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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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董事未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会议，应当单独列示该董事姓名及未出席原因。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原因的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王明普 独立董事 因公出差 王丽辉

1.3�公司负责人秦怀平、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梁文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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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7,064,205.97 2,565,109,395.92 5.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1,833,107,479.36 1,736,587,065.07 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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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919,512.15 163,578,384.62 -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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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2,996,498.34 783,544,002.89 12.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14,193,967.57 217,828,751.64 -47.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9,629,965.95 109,353,153.19 0.2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6.40 12.91

减少

6.51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352 0.672 -47.62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352 0.672 -4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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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3,04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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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069,997 20.07 0

无

0

国有法

人

遂宁兴业资产经营公司

0 18,486,534 5.7 0

无

0

国家

遂宁金源科技发展公司

0 18,312,969 5.65 0

质押

13,440,000

国有法

人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夏红利混

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1,879,984 1,879,984 0.58 0

无

0

未知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企

业年金计划

－

中国工商银行

1,691,268 1,691,268 0.52 0

无

0

未知

王旭君

-1,993,

800

1,500,000 0.46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东方汇理银行

1,254,979 1,254,979 0.39 0

无

0

未知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150,000 1,150,000 0.35 0

无

0

未知

刘凤宇

1,069,700 1,069,700 0.33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李笃宏

-550,000 1,020,000 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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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069,997

人民币普通股

65,069,997

遂宁兴业资产经营公司

18,486,534

人民币普通股

18,486,534

遂宁金源科技发展公司

18,312,969

人民币普通股

18,312,969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夏红利混合型开

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1,879,984

人民币普通股

1,879,984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企业年金

计划

－

中国工商银行

1,691,268

人民币普通股

1,691,268

王旭君

1,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500,000

东方汇理银行

1,254,979

人民币普通股

1,254,979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1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150,000

刘凤宇

1,069,700

人民币普通股

1,069,700

李笃宏

1,0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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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法人股股东之间不属于

《

上市公司股东

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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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公司无优先股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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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比上年度末增

减

（

%

）

应收票据

500,000.00 100.00

应收账款

13,091,826.24 2,679,113.04 388.66

在建工程

351,860,304.47 210,723,983.23 66.98

预收款项

179,371,771.27 120,383,365.57 49.00

1、应收票据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加100%，原因是控股子公司甘孜州康定华龙水

利电力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应收票据增加。

2、应收账款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加388.66%，主要原因是全资子公司遂宁市明星

电气工程有限公司电气安装工程款增加755.20万元。

3、在建工程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加66.98%，主要原因是电力母公司增加电网投资

6,294.64万元；全资子公司遂宁市明星自来水有限公司增加城南水厂和自来水管网投资7,

895.11万元。

4、预收款项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加49%，主要原因是全资子公司遂宁市明星自来

水有限公司增加工程款2,197.82万元，电力母公司用户购电费增加1,890.40万元，控股子公

司四川明星水电建设有限公司增加工程款959.77万元，全资子公司遂宁市明星电气工程有

限公司增加工程款532.43万元。

（二）利润表项目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销售费用

3,525,756.55 2,683,153.56 31.40

营业外支出

1,836,672.28 906,924.15 102.52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1,008,366.10 98,088.39 928.02

少数股东损益

-1,634,084.87 -654,367.05 -149.72

1、销售费用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加31.40%，主要原因是工资发放方式调整后人工成

本增加。

2、营业外支出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加102.52%，主要原因是固定资产等非流动资产

处置损失增加。

3、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加928.02%，主要原因是固定资产处置

损失增加。

4、少数股东损益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减少149.72%，主要原因是公司控股子公司按少

数股东出资比例计算少数股东损益减少。

（三）现金流量表项目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上年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比上

年年初至报告期期末增

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2,919,512.15 163,578,384.62 -0.4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6,012,193.79 77,203,668.20 -237.31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016,928.66 -49,302,081.12 49.26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年初至报告期期末比上年年初至报告期期末减少

0.40%，主要原因是公司外购电成本等增加。

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年初至报告期期末比上年年初至报告期期末减少

237.31%，主要原因是公司上年同期转让所持有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和成都市兴网传媒

（彭州）网络有限责任公司出资收到转让价款16,297万元。

3、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年初至报告期期末比上年年初至报告期期末增加

49.26%，主要原因是公司上年同期归还了金融机构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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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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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可能大幅度减少，原因是去

年公司转让所持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和成都市兴网传媒（彭州）网络有限责任公司出

