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066

■ 2015年8月20日 星期四

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一 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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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川投能源 600674 川投控股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姓名 龚圆

电话 028-86098649

传真 028-86098648

电子信箱 gongyuan@invest.com.cn

二 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情况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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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58,450,320.50 22,000,487,260.52 0.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15,870,509,954.19 15,488,536,883.76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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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7,083,199.23 230,080,880.46 55.20

营业收入 511,241,945.19 519,623,412.41 -1.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537,265,814.33 897,348,880.10 71.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534,764,510.83 894,810,929.04 71.5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9.4645 8.1860 增加1.2785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492 0.2174 60.6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492 0.2174 60.6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的说明：

1、公司于2015年6月26日实施了2014年度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每10股转增10股方案，实施完成后公

司股本由原来的2,201,070,240股增加至4,402,140,480股，因此，上年同期指标计算中凡是涉及股本

的均已按现有股本进行调整，重新计算。

2.本报告期,由于新增合并了川投集团同一控制下企业--川投电力,因此按会计准则相关规定,公司

对川投电力所涉及到的年初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以及上年同期的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中所涉及事项

均进行了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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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84,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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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省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49.4 2,174,794,042 0 无 0

北京大地远通（集团）有限公司 未知 4.28 188,591,194 0 无 0

北京远通鑫海商贸有限公司 未知 1.61 71,237,222 0 无 0

吴红燕 未知 0.92 40,600,000 0 无 0

峨眉铁合金综合服务开发公司 国有法人 0.9 39,661,038 0 无 0

洪涛 未知 0.8 35,560,000 0 无 0

上海胤胜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未知 0.63 28,034,666 0 无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未知 0.48 21,241,307 0 无 0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未知 0.38 16,539,408 0 无 0

高瓴资本管理有限公司－HCM

中国基金

未知 0.37 16,236,326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峨铁综开司是川投集团子公司的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北

京远通鑫海商贸有限公司是大地远通的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未知其

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者一致行动情况。

2.3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董事会关于公司报告期内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15年上半年，公司在董事会的领导和大股东川投集团的支持下，深入挖掘发展潜力，逐项破解发展

难题，多方突围资金困局，着力助推生命线建设，努力维护安全稳定大局，公司经济运行保持持续稳健上

升势头。

截止到6月30日，公司实现销售收入51124.19万元，同比减少1.61%，完成全年预算的53.86%；实现合

并利润总额157915万元，同比增长69.14%，完成全年预算的47.5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3726万元，同比增长71.31%，完成全年预算的47.72%。

报告期内，公司参、控股总装机容量2285.699万千瓦，同比增加17.49%；权益装机825.77万千瓦，同比

增加14%。

上半年，受社会用电需求增速放缓，川电外送通道建设滞后等因素影响，整个四川电力生产形势严

峻,公司控股的电力企业在前5个月发电量完成情况均不理想。 面对困难局面，公司上下齐心协力，定措

施、想办法，在控股股东川投集团的支持和帮助下，加大营销力度，积极争取水、火替代和自备替代等计划

外电量，并很快收到实效，仅田湾河公司6月份发电量环比多发1.4亿千瓦时。 公司控股电力企业1-6月累

计完成发电量14.3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0.85%，完成全年预算目标的42.79%。嘉阳电厂受用户需求下降影

响，上半年仅一个月保持双机运行，发电量同比下降15.31%。 天彭电力受来水减少影响，发电量同比下降

11.63%。 本期成都交大光芒公司完成销售收入8439万元， 同比增长6%， 完成年度预算53%； 利润总额

1533万元，同比增长183%，完成年度预算40%。 但受国家高铁投资大幅压缩影响，再加上行业竞争加剧，

利润相应减薄，尽管上半年销售收入、利润总额总体完成情况不错，但因其企业性质的特殊性，上半年的

经济指标并不能完全说明问题，激烈的行业竞争、研发成本的增加，导致利润下降，给企业的运营带来了

困难。 新光硅业的破产清算工作在顺利推进中。 1-6月，受益于雅砻江公司产能大幅增加，利润增长较快，

带动公司整体业绩继续保持大幅增长势头。公司参股的雅砻江水电1-6月完成发电量272.93亿千瓦时，同

比增长33.9%；公司参股的国电大渡河1-6月受来水影响，生产情况不好，累计完成发电量90.98亿千瓦时，

同比下降6.9%。

上半年雅砻江公司累计完成投资35.21亿元，完成年度投资计划的36.12%。雅砻江流域锦屏、官地、桐

子林尾工进展顺利；杨房沟电站6月10日获省发改委核准，7月13日举行了开工仪式。

国电大渡河公司1-6月累计完成投资33.3亿元，大岗山、枕头坝一级电站机组将在下半年陆续投入商

业运营。 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继4月9日获国家发改委核准，7月13日举行双江口水电站项目开工仪式。

