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司代码：600505                                公司简称：西昌电力 

 

 

 

 

 

 

 

四川西昌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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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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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 代义 因工作原因 古强 

董事 张敏 因工作原因 周林 

董事 赵芳 因工作原因 卿松 

董事 田学农 因工作原因 刘毅 

独立董事 井润田 因工作原因 李辉 

独立董事 范自力 因工作原因 彭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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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 0834－3830167   

办公地址 四川省西昌市胜利路66号   

电子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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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3,912,763.43 3,034,812,048.49 2.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132,380,061.40 1,113,318,416.82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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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57,738.73 81,887,716.10 -66.22 

营业收入 440,888,334.59 438,314,686.00 0.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3,885,204.25 4,355,572.47 -189.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802,589.72 4,867,595.44 -116.4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0.35 0.41 减少0.7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107 0.0119 -189.92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107 0.0119 -189.92 

 

主要财务数据的情况说明： 

2019 年上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下降，主要原因是上年同

期收到甘肃建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管理人转破产重整债权清偿款 400 万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下降，主要原因是报告期

内，受凉山州境内持续干旱影响，公司自发电量和并网县、小水电站上网电量同比大幅下降，

带动外购大网电量同比增加，导致外购电成本同比增加，影响了公司报告期经营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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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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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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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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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0 



王成平 境内自

然人 

1.99 7,237,918   质押 1,250,000 

罗文禄 境内自

然人 

1.20 4,385,900   未知   

罗明光 境内自

然人 

0.88 3,215,682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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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8 2,130,300   未知   

四川昭觉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

人 

0.49 1,800,000   无   

李中桂 境内自

然人 

0.33 1,201,709   未知   

王元珍 境内自

然人 

0.30 1,080,800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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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为原公司股东单位凉山州国有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

司，其根据凉山州政府的相关要求，于 2019 年 1 月进行

的名称变更，其业务主体和法律关系均保持不变，原签

订的合同继续有效；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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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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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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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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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上半年，公司紧抓电力行业和凉山州地方经济改革发展的良好契机，聚焦主业发展，

夯实基础、改革创新、锐意进取，坚持“一个引领”，落实“两个加强”，推动“三个变革”，抓好

“四项重点任务”，统筹谋划、合理布局、狠抓落实，切实提升经营管理水平，提升公司活力和增

长动能，努力开拓公司发展新篇章。 

（一）报告期经营业绩 

报告期内，公司水力发电量 20,138.63 万千瓦时，比上年同期下降 17.01%；完成售电量

74,620.51 万千瓦时，比上年同期下降 5.04%；光伏发电量 3,691.59 万千瓦时，比上年同期增加

7.60%。实现营业收入 4.41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0.5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88.52

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189.20%。报告期内，受凉山州境内持续干旱影响，公司自发电量和并网

县、小水电站上网电量同比大幅下降，带动外购大网电量同比增加，导致外购电成本同比增加；

同时上年同期收到甘肃建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管理人转破产重整债权清偿款 400 万元，综合影响

