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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王更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邹德成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冯志

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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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2,788,980.45 3,292,436,228.17 0.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2,378,323,102.60 2,352,348,445.63 1.10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7,287,812.10 226,565,564.44 -92.37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364,147,873.70 434,973,097.63 -16.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26,046,774.49 29,772,278.16 -12.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4,204,336.88 32,360,494.07 -25.2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1.10 1.33 减少 0.23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18 0.0706 -12.4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18 0.0706 -12.46 

说明：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减少 92.37%，主要原因一是本报告期主营业务收入同比

减少，收到的现金减少；二是上年同期完成了 2018 年度电费结算，收回了电费结算款。 

2.每股收益：2019 年 7 月，公司实施 2018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以资本

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3 股。公司总股本转增前为 324,178,977 股，转增后为 421,432,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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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9 号——净资产收

益率和每股收益的计算及披露》（2010 年修订）有关规定，报告期及比较期的每股收益按照转增

后股本计算。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224,549.95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

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

补助除外 

54,526.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50,086.70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2,491,102.81 
主要原因是公司收到线路

补偿款项 247.02 万元。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所得税影响额 -328,554.55  

合计 1,842,437.61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32,51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持有

有限

售条

件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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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591,126 20.07 0 无 0 国有法人 

遂宁兴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4,032,494 5.70 0 无 0 国家 

遂宁金源科技发展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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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37,385 5.02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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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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3,090 0.75 0 无 0 未知 

阮彩友 2,900,000 0.69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阮海良 2,195,000 0.52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金贯东 1,898,737 0.45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白文起 1,821,755 0.43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钱菊芳 1,800,000 0.43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84,591,126 人民币普通股 84,591,126 

遂宁兴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4,032,494 人民币普通股 24,032,494 

遂宁金源科技发展公司 23,806,860 人民币普通股 23,806,860 

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利

年年 
21,137,385 人民币普通股 21,137,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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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3,090 人民币普通股 3,143,090 

阮彩友 2,9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900,000 

阮海良 2,195,000 人民币普通股 2,195,000 

金贯东 1,898,737 人民币普通股 1,898,737 

白文起 1,821,755 人民币普通股 1,821,755 

钱菊芳 1,8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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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

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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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变动比例

（%） 
主要原因 

应收票据 675,651.44 300,000.00 125.22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全资子公司

四川明星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收

到银行承兑汇票，暂未到期。 

应收账款 28,809,913.83 14,286,100.85 101.66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应收账款暂

未收回。 

预付款项 7,732,738.91 4,404,336.33 75.57 

主要原因一是本报告期公司购买

防疫物资及油款，暂未开票结算；

二是全资子公司预付物资款，暂未

结算。 

其他应收款 21,993,937.76 15,438,257.32 42.46 

主要原因一是本报告期公司定期

存款应收利息增加，二是公司开展

售电业务，交存了保证金。 

其他流动资产 6,217,183.26 11,341,005.10 -45.18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增值税待抵

扣进项税抵扣后减少。 

预收款项   194,495,554.06 -100.00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公司执行新

收入准则。 

合同负债 220,933,083.32   100.00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公司执行新

收入准则。 

应交税费 10,653,127.60 15,014,123.03 -29.05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缴纳了上年

度末计提的相关税费。 

其他非流动负

债 
1,560,243.09 2,630,061.84 -40.68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公司控股子

公司甘孜州康定华龙水利电力投

资开发有限公司归还借款。 

（二）利润表项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变动比例

（%） 
主要原因 

税金及附加 3,366,165.63 4,786,728.84 -29.68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享受国家出

台疫情期间税收优惠政策，税金及

附加减少。 

财务费用 -2,921,138.76 -1,228,188.46 -137.84 
本报告期公司定期存款金额增加，

利息收入增加。 

投资收益 6,551,138.57 5,169,414.17 26.73 

上年同期挂牌转让控股子公司四

川汇明矿业有限公司股权，发生处

置损失，本报告期无此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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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外收入 216,920.44 1,129,161.25 -80.79 
主要原因是上年同期公司收到保

险赔偿款。 

所得税费用 27,785.85 4,819,500.58 -99.42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享受国家出

台疫情期间税收优惠政策，所得税

减少。 

少数股东损益 144,273.66 469,344.22 -69.26 

控股子公司甘孜州康定华龙水利

电力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实现的净

利润同比减少，公司按持股比例享

有份额计算减少。 

（三）现金流量表项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变动比例

（%） 
主要原因 

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7,287,812.10 226,565,564.44 -92.37 

主要原因一是本报告期主营业务

收入同比减少，收到的现金减少；

二是上年同期完成了2018年度电

费结算，收回了电费结算款。 

筹资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069,818.75    -100.00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公司控股子

公司甘孜州康定华龙水利电力投

资开发有限公司归还借款。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

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更生 

日期 2020 年 4 月 2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