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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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2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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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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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26,575,185.92 3,292,436,228.17 4.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429,139,704.43 2,352,348,445.63 3.26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 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9,452,879.34 318,851,001.87 -34.31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 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1,210,881,991.95 1,210,234,168.36 0.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8,893,207.27 93,863,592.92 -15.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0,189,250.87 90,254,282.96 -22.2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43 4.17 减少 0.74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872 0.2227 -15.9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872 0.2227 -15.94 

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年同期减少 34.31%，主要原因是上年同期

完成预付购电费结算，收回现金。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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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本期金额 

（7－9 月） 

年初至报告期

末金额（1-9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084,121.71 -1,833,244.35 
主要是报废固定资产净损

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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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2,908.46 2,996,951.31 

主要是收到稳岗补贴 109.92

万元，分摊递延收益 180.77

万元。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

入和支出 
1,165,214.01 1,206,426.90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

益项目 
5,473,504.25 7,970,584.73 主要是收到的线路补偿款。 

所得税影响额 -969,303.28 -1,636,762.19  

合计 5,108,201.73 8,703,95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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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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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73,700 0.73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钱菊芳 2,699,200 0.64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杨克 2,335,886 0.55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阮海良 2,319,100 0.55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杜德民 1,963,280 0.47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刘亚梅 1,244,320 0.30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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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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73,700 人民币普通股 3,073,700 

钱菊芳 2,699,200 人民币普通股 2,699,200 

杨克 2,335,886 人民币普通股 2,335,886 

阮海良 2,319,100 人民币普通股 2,319,100 

杜德民 1,963,280 人民币普通股 1,963,280 

刘亚梅 1,244,320 人民币普通股 1,244,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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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9 月 30 日） 

上年度末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变动比例

（%） 
变动原因 

应收账款 30,407,206.20 14,286,100.85 112.84 

一是受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电费回收速度减缓，

应收款增加；二是全资

子公司遂宁市明星自来

水有限公司及四川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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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安

装工程加快，应收款增

加。 

预付款项 8,326,795.53 4,404,336.33 89.06 
公司预付物资款，暂未

结算。 

其他应收款 26,666,803.20 15,438,257.32 72.73 
公司定期存款应收利息

增加。 

存货 88,818,391.02 51,059,839.68 7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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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

施工增加，致存货增加。 

其他流动资产 2,290,975.41 11,341,005.10 -79.80 

一是公司抵扣去年期末

的待抵扣增值税；二是

进行了所得税汇算清

缴。 

在建工程 166,801,026.00 118,467,800.30 40.80 
公司加快电网建设，在

建工程暂未完工结算。 

预收款项  194,495,554.06 -100.00 

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按财政部《企业

会计准则第 14 号——

收入》（财会﹝2017﹞

15 号）要求执行，会计

科目进行了重分类。 

合同负债 245,831,706.33  100.00 

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按财政部《企业

会计准则第 14 号——

收入》（财会﹝2017﹞

15 号）要求执行，会计

科目进行了重分类。 

应付职工薪酬 31,295,758.69 13,529,508.92 131.31 

公司按规定每月计提补

充医疗保险，按年缴纳，

至本报告期末计提数暂

未缴纳。 

预计负债  13,127,519.50 -100.00 

全资子公司遂宁市明星

自来水有限公司与京鑫

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诉讼

案件已终审判决，按判

决结果转为应付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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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非流动负

债 
1,560,243.09 2,630,061.84 -40.68 

控股子公司甘孜州康定

华龙水利电力投资开发

有限公司归还了借款。 

少数股东权益 5,906,132.72 3,072,365.10 92.23 

控股子公司实现了利

润，按少数股东所持份

额计算，少数股东权益

增加。 

（二）利润表项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 

（2020 年 1-9 月） 

上年年初至报

告期末 

（2019 年 1-9 月） 

变动比例

（%） 
变动原因 

信用减值损失  14,291.72 -100.00 

上年同期控股子公司甘孜州

康定华龙水利电力投资开发

有限公司收回已计提坏账的

应收账款，转回了信用减值损

失。 

资产处置收益  116,666.59 -100.00 
上年同期销售固定资产取得

收益。 

营业外收入 2,840,294.91 1,562,390.82 81.79 
公司将账龄较长且无法支付

的债务转为收入。 

营业外支出 3,475,263.37 2,669,839.29 30.17 
全资子公司遂宁市明星自来

水有限公司支付合同违约金。 

少数股东损益 2,833,767.62 951,408.82 197.85 

控股子公司实现了利润，按少

数股东所持份额计算，少数股

东损益增加。 

归属于少数股

东的综合收益

总额 

2,833,767.62 951,408.82 197.85 

控股子公司实现了利润，按少

数股东所持份额计算，少数股

东损益增加。 

（三）现金流量表项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

（2020 年 1-9 月） 

上年年初至报告期末

（2019 年 1-9 月） 

变动比

例（%）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09,452,879.34 318,851,001.87 -34.31 

上年同期完成预付购电

费结算，收回现金。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85,174,828.15 -53,690,336.90 -58.64 

公司加强电网建设，在

建工程投资增加。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6,071,314.10 -19,108,703.15 68.23 

全资子公司对外借款增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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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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10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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