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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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53,460,450.97 3,401,386,478.15 1.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457,275,763.35 2,422,241,303.79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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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02,306.70 17,287,812.10 6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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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8,684,851.89 364,147,873.70 6.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3,688,470.04 26,046,774.49 29.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1,675,751.20 24,204,336.88 30.8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7 1.10 增加 0.27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99 0.0618 29.2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99 0.0618 29.29 

说明：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增加 68.92%，主要原因一是本报告期主营业务收入同比

增加，收到的现金增加；二是上年同期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公司采取欠费不停电等政策，支持

疫情防控，助力复工复产，收款较本报告期滞后。 

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加 29.34%，主要原因一是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控制，

企业复工复产的推进，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增长；二是本报告期收到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三是

合营企业同比净利润增加。 

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同比增加 30.87%，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

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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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基本每股收益同比增加 29.29%，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增

加，按公司股本计算每股收益增加。 

5.稀释每股收益同比增加 29.29%，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增

加，按公司股本计算每股收益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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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5,258.84 
本报告期公司报废固定资产净损

失 105.53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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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51,197.67 

主要是本报告期全资子公司遂宁

市明星自来水有限公司收到与收

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300 万元。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74,331.36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7,547.17  

所得税影响额 -365,098.52  

合计 2,012,71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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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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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阮彩友 3,173,000 0.75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阮海良 3,169,000 0.75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钱菊芳 2,865,000 0.68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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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克 2,752,176 0.65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陈月华 1,780,000 0.42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杨钟莉 986,377 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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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阮彩友 3,173,000 人民币普通股 3,173,000 

阮海良 3,169,000 人民币普通股 3,169,000 

钱菊芳 2,865,000 人民币普通股 2,865,000 

杨克 2,752,176 人民币普通股 2,752,176 

陈月华 1,7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780,000 

杨钟莉 986,377 人民币普通股 986,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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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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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收账款 26,948,039.98 13,935,632.51 93.38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全资子公司遂宁市明

星自来水有限公司及四川明星新能源科技



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5 / 6 

 

有限公司安装工程加快，应收款增加。 

预付款项 1,507,329.62 1,111,975.35 35.55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公司预付物资款，暂

未结算。 

存货 65,661,743.76 35,269,100.42 8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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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遂宁市明星自来水

有限公司开展业扩工程，合同履约成本增

加，致存货增加。 

使用权资产 1,403,258.51  100.00 

主要原因是公司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执

行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 21 号—租赁》

（财会﹝2018﹞35 号），启用了新会计科

目。 

应交税费 7,913,137.19 16,162,088.45 -51.04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公司按规定缴纳了

2020 年第四季度的相关税费。 

租赁负债 1,297,674.44  100.00 

主要原因是公司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执

行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 21 号—租赁》

（财会﹝2018﹞35 号），启用了新会计科

目。 

（二）利润表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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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费用 -862,301.04  -2,921,138.76  70.48 
主要原因是上年同期银行定期存款

利息进行了结算。 

其他收益 3,359,819.07 395,676.34 749.13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全资子公司遂

宁市明星自来水有限公司收到与收

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300 万元。 

营业利润 39,096,222.73 26,593,470.65 47.01 

主要原因是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控

制，企业复工复产的推进，公司主

营业务收入增长。 

营业外支出 1,244,525.59 591,557.09 110.38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公司处置了固

定资产，形成了非流动资产处置损

失。 

利润总额 38,100,037.32 26,218,834.00 45.32 

主要原因是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控

制，企业复工复产的推进，公司主

营业务收入增长。 

所得税费用 4,612,544.05 27,785.85 16,500.33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公司利润总额

增加，按比例计算的所得税费用增

加。 

少数股东损益 -200,976.77 144,273.66 -239.30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控股子公司甘

孜州康定华龙水利电力投资开发有

限公司出现了亏损，按少数股东所

持份额计算，少数股东损益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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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少数股

东的综合收益

总额 

-200,976.77 144,273.66 -239.30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控股子公司甘

孜州康定华龙水利电力投资开发有

限公司出现了亏损，按少数股东所

持份额计算，少数股东损益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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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02,306.70 17,287,812.10 68.92 

主要原因一是本报告期主
营业务收入同比增加，收到
的现金增加；二是上年同期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公司
采取欠费不停电等政策，支
持疫情防控，助力复工复
产，收款较本报告期滞后。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47,120,770.59 -17,574,618.87 -168.12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公司

加快在建工程进度，购建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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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4,396.40 -1,069,818.75 67.81 

主要原因是上年同期控股

子公司甘孜州康定华龙水

利电力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偿还债务支付了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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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4 月 2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