资，取得投资收益1.24亿元，而预计本年度无类似收益。

3.5执行新会计准则对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职工薪酬准则变动对上年同期和期初数相关项目有一定影响，目前公司正在测算影响

的具体金额。

长期股权投资准则变动对公司合并报表影响为资产项目重分类，不影响公司的经营成

果。

3.5.1长期股权投资准则变动影响的说明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的规定，公司持有的不具有控制、共同控

制或重大影响，具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权益性投资，属于《企

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未予规范的其他权益性投资，不再作为长期股权投资核

算，而应适用《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作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进行

核算。 公司原列入“长期股权投资”项目的部分金额需列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项目，不

影响公司的经营成果。 公司将在2014年年度报告中进行追溯调整并进行详细披露。

3.5.2职工薪酬准则变动影响的说明

经公司初步测算，预计《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对公司当期财务状况和经营

成果没有重大影响。 鉴于“设定受益计划”需要定量测算，公司暂时无法提供调整准确数

据，公司将在2014年年度报告中进行追溯调整并进行详细披露。

3.5.3合并范围变动影响的说明

无。

3.5.4合营安排分类变动影响的说明

无。

3.5.5准则其他变动影响的说明

无。

公司名称 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秦怀平

日期 2014年10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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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于2014年10月17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向董事、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发出了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的通知和会议资料，第九届董事会第二

十二次会议于2014年10月28日在公司召开。 8名董事全部出席了会议，其中，独立董事王明

普委托独立董事王丽辉出席并行使表决权。 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

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秦怀平董事长主持，审议并通过

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执行新会计准则暂不做追溯调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

公司执行新会计准则暂不做追溯调整的专项意见》。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补选举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 董事会增补选举廖亮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候选

人，拟任职期限与第九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廖亮简历附后。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补选举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董事会增补选举陈宏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

选人，拟任职期限与第九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陈宏的任职须经四川证监局、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陈宏简历附后。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审议通过了《合同管理办法（修订）》及其配套细则。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六、审议通过了《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修订）》。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0月28日

附件：董事、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廖亮简历

廖亮，男，汉族，1968年4月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会计师。

1986年9月—1988年7月，四川绵阳财贸校工业会计专业学习；

1988年9月—2002年3月，遂宁市市中区财政局工作。 历任农业股总会计，基建股股长，

会计股股长；

（其间：1993年—1995年，四川大学国民经济管理专业大专学习；1996年—1999年四川

省委党校经济管理专业本科学习）；

2002年4月—2004年3月，遂宁市市中区会计核算中心主任；

2004年3月—2011年11月，遂宁市船山区财政局副局长；

（其间：2006年—2009年，四川省委党校公共管理专业研究生学习）；

2011年11月—2013年9月，遂宁市船山区国资委主任，兼任船山区财政局副局长、遂宁

市天泰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其间：2012年3月起兼任遂宁市瑞丰现代农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2013年9月至今，遂宁市天泰实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兼任遂宁市瑞丰现代农业投资

有限公司董事长；

2014年10月至今，遂宁金源科技发展公司总经理。

陈宏简历

陈宏，男，汉族， 1956年9月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教授。

1978年1月—1982年1月，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电子测量专业本科学习；

1982年至今，电子科技大学工作；

其间：1985年8月—1991年6月，电子科技大学通信工程专业研究生学习；

1999年7月至今，电子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2001年1月—2009年12月，电子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工商管理系主任；

2003年7月至今，电子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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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于2014年10月17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向监事和相关高级

管理人员发出了召开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的通知和会议资料，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二

次会议于2014年10月28日在公司召开。5名监事全部出席了会议，相关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

本次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骆国富

先生主持，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根据《证券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要求，公司监事会对董事会

编制的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进行了审核，并发表如下审核意见：

（一）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

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二）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

规定，所包含的信息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了公司2014年前三季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

（三）在发表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

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执行新会计准则暂不做追溯调整的议案》。

会议认为， 公司执行财政部 2014�年新颁布或修订的相关会计准则过程中， 对公司

2014年第三季度财务数据暂不做追溯调整的做法，是基于准则变动对公司的具体影响数据

还需要准确测算的现实情况，董事会审议本议案的程序合法有效。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4年10月28日

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内蒙古蒙电华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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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董事12人，参加表决12人。 公司独立董事张俊杰先生未能出席本次会

