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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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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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敏 张春燕 

电话 （0825）2210081 （0825）2210081 

传真 （0825）2210089 （0825）2210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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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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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4,880,826.60 2,782,635,480.13 0.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947,318,942.64 1,898,736,284.79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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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706,186.61 42,603,227.54 171.59 

营业收入 648,735,155.33 598,346,388.82 8.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7,742,143.35 46,316,216.67 3.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7,843,088.63 44,566,009.56 -15.0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48 2.52 减少0.0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47 0.143 2.8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47 0.143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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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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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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遂宁兴业资产经营公司 国家 5.70 18,486,534 0 无   

遂宁金源科技发展公司 国有法人 5.65 18,312,969 0 质押 13,4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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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富港餐饮娱乐管理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79 2,562,000 0 无   

钱菊芳 境内自然人 0.49 1,600,000 0 无   

眉山顺应动力电池材料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47 1,511,900 0 无   

王悦旭 境内自然人 0.36 1,161,480 0 无   

蔡林 境内自然人 0.33 1,085,200 0 无   

祝东升 境内自然人 0.31 1,001,878 0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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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不适用。 

 

2.4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公司董事会继续践行“对股东负责，为遂宁服务，为员工谋福祉”三大使命，带领全体员工凝

心聚力、攻坚克难、锐意进取、奋发图强，积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能源发展新格局、创新发

展新趋势、深化改革新要求，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牢牢把握建设“六

型”（安全发展型、规范发展型、创新发展型、科学发展型、人才专业型、服务优质型）上市公司

发展主线和路径，以安全、质量、效率、效益为中心，狠抓提质增效和改革创新，各项工作取得

显著成绩。 

电水供应保障有力。深入开展春安大检查、安全生产月和基层班组安全日等活动。强化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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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检修作业现场监督和分包施工队伍安全管理。强化预警与应急管理，扎实开展防洪、电网

反事故、应急保供等演练，开展用户设施专项检查。重点开展设备绝缘等四项技术监督，全面推

行现场标准化作业，完成小白塔电站 35kV 开关柜改造等 77 项大修技改项目。实施带电作业 143

次，减少停电时间 220.75 小时。 

网络建设稳步推进。110kV 遂西、安居乌木变电站和回马下网引电输变电工程建设进展顺利。

实施遂东、遂北、遂南、安居 110kV 变电站节能改造和遂东站扩容改造。新建 10kV 线路 35 公里。

清理校核 104 条 10kV 线路单线图，加装 260 余台智能开关，完成配网自动化一期工程，启动城

区配网地理信息采集测量工作。建成 GIS 系统支撑平台系统，智能开关信息采集上线率达 70%。

城北、城南加压站、一号路主供管线等项目顺利完工。 

降本提质增效成效明显。把握经济发展动向，努力增供扩销、挖潜增效。新增业扩报装容量

95,948kVA，电力用户 9,753 户、自来水用户 8,481 户。全面强化计划管理和成本控制，实施物力“集

约、降本、增效”活动。整合配网抢修资源，加强停电计划和调度管理，计划停电检修同比下降

34.16%。 

企业管理再上台阶。深化内控建设，新建及修订制度 14 个，严格依法规范运作。调整优化组

织机构，强化物资集约管控、配抢一体化和大后勤管理职能。加强综合计划、预算刚性管理和财

税综合管控。强化电水费回收管控，回收率保持在 99%以上。完成用电信息采集系统扩容，启动

“三表合一”集抄系统试点建设。累计安装及改造智能电表 17.38 万只，推进远程费控建设，用电

信息远程采集率达 95%，远程费控率达 77%。 

优质服务不断提升。主动对接各园、区，与船山区、安居区等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上门服务

重点引资企业，实行大客户计划停电协商制。梳理优化业扩流程，加强全过程管控和动态考核，

提高业扩报装办结率，客户装表接电时间平均缩短 10 天。建成城北智能化营业厅，增设母婴室。

持续拓展缴费网点和进社区服务，新增城乡代收网点 9 个、社区服务点 2 个。深入推广明星电力

手机 APP 业务，新增支付宝、微信等缴费方式，开通流动服务车，现场办理开户、缴费、开电手

续，便民利民。 

报告期内，遂宁地区完成自发上网电量 22,623.62 万千瓦时，同比增加 27.75%；售电量

80,790.04 万千瓦时，同比增加 3.87%；甘孜州康定地区上网销售给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电量