（二）主营业务分析

1.财务报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511,241,945.19 519,623,412.41 -1.61

营业成本 269,553,845.71 296,594,454.26 -9.12

销售费用 9,243,879.13 12,394,201.50 -25.42

管理费用 24,743,785.82 31,041,349.45 -20.29

财务费用 166,784,098.07 158,253,955.59 5.3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57,083,199.23 230,080,880.46 55.2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82,767,951.83 912,023,957.03 -69.0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66,048,941.34 495,537,645.64 -315.13

研发支出 4,508,544.13 7,933,480.75 -43.17

投资收益 1,537,289,288.76 912,921,575.14 68.3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537,265,814.33 897,348,880.10 71.31

长期股权投资（以下和期初对比） 14,656,263,298.14 13,794,892,529.38 6.24

实收资本（或股本） 4,402,140,480.00 2,201,070,240.00 100

资本公积 4,054,057,976.65 6,750,697,216.65 -39.95

未分配利润 5,660,994,836.40 4,784,050,094.07 18.33

营业收入变动原因说明:主要为公司电力企业本期发电及售电量同比均有所下降所致。

营业成本变动原因说明:嘉阳电力由于本期发电量同比减少15.31%，营业成本中材料消耗也同比下

降所致。

销售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与上年同比差旅费、业务费等费用均有较大幅度减少。

管理费用变动原因说明:公司落实降本措施、办公费、会务费、交通费等各项费用同比有较大幅度的

减少。

财务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一是由于公司17亿元公司债在2014年4月发行，同比本报告期少计提4个月

利息费用，二是控股股东川投集团提供的11亿元委贷，2014年5月开始计提利息，同比本报告期少计提5

月利息，本期财务费用同比增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1-6月， 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3.57亿

元，同比上年2.3亿元增加了55.20%。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同比减少所致，一是田湾河公

司2014年1-6月上缴了2013年缓交的税金2987万元，2015年无该项，同比下降；二是交大光芒报告期降

低库存，经营活动现金支出同比减少。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1-6月， 公司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2.82亿

元，同比去年9.12亿元，减少了69%，减少的原因一是对雅砻江公司收到的分红再投资同比增加，二是公司

收购电力公司，向集团支付了收购款4.956亿元，现金流出增加。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原因一是公司报告期债务净减少0.62亿元，二是

公司报告期分配股利和支付利息同比增加了8.17亿元。

研发支出变动原因说明:光芒公司研发费用同比减少所致。

投资收益及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持股比例为48%的雅砻江公司本期盈

利能力大幅度增长所致，该公司本期实现净利润为29.39亿元，同比上年增长85.71%。

长期股权投资变动原因说明：一是本期参股的雅砻江公司和长飞四川公司由于净利润增加而增加了

长期股权投资14.13亿元，二是公司增加对雅砻江资本金投入4.8亿元，但由于收到雅砻江分红10.32亿元。

故期末较期初长期股权投资余额增加了8.61亿元。

股本变动情况说明：2015年 6月26日公司实施完成2014年度资本公积每10股转增10股方案，故股本

较期初增长了100%。

资本公积变动情况说明：一是本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减少，二是本报告期收购川投集团同一控制下

的川投电力公司引起的资本公积减少。

未分配利润变动情况说明：本期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为15.37亿元，分配现金股利6.6亿元，故期末较

期初增长了8.77亿元。

2.其他

（1）公司利润构成或利润来源发生重大变动的详细说明

公司利润结构构成情况与上年同比未发生较大变化。 但本期净利润同比上年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主

要利润来源于公司投资48%股份的雅砻江公司。 雅砻江公司去年下半年投产装机今年上半年全部发电，

1-6月公司累计发电量272.93亿 kw.h，同比上年同期的203.78亿kw.h，增长33.93%，本期实现销售收入

为72.5亿元增加了31.96%，同时，因增值税在本期返还同比增加，因此，雅砻江公司本期归属于母公司净

利润从上年同期的15.82亿元增加到29.39亿元，增长了85.71%，公司投资收益随其净利润的增长而同步

增长。 公司对其投资收益已占到公司利润的89%以上。

（2）公司前期各类融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实施进度分析说明

无。

（3）经营计划进展说明

报告期内， 公司基本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 上半年累计实现利润总额15.79亿元， 同比增长69.14�

%，完成年计划33.23亿元的47.52� %。 公司总装机容量达到2286万千瓦，权益装机达到826万千瓦。

（4）其他

无。

（三）行业、产品或地区经营情况分析

1.主营业务分行业、分产品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比

上年增减

（%）

营业成本比

上年增减

（%）

毛利率比上年增

减（%）

电力 426,853,647.69 218,121,353.77 48.90 -3.00 -10.82 ???���4.48

铁路 74,242,606.76 45,486,336.79 38.73 28.95 42.42 ??���-5.80

信息化系

统

10,145,690.74 5,946,155.15 41.39 -53.82 -70.39 ??���32.77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比

上年增减

（%）

营业成本比

上年增减

（%）

毛利率比上年增

减（%）

电力 426,853,647.69 218,121,353.77 48.90 -3.00 -10.82 ???�4.48

软件产品

销售

29,582,366.32 6,492,646.95 78.05% 4.58% 424.02% -17.57%

硬件产品

销售

52,806,497.25 44,772,826.26 15.21% 3.20% -11.83% 14.45%

服务收入 1,999,433.93 167,018.73 91.65% 2062.65% -- -8.35%

主营业务分行业和分产品情况的说明

无

2.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比上年增减（%）

?四川省内? 457,433,810.53 -2.51

?四川省外? 53,808,134.66 6.77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的说明

无

（四）核心竞争力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的核心竞争力进一步稳固和增强，主要体现在：

1.公司主业已进入丰收期，水电业务再创佳绩。水电作为公司的核心主业，主要依托“两河流域” 即雅

砻江流域和大渡河流域进行开发建设， 水电资产及盈利比例在公司总资产和利润总额中超过95%以上。

随着雅砻江公司的中下游电站的投产运行，投资收益大幅度增加。 报告期内，川投能源持股48%的雅砻江

公司流域开发和水电建设进入丰收期，2014年共6台60万千瓦机组先后投产发电，提前实现了锦屏一、二

级水电站全面投产发电目标，发售电力、利润总额创历史新高，形成了新的利润增长点。 公司水电主业效

益大幅提升，贡献突出。

2.资本运作促进发展，增强公司核心竞争力。 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实践，川投集团在服务全省战略、优

化国有资本布局、增强市场竞争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等方面积累了一定的实践经验，形成了一定的发展基

础和实力。川投能源作为其投融资平台，在近几年间通过定向增发、公开增发、发行可转债、公司债等多种

创新方式进行资本运作，培育形成了资本经营等方面的能力和经验，为下一步实施国资国企改革，实现产

融结合奠定了基础。

（五）投资状况分析

1.对外股权投资总体分析

(1) 证券投资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序号

证券品

种

证券代码

证券简

称

最初投资金额

（元）

持有数量

（股）

期末账面价值

（元）

占期末证券

总投资比例

（%）

报告期

损益

（元）

1 股票 600665 天地源 365,800.00 211,070 1,844,751.80 100

期末持有的其他证券投资 / 100

报告期已出售证券投资损益 / / / /

合计 365,800.00 / 1,844,751.80 100%

证券投资情况的说明

无

(2)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证券代码

证券简

称

最初投资成

本

期初持

股比例

（%）

期末持

股比例

（%）

期末账面值

报告期

损益

报告期所有者

权益变动

会计核

算科目

股份来

源

600665 天地源 365,800.00 1,844,751.80 597328.10

可 供 出

售 金 融

资产

发 起 人

股份

合计 365,800.00 / / 1,844,751.80 597328.10 / /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注：本项目核算的是本公司持有的天地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600665）股票21.107万股，

本期末该股票流通股市价为8.74元/股。

(3) 持有金融企业股权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非金融类公司委托理财及衍生品投资的情况

(1) 委托理财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 委托贷款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借款方