议，委托公司独立董事宋建中女士出席董事会并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高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彤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乌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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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503,932,444.10 35,604,793,101.45 2.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1,100,159,613.20 10,860,581,948.65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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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1,485,193.65 3,326,034,533.10 -1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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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64,160,290.37 8,800,479,303.40 4.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05,936,359.99 1,282,284,794.99 1.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314,994,437.04 1,260,497,601.44 4.3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11.74 12.20

减少

0.46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22 0.22 1.84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22 0.22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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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38,748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报告期内增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北方联合电力有

限责任公司

44,987,556 3,288,593,203 56.62 3,168,640,592

未知 国有法人

中国南方电网有

限责任公司

180,000,000 3.10

未知 未知

中船重工财务有

限责任公司

135,000,000 2.32

未知 未知

哈尔滨电气股份

有限公司

112,500,000 1.94

未知 未知

东方电气股份有

限公司

62,008,751 1.07

未知 未知

杨莉芳

49,982,119 0.86

未知 未知

全国社保基金五

零三组合

30,000,000 0.52

未知 未知

李振民

20,858,916 0.36

未知 未知

洪洞华清煤焦化

学有限公司

19,185,933 0.33

未知 未知

邓普顿投资顾问

有限公司

17,505,320 0.30

未知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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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18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中船重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135,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北方联合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119,952,611

人民币普通股

哈尔滨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112,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东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62,008,751

人民币普通股

杨莉芳

49,982,119

人民币普通股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三组合

3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李振民

20,858,916

人民币普通股

洪洞华清煤焦化学有限公司

19,185,933

人民币普通股

邓普顿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17,505,320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注：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北方公司于2013年5月18日通过公司发布增

持计划（于2013年5月开始增持公司股份），即“北方公司拟在未来12个月内（自2013年5月

16日增持日算起），根据市场情况，以自身名义继续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

股份，累计增持比例不超过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2%。 ”（详见公司临2013-010号公告及

临2013-021号公告中披露的公司控股股东北方公司后续增持计划内容。 ）

北方公司于2014年3月14日通知公司： 鉴于自2013年5月16日起北方公司累计增持公

司股票已接近2%，北方公司决定终止原增持计划，实施新的增持计划。北方公司基于对公司

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拟在未来12个月内（自公告之日算起），根据市场情况，以自身

名义继续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累计增持比例不超过公司已发行股

份总数的5%（含已增持的股份）。具体详情见公司2014年3月15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时报》披露的公司临2014-007号公告。 2014年1至9月，北方公司共增持公

司股份44,987,556股（其中，因公司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增加29,991,704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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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大幅变动情况说明:

应收股利报告期末余额比期初增加3.77亿元，增加1729.77%，主要原因为公司尚未全

部收到参股的内蒙古大唐托克托发电有限公司、内蒙古岱海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已宣告的分

红款项；

在建工程报告期末余额比期初增加8.55亿元，增加35.45%，主要原因为魏家峁电厂、和

林电厂项目开工及公司部分所属电厂、控股电厂技改项目增加所致；

应付股利报告期末余额比期初增加4.15亿元，增加1058.92%，主要原因为公司控股的

内蒙古上都第二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尚未支付其股东北方联合电力有限责任公司、北京能源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股利；

实收资本增加19.36亿元为报告期，公司实施了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所致；

资本公积金比年初减少19.04亿元为报告期，公司实施了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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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北方公司于2013年5月18日通过公司发布增

持计划（于2013年5月开始增持公司股份），即“北方公司拟在未来12个月内（自2013年5月

16日增持日算起），根据市场情况，以自身名义继续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

股份，累计增持比例不超过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2%。 ”（详见公司临2013-010号公告及

临2013-021号公告中披露的公司控股股东北方公司后续增持计划内容。 ）

北方公司于2014年3月14日通知公司：鉴于自2013年5月16日起北方公司累计增持公

司股票已接近2%，北方公司决定终止原增持计划，实施新的增持计划。北方公司基于对公司

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拟在未来12个月内（自公告之日算起），根据市场情况，以自身

名义继续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累计增持比例不超过公司已发行股

份总数的5%（含已增持的股份）。具体详情见公司2014年3月15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时报》披露的公司临2014-007号公告。 2014年1至9月，北方公司共增持公

司股份44,987,556股（其中，因公司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增加29,991,704股）。

2、截至报告期，关于蒙达公司43%的股权以及丰镇发电厂5、6#机组注入本公司的资产

评估工作基本结束，正在进行评估备案工作，待公司控股股东及有权部门履行相应决策程

序批准后，本公司将根据相关进展情况尽快履行公司的审批程序，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