1,689.83 万千瓦时，同比减少 15.88%。售水量 1,494.58 万吨，同比增加 2.64%。实现营业收入

64,873.52 万元，同比增加 8.4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774.21 万元，同比增加

3.08%。 

 

(一) 主营业务分析 

1 财务报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648,735,155.33 598,346,388.82 8.42 

营业成本 555,075,811.84 497,900,111.09 11.48 

销售费用 7,096,258.31 7,089,193.74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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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费用 51,509,708.24 49,553,832.71 3.95 

财务费用 801,353.04 2,267,078.65 -64.6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5,706,186.61 42,603,227.54 171.59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4,280,124.82 -40,321,771.70 -84.22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0,797.36 -18,787,466.10 98.77 

研发支出 0 0 0 

资产减值损失   -17.20 100.00 

营业外收入 15,934,049.55 7,210,897.78 120.97 

非流动资产处置利得 20,317.23   100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1,685,795.31 181,872.06 826.91 

科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变动比例(%) 

应收票据 1,420,425.55 4,504,435.94 -68.47 

存货 46,568,698.84 94,844,846.93 -50.90 

应交税费 10,143,830.78 21,118,150.09 -51.97 

财务费用变动原因说明: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减少 64.65%，主要原因是控股子公司甘孜州康

定华龙水利电力投资开发限公司贷款本金减少后贷款利息减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加 171.59%，主要原因是

受涪江来水影响，公司自发电增加，外购电成本减少。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减少 84.22%，主要原因是

购建电网、水网等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增加。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加 98.77%，主要原因是

上年同期支付了股东现金红利，本报告期未支付。 

资产减值损失变动原因说明: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加 100%，主要原因是上年同期收回往来

款后冲销了坏账损失。 

营业外收入变动原因说明: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加 120.97%，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收到的供

电线路迁改补偿款增加。 

非流动资产处置利得变动原因说明: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加 100%，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处

置固定资产实现的收益增加。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变动原因说明: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加 826.91%，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

处置报废固定资产形成的处置损失增加。 

应收票据变动原因说明: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减少 68.47%，主要原因是全资子公司遂宁市

明星电气工程有限公司电气安装工程款收取的银行承兑汇票结算减少。 

存货变动原因说明: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减少 50.90%，主要原因是全资子公司遂宁市明星

电气工程有限公司工程结算加快，存货减少。 

应交税费变动原因说明: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减少 51.97%，主要原因是支付了期初应交未

交的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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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其他 

(1) 公司利润构成或利润来源发生重大变动的详细说明 

不适用。 

 

(2) 公司前期各类融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实施进度分析说明 

不适用。 

 

(3) 经营计划进展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紧紧围绕“科技兴企，二次创业”战略部署，牢牢把握建设“六型”上市公司发

展主线和路径，坚持改革创新，深化“两个转变”（ 网络发展方式和公司发展方式转变），不断增

强核心竞争力。主营业务电力和自来水市场占有率稳定，电水销售量指标再创新高。 

公司以科学规划为引领，扎实推进“十三五”电网规划落地，协调推进 110kV 遂西、乌木变电

站建设，有序推进 35kV 回马至桂花、110kV 仁里至遂东新建线路和城南水厂输水管道改造等重

点项目进程，启动 110kV 金家沟变电站建设前期工作，加快“迎峰度夏”电水网络重点项目建设，

持续优化电水主网结构，消除安全隐患，解决电水网薄弱问题， 进一步提升供电供水安全可靠性，

不断加强电水要素保障能力。 

公司面对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创新管理，主动作为，着力提质降本增效，经营管理规范，主

要生产经营计划进度完成较好。遂宁地区上网发电量 22,623.62 万千瓦时，同比增加 27.75%，完

成全年计划的 42.80%；售电量 80,790.04 万千瓦时，同比增加 3.87%，完成全年计划的 49.78%，

高出上半年全国全社会用电量增速 1.17 个百分点；售水量 1,494.58 万吨，同比增加 2.64%，完成

全年计划的 47.45%。 

 

