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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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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度报告全

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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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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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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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昌电力 600505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邝伟民 孙晓峰 

电话 0834－3830167 0834－3830156 

办公地址 四川省西昌市胜利路66号 四川省西昌市胜利路66号 

电子信箱 xcdlgs@126.com xcdlgs@126.com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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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47,009,342.91 3,519,163,869.63 0.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133,680,823.59 1,179,532,108.87 -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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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809,050.88 27,657,738.73 2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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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流量净额 

营业收入 421,377,359.19 440,888,334.59 -4.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34,567,265.86 -3,885,204.25 789.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31,181,144.90 -802,589.72 3,785.0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2.97 -0.35 减少2.6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948 -0.0107 789.72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948 -0.0107 789.72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22,990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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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73,449,220 0 无 0 

四川省水电投资经营集团有

限公司 

国有法

人 

18.32 66,770,883 0 无 0 

凉山州发展（控股）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

人 

16.89 61,578,420 0 无 0 

罗文禄 境内自

然人 

1.20 4,385,900 0 无 0 

罗明光 境内自

然人 

0.88 3,215,682 0 无 0 

仙桃市千秋学校 未知 0.75 2,749,686 0 无 0 

王正 境内自

然人 

0.63 2,296,900 0 无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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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知 0.55 2,003,500 0 无 0 

张敏 境内自

然人 

0.54 1,970,000 0 无 0 

四川昭觉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 0.49 1,800,000 0 无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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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上述股东中，凉山州发展（控股）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将持有的本公司 1822万股除财产性权利（收益

权、处置权、配股权）之外的其他权利全部委托给国网

四川省电力公司行使；2、上述股东中，四川省水电投

资经营集团有限公司为四川昭觉电力有限责任公司的

控股股东。3、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

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

说明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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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20 年上半年，受国内外疫情影响，面对复杂的内外部环境和艰巨的发展任务，公司经营层

在董事会的领导下克难奋进，坚定战略信心、强化党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安全为基础、

以客户为中心，着力提升经营管理质效，努力提高管理水平和发展质量。 

（一）报告期经营业绩。 

报告期内，公司水力发电量 19,577.22 万千瓦时，比上年同期下降 2.75%；完成售电量 

86,067.52万千瓦时，比上年同期增加 15.34%；光伏发电量 3,433.60 万千瓦时，比上年同期下

降 6.99%。实现营业收入 4.21 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4.4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3456.73 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789.72%。报告期内，受电价政策性下调和疫情阶段性降费的影

响，导致售电均价同比下降；受来水情况和环保政策影响，网内电厂发电出力不足，导致外购大

网电量同比增加，外购电成本同比增加。 

（二）报告期主要开展的工作。 

1、 提升公司治理水平，维护相关方合法权益。 

报告期内，公司充分发挥党委在公司治理中的政治核心和领导核心作用，持续强化董事会的

战略引领作用，不断完善法人治理机制，提升公司经营管理水平。一是完善制度体系，加强宣贯

培训，实现“按制度办事、用制度管人”；二是开展效能建设，完善公司绩效考核体系，督促经营

班子自我加压、激发员工潜力；三是提高信披质量，密切关注监管环境和监管规则的变化，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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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披露意识，保障投资者知情权。 

2、 聚焦主业、夯实基础，推动公司高质量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巩固电力主业基础，加快建设重点电源项目，着力完善公司网架结构，

进一步提高供电区域内生产和生活用电的可靠性、安全性、稳定性。一是加快电源点开发，扎实

推进固增电站建设工程；二是严格督导重大电网项目建设的落实，主力输电线路建设正按计划有

序推进；三是扎实推进农网改造升级攻坚工作，报告期内，公司“6.30”重点农网改造升级项目

共 53 个，总投资 13656.80 万元；四是全力推进“三供一业”工程及分割移交工作，目前已完成

十一家企业的户表工程改造工作，其余几家正在按计划推进。 

3、 压实责任，构建安全生产综合管控体系。 

报告期内，公司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安全生产的指示精神，严格按照省委省政府、国

家能源局四川监管办、州委州政府和市委市政府的安全工作部署，统筹开展各项工作。一是推行

安全生产目标管理责任制，进一步强化公司、部门、班组三级目标责任制的落实；二是开展森林

草原防火专题工作，对涉林线路建立隐患排查清单，并进行拉网式全覆盖排查整治，切实消除引

发森林草原火灾的隐患；三是顺利完成“迎峰度夏”安全大检查，共计发现隐患 43项，发放安全

整改通知书 5份；四是定期组织安全演练和安全培训。 

4、 坚持党建引领作用，着力巩固扶贫成果。 

报告期内，公司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上级党委的安

排部署，将党建工作融入到公司治理体系，充分发挥党组织领导核心和政治核心作用，为公司改

革发展提供坚强保障；深入开展党风廉洁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着力加强纪律建设和作风建设，全

面从严层层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报告期内，认真贯彻落实国家、省、州县关于“精准扶贫、

精准脱贫”的工作部署，以更大的决心、更强的力度、更实的举措全力推进各项扶贫工作，助力

完成“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电网建设任务，扎实推进“支部+扶贫”、“以购代捐”工作机制，

提升扶贫对接力度，实现公司定点扶贫村高质量脱贫、可持续脱贫。 

5、多措并举，扎实推进抗疫工作。 

报告期内，公司严格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及政府机关的总体部署要求，将防疫举措贯穿

到生产经营的每一个环节。一是确保全体员工人身安全，日常生产经营中始终把牢“三关”（健康

检查关、筛选上岗关、安全生产关），严格做到“三到位”（ 物资供应保障到位、防范措施到位、

监管责任到位）；二是积极支援“抗疫”战争，持续有效的推进支持疫情防控、支持企业复工复产

的供电服务保障措施；三是严格落实国家阶段性降低企业用电成本的政策要求，做到战“疫”、生

产经营两不误。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2017年 7月 5日，财政部修订发布《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收入》（财会[2017]22号，以下

简称“新收入准则”），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

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 2018年 1月 1 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及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将于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该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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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