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3 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011年7月底，根据中国证监会内蒙古监管局关于解决北方联合电力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北方公司"、"北方电力"）与内蒙华电同业竞争问题的要求，为支持内蒙华电业务发

展，避免同业竞争，北方公司作出"将内蒙华电作为北方联合电力有限责任公司煤电一体化

等业务的最终整合平台；北方联合电力有限责任公司将根据相关资产状况，逐步制定和实

施资产整合的具体方案，力争用五年左右时间，将相关所属资产在盈利能力以及其他条件

成熟时，逐步注入内蒙华电；北方联合电力有限责任公司在项目开发、投资、建设等方面优

先支持内蒙华电；北方联合电力有限责任公司将继续履行之前作出的各项承诺，以支持内

蒙华电的持续稳定发展。 "的承诺，2011年8月2日公司发布相关公告。

另，北方公司根据《关于避免与内蒙华电同业竞争问题有关事项的函》中的承诺，以及

为逐步解决与内蒙华电之间"一厂多制"等问题， 对所属资产进行了筛选， 明确了在2012、

2013年可以分批启动注入内蒙华电的资产内容，包括北方公司持有的神华北电胜利能源有

限公司、内蒙古集通铁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内蒙古蒙达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以及

北方公司拥有的丰镇发电厂5、6#机组和北方公司控制的高头窑、铧尖、吴四圪堵等煤矿项

目资产。 并出具了《关于落实避免与内蒙华电同业竞争问题有关事项承诺》，并要求公司对

上述项目进行调研后，根据项目的具体情况制定具体方案，报北方公司研究同意并经各项

目相关股东方同意后，再行组织实施。 公司及时发布了有关公告。公司将根据项目的具体情

况制定有关具体方案， 相关方案的制定及实施公司将根据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2011年，北方联合电力有限责任公司关于解决同业竞争的承诺已经开始实施。 在公司

2011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中，北方公司已将魏家峁煤电有限责任公司全部股权以及聚达

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全部股权注入公司，从而进一步减少了公司与北方公司之间的"同业竞争

"与关联交易，部分解决了达拉特电厂的"一厂多制"问题，上述事项已在2012年3月底完成。

由于客观条件的变化，将上述承诺涉及的全部资产项目注入本公司暂时无法实现。 暂

时无法将承诺涉及的全部资产项目注入本公司的原因是：2011年11月北方电力承诺中涉及

煤炭项目较多，自2012年下半年以来，煤炭市场价格大幅下跌，煤炭行业整体不景气，如将

控股股东北方电力2011年11月公开承诺所涉及煤炭、铁路项目注入公司，将不利于维护上

市公司权益，有损于上市公司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的权益。 造成该等情况的原因为煤

炭市场的大幅变化，属于北方电力及本公司无法控制的客观原因，并非北方电力恶意规避

责任，逃废义务。

经与北方电力沟通，已形成可以实施的北方电力履行其承诺的相关方案：北方电力拟

将所持有的蒙达公司43%的股权以及丰镇发电厂5、6#机组于2014年内打包注入公司外，其

余承诺项目豁免履行相关义务。 具体实施方案将在对相关资产进行评估并取得有权部门批

准后，再次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批准。 上述方案已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

议、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并于6月30日经公司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批准。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临019、020、021、027号公告及公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相关内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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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执行新会计准则对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在2014年财政部陆续颁布的一系列新制定及修订的会计准则中《企业会计准则第2

号———长期股权投资》的修订对公司影响较大。

基于《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修订的情况，公司对2013年12月31日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长期股权投资” 会计科目及其金额进行了相应的调整。 公司部分

参股单位投资在2014年第3季度合并报表中由长期股权投资调整至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核算

（详见3.5.1长期股权投资变动对于合并报表的影响一）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2013年度和2014年前三季度的损益、总资产、净资

产产生影响。

3.5.1长期股权投资准则变动对于合并财务报告影响（一）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被投资