(二) 行业、产品或地区经营情况分析 

1、 主营业务分行业、分产品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

比上年增

减（%） 

营业成

本比上

年增减

（%） 

毛利率比上年增减

（%） 

电力生产

和供应 
536,178,781.44 474,111,712.21 11.58 3.66 6.32 减少 2.21 个百分点 

自来水生

产和供应 
45,479,372.96 33,870,653.18 25.53 -0.56 15.45 减少 10.33 个百分点 

建筑施工 49,068,605.53 43,007,480.48 12.35 83.34 101.32 减少 7.83 个百分点 

其他行业 18,691,117.38 15,167,714.33 18.85 27.96 7.62 增加 15.34 个百分点 

小  计 649,417,877.31 566,157,560.20 12.82 7.45 10.85 减少 2.67 个百分点 

减：公司内

各分部抵
12,998,379.25 12,005,049.17 7.64 -14.12 -24.21 增加 12.30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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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数 

合  计 636,419,498.06 554,152,511.03 12.93 8.01 11.97 减少 3.08 个百分点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

比上年增

减（%） 

营业成

本比上

年增减

（%） 

毛利率比上年增减

（%） 

电力 536,178,781.44 474,111,712.21 11.58 3.66 6.32 减少 2.21 个百分点 

自来水 45,479,372.96 33,870,653.18 25.53 -0.56 15.45 减少 10.33 个百分点 

施工劳务 49,068,605.53 43,007,480.48 12.35 83.34 101.32 减少 7.83 个百分点 

其他 18,691,117.38 15,167,714.33 18.85 27.96 7.62 增加 15.34 个百分点 

小  计 649,417,877.31 566,157,560.20 12.82 7.45 10.85 减少 2.67 个百分点 

减：内部抵

销数 
12,998,379.25 12,005,049.17 7.64 -14.12 -24.21 增加 12.30 个百分点 

合  计 636,419,498.06 554,152,511.03 12.93 8.01 11.97 减少 3.08 个百分点 

主营业务分行业和分产品情况的说明 

建筑施工行业的营业收入和成本比上年同期增加 83.34%和 101.32%，主要原因是公司所属全

资子公司遂宁市明星电气工程有限公司和遂宁市明星自来水有限公司加强了工程施工项目的结算

进度，收入和成本增加。 

 

2、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比上年增减（%） 

遂宁 627,727,563.22 8.48 

其他地区 8,891,934.84 -17.40 

合计 636,419,498.06 8.01 

 

(三) 核心竞争力分析 

1、完善的电水网络 

公司拥有完整的发、输、配电网络和供水网络，实现厂网一体化经营。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加

大投入，推进调控一体化、水电站集控系统精益化管理，持续加大电水网络建设，优化网络结构，

着力提高建管质效，提升供电、供水能力，保证了对辖区电、水供应的市场优势。 

2、良好的运营机制 

公司具有良好的运营机制，不断利用电、水行业中出现的新设备、新技术、新工艺，提高劳

动生产率和产品以及服务质量。通过建设电水一体化营销管理信息系统，推行先付费后用电用水

方式，实施电力用户远程控制、远程抄表，防范电水费回收风险，提高停送电效率，启动电水气“三

表合一”，提升客户体验，逐步增强电水产业的信息化、自动化、互动化水平和资源配置能力，着

力打造城区 10 分钟缴费圈、30 分钟抢修圈。报告期内，公司在辖区内市场巩固，党委政府满意

度和客户美誉度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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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丰富的行业管理经验 

公司从事电、水服务行业多年，积累了丰富的经营和管理经验，拥有一批经验丰富、年富力

强的公司管理者和技术人才。公司积极推进人才战略，大力实施人才梯队建设，培养关键岗位复

合人才，人力资源水平持续提升，形成一支结构合理、专业配套、素质优良、忠于企业、符合公

司发展战略需要的人才队伍，为公司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强大保证。 

公司核心竞争力未发生重要变化。 

 

(四) 投资状况分析 

1、 对外股权投资总体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对外股权投资没有变化。 

 

(1) 证券投资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 持有金融企业股权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 非金融类公司委托理财及衍生品投资的情况 

(1) 委托理财情况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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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委托贷款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借款方名称 
委托贷款

