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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代码：

600995

公司简称：文山电力

云南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

601869

公司简称：长飞光纤

长飞光纤光缆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002620

证券简称：瑞和股份 公告编号：

2018-050

深圳瑞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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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无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瑞和股份 股票代码 002620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洪似心 戚鲲文

办公地址

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3027�号

瑞和大厦

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3027�号

瑞和大厦

电话 0755-33916666-8922 0755-33916666-8922

电子信箱 zqb@sz-ruihe.com zqb@sz-ruihe.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722,023,720.93 1,293,547,437.22 33.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92,628,010.66 70,925,287.58 30.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91,544,053.29 68,292,255.66 34.0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35,349,496.64 54,683,667.17 -164.6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56 0.196 30.6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56 0.196 30.6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35% 3.51% 0.8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4,713,801,141.78 4,157,167,242.05 13.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2,131,150,683.44 2,088,410,422.11 2.05%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

数

22,837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

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如有）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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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李介平

境 内 自 然

人

21.05%

76,305,

925

5,722,944

深 圳 市 瑞

展 实 业 发

展 有 限 公

司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20.35%

73,770,

075

质押

45,000,

000

广 州 市 裕

煌 贸 易 有

限公司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6.21%

22,500,

000

李琦

境 内 自 然

人

3.45%

12,500,

000

质押

12,499,

600

创 金 合 信

基 金 － 招

商 银 行 －

恒泰华盛1

号 资 产 管

理计划

其他 2.13%

7,720,

605

方凯燕

境 内 自 然

人

1.73%

6,256,

700

中 国 国 际

金 融 股 份

有限公司

其他 1.52%

5,503,

588

戴勇宣

境 内 自 然

人

1.12%

4,075,

642

中 国 银 河

证 券 股 份

有限公司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0.48%

1,750,

000

邓本军

境 内 自 然

人

0.33%

1,195,

552

896,66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前 10�名股东中， 李介平为深圳市瑞展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

人、控股股东，持有瑞展实业 95%的股权。 除以上情况外，公司未知其

他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公

司未知其他前十名无限售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也未知是否属

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如有）

上述公司股东中， 庄宝莲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774000股，合

计持有1175000股。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 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

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是

装修装饰业

2018年上半年，公司内部改革和平台建设稳步推进，品牌战略狠抓落实；瑞和产业园

区配套工程已近尾声；瑞和家居体验馆正按照品质、健康、智能的高端品牌积极实施；BIM

技术研发目前在项目投标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公司在资质平台建设方面也取得了可喜

的成绩。

公司上半年的业绩继续保持着良好的发展态势，2018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

722,023,720.93元，同比增长33.1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2,628,010.66