单位

交易基本信息

2013

年

1

月

1

日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权益

（

+/-

）

2013

年

12

月

31

日

长期股权投资

（

+/-

）

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

（

+/-

）

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权益

（

+/-

）

内蒙古北方龙源风

电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持有

18.75

的

股权

0 -244,560,681.25 244,560,681.25 0

包满铁路有限责任

公司

公司持有

11.1%

的

股权

0 -138,750,000.00 138,750,000.00 0

内蒙古大唐国际托

克托第二发电有限

责任公司

公司持有

15%

的

股权

0 -75,000,000.00 75,000,000.00 0

内蒙古大唐托克托

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持有

15%

的

股权

0 -256,406,000.00 256,406,000.00 0

内蒙古北联电能源

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持有

10%

的

股权

0 -110,000,000.00 110,000,000.00 0

内蒙古蒙达发电有

限责任公司

公司持有

10%

的

股权

0 -82,000,000.00 82,000,000.00 0

合计

- 0 -906,716,681.25 906,716,681.25 0

长期股权投资准则变动对于合并财务报告影响（一）的说明

基于《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修订的情况，公司对2013年12月31日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长期股权投资”会计科目及其金额进行了相应的调整。 公司部分

参股单位（如上表中所列）投资在2014年第3季度合并报表中由长期股权投资调整至可供

出售金融资产核算。

内蒙古蒙电华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四年十月二十九日

证券简称：内蒙华电 证券代码：

600863

编号：临

2014-033

内蒙古蒙电华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二）召开本次会议的会议通知及会议资料于10月20日以电子邮件、书面送达方式发

出。

（三）本次会议以通讯形式召开，于10月27日形成决议。

（四）公司董事12人，参加表决12人。 公司独立董事张俊杰先生未能参加本次会议，委

托公司独立董事宋建中女士参加本次会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批准了公司《关于改选部分董事的议案》；

鉴于公司董事石维柱、聂智陶先生工作发生变动，根据公司控股股东北方联合电力有

限责任公司的建议，以及董事石维柱、聂智陶先生的辞职申请，公司董事会建议股东大会批

准石维柱、聂智陶先生辞去公司董事职务，提名李向良、梁军先生作为公司新任董事候选

人，提请股东大会选举。 （提名董事简历附后）

会前，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对拟提名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工作简历进行了核查，认

为本次提名改选的董事候选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以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关于董

事任职资格和条件的规定，具备担任公司董事的能力与资格。

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批准了公司《关于执行〈企业会计准则〉有关事项的议案》；

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临2014-034号公告。

（三）审议批准了公司《2014年三季度报告》；

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四）审议批准了公司《关于修订〈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五）审议批准了公司《关于修订〈外部信息报送和使用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六）审议批准了公司《关于修订〈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制度〉的议案》；

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七）审议批准了公司《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提名董事简历：

李向良：男，1968年生，汉族，工程硕士，高级工程师。 李向良先生曾在呼伦贝尔电业局

实验所任专工；海拉尔热电厂任副厂长；内蒙古蒙达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任副总工程师、运行

副总兼运行部长、副经理兼总工程师、党委委员等职。 2004年4月后曾任北方联合电力有限

责任公司安全生产部副经理、经理；内蒙古上都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党委委员；华能

山东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委员等职。 现任北方联合电力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党委

副书记。

梁军：男，1962年生，汉族，大学学历，高级会计师。 梁军先生曾先后就职于呼和浩特供

电局、内蒙古电管局财务处、内蒙古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财务部经营管理部，历任科

员、副科长、财务部经营管理部经理等职。 2000年以来，曾任内蒙古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财务部副经理；北方联合电力有限责任公司财务部副经理、监察审计部副经理、财务与产

权部经理、财务与产权部经理兼股权管理部经理，现任北方联合电力有限责任公司总会计

师、党委委员。

特此公告。

内蒙古蒙电华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十月二十九日

证券简称：内蒙华电 证券代码：

600863

编号：临

2014-034

内蒙古蒙电华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执行《企业会计准则》有关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按照财政部2014年颁布及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 对公司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

更。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科目核算调整不会对公司2013年度和2014年前三季度的

损益、总资产、净资产产生影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公司于2014年10月以通讯方式召开了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公司第八届监事

会第三次会议，并于10月27日形成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执行<企业会计准则>有关事项

的议案》。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概述

（一）会计政策变更日期

以财政部2014年颁布及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规定起始日开始执行。

（二）会计政策变更原因

2014年度财政部新发布以及修订了 《企业会计准则第40号———合营安排》、《企业会

计准则第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

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

《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

《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等一系列新会计准则。 根据财政部的要求，新会

计准则于2014年7月1日起在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实行。

2014年6月，财政部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37

号—金融工具列报》（财会【2014】23号），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应当在2014年度

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告中按照该准则要求对金融工具进行列报。

2014年7月23日，财政部发布《财政部关于修改<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的决定》，

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三）变更前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于2006年2月15日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