名称

委托贷款金额 贷款期限

贷款

利率

借款

用途

抵押

物或

担保

人

是

否

逾

期

是

否

关

联

交

易

是

否

展

期

是

否

涉

诉

资金来

源并说

明是否

为募集

资金

关

联

关

系

预期收益

投资

盈亏

新光硅

业

299,952,

630.00

1年以上 6.00

补充

流动

资金

机器

设备

土地

等

不是募

集资金

国电大

渡河

720,000,

000.00

1年 6.00

补充

流动

资金

无

不是募

集资金

23293333.33

委托贷款情况说明

注1、经公司八届十二次、八届十五次、八届二十二次董事会审议，公司累计向新光硅业公司提供委托

贷款3.4亿元，期限一年，利率按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执行，新光硅业公司以机器设备、多晶硅及土地使

用权作为抵押物为该项委托贷款提供担保，新光工程公司以机器设备和存货作为抵押物为该项委托贷款

提供担保。 2013年新光硅业归还4000万元，2014年银行为保障本公司的利益，从新光硅业公司账户扣收

委托贷款本金47,370,00元，截止到本报告期末，该委托贷款本金余额尚欠299,952,630.00元。

上述贷款均已逾期，由于其财务状况严重恶化，公司已在2014年提请破产申请并已于2014年12月5

日收到乐山中院的《民事裁定书》（2014乐民破字第2-2号），正式宣告新光硅业破产。 目前该公司正处

于破产清算中，上述委贷余额能否最终收回只有等破产清算工作完成后方可确定。

注2：2014年7月28日召开了公司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会议决议通过了向国电大渡河提供8亿元银

行委托贷款的提案报告，期限一年，可提前还款，贷款利率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执行。 本期已收

回贷款本金0.8亿元，截止本期期末,公司实际发放贷款余额为7.2亿元。

(3) 其他投资理财及衍生品投资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六）主要子公司、参股公司分析

1.子公司

子公司名称 企业类型 注册地 业务性质

法定@代

表人

组织机@构代码

一级子公司：

交大光芒 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高新区

铁路远动控制系统开发、

生产、销售

孙志祥 709225231

天彭电力 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彭州市 水力发电、销售 魏华 75879580-4

嘉阳电力 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犍为县 火力发电、销售 孙志祥 20735502-8

田湾河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石棉县 水电开发、销售 李文志 74467620-6

川投电力 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锦江区

投资与资产管理、专业技

术服务

孙志祥 20184068X

二级子公司：

景达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康定县 物管服务 张昊 ?068966012

仁宗海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康定县 水力发电、销售 张昊 69227346-3