元，同比增长30.60%。

下半年，公司上下将统一思想和认识，根据经营环境及时调整经营策略，规避风险，加

大营销力度，为实现公司全年经营目标而努力。

公司未来的发展将承前启后，坚持李介平董事长制定的企业发展战略方向，努力改善

和提高公司的经营环境，努力提高企业的管理能力和管理水平，加快市场营销布局，深化

内部管理。

1、筛选战略型合作客户，做到风险可控，稳中求进

公司为了规避风险，稳定业绩，在客户选择上的采取了严格的筛选标准，回避一些竞

争门槛低、诚信、实力、品牌不佳的企业业务。 重点挑选的战略型客户对象，充分了解其资

信、实力、付款、结算、利润空间等企业背景，找准对象，重点合作，规避资金回笼和项目结

算风险。

2、坚持精准营销，追求项目的合理利润

“市场为大、中标为先、效益为本” 是企业的经营准则，公司严格执行“五位一体” 的

协同组织营销规定，使营销、预算和集采中心形成“铁三角” 式的紧密配合关系，实现精准

投标报价，提升中标率。

3、加快家装业务板块经营业务开展，寻求新的业绩增长源

国家经济水平的提高，推动着城市化、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

提高，提升了家庭装修的需求标准。 面对巨大的家装市场，作为上市企业必须完善企业的

产业结构，确定了“进军家装板块，引领装饰品质消费”的经营方向。

4、坚持品牌战略，走内涵式发展之路

公司一方面着手平台建设，建立“六大领先” 优势，为项目管理提供全方位的支持；另

一方面也继续完善了项目管理体系，采取了项目标化管理，中心督导，监察巡检问责的三

级管理机制。 树立顶尖品牌形象，才能赢得客户的信赖，让客户主动选择瑞和，从而走上内

涵式的发展方向。

5、构筑高端企业发展平台，适应行业变革的发展潮流

当前建筑装饰行业的竞争格局正在悄然改变，异军突起、强者更强的特点尤为明显，

供给侧改革的大时代迫使各装饰企业极力寻求技术、工艺、供应链、管理、金融、人才整合

等方面的突破。 瑞和股份正在积极完善资质条件，积极研发BIM等行业专业技术，积极整

合人才，加强内部培训，加强校企联合，加快整合供应链资源，谋求管理优势，以求在更大

程度上为经营生产发挥积极有效的作用。 同时，结合ERP信息化平台，不断实施项目管理

的变革，使公司在项目的全维度管理更加科学高效。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证券简称：瑞和股份 证券代码：

002620

公告编号：

2018-051

深圳瑞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

2018

年第八次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瑞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2018年第八次会议于2018年8月24日

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3027号瑞和大厦四楼多功能会议厅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2018年8月14日以书面、电话、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通知各位董事。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李介平先生主持，会议应到董事8名，实到董事8名。 公司的监事、部分高

管列席了会议。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通过

如下决议：

一、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2018年半年度报告》及《2018年半年度报

告摘要》；

《2018年半年度报告》全文于2018年8月27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2018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刊登于2018年8月27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二、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2018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及使用

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关于2018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及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刊登于2018年8月27日的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深圳瑞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八年八月二十四日

证券简称：瑞和股份 证券代码：

002620

公告编号：

2018-052

深圳瑞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

2018

年第四次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深圳瑞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2018年第四次会议于2018年8月24日

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3027号瑞和大厦四楼多功能会议厅召开。 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

2018年8月14日以书面、电话、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通知各位监事。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

席于波先生主持，会议应到监事3名，实到监事3名，达到法定人数。 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2018年半年度报告》及《2018年半年度报

告摘要》。

经审核，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的深圳瑞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半

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

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二、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2018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及使用

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 2018�半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

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的相关规定， 不存在募集资金存放或使用违

规的情形，报告真实、客观地反映了公司2018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

特此公告。

深圳瑞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一八年八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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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拟以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后的总股本757,905,108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5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378,952,554元，本次分红不送红股，也不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一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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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飞光纤 601869

H股 香港联合交易所 长飞光纤光缆 06869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梁冠宁 熊军

电话 027-68789088 027-68789088

办公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光谷大道9号 湖北省武汉市光谷大道9号

电子信箱 IR@yofc.com IR@yof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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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23,110,355 9,167,764,003 1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5,997,413,119 5,238,319,023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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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0,483,569 176,311,927 -310.1

营业收入 5,631,896,629 4,645,283,395 2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808,683,310 560,524,052 4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794,950,001 554,287,912 43.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14 13 增加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1.19 0.82 45.1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1.19 0.82 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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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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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华信

国 有 法

人

26.37

179,827,

794

179,827,

794

0 0

德拉克科技

境 外 法

人

26.37

179,827,

794

0 0 0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

限公司

境 外 法

人

25.16

171,610,

949

0 0

长江通信

国 有 法

人

17.58

119,937,

010

119,937,

010

0 0

武汉睿图 其他 2.33

15,900,

000

15,900,

000

质押

14,013,

000

武汉睿腾 其他 1.33 9,095,000 9,095,000 质押 8,625,000

武汉睿鸿 其他 0.50 3,413,000 3,413,000 质押 2,813,000

武汉睿越 其他 0.35 2,375,000 2,375,000 质押 2,175,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股东是否有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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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上半年，国内宽带中国持续建设、5G业务推进及国际新兴市场的快速发展给光

