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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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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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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毅 因公出差 秦怀平 

董事 赵雄翔 因公出差 向道泉 

 

4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8年度，公司（母公司）实现净利润94,642,894.41

元，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按 10%提取法定公积金 9,464,289.44 元，当年实现的

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85,178,604.97 元。加上期初留存的未分配利润 1,031,193,324.48 元，减去

2018 年已分配 2017 年现金红利 16,208,948.85 元，累计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1,100,162,980.60

元。 

2018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案为：以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总股本

324,178,977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50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16,208,948.85 元。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3 股，共计转增股本 97,253,693

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将增加至 421,432,670 股（具体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登记为准）。2018 年度不送股。 

本预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 公司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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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星电力 600101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雷斌 张春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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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地址 四川省遂宁市开发区明月路56号 四川省遂宁市开发区明月路56号 

电话 （0825）2210829 （0825）2210081 

电子信箱 mxdl600101@163.com zhanger02@126.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主要业务及经营模式 

1.业务范围：公司主营水力发电、电力销售和自来水生产、销售。 

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 

2.经营模式：公司在遂宁市本级和船山区、安居区拥有完整的供电网络，网内水力自发电量

全部上网销售，不足部分通过下网关口从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购买销售。2018 年公司电网内无新

增发电装机。 

公司在遂宁城区范围内拥有完整的自来水制水、供水厂网系统。公司自来水经营为所属自来

水厂生产后通过自有城市供水管网销售给网内用户。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模式未发生重大变化。 

3.主要业绩驱动因素：公司业绩主要来源于电力和自来水经营业务，经营利润主要来源于自

发上网电量、售电量、售水量的增长和成本、损耗（电力线损、厂用电消耗、水损）的有效控制。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业绩驱动因素未发生重大变化。 

（二）行业发展阶段、周期性特点以及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1.行业发展状况：电力工业作为国民经济基础性产业，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强保障。为支

撑经济社会发展对电力的需求，电力投资建设稳步推进，全国发电装机总量、电网规模及发电量

居世界首位。截至 2018 年末，全国全口径发电机装机容量为 19.0 亿千瓦，同比增长 6.5%。分类

型看，水电装机 3.5 亿千瓦、火电 11.4 亿千瓦、核电 4,466 万千瓦、并网风电 1.8 亿千瓦、并网太

阳能发电 1.7 亿千瓦。 

2018 年全国全社会用电量 6.84 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8.5%，为 2012 年以来最高增速。全国

电力供需形势从前几年的总体宽松转为总体平衡，部分地区出现错峰限电。全国电力消费结构持

续优化，中西部地区大部分省份增速相对较高。 

 

(注:数据来源于网络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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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是全国水电大省，水电装机容量约 7,674 万千瓦，居全国第一，是国家重要清洁能源基

地，正加快建设国家清洁能源示范省。2018 年，四川电网持续推进电力体制改革，全面推进丰水

期居民电能替代，落实国务院一般工商业降价政策，切实减轻企业负担，释放企业用电潜力，促

进供区全社会用电量持续增长。 

2.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公司是国有控股的地方水电企业，在辖区内供电市场占有率 100%，

供水市场占有率 90%以上。公司近年来不断加大科技投入，提升电网智能化水平，保证电水网本

质安全。公司目前电水供应稳定，网络建设成效显著。 

报告期内，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未发生重大变化。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8年 2017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6年 

总资产 3,160,550,632.09 3,010,050,189.46 5.00 2,819,296,381.51 

营业收入 1,599,933,132.65 1,513,128,678.40 5.74 1,383,781,589.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01,781,013.51 98,103,612.95 3.75 83,539,122.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84,460,835.40 89,229,003.97 -5.34 79,912,304.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2,231,809,011.05 2,079,954,327.73 7.30 1,977,876,185.0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79,541,702.76 306,567,444.52 -74.05 168,606,416.60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31 0.30 3.33 0.26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31 0.30 3.33 0.2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4.79 4.84 减少0.05个百分点 4.32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401,859,328.46 362,690,057.51 449,568,336.40 385,815,410.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7,148,346.55 27,399,452.27 50,441,254.69 -3,208,04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27,028,518.53 18,993,403.59 49,893,245.32 -11,454,332.0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3,173,252.12 43,231,065.80 81,082,951.96 -127,945,56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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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35,072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36,57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