2.子公司的注册资本及其变化 单元：元

子公司名称 年初金额 本年增加 本年减少 期末金额

一级子公司：

交大光芒 30,000,000.00 30,000,000.00

天彭电力 150,000,000.00 150,000,000.00

嘉阳电力 150,000,000.00 150,000,000.00

田湾河公司 400,000,000.00 400,000,000.00

川投电力 131,590,000.00 131,590,000.00

二级子公司：

景达公司 ?5,000,000.00 5,000,000.00

仁宗海公司 5,000,000.00 5,000,000.00

3.对子公司的持股比例或权益及其变化 单位：元

子公司名称

持股金额 持股比例（%）

期末金额 年初金额 期末比例 年初比例

一级子公司：

交大光芒 15,000,000.00 15,000,000.00 50.00 50.00

天彭电力 142,500,000.00 142,500,000.00 100.00 95.00

嘉阳电力 142,500,000.00 142,500,000.00 100.00 95.00

田湾河公司 320,000,000.00 320,000,000.00 80.00 80.00

川投电力 131,590,000.00 131,590,000.00 100.00 100.00

二级子公司：

景达公司 5,000,000.00 ?5,000,000.00 100.00 100.00

仁宗海公司 5,000,000.00 5,000,000.00 100.00 100.00

由于公司本报告期收购了川投电力公司100%股权, 川投电力又持有天彭电力和嘉阳电力各5%股

权,故本公司对嘉阳电力和天彭电力持股比例实质达到100%。

4.合营企业及联营企业

被投资单位

名称

企业

类型

注册

地

业务

性质

法定代表

人

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

表决

权比

例

（%）

组织机构@代码

长飞四川

有限责任

公司

四川

峨眉

山市

光纤、光缆生产

和销售

庒丹 5,380.00 49.00 49.00 62110028-2

新光硅业

有限责任

公司

四川

乐山

市

多晶硅开发、生

产

36,209.00 33.14 33.14 720850126

雅砻江水电

有限责任

公司

成都

市双

林路

水电开发和销售 陈云华 2,010,000.00 48.00 48.00 201870221

注：新光硅业目前已宣告破产。

各个公司收入利润情况一览：

公司

产量 销售收入(万元) 净利润(万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

期数

增减

（%）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数

增减

（%）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数

增减

（%）

田湾河公

司（亿

度）

11.44 10.82 5.73 31,790.66 33,316.56 -4.58 8,910.31 7,947.56 12.11

嘉阳电力

（亿度）

2.49 2.94 -15.31 7,559.50 9,569.84 -21.01 -424.55 -478.45 -11.27

交大光芒 8,438.83 7,954.84 6.08 1,301.91 450.97 188.69

天彭电力

（亿度）

0.38 0.43 -11.63 1,005.87 1,121.09 -10.28 170.92 304.29 -43.83

川投电力 150.86 190.31 -20.73

四川长飞

（万芯公

里）

210.00 183.59 14.39 20,490.58 17,200.71 19.13 554.06 346.32 59.98

雅砻江水

电（亿

度）

272.93 203.78 33.93 724,982.81 549,398.14 31.96 293,886.64 158,247.24 85.71

四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4.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本期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未发生变化。

4.2本报告期内未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4.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包括5家一级子公司，包括：四川川投田湾河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田湾河公司）、成都交大光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大光芒公司）、四川嘉阳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嘉阳电力公司） 、四川天彭电力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彭电力公司）、四川川投电力开发

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川投电力）；2家二级子公司，包括：四川川投仁宗海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仁宗海公司）和四川川投田湾河景达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景达公司）。本报告期合并报表

范围由于收购川投电力公司而增加一家同一控制下合并公司。

4.4公司2015年半年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董事长：高淳

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8月20日

股票代码：

600674

股票简称：川投能源 公告编号：

2015-035

号

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九届七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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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九届七次董事会会议通知于2015年8月7�日以送达、传真和电话通知方

式发出，会议于2015年8月19日在川投大厦1601会议室召开，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高淳先生主持。

会议应到董事10名，实到9名，董事毛学工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授权委托董事李文志先生代为参会

并行使表决权。5名监事、3名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提案报告：

（一） 以10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对2015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进行审议的提案报

告》：

详见与本决议公告同时分别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金融投资报》和上交

所网站披露的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二）以10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向国电大渡河公司进行4.8亿元银行委托贷款的提

案报告》：

向参股10%的大渡河公司提供委托贷款4.8亿元，期限不超过3年，利率不低于其同期从银行获得贷

款的利率。

（三）以10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关于向子公司川投电力和天彭电力借款的提案报

告的提案报告》：

公司以银行委托贷款方式向子公司川投电力公司借款6500万元， 向子公司天彭电力公司借款1500

万元，共计8000万元。 借款期限一年，借款利率不高于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下浮10%。

三、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关于向国电大渡河公司进行4.8亿元银行委托贷款的提案报告》和《关于向子公司

川投电力和天彭电力借款的提案报告》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向参股10%的国电大渡河公司提供4.8亿元银行委托贷款，期限不超过3年，利率不低于其同期从银

行获得贷款的利率。该笔委托贷款有利于降低公司财务成本，确保股东利益最大化。根据国电大渡河公司

的生产经营和财务状况来分析和评估，该笔贷款风险可控。

2.关于向子公司川投电力和天彭电力借款的提案报告，该项借款是公司与下属子公司川投电力和天

彭电力的正常经济活动，借款利率不高于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下浮10%，有利于盘活存量资金，创

收增效。该事项分别经川投电力和天彭电力董事会通过，审议程序合法合规，坚持了公平、公开、公正的原

则，未损害公司和其他非关联股东利益。

3.上述提案的审议、决策程序合法合规。提案内容符合监管部门及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实施。

特此公告。

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8月20日

证券代码：

600674

证券简称：川投能源 公告编号：

2015-034

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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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5年8月1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成都市小南街23号川投大厦1601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304,158,67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2.341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高淳先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0人，出席9人，董事毛学工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公司在任高管3人，列席3人，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选举公司董事的提案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04,150,679 99.9997 1,000 0.0000 7,000 0.0003

2.�议案名称：关于回购股份方案的提案报告，分项表决如下：

2.01议案名称：回购股份的方式和用途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80,739,131 98.9836 1,000 0.0000 23,418,548 1.0164

