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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代码：600101                                                  公司简称：明星电力 

 

 

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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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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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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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雄翔 

董事 向伟 因公出差 向道泉 

独立董事 陈宏 因公出差 何云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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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董事会没有审议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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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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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 （0825）2210829 （0825）221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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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信箱 mxdl600101@163.com zhanger02@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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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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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0,593,536.40 3,160,550,632.09 2.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291,224,681.91 2,231,809,011.05 2.66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9,327,290.36 126,404,317.92 105.16 

营业收入 798,821,540.08 764,549,385.97 4.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0,267,308.44 54,547,798.82 -7.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5,828,425.25 46,021,922.12 -0.4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57 2.588 减少0.33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55 0.168 -7.7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55 0.168 -7.74 

 

2.2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32,778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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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

股份数量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国有法人 20.07 65,070,097 0 无 0 

遂宁兴业资产经营公司 国家 5.70 18,486,534 0 无 0 

遂宁金源科技发展公司 国有法人 5.65 18,312,969 0 无 0 

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海利年年 

境内非国有

法人 
5.02 16,259,527 0 无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华夏中证四川国企改革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0.82 2,652,000 0 无 0 

阮彩友 境内自然人 0.74 2,387,050 0 无 0 

阮海良 境内自然人 0.73 2,360,400 0 无 0 

徐国滨 境内自然人 0.67 2,186,800 0 无 0 

钱菊芳 境内自然人 0.67 2,159,700 0 无 0 

祝东升 境内自然人 0.37 1,200,078 0 无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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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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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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4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5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19 年上半年，我国国民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经济运行继续保持

在合理区间。但国内外经济形势依然复杂严峻，中美贸易争端陷入长期博弈，宏观经济面临新的

下行压力。面对错综复杂的经济形势，公司主动适应改革新要求和经济新常态，保持战略定力，

狠抓安全、质量、效益、效率，不断提升优质服务能力，持续推进转型高质量发展，深入推进改

革创新，推动经营管理再上台阶。 

公司全面加强安全管理。开展春安、防洪度汛等安全专项检查，落实“安全生产月”“安全生产

万里行”等专题活动。有序推进电水网迎峰度夏和防洪度汛工作。接受省能监办安全交叉检查，开

展线路故障跳闸专项治理和防外力破坏专项行动。开展设备预试、线路登杆检查和通道排障。狠

抓应急管理，组建专业应急抢修队伍，开展联合反事故演习，提升公司应急处置能力。加强安全

教育培训，举办现场安全管理能力提升培训和安规调考，修编安全规章制度，提升全员安全素质。

公司继续保持安全生产零事故目标。 

公司扎实推进网络建设。与供区内各区县、园区建立电网建设对接常态机制，完成 110 千伏

乌木变电站至 110 千伏安居变电站输变电工程建设，实施 110 千伏遂东站间隔改造，完成 35 千伏

新桥变电站主变增容改造，完成 110 千伏金家沟变电站可研评审。110 千伏永兴变电站选址和电

力廊道获得审批。启动 35 千伏唐家变电站前期工作。网络结构进一步完善。持续推进电、水、气

“三表合一”改造，智能电表换装累计达 48.4 万只。自来水管网架构继续向拓展供区延伸。 

公司不断提升优质服务水平。主动对接各区县、园区，深化政企合作，助推地方经济社会发

展。推行大客户经理入驻园区坐班服务，巩固重点客户合作，开展大客户个性化用电分析与服务，

降低企业用电成本。深化计划停电协商制，量身定制客户服务方案，切实提升客户满意度。推广

明星电力手机 APP、微信公众号等缴费模式，城区“10 分钟”缴费圈和农村缴费不出村继续巩固，

增加明星电力 APP 网上报修等 3 个模块，打造智能掌上营业厅。设立优质服务曝光平台，完善

962501 服务热线系统功能，创新营业厅“双引导员”服务。加强停送电计划管理，强化 “打包式”

检修和带电作业，减少用户停电时间。加强配抢协同，进一步缩短抢修时间，提升抢修效率和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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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形象，着力打造“城区 20 分钟快修圈”。通过多措并举，公司优质服务水平再上台阶。 

公司坚持依法治企。深化内控体系和法律风险防范体系建设，修订公司《章程》，严格执行“三

重一大”制度，保证决策依法依规。开展“规章制度落实督导年”专项活动，进一步夯实管理基础，

提升公司合规管理水平。强化内部审计力量和职能，持续开展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公司企业管理

