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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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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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准确性、

完整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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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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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梓曜 工作原因 刘赟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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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峡水利 600116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车亚平 王静 

电话 023-63801161 023-63801161 

办公地址 重庆市渝北区金开大道99号升

伟晶石公元11栋 

重庆市渝北区金开大道99号升

伟晶石公元11栋 

电子信箱 sxsl600116@163.com sxsl600116@1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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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68,203,040.26 21,252,056,308.22 21,251,901,578.84 6.19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10,927,436,016.10 10,924,007,091.92 10,923,867,835.48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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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13,592,611.31 4,567,345,739.49 4,567,345,739.49 14.15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281,275,721.26 431,891,742.88 431,891,742.88 -34.87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382,577,407.41 406,860,120.61 406,860,120.61 -5.97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218,763,321.73 144,451,261.85 144,451,261.85 51.44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2.54 4.16 4.16 

减少1.62个

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15 0.23 0.23 -34.78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15 0.23 0.23 -34.78 

 

 

2.3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46,543 

截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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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

司 

国有法

人 
12.34 236,037,004 65,712,202 无 0 

重庆新禹能源科技（集团）

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9.82 187,771,797 56,331,540 质押 87,600,000 

重庆涪陵能源实业集团有

限公司 

国有法

人 
8.04 153,648,628 46,094,589 无 0 

重庆两江新区开发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6.33 121,108,331 36,332,500 无 0 

新华水利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 

国有法

人 
5.81 111,000,453 0 无 0 

水利部综合开发管理中心 国家 5.14 98,208,000 0 无 0 

嘉兴宝亨投资合伙企业（有 其他 4.02 76,898,199 24,479,461 质押 38,200,000 



限合伙） 

三峡电能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2.51 47,977,679 47,977,679 无 0 

中央企业乡村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2.50 47,733,851 0 无 0 

长电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

司 

国有法

人 
2.26 43,137,793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1）长江电力与三峡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同受三峡集团

控制；长电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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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管理；新华水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水利部综合事业局全

资子公司。（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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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2.4 截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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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重庆三峡水

利电力（集

团）股份有

限 公 司

2022 年 度

第一期中期

票据 

22 重庆水

电 MTN001 
102280145 

2022 年 1 月

18 日 

2027 年 1 月

19 日 
0 3.2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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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说明 

2022年上半年，公司在股东方的大力支持下，在董事会的正确领导下，按照“巩固基本盘、

拓展新空间”的总体要求，围绕“打造以配售电为基础的一流综合能源上市公司”的战略目标，

积极践行公司“十四五”战略发展规划。 

报告期内，受资本市场波动和电解金属锰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公司经营业绩较上年同期相

比存在一定程度下滑，但紧密围绕发展战略，公司上下齐心协力，在配售电主业和新业务拓展方

面取得较好的经营成果：聚焦主责主业，做精做细存量配售电业务，主营业务稳固且有增长，电

力业务利润创同期历史新高；整合优势资源，全力拓展新空间，市场化售电和综合能源等新业务

在全国多点布局，并取得突破性进展；加强合规管理，强化内控制度和体系建设，优化内部组织

架构，公司治理体系不断完善；狠抓安全生产，党的建设稳步深化，发展根基进一步夯实，较好

完成了上半年各项重点工作任务。 

主要经营情况： 

发电量（亿千瓦时） 上网电量（亿千瓦时） 售电量（亿千瓦时） 

2022年 

上半年 

2021年 

上半年 

变动比例

（%） 

2022年 

上半年 

2021年上

半年 

变动比例

（%） 

2022年 

上半年 

2021年

上半年 

变动比例

（%） 

15.21 12.47 22.00 15.06 12.32 22.16 64.01 64.44 -0.67 

2022年 1-6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2.14亿元，比上年同期 45.67亿元上升 14.15%；营业总

成本 47.72亿元，比上年同期 41.36亿元上升 15.38%；截止 2022年 6月 30日,公司总资产 225.68

亿元，比年初 212.52亿元上升 6.19%；总负债 113.85 亿元，比年初 100.42亿元上升 13.37%；股

东权益（归属于母公司）109.27 亿元，比年初 109.24 亿元上升 0.03%。资产负债率 50.45%，较

年初的 47.25%上升 3.20 个百分点。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81 亿元，同比下降

34.87%；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3.83亿元，同比下降 5.97%。 

（一）主要利润构成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利润 34,577万元，主要由以下部分构成： 

1. 实现电力业务利润 43,962万元，占营业利润的 127.14%。 

2. 实现投资收益 9,891 万元，占营业利润的 28.61%，主要系对重庆天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天泰能源）、贵州黔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黔源电力）、赤壁长城炭素制

