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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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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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9 年度，公司（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65,647,534.18 元，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按 10%提取法定公积金 6,564,753.42 元，

当年实现的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59,082,780.76 元。加上期初留存的未分配利润 1,100,162,980.60

元，减去 2019 年已分配 2018 年现金红利 16,208,948.85 元，累计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1,143,036,812.51 元。 

2019 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为：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分配利润。公

司拟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50 元（含税）。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

421,432,670 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 21,071,633.50 元（含税）。本年度公司现金分红比

例为 21.14%。公司 2019 年度不送股，也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如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拟维持分配总额不变，相应调整每

股分配比例。 

本预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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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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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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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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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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末，全国全口径发电机装机容量为 20.10 亿千瓦，同比增长 5.80%。电力延

续绿色低碳发展态势，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占比继续提高。分类型看，水电 3.60 亿千瓦、核

电 4,874 万千瓦、并网风电 2.10 亿千瓦、并网太阳能发电 2.00 亿千瓦、火电 11.90 亿千瓦。2019

年全国全社会用电量 7.23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4.50%。全国电力供需总体平衡。东北、西北区域

电力供应能力富余；华北、华东、华中、南方区域电力供需总体平衡。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官方网站） 

四川是全国水电大省，水电装机容量居全国第一，是国家重要清洁能源基地，正加快建设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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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清洁能源示范省。2019 年，四川电网持续推进电力体制改革，深挖电能替代潜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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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力拓展电力外送市场，1998 年至 2019 年累计外送电量突破万亿千瓦时大关，水电利用率连续

三年保持上升。 

2.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公司是国有控股的水电企业，拥有完整的供电网络和供水网络。公

司以建设一流综合能源服务企业为战略目标，落实高质量发展理念，推进网络发展方式转变和公

司发展方式转变，坚强电网基本形成，电网本质安全得到显著提升。公司电水供应稳定，网络建

设成效显著。在辖区内供电市场占有率 100%，供水市场占有率 90%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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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2018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7年 

总资产 3,292,436,228.17 3,160,550,632.09 4.17 3,010,050,189.46 

营业收入 1,607,699,267.23 1,599,933,132.65 0.49 1,513,128,678.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99,686,162.28 101,781,013.51 -2.06 98,103,612.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98,861,357.67 84,460,835.40 17.05 89,229,003.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2,352,348,445.63 2,231,809,011.05 5.40 2,079,954,327.7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381,644,444.47 79,541,702.76 379.80 306,567,444.52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2365 0.2415 -2.07 0.2328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2365 0.2415 -2.07 0.232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4.37 4.79 减少0.42个百分点 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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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4,973,097.63 363,848,442.45 411,412,628.28 397,465,098.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29,772,278.16 20,495,030.28 43,596,284.48 5,822,569.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32,360,494.07 13,467,931.18 44,425,857.71 8,607,07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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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26,565,564.44 32,761,725.92 59,523,711.51 62,793,44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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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656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32,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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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21,029 84,591,126 20.07 0 无 0 国有法人 

遂宁兴业资产经营

公司① 
5,545,960 24,032,494 5.70 0 无 0 国家 

遂宁金源科技发展

公司 
5,493,891 23,806,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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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77,858 21,137,385 5.02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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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06,390 3,406,390 0.81 0 未知 29,000 未知 

阮彩友 1,046,081 3,057,531 0.73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徐国滨 437,080 2,668,880 0.63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阮海良 -95,536 2,200,000 0.52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钱菊芳 -149,767 1,900,000 0.45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金贯东 1,893,847 1,893,847 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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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①：2020 年 3 月，“遂宁兴业资产经营公司”名称变更为“遂宁兴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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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28 日披露的《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变更工商登记信息的公告》（编号：临

202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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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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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438.62 万千瓦时，同比增长 17.79%；售电量 221,158.09

万千瓦时，同比增长 1.98%；甘孜州康定地区上网销售给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电量 7,661.81 万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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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时，同比增长 36.68%。售水量 4,005.68 万吨，同比增长 5.38%。实现营业收入 16.08 亿元，同

比增长 0.49%。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968.62 万元，同比下降 2.06%。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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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 

1．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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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颁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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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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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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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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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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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风险组合 

账龄分析法 

1 年以内 0.50 

组合二：账
龄组合 

1 年以内 0.50 

1-2 年 5.00 1-2 年 5.00 

2-3 年 20.00 2-3 年 20.00 

3 年以上 40.00 3 年以上 40.00 

其他应收
款 

个别认定法 
按单项计提坏账准备 

组合一：无风险组合 

账龄分析法 

1 年以内 0.50 

组合二：账
龄组合 

1 年以内 0.50 

1-2 年 5.00 1-2 年 5.00 

2-3 年 20.00 2-3 年 20.00 

3 年以上 40.00 3 年以上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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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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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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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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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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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20 年 1 月 14 日，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

案》，董事会同意公司编制 2019 年度合并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合并财务报表执行财政部《关于

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 版）的通知》（财会〔2019〕16 号）要求。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仅影响公司合并财务报表项目列报，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

量均没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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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调整项目如下： 

（1）合并资产负债表 

①增加“使用权资产”“租赁负债”“专项储备”项目。 

②将“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分拆为“应收票据”“应收账款”“应收款项融资”。 

③将“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分拆为“应付票据”“应付账款”。 

（2）合并利润表 

①在“投资收益”项目下增加“其中：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 

②调整“资产减值损失”“信用减值损失”列报顺序。 

（3）合并现金流量表 

删除“为交易目的而持有的金融资产净增加额”“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等项目。 

（4）合并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增加“专项储备”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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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团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包括遂宁市明星自来水有限公司、遂宁市明星电气工程有限公司等

8 家子公司，其中全资子公司 7 家、控股子公司 1 家。与上年相比，无新增子公司，本年处置四

川汇明矿业有限公司减少控股子公司 1 家。本年度合并范围财务报表范围及变化详见 2019 年年度

报告全文附注“八、合并范围的变更”及附注“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相关内容。 

 

 

 

 

董事长：王更生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20 年 4 月 2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