金额 

贷款

期限 
贷款利率 借款用途 

抵押

物或

担保

人 

是否

逾期 

是否关联

交易 

是否

展期 

是否

涉诉 

资金来源并

说明是否为

募集资金 

关联关系 预期收益 
投资盈

亏 

遂宁市明星自来水有限公

司(1) 
3,000 5 年 6.40% 城南水厂建设 无 否 是 否 否 

自有资金，

非募集资金 
全资子公司 93.92 93.92 

遂宁市明星自来水有限公

司(2) 
2,000 5 年 6.40% 城南水厂建设 无 否 是 否 否 

自有资金，

非募集资金 
全资子公司 63.21 63.21 

遂宁市明星自来水有限公

司(3) 
3,000 5 年 6.40% 城南水厂建设 无 否 是 否 否 

自有资金，

非募集资金 
全资子公司 95.66 95.66 

遂宁市明星自来水有限公

司(4) 
955 5 年 6.15% 城南水厂建设 无 否 是 否 否 

自有资金，

非募集资金 
全资子公司 28.73 28.73 

遂宁市明星自来水有限公

司(5) 
500 3 年 5% 流动资金 无 否 是 否 否 

自有资金，

非募集资金 
全资子公司 12.23 12.23 

遂宁市明星自来水有限公

司(6) 
600 3 年 4.75% 流动资金 无 否 是 否 否 

自有资金，

非募集资金 
全资子公司 13.94 13.94 

遂宁市明星自来水有限公

司(7) 
1,300 3 年 5.00% 流动资金 无 否 是 否 否 

自有资金，

非募集资金 
全资子公司 30.21 30.21 

遂宁市明星自来水有限公

司(8) 
1,000 5 年 4.75% 城南水厂建设 无 否 是 否 否 

自有资金，

非募集资金 
全资子公司 23.24 23.24 

甘孜州康定华龙水利电力

投资开发有限公司(9) 
3,272 3 年 6.765% 购设备 无 否 是 否 否 

自有资金，

非募集资金 
控股子公司 26.45 26.45 

甘孜州康定华龙水利电力

投资开发有限公司(10) 
3,000 3 年 6.765% 购原材料 无 否 是 否 否 

自有资金，

非募集资金 
控股子公司 84.43 8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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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孜州康定华龙水利电力

投资开发有限公司(11) 
3,312 3 年 5.225% 购材料 无 否 是 否 否 

自有资金，

非募集资金 
控股子公司 78.74 78.74 

甘孜州康定华龙水利电力

投资开发有限公司(12) 
2,000 3 年 6.05% 购机器设备 无 否 是 否 否 

自有资金，

非募集资金 
控股子公司 77.41 77.41 

陕西省金盾公路建设投资

有限公司(13) 
700 3 年 6.765% 购原材料 无 否 是 否 否 

自有资金，

非募集资金 
控股子公司 17.93 17.93 

陕西省金盾公路建设投资

有限公司(14) 
240 5 年 5.225% 流动资金 无 否 是 否 否 

自有资金，

非募集资金 
控股子公司 0.10 0.10 

陕西省金盾公路建设投资

有限公司(15) 
500 3 年 5.225% 购材料 无 否 是 否 否 

自有资金，

非募集资金 
控股子公司 12.80 12.80 

四川汇明矿业有限公司

(16) 
200 3 年 7.04% 购机器设备 无 否 是 否 否 

自有资金，

非募集资金 
控股子公司 5.26 5.26 

合计 25,579               664.26 66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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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贷款情况说明 

(1)2011 年 3 月，经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批准，2013 年 6 月实施； 

(2)2011 年 3 月，经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批准，2013 年 11 月实施； 

(3)2011 年 3 月，经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批准，2014 年 4 月实施； 

(4)2011 年 3 月，经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批准，2015 年 2 月实施； 

(5)2014 年 8 月，经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批准，2015 年 9 月实施； 

(6)2014 年 8 月，经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批准，2015 年 11 月实施； 

(7)2014 年 8 月，经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批准，2015 年 12 月实施； 

(8)2016 年 1 月，经第十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批准，2016 年 1 月实施； 

(9)2013 年 8 月，经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批准，2013 年 8 月实施； 

(10)2013 年 8 月，经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批准，2013 年 8 月实施； 

(11)2012 年 12 月，经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批准，2013 年 1 月实施； 

(12)2015 年 1 月，经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批准，2015 年 6 月实施； 

(13)2014 年 4 月，经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批准，2014 年 4 月实施； 

(14)2016 年 5 月，经第十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批准，2016 年 6 月实施； 