了公司当期经营业绩。 

（二）报告期主要开展的工作 

1、齐抓共管，提升公司经营质效 

报告期，公司紧紧抓住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把新发展理念贯穿公司生产经营的

全过程，一是进一步规范营销系统、采集系统中的建档流程，实现了用户档案、采集档案同时完

成，自动远采集抄，着实提升数据采集水平，加快降低管理线损；二是推进获得电力便利化改革，

助力营商环境优化，加速推进“互联网+电力营销服务”改革，全面升级营销系统，精简业扩流程，

拓宽服务渠道，开发公司“掌上电力”手机 APP 客户端，实现微信公众号缴费功能；三是统筹公

司发展和员工发展，培养专业知识扎实、业务能力过硬、职业素养优良的职工群众队伍，报告期

公司有针对性地开展各专业领域的培训 1384 人次；四是提升公司电网信息化管理水平，积极推进

发输配变用一体化管理水平，发电厂、变电站等集控改造进程正有序推进，同时进一步提升调度

自动化、变电集控远控等业务的网络安全水平。 

2、夯实基础，保障安全生产持续稳定 

报告期，公司以责任落实安全，以监督强化安全，着力夯实安全生产基础。一是加强安全体

系建设，报告期完善了制度体系和组织体系的建设，同时加强重奖重罚，加大安全生产绩效在薪

酬分配中的比重，并强化目标考核力度，实现有章可循、考核有据；二是严格落实“党政同责、

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的安全管理机制，同时强化安全监督检查、考核评价，督促落

实安全责任、制度、措施和要求；三是加强安全现场管理，构建“全业务融合、全专业覆盖、全

流程管控”的作业现场安全风险管控体系，常态开展安全履职履责、机制运转、投入保障等巡查，

报告期组织了春季安全生产大检查，整改落实了 69 项安全隐患，确保了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3、着眼全局，积极推进制度体系建设 

报告期，公司以规章制度的扎实落地为抓手，深入抓好基层、基础、基本功，对于重点领域

管理，必须靠制度管人、管事，促进工作的标准化和规范化，同时维护各项规章制度的严肃性，



做到“有章必依、执章必严、违章必究”。截止目前，新建 86 项、修订 53 项、废止 31 项，已根

据相关流程要求经公司党委会议、总经理办公会审议通过；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制度，经民主程

序审议通过；涉及公司基本管理制度的已经八届二十二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4、强基固本，持续推进建设坚强电网 

一是固增电站及送出工程项目，报告期施工支洞全部完工，主洞掘进 3.6km，主厂房基础开

挖完成，开始混凝土浇筑和机组设备预埋件安装；电站送出通道基本建设完毕，“两站一线”项目

（木里河固增电站等送出工程）全面完成，线路带电准备工作完成，已启动固增电站出线接入盐

—固线项目（约三公里），打通送出通道“最后一公里”。二是变电工程项目，高枧、天王山变电

站相关手续的报批工作完成，施工、监理合同签订，相关设备采购结束，高枧变电站正组织施工

方进场；新泸川变电站取得《供地批复》、《核准批复》，正在办理《土地证》，完成宗地图测量、

环评报告编制；“三州三区”变电站建设项目完成可研报告并上报国网四川电力审查；完成 110kV

城郊变电站设备大修、川兴变主变增容；启动锅盖梁变电站升压技改可研报告的编制工作。三是

输电线路建设，报告期完成拉青-高枧 110kV 线路建设可研报告的编制工作，螺黄 I 回线路大修准

备工作基本完毕、拉城线大修、拉青电站综治改造同步实施；配网工程方面，撒网山变电站配套

电路通道基本实施完成，完成新建西昌泸山充电站，完成 5 条生态文明示范街的线路下地工作，

西部新区康养中心配套市政道路管网新建工程进场实施中；农网工程有序推进，2019 年预安排 21

个项目，第一批 15 个项目已经完成物资采购分配，施工队伍招标等工作，陆续进场施工。 

5、立足党建，聚焦巩固扶贫工作 

高标准严要求，切实做好党建各项工作。制定了《2019 年公司党委中心组理论学习计划》和

《党委中心组学习制度》，按要求积极组织中高层管理人员读书班；制定印发《公司党委 2019 年

工作要点》,同时与各党（总）支部签订 2019 年度党建工作目标责任书，有序组织了上半年度的

组织生活会、支部书记述职评议和党员民主测评工作，报告期完成了对 4 个党总支、16 个党支部

的年度考评，同时组织党员通过学习强国 APP 进行学习，通过积分评比的方式加强党员学习的积

极性和主动性。 

多措并举，积极推进公司扶贫帮扶工作。拟定《2019 年扶贫帮扶工作计划》，以巩固、提升

脱贫成果，防止返贫为工作重点，在改善贫困村基础设施，促进贫困村集体增收和群众增收、产

业扶贫、就业扶贫上精准施策，形成“党员+支部+农户”的帮扶模式，制定《产业扶贫种植中草

药实施方案》、《种鸡苗养殖与回购协议》，以协议养殖方式向 100 户农户发放了 600 只鸡苗、种植

3000 株花椒苗，现已落实 80 亩土地种植中药材；落实“暖冬行动”各项工作，在春节前，组织

工作组走访帮扶村 86 户贫困户，进行了慰问、捐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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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第十节 财务报告”之“五、41 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

的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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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