2.02议案名称：回购股份的价格或价格区间、定价原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04,146,079 99.9995 5,600 0.0002 7,000 0.0003

2.03议案名称：回购股份的种类、数量和比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04,149,679 99.9996 2,000 0.0001 7,000 0.0003

2.04议案名称：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及资金来源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04,150,679 99.9997 1,000 0.0000 7,000 0.0003

2.05议案名称：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04,149,679 99.9996 2,000 0.0001 7,000 0.0003

2.06议案名称：回购股份决议的有效期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04,149,679 99.9996 2,000 0.0001 7,000 0.0003

2.07议案名称：对董事会实施回购方案的授权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04,149,679 99.9996 2,000 0.0001 7,000 0.0003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选举公

司董事的提

案报告

102,642,531 99.9922 1,000 0.0010 7,000 0.0068

2.01

回购股份的

方式和用途

79,230,983 77.1852 1,000 0.0010

23,418,

548

22.8138

2.02

回购股份的

价格或价格

区间、 定价

原则

102,637,931 99.9877 5,600 0.0055 7,000 0.0068

2.03

回购股份的

种类、 数量

和比例

102,641,531 99.9912 2,000 0.0019 7,000 0.0069

2.04

拟用于回购

的资金总额

及资金来源

102,642,531 99.9922 1,000 0.0010 7,000 0.0068

2.05

回购股份的

实施期限

102,641,531 99.9912 2,000 0.0019 7,000 0.0069

2.06

回购股份决

议的有效期

102,641,531 99.9912 2,000 0.0019 7,000 0.0069

2.07

对董事会实

施回购方案

的授权

102,641,531 99.9912 2,000 0.0019 7,000 0.0069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第二项议案（共分7项表决）属于特别决议议案，已经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树、罗楷燃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本所及经办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8月20日

股票代码：

600674

股票简称：川投能源 公告编号：

2015-037

号

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通知债权人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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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维护广大股东利益、提高股东回报、维护公司股价，使股价与公司价值匹配，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以不超过每股10元的价格回购公司股份，回购总金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3

亿元。回购的股份暂作为库存股做账务处理，待回购完成后，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经董事会、股东大会

批准后进行最后处理。 回购方案已经2015年8月4日召开的公司九届六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并经2015

年8月19日召开的公司2015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相关公告已于2015年8月4日、8月20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金融投资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上披露。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

（试行）》、《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补充规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以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业务指引（2013年修订）》等相关的规定，公司债权人自接到公司通知起

30日内、未接到通知者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均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

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 债权人如逾期未向本公司申报债权，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

务）将由本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债权人可采用邮寄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申报时间：

2015年8月21日至2015年10月4日。

2、联系方式：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小南街23号

邮编：610015

电话：028-86098649

传真：028-86098648

联系人：鲁晋川、黄希

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邮戳日为准；以传真或邮件方式申报的，请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特此公告。

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8月20日

股票代码：

600674

股票简称：川投能源 公告编号：

2015-036

号

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九届七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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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九届七次监事会会议通知于2015年8月7日发出，会议于2015年8月19日

在川投大厦16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由公司监事会召集，监事会主席董建良先生主持。 应出席会议的监事

5�名，实到监事5名。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对以下提案报告进行了表决：

（一）以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对2015年半年报及摘要审核意见的提案报告》

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已编制完成，监事会认为：

1.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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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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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报告期内的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3.在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二）以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对向国电大渡河公司进行4.8亿元银行委托贷款审

核意见的提案报告》

监事会认为：

该笔委托贷款符合降低财务成本，盘活存量资金的目的，鉴于国电大渡河公司的经营和财务情况良

好，且该笔委托贷款收回本息的期限灵活，我们认为相关风险可控。

该事项审议程序合法合规，未损害公司股东的合法权益。

（三）以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对向子公司川投电力和天彭电力借款审核意见的

提案报告》

监事会认为：

该项借款是公司与下属子公司川投电力和天彭电力的正常经济活动， 有利于公司盘活存量资金，创

收增效，相关风险可控。

该事项审议程序合法合规，未损害公司股东的合法权益。

特此公告。

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5年 8月20日

一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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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豪科技 600590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 名 李结平 杨洁芸

电 话 0791-88110590 0791-88110590

传 真 0791-88106688 0791-88106688

电子信箱 stock@tellhow.com stock@tellhow.com

二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情况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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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20,072,301.75 5,821,522,582.85 -1.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169,709,715.96 2,186,679,391.57 -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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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4,922,575.15 -427,020,950.76