38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四）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后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为财政部在2014年1月26日起陆续发布的企业会计准

则第2号、第9号、第30号、第33号、第37号第39号、第40号、第41号等准则和2014年7月23日

修改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其余未变更部分仍采用财政部2006年2月15日颁布的

相关准则及有关规定。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具体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做好上市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工作的通知》

的要求，2014年财政部陆续颁布的一系列新制定及修订的会计准则中 《企业会计准则第2

号———长期股权投资》的修订对公司影响较大。 基于《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

资》修订的情况，公司部分参股单位（如下表中所列）投资由长期股权投资调整至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核算，并对公司2013年12月31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长期股权投资” 会计科

目及其金额进行了相应的调整。

应调整的权益性投资明细

单位

：

元

被投资单位 核算方法 账面余额 在被投资单位持股比例

(%)

合 计

———

906,716,681.25

———

内蒙古北方龙源风电有限责任公司 成本法

244,560,681.25 18.75

包满铁路有限责任公司 成本法

138,750,000.00 11.10

内蒙古大唐国际托克托第二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成本法

75,000,000.00 15.00

内蒙古大唐托克托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成本法

256,406,000.00 15.00

内蒙古北联电能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成本法

110,000,000.00 10.00

内蒙古蒙达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成本法

82,000,000.00 10.00

合并报表的影响

单位：元

2013

年

12

月

31

日 会计政策变更前的余额 会计政策变更调整金额 会计政策变更后的余额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27,358,337.21

906,716,681.25

934,075,018.46

长期股权投资

3,256,405,527.28

-906,716,681.25

2,349,688,846.03

母公司报表的影响

单位：元

2013

年

12

月

31

日 会计政策变更前的余额 会计政策变更调整金额 会计政策变更后的余额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906,716,681.25 906,716,681.25

长期股权投资

11,062,606,700.10 -906,716,681.25 10,155,890,018.85

本次《企业会计准则》修订后，不会对公司2013年度和2014年前三季度的损益、总资

产、净资产产生影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三、董事会关于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合理性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认为：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合理变更，

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独立董事关于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真审议了公司《关于执行<企业会计准则>有关事项的议案》，发表独

立意见如下：该议案全面地分析了本次《企业会计准则》修订前后对公司各个方面的影响，

认为本次《企业会计准则》修订后，不会对公司2013年度和2014年前三季度的损益、总资

产、净资产产生影响。

五、监事会关于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监事会全体成员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合理变

更，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

形。

特此公告。

内蒙古蒙电华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十月二十九日

证券简称：内蒙华电 证券代码：

600863

编号：临

2014-035

内蒙古蒙电华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二）召开本次会议的会议通知及会议资料于10月20日以电子邮件、书面送达方式发

出。

（三）本次会议以通讯形式召开，于10月27日形成决议。

（四）公司监事6人，参加表决6人。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以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批准了公司《关于改选部分监事的议案》，提

请股东大会审议；

鉴于公司监事梁军先生工作发生变动，根据公司控股股东北方联合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的建议，以及监事梁军先生的辞职申请，公司监事会建议股东大会批准梁军先生辞去公司

监事职务，提名石冠海先生作为公司新任监事候选人，提请股东大会选举。 （提名监事简历

附后）

（二）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批准了公司《关于执行〈企业会计准则〉有关

事项的议案》；

监事会全体成员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合理变

更，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

形。

（三）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批准了公司《2014年三季度报告》。监事会全

体成员认为:三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

的各项规定；三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

的信息能够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当期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在出具本意

见前，未发现参与三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四）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批准了公司《关于修订〈内幕信息知情人登

记管理制度〉的议案》；

（五）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批准了公司《关于修订〈外部信息报送和使

用管理制度〉的议案》；

（六）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批准了公司《关于修订〈投资者关系管理工

作制度〉的议案》；

（七）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批准了公司《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的议案》。

提名监事简历：

石冠海：男，1971年生，汉族，大学学历，工商管理硕士，高级会计师。 石冠海先生曾就职

于内蒙古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财务部，历任科员、资金科副科长等职。 2004年以来，曾

任北方联合电力有限责任公司财务与产权部资金管理处处长；财务与产权部副经理；财务

与产权部、住房公积金管理部副经理、主任；北方联合电力有限责任公司巴彦宝力格煤电项

目筹备处主任。 现任北方联合电力有限责任公司财务与产权部经理。

特此公告。

内蒙古蒙电华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四年十月二十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