效率效益稳步提升。 

公司坚持从严管党治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

神，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健全党建工作制度，增强党建工作对中心工作的保

障与促进作用。强化干部监管，开展领导干部“两房一车”专项清查整改和“家庭助廉”教育活动，

组织干部员工签订拒绝“赌博敛财”承诺书。深化企业民主管理和司务公开，继续做好电力脱贫攻

坚工作，推进贫困村电网改造和低电压治理。加强青年人才培训，举办“明星雏鹰”专项活动，为

公司培养储备优秀青年人才。进一步优化内设机构和人员配置。狠抓职工思想政治工作，加强信

访和维护稳定工作，保持公司和谐稳定发展局面。 

遂宁地区完成自发上网电量 23,195.18 万千瓦时，同比增长 20.18%；售电量 104,623.22 万千

瓦时，同比增长 3.43%；甘孜州康定地区上网销售给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电量 2,286.95 万千瓦时，

同比增长 130.24%。售水量 1,908.28 万吨，同比增长 6.59%。实现营业收入 79,882.15 万元，同比

增长 4.4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026.73 万元，同比减少 7.85%。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2019 年 8 月 21 日，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简称“财政部”）2017 年修订

印发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2017〕7 号）、《企业会计准则

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财会〔2017〕8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财会

〔2017〕9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财会〔2017〕14 号）等新金融工具

准则，并自 2019 年半年度及后续的财务报表执行财政部 2019 年 4 月 30 日颁布的《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 号）的编报要求。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仅影响公司金融资产分类及财务报表项目列报，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

果和现金流量均没有影响。 

以下为所涉及的会计政策变更的主要内容： 

1、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变更的主要内容 

（1）在新金融工具准则下所有已确认金融资产其后续均按摊余成本或公允价值计量。 

在新金融工具准则施行日，以本公司该日既有事实和情况为基础评估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

式、以金融资产初始确认时的事实和情况为基础评估该金融资产上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将金融

资产分为三类：按摊余成本计量、按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及按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损益。其中，对于按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权益工具投资，当

该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时，之前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累计利得或损失将从其他综合收益转入留存收

益，不计入当期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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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新金融工具准则下，本公司以预期信用损失为基础，对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债务工具投资、租赁应收款、合同资产及财务担保

合同计提减值准备并确认信用减值损失。 

①基于单项为基础评估预期信用损失：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中的金融机构信用类应收票据、

关联方款项（同一控制下关联方和重大影响关联方）；其他应收款中的应收股利、应收利息、投资

借款；含重大融资成分的应收款项（即长期应收款）；其他有客观证据表明其债务人信用特征已不

能合理反映其预期信用损失的应收款项和应收租赁款。  

②基于债务人信用特征为基础评估预期信用损失：除单项为基础评估预期信用损失之外的，

应收账款分为与关联方相关的款项组合和其他账龄组合、其他应收款分为与关联方相关的款项组

合和其他账龄组合。 

应收款帐和应收租赁款坏账准备计提方法变化具体如下： 

类别 

原计提坏账准备的方法 
按预期信用损失计提坏账准备的方法

（新办法） 

计提方法 账龄 
计提比例

（%） 
计提方法 账龄 

计提比例

（%） 

应收账款 

个别认定法 
按单项计提坏账准备 

组合一：与关联方相关的款项组合 

账龄分析法 

1 年以内 0.5 

组合二：其

他账龄组合 

1 年以内 0.5 

1-2 年 5 1-2 年 5 

2-3 年 20 2-3 年 20 

3 年以上 40 3 年以上 40 

其他应收款 

个别认定法 
按单项计提坏账准备 

组合一：与关联方相关的款项组合 

账龄分析法 

1 年以内 0.5 

组合二：其

他账龄组合 

1 年以内 0.5 

1-2 年 5 1-2 年 5 

2-3 年 20 2-3 年 20 

3 年以上 40 3 年以上 40 

2、执行新财务报表格式列报调整的主要内容 

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 号），

公司对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以下调整： 

（1）资产负债表 

①将原“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拆分为“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两个项目；将原“应付票据及应

付账款”拆分为“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两个项目。 

②新增“交易性金融资产”“债权投资”“其他债权投资”“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其他非流动金融资

产”“交易性金融负债”等项目。 

③删除“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持有至到

期投资”“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等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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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利润表 

新增“信用减值损失”“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净敞口套期收益”等项目，

调整“其他收益”“投资收益”“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资产减值损失”“资产处置收益”列报顺序。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董事长：王更生  

                                              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8 月 2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