营业收入 1,005,095,567.63 913,122,941.84 10.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409,867.11 -38,870,285.95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9,859,066.07 -46,509,479.17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61 -1.84 增加2.45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 -0.08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 -0.08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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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38,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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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0.25 102,512,345 0 无

泰豪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8.61 94,250,000 0 质押 93,250,000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工银瑞

信新材料新能源行业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未知 2.96 15,000,047 0 未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工

银瑞信战略转型主题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未知 1.55 7,844,972 0 未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工

银瑞信高端制造行业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未知 1.28 6,500,069 0 未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工

银瑞信美丽城镇主题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未知 1.20 6,100,518 0 未知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工银瑞

信主题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0.87 4,424,112 0 未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

添富环保行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未知 0.79 4,000,060 0 未知

陶勇 未知 0.59 3,011,191 0 未知

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59 3,000,000 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前十名股东之间以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2.3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5年上半年公司紧紧围绕“内生外延、创新发展” 的主题，结合公司现有业务拓展销售渠道，利用

与科研院所共同成立研发平台推动新产品开发，积极推进公司产业领域外延扩张以及非公开发行事项和

相关资产收购工作，为公司持续、稳定、规模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0,509.56万元，同比增长10.07%；利润总额1,674.54万元，归属于上市

公司净利润1,340.99万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实现扭亏为盈。

(一)主营业务分析

1财务报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1,005,095,567.63 913,122,941.84 10.07

营业成本 831,541,053.70 771,126,620.07 7.83

销售费用 59,149,217.79 64,079,082.79 -7.69

管理费用 71,702,921.05 77,537,818.11 -7.53

财务费用 35,109,730.75 47,624,287.65 -26.2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74,922,575.15 -427,020,950.76 不适用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3,219,658.69 -48,548,868.75 不适用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5,736,398.86 300,241,009.97 -128.56

研发支出 36,469,783.82 34,532,142.31 5.61

营业收入变动原因说明:营业收入增长主要是市场拓展，销售规模扩大所致；

营业成本变动原因说明:营业成本增长原因同营业收入；

销售费用变动原因说明:销售费用减少主要是合并范围减少所致；

管理费用变动原因说明:管理费用减少原因同销售费用；

财务费用变动原因说明:财务费用减少主要是合并范围减少，汇兑收益增加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主要是货款回笼增

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主要是项目建设投

入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主要是到期贷款归

还所致；

研发支出变动原因说明:研发支出增长主要是公司主营产品的研发投入增加所致。

四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4.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无

4.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无

4.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本期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主体共24户，具体包括：

子公司名称 子公司类型 级次 持股比例 表决权比例

济南吉美乐电源技术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2级 100% 100%

江西清华泰豪三波电机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1级 100% 100%

泰豪晟大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1级 80% 80%

泰豪电源技术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1级 100% 100%

衡阳泰豪通信车辆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1级 90.19% 90.19%

长春泰豪电子装备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2级 100% 100%

上海泰豪智能节能技术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1级 100% 100%

江西泰豪科技进出口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1级 100% 100%

江西泰豪军工集团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1级 100% 100%

山东吉美乐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1级 82.42% 82.42%

泰豪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1级 100% 100%

江西泰豪特种电机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1级 100% 100%

江西泰豪紫荆公寓建设服务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1级 100% 100%

泰豪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1级 - 100%

泰豪科技（亚洲）有限公司 全资孙公司 2级 100% 100%

山西锦泰节能技术有限公司 全资孙公司 2级 100% 100%

吉林博泰节能技术有限公司 全资孙公司 2级 100% 100%

山东大东科技城有限公司 全资孙公司 2级 100% 100%

北京泰豪电力技术有限公司 全资孙公司 2级 100% 100%

黑龙江中能电力设计有限公司 控股孙公司 2级 60% 60%

北京泰豪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2级 100% 100%

杭州乾龙伟业电器成套有限公司 控股孙公司 2级 42.86% 60%

泰豪科技（深圳）电力技术有限公司 全资孙公司 2级 100% 100%

中能华电（北京）电力技术研究院 控股子公司 3级 49% 89%

4.4半年度财务报告已经审计，并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董事会、监事会应当对涉及事项作出说

明。

无

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

600590

公司简称：泰豪科技

公司代码：

600674

公司简称：川投能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