(15) 2013 年 1 月，经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批准，2013 年 1 月实施； 

(16)2013 年 8 月，经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批准，2014 年 8 月实施。 

 

(3) 其他投资理财及衍生品投资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1) 募集资金总体使用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 募集资金承诺项目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 募集资金变更项目情况 

□适用 √不适用  

 

4、 主要子公司、参股公司分析 

(1)遂宁市明星自来水有限公司：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业务性质供水。主营业务范围：

生产、供应：自来水。制造、销售：水暖管件、水暖管件零件、消防器材、净水剂。安装给

排水管线（凭资质证经营）。水表检验及修校。纯净水生产、销售（仅限分支机构经营）。二

次供水设施清洗、消毒。截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注册资本 1,110 万元，总资产 37,689.94

万元，净资产 13,161.17 万元。本报告期净利润 14.52 万元。 

(2)遂宁市明星酒店有限公司：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业务性质酒店。经营范围：宾馆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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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餐饮、洗浴、KTV、电子商务、商贸（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除外）、茶楼、迪吧、聊天吧、

美容美发、健身。烟、酒、饮料、副食品、日用百货、五金交电、建筑材料、洗衣服务。截

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注册资本 6,000 万元，总资产 4,254.46 万元，净资产 3,825.69 万元。

本报告期净利润-85.34 万元。 

(3)四川明星遂宁宾馆有限公司：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业务性质酒店。主要经营旅馆、

酒吧、卡拉 OK、中餐制售、茶座（以上项目凭许可证及许可时效经营）。截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注册资本 200 万元，总资产 2,165.89 万元，净资产-726.63 万元。本报告期净利润 5.63

万元。 

(4)遂宁市明星电气工程有限公司：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业务性质工程施工。主营业务

范围：送变电工程线路安装及维修、电控设备、电气仪表制造及销售，节能设备及电动设备

改造、修理。安装、维修桥式起重机、电动葫芦及货梯（限许可证范围）；批发零售：五金、

交电、计算机软件制作销售、机器电器设备安装。截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注册资本 1,200

万元，总资产 10,305.09 万元，净资产 3,394.21 万元。本报告期净利润 198.26 万元。 

(5)遂宁市明星电力工程设计有限公司：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业务性质工程设计。主营

业务范围：电气工程勘察设计。截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注册资本 100 万元，总资产 1,516.22

万元，净资产 1,422.24 万元。本报告期净利润 103.44 万元。 

(6)四川明星万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业务性质房产开发。主营

业务范围：叁级房地产开发建设。截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注册资本 800 万元，总资产 853.44

万元，净资产 490.96 万元。本报告期净利润-21.22 万元。 

(7)遂宁市明星水务设计有限公司：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业务性质工程设计。主营业务

范围：给水、排水工程设计、咨询（凭有效资质证书经营）。截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注册

资本 50 万元，总资产 467.75 万元，净资产 445.55 万元。本报告期净利润 50.84 万元。 

(8)甘孜州奥深达润神矿业有限公司：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业务性质矿业。主营业务范

围：矿产品、电器机械及器材、五金交电、化工（不含危化品）、建筑材料、工艺美术品、

汽车配件、日用品的销售（以上项目国家法律法规限制和禁止的除外）。截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注册资本 1200 万元，总资产 677.64 万元，净资产 675.26 万元。本报告期净利润-1.00

万元。 

(9)四川明星水电建设有限公司：本公司控股 79.60%股权的子公司，业务性质工程施工。

主营业务范围：水利水电工程施工贰级（限于资质等级证核定的专项审批范围），销售：五

金、交电、钢材、建筑材料。截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注册资本 3,068 万元，总资产 1,756.28

万元，净资产 1,234.58 万元。本报告期净利润 140.87 万元。 

(10)陕西省金盾公路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本公司控股 75%股权的子公司，业务性质矿业。

主营业务范围：基础设施投资、建设、管理；矿产投资；房地产投资开发；物资材料的销售；

化工原料（危险品除外）的生产、销售，（投资限公司自有资金）（上述经营范围中许可经营

项目除外）。截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注册资本 4,100 万元，总资产 7,788.93 万元，净资产

3,817.46 万元。本报告期净利润-92.12 万元。 

(11)四川汇明矿业有限公司：本公司控股 60%股权的子公司，业务性质矿业。主营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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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销售矿产品、机械设备、五金交电、化工产品、建材、工艺美术品、汽车配件、日用