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赤壁炭素）确认的投资收益所致。 

3. 实现其他收益 5,035 万元，占营业利润的 14.56%，主要系农网还贷政府补助、移民迁建

补偿、农村小水民增效扩容改造补助等自递延收益转入当期收益，以及本期控投子公司重庆锰业

收到政策性关停奖补资金所致。 

4.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20,813 万元，占营业利润的-60.19%，主要系全资子公司电力投资公

司上年度通过非公开发行方式认购上市公司定增的股票本期公允价值下降所致。 

（二）报告期主要工作开展情况 

1.做精做细，巩固发展“基本盘” 

公司持续聚焦做精做细存量业务，巩固公司稳健发展“基本盘”。一是积极贯彻落实重庆市委

市政府及股东方关于迎峰度夏电力电煤保障和安全生产工作会议精神，以电力安全可靠供应为主

线，以保民生、保生产、保安全为重点，提前谋划，多措并举，通过精心组织，科学调度，充分

发挥各流域水库调节能力，自发电量同比上升 22%，实现电力业务利润同比增长 53.51%，创同期

历史新高，公司各供电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的用电需求得到有效保障；二是积极响应能

源结构转型及低碳发展目标，依托重庆市页岩气资源优势，在重庆万州、涪陵等地全力推进燃机



发电项目前期工作；三是切实拓展电力用户与市场，持续提升用户服务水平和用电质量，落实各

项电费补贴、优惠、减免政策，着力构建“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供用电新型关系；四是牢固

树立安全发展理念，持续构建安全环保管理组织体系和制度体系，同时按照疫情防控工作要求，

落实公司重点环节疫情防控措施，安全态势整体平稳。 

2.持续发力，全力拓展“新空间” 

公司全力拓展市场化售电、综合能源等新业务。一是集中优势资源围绕“源网荷储一体化”

以及“优质大用户”两大重点场景，努力拓展综合能源业务市场。报告期内，公司在万州区投资

11.1 亿元建设的首个综合能源示范项目--万州经开区九龙园热电联产项目规划建设的三台锅炉

及两台发电机组全部建成投运，为后续大力拓展园区型综合能源业务积累了经验、打造了样板，

为公司培育了新的利润增长点；二是依托长江经济带和成渝双城经济圈战略，采取“自营+联营”

的营销模式，市场化售电业务规模取得大幅增长。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下属控股和参股售电公

司已签约用户 706家，签约电量超 113亿千瓦时，上半年实际结算电量超 50亿千瓦时。同时，依

托市场化售电资源优势，挖掘客户用能需求，在广东等地积极推进用户侧储能业务并取得突破，

报告期内投资立项 24个用户侧储能项目，总容量 36.42MWh，已建成投运项目 6个，总容量 12.2MWh；

三是快速推动电动重卡业务落地，公司已在内蒙、重庆等地落地电动重卡一百余台，建成投运充

换电站 5 座，完成电动重卡数字能源平台部分基础功能开发；四是与长江电力、江西赣锋锂业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赣锋锂业”）、长江绿色发展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色基

金管理公司”）签订合作备忘录，拟共同投资设立电池资产管理公司，开展电池资产管理服务业务，

实现合作各方的优势互补和资源共享。目前各方正积极推进电池资产管理公司投资决策和组建筹

备等工作。 

3.合规运营，不断提升规范化治理水平 

公司根据上市公司高质量规范运作的要求，一是按照“战略导向、依法合规、持续改进”的

原则，制定了《规章制度管理规定》，建立规章制度全生命周期管理机制，顶层建章立制推动合规

体系建设；二是紧跟资本市场监管实时动态，立足公司业务发展及经营管理实际，及时组织开展

了包括《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在内的十一项公司核心法人治理制度以及十余项涉及

投融资、安全、资产等方面的经营性制度的修订工作，进一步提高了公司治理水平，切实提高了

公司规范化运营质量；三是根据国务院国资委《关于提高央企控股上市公司质量工作方案》有关

精神，结合公司治理实际情况，重点排查公司合规经营中的风险问题，疏通管理堵点、优化管理

思路，进一步推动了公司治理水平的提升；四是按照国企改革三年行动相关要求，结合公司战略

定位和业务结构，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规范职权运行，优化内部组织架构，提升整体管理水平。 

4.党建引领，夯实公司发展根基 

公司按照中央及各级党组织要求，一是结合公司实际，制定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年度学习计

划，认真落实“第一议题”制度，深入贯彻落实两个“一以贯之”，全面推动公司各独立法人子公

司严格落实“党建入章”，制定“三重一大”决策制度及党组织议事规则，推动落实“双向进入、

交叉任职”领导体制，公司党委领导班子认真履行“一岗双责”，结合分工抓好分管领域党的建设

工作；二是成立公司党的建设和全面从严治党工作领导小组、公司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协

调小组，统筹推动公司党的建设和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深入落实党风廉政建设，组织签订《党

建和党风廉政建设目标责任书》，不断取得党风廉政建设与反腐败工作新成效；三是持续夯实党的

组织建设、严格落实“四同步、四对接”，坚持抓好党员发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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