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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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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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立董事 陈宏 工作原因 何云 

董事 赵雄翔 因公出差 蒋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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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度，公司（母公司）实现净利润37,363,270.66

元，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按 10%提取法定公积金 3,736,327.07 元，当年实现的

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33,626,943.59 元。加上期初留存的未分配利润 951,750,815.81 元，减去 2016

年已分配 2015 年现金红利 16,208,948.85 元，累计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969,168,810.55 元。 

2016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案为：以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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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度不送股，也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本预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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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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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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公地址 四川省遂宁市开发区明月路88号 四川省遂宁市开发区明月路88号 

电话 （0825）221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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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居区拥有完整的发、供电网络，实现厂网合一、

发输配电一体化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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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公司遂宁供电公司趸购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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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自来水来源为所属自来

水厂生产后通过城市供水管网销售给网内用户。 

3.主要业绩驱动因素：公司业绩主要来源于电、水生产、销售业务，电、水业务利润主要来

源于自发上网电量、售电、售水量的增长和管理成本、损耗（电力线损、厂用电率、水损）的控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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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工业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产业，电力生产和供应事关国计民生和经

济社会发展全局，面临重要的发展机遇和挑战。近年来伴随国家经济结构转型深入，中国经济逐

步进入到中高速增长新常态阶段，下行压力大，伴随着 “三降一去一补”的供给侧改革深入推进，

全国电力消费和需求结构不断调整，四大高耗能行业（化工、建材、黑色金属冶炼、有色金属冶

炼）用电比重下降，第三产业和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比重提高。2016 年全国全社会用电量 5.92

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5.0%，比上年提高 4.0 个百分点。 

2016 年全国电力发电装机容量 16.50 亿千瓦，同比增长 8.20%，其中非石化能源发电装机比

重提高到 36%左右。全国电力供应总体富裕，部分地区相对过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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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1 月，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对外正式发布《电力发展“十三五”规划（2016-2020

年）》，内容涵盖水电、核电、煤电、气电、风电、太阳能发展等各类电源和输配电网，指出要

积极发展水电，大力发展新能源，优化调整开发布局，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组建相对独立和规

范运行的电力交易机构，建立公平有序的电力市场规则，初步形成功能完善的电力市场。同时明

确了有序推进电改的时间表。该规划是“十三五”电力发展的行动纲领，将为电力工业持续健康

发展提供根本遵循。 

2016 年四川全省水电装机容量约 7000 万千瓦左右，占总装机容量的 80%，是国家重要清洁

能源基地，目前电力供应是“丰余枯足”，但电力外送通道建设滞后，限制了“西电东送”能力，

水电弃水持续存在，区域内下网电量得到充分保障。2016 年四川纳入国家输配电价改革试点范围，

正在进行输配电价成本监审，完成后将对四川电力企业运营产生深远影响。 

2.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公司近年来加大科技兴企投入，先后完成调控一体化、水电梯调集

控和电水营销一体化及远程智能费控电表换装等建设，坚强智能电网初具模型，电网本质安全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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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显著提升。公司目前电水供应稳定，网络建设成效显著，实现厂网合一、发输配电一体化经营，

在辖区内供电市场占有率 100%，供水市场占有率 9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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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 2015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4年 

总资产 2,819,296,381.51 2,782,635,480.13 1.32 2,692,118,521.72 

营业收入 1,383,781,589.98 1,267,972,635.64 9.13 1,244,897,125.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83,539,122.56 89,085,163.64 -6.23 97,487,872.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79,912,304.26 81,319,832.64 -1.73 91,796,923.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977,876,185.01 1,898,736,284.79 4.17 1,822,835,281.0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68,606,416.60 206,029,133.25 -18.16 182,142,169.53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26 0.27 -3.70 0.30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26 0.27 -3.70 0.3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4.32 4.79 减少0.47个百分点 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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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2,708,780.00 306,026,375.33 413,824,688.97 321,221,745.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0,675,875.74 17,066,267.61 41,860,002.11 -6,063,022.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30,473,089.07 7,369,999.56 40,531,273.62 1,537,942.0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7,623,240.28 78,082,946.33 77,888,789.21 -24,988,55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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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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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39,268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39,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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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65,070,097 20.07 0 无 0 国有法人 

遂宁兴业资产经

营公司 
0 18,486,534 5.70 0 无 0 国家 

遂宁金源科技发

展公司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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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16,259,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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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兴业事件驱动

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2,387,567 2,387,567 0.74 0 无 0 未知 

朱惠蓉 2,310,940 2,310,940 0.71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钱菊芳 312,400 1,600,000 0.49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阮海良 1,179,700 1,179,700 0.36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王悦旭 2,100 1,161,480 0.36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何龙霞 1,087,600 1,087,600 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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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公司债券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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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304.45 万千瓦时，同比增长 8.70%；售电量 174,890.78 万

千瓦时，同比增长 10.68%；甘孜州康定地区上网销售给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电量 6,187.91 万千瓦

时，同比减少 21.28%。售水量 3,181.88 万吨，同比增长 5.94%。实现营业收入 138,378.16 万元，

同比增长 9.1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353.91 万元，同比减少 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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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的通知》（财会﹝2016﹞22 号）和《财政部关于有关问题的解读》等

文件规定，本公司自财会﹝2016﹞22 号发布之日起，按要求对增值税有关业务进行会计核算。对

于 2016 年 5 月 1 日至财会﹝2016﹞22 号施行日之间发生的交易由于该规定而影响资产、负债和

损益等财务报表列报项目金额的，予以据实调整；对于 2016 年 1 月 1 日至 4 月 30 日期间发生的

交易，不予追溯调整；对于 2016 年财务报表中可比期间（2015 年度）的财务报表也不予追溯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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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 

该会计政策变更事项调整增加 2016 年 12 月 31 日资产和负债总额 1,415,915.38 元，对 2016

年度经营损益（净利润）无影响，仅为不同报表项目间的调整。有关情况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当期受影响的会计科目 
累计影响金额

（单位：元） 

将原“营业税金及附加”科目名称

调整为“税金及附加”科目，变更

后的科目核算企业经营活动发生的

消费税、城市维护建设税、资源税、

教育费附加及房产税、土地使用税、

车船使用税、印花税等相关税费。 

2017 年 3 月

15 日，经公

司第十届董

事会第十六

次会议审议

批准。 

2016 年度：  

税金及附加 4,805,779.38 

主营业务成本 -197,120.50 

管理费用 -4,608,658.88 

将“应交税费”科目下的“应交增

值税”“未交增值税”“待抵扣进项

税额”“待认证进项税额”“增值税

留抵税额”等明细科目的借方余额

从“应交税费”项目重分类至“其

他流动资产”（或“其他非流动资

产”）项目。 

2017 年 3 月

15 日，经公

司第十届董

事会第十六

次会议审议

批准。 

2016 年 12 月 31 日：  

其他流动资产 1,415,915.38 

应交税费 1,415,91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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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度财务报表合并范围的子公司数量为 14 家，其中全资子公司 8 家，控股

子公司 6 家。详细情况见年报全文附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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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发生变化。 

 

 

 

董事长：秦怀平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17 年 3 月 1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