品（以上项目国家法律法规限制和禁止项目除外）。截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注册资本 1,000

万元，总资产 1,675.72 万元，净资产 564.02 万元。本报告期净利润-5.32 万元。 

(12)新疆诺尔矿业投资管理顾问有限公司：本公司控股 60%股权的子公司，业务性质矿

业。主营业务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矿业投资、房地产投资、矿业技术

咨询、信息技术咨询、商务信息咨询、市场调研、家政服务。截至截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

注册资本 100 万元，总资产 0.08 万元，净资产-645.16 万元。本报告期净利润 0.68 元。 

(13)四川启翱电力线缆有限公司：本公司控股 51%股权的子公司，业务性质销售。主营

业务范围：五金交电、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日用百货、建筑材料、工艺美术品、

汽车配件、灯具销售、资产管理、国家产业政策允许项目投资、广告设计、制作、发布。截

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注册资本 200 万元，总资产 7.60 万元，净资产-39.72 万元。本报告

期净利润-0.36 万元。 

(14)甘孜州康定华龙水利电力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本公司控股 46%股权的子公司，业务

性质水力发电。主营业务范围：水利、电力、宾馆、旅游产品投资开发、各类电力设备及建

筑设备租赁，五金，百货批发零售。截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注册资本 5,800 万元，总资产

23,773.82 万元，净资产-460.50 万元。本报告期营业收入 477.72 万元，营业利润-721.36 万

元，净利润-777.86 万元。 

(15)四川华润万通燃气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与遂宁华润燃气（香港）有限公司的合营

企业，业务性质燃气供应。主营业务范围：天然气供应（国家限制或者禁止经营的除外）；

高新技术燃料、燃气设备批发与零售；天然气工程设计、安装；燃气用具维修；LNG 项目

建设与运营（以上项目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截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注册资

本 12,242 万元，总资产 59,559.53 万元，净资产 38,042.12 万元，本报告期营业收入 15,100.38

万元，营业利润 3,615.59 万元，净利润 3,037.29 万元。 

净利润来源或投资收益对公司净利润影响达到 10％以上的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公司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甘孜州康定华龙水利电力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4,777,212.23  -7,213,619.63  -7,778,619.63  

四川华润万通燃气股份有限公司  151,003,775.87  36,155,918.66  30,372,858.54  

 

5、 非募集资金项目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一、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金转增预案 

(一) 报告期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的执行或调整情况 

2016 年 3 月 16 日，第十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5 年度利润分配及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案》，该预案符合公司《章程》现金分红政策的要求，分配标准和

比例明确、清晰。在拟定前通过股东热线电话、公司网站投资者关系平台与中小股东进行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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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和交流，充分维护了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认为该预案

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修改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若干规定的决定》和公司《章程》规定，既考

虑了全体股东的当前利益，又兼顾了公司对网络改造、项目投资所需资金的实际承受能力，

是公司和全体股东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有机统一，不会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 

经 2016 年 6 月 16 日召开的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公司 2015 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为：以 2015 年 12 月 31 日的总股本 324,178,977 股为基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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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不送股，也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公司派发现金红利的股权登记日为 2016 年 8 月 3 日，除息日为 2016 年 8 月 4 日，发放

日为 2016 年 8 月 4 日，详见公司于 2016 年 7 月 28 日披露的 《2015 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公

告》。 

公司 2015 年度现金分红方案已执行完毕。 

 

(二) 半年度拟定的利润分配预案、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半年度拟定的利润分配预案、公积

金转增股本预案半年度拟定的利润分配预案、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是否分配或转增 否 

每 10 股送红股数（股）       

每 10 股派息数(元)（含税）       

每 10 股转增数（股）       

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金转增预案的相关情况说明 

公司没有拟定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二、其他披露事项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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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度

变动的警示及说明 

□适用 √不适用  

 

(二) 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四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4.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原因及

其影响。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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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

其影响。 

不适用。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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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财务报表合并范围未发生变化。   

 

4.4 半年度财务报告已经审计，并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董事会、监事会应当对涉及事

项作出说明。  

不适用。 

 

 

 

                                                            董事长：秦怀平 

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 8 月 17 日 

 


	OLE_LINK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