内增减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持有有

限售条

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国网四川省电力

公司 
  65,070,097 20.07 0 无 0 国有法人 

遂宁兴业资产经

营公司 
 18,486,534 5.70 0 无 0 国家 

遂宁金源科技发

展公司 
 18,312,969 5.65 0 无 0 国有法人 

前海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海

利年年 

 16,259,527 5.02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阮海良 940,836 2,295,536 0.71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徐国滨 185,000 2,231,800 0.69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钱菊芳 180,467 2,049,767 0.63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阮彩友 813,350 2,011,450 0.62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祝东升 26,200 1,200,078 0.37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周雅美 882,100 882,100 0.27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在公司前十名股东中，前三位国家股股东、法人股股东之间不存在

关联关系，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公司未知其他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

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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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全年遂宁地区完成自发上网电量 53,857.31 万千瓦时，同比下降 5.78%；售电量 216,866.64 万

千瓦时，同比增长 11.52%；甘孜州康定地区上网销售给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电量 5,605.57 万千瓦

时，同比下降 15.96%。售水量 3,801.11 万吨，同比增长 8.30%。实现营业收入 159,993.31 万元，

同比增长 5.7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178.10 万元，同比增长 3.75%。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7 / 8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会计政策变更 

2018 年 10 月 25 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

案》，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修订了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根据财政部 2018 年 6 月 15 日发布的

《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 号）要求，公司调整

了财务报表项目的列报，并对可比会计期间的比较数据进行了相应调整。公司自 2018 年 9 月 30

日起按照财政部规定的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适用于尚未执行新金融准则和新收入准则的企业）

编制财务报表。会计政策变更仅对公司财务报表项目的列报产生影响，不会对当期及会计政策变

更之前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影响。具体调整项目如下： 

1.资产负债表 

（1）原“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项目合并计入新增的“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 

（2）原“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和“其他应收款”项目合并计入“其他应收款”项目。 

（3）原“固定资产清理”和“固定资产”项目合并计入“固定资产”项目。 

（4）原“工程物资”和“在建工程”项目合并计入“在建工程”项目。 

（5）原“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项目合并计入新增的“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 

（6）原“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和“其他应付款”项目合并计入“其他应付款”项目。 

（7）原“专项应付款”和“长期应付款”项目合并计入“长期应付款”项目。 

2.利润表 

（8）新增“研发费用”项目，原计入“管理费用”项目的研发费用单独列示为“研发费用”项目。 

（9）在“财务费用”项目下新增明细“利息费用”和“利息收入”项目。 

3.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10）在“所有者权益内部结转”项目下新增明细“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结转留存收益”项目。 

 

（2）会计估计变更 

2018 年 7 月 6 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公司对固定资产的预计使用年限进行了复核，部分电网资产实

际使用寿命短于预计使用年限，为使该部分固定资产折旧年限与其实际使用寿命更加接近，公司

决定自 2018 年 4 月 1 日起，对输配电线路、变电设备等六类固定资产预计使用年限的会计估计进

行变更。折旧方法仍采用平均年限法，预计净残值率仍为 5%。具体变更内容如下： 

序号 固定资产类别 

变更前 变更后 

预计使用年限

（年） 

年折旧率

（%） 

预计使用年限

（年） 

年折旧率 

（%） 

一 输配电线路 40 2.38 20-25 3.80-4.75 



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8 / 8 

二 变电设备 22 4.32 15-20 4.75-6.33 

三 配电设备 22 4.32 15-20 4.75-6.33 

四 用电计量设备 10 9.50 6 15.83 

五 通讯线路及设备 10 9.50 6 15.83 

六 
自动化控制设备、信

息设备及仪器仪表 
10 9.50 8 11.88 

 

会计估计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进行会计处理，不进行追溯调整。预计对 2018 年至 2020 年财

务报表项目影响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净利润 -3,557.34 -3,964.81 -3,812.15 

总资产 -4,185.11 -4,664.48 -4,484.88 

净资产 -3,557.34 -3,964.81 -3,812.15 

备注：2018 年“总资产”“净资产”为会计估计变更起始年度影响金额，2019 年和 2020 年“总资

产”“净资产”为增量金额。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  □不适用  

纳入本公司 2018 年度财务报表合并范围的子公司数量为 9 家，其中全资子公司 6 家，控股子

公司 3 家，详细情况见 2018 年年度报告全文附注“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有关内容。本公司本

年度合并范围与上年度相比，控股子公司减少两家，详见 2018 年年度报告全文附注“八、合并范

围的变更”。 

 

 

 

 

董事长：秦怀平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19 年 3 月 2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