易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由上市公司董事会或董事会授

权人士在股东大会的授权范围内，按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并根据询价情况，与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协商确定。

谢谢。 

特此公告。 

 

 

云南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5 月 2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