通讯行业带来持续的增量，公司抓住国家发展机遇和良好的国内外市场环境，坚持五大战

略举措，深入推动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努力提升市场占比，为公司拓宽发展空

间奠定了坚实经济基础。公司在光通信主业上充分发挥产业链优势，加大市场拓展力度，深

入与运营商的技术交流，持续提升光纤及光棒产能，持续实施长飞潜江科技园扩产，提升自

主VAD和OVD工艺技术水平，巩固行业市场地位，普缆、带缆订单执行排名行业第一，并

首次入围中国移动特缆集采，实现棒纤缆合计销售69.09百万芯公里；相关多元化业务保持

增长的同时，不断探索新的业务模式，构建面向客户的运营结构和流程体系,提高业务的核

心竞争力；国际化业务紧随“一带一路” 国家战略实施布局，成立四大销售公司，长飞光通

信印尼有限公司成功投产开业，完善国际销售产品结构和国际营销网络；公司持续创新能

力不断加强，实现了G.654超低衰减光纤在特高压电网上全球首次470公里超长跨段应用，

打破无中继传输记录，另外以优秀的成绩获评行业内唯一一个光纤光缆企业国家重点实验

室；在生产管理上，实现智能制造和智能管理，通过智能机器人和工业互联网，实现工厂智

能化生产，通过搭建虚拟工厂平台和数字运营平台，实现业务可视化，运营移动化。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631.9百万元，同比增长21.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808.7百万元，同比增长44.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95.0百万元，同比增长43.4%，每股收益1.19，同比增长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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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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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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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立董事 孙士云 因工作出差 田育南

董事 黄宇权 因工作出差 雷 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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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山电力 600995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雷 鹏 雷 鹏

电话 0871-68177335 0871-68177735

办公地址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滇池路

932号摩根道8栋403室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滇池路

932号摩根道8栋403室

电子信箱 wsdl@wsdl.sina.net wsdl@wsdl.sina.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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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5,904,624.35 2,644,791,673.82 6.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1,937,114,554.18 1,701,833,352.58 1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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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9,644,680.23 298,128,437.47 20.63

营业收入 1,076,135,542.96 1,053,424,761.01 2.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283,133,841.60 199,280,804.28 42.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281,151,671.26 198,147,376.63 41.8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15.56 11.94 增加3.6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59 0.42 40.48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59 0.42 4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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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418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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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国 有 法

人

30.66

146,719,

000

0 无 0

云南省地方电力实业开发公

司

国 有 法

人

1.35 6,480,000 0 无 0

东方电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国 有 法

人

1.18 5,649,100 0 无 0

左军 未知 0.49 2,324,900 0 无 0

施皓天 未知 0.48 2,294,636 0 无 0

苏晋滨 未知 0.45 2,158,000 0 无 0

魏玉芳 未知 0.36 1,710,000 0 无 0

赵丽萍 未知 0.32 1,544,261 0 无 0

尹红平 未知 0.29 1,368,000 0 无 0

方向东 未知 0.28 1,353,898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本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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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上半年，公司所属电站完成自发供电量28682万千瓦时，同比增加8872万千瓦

时，增长44.79%；完成购电量265551万千瓦时，同比增加32400万千瓦时，增长13.90%，其

中： 购地方电量93004万千瓦时， 同比增加20434万千瓦时， 增长28.16%； 购省网电量

172547万千瓦时，同比增加11966万千瓦时，增长7.45%；完成供电量294233万千瓦时，同

比增加41272万千瓦时，增长16.32%；完成售电量278240万千瓦时，同比增加36351万千瓦

时，增长15.03%，其中：直供电量209758万千瓦时，同比增加32648万千瓦时，增长18.43%；

趸售电量68482万千瓦时，同比增加3703万千瓦时，增长5.72%，其中：供广西51547万千瓦

时，同比增加16344万千瓦时，增长46.43%（送德保38726万千瓦时，同比增加12180万千瓦

时，增长45.88%；送那坡12821万千瓦时，同比增加4164万千瓦时，增长48.10%），供广南

15536万千瓦时，同比减少3096万千瓦时。

本报告期，公司完成营业收入约107614万元，同比增加约2272万元，增长约2.16%；实

现利润总额约33094万元，同比增加约9464万元，增长约40.05%；实现净利润约28313万

元，同比增加约8385万元，增长约42.08%；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约28115万元，

同比增加约8300万元，增长约41.89%。本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约282590万元，同比增加约

18111万元， 增长约6.85%； 公司净资产约193711万元， 同比增加约23528万元， 增长约

13.83%，资产负债率约31.45%。

2018年上半年，文山州经济形势稳中向好，本公司销售电量同比增长较快，售电收入增

加；同时，文山州2018年1-6月来水较早且较为均衡，本公司自发电量增加，州内小水电发

电量增加，本公司购电结构变化等因素影响，本公司购电成本同比下降；另外，按照企业经

营运作规律，本公司2018年度预算中需列支的大部分修理费、材料费、电网建设投资等企业

运营成本通常集中在每年度下半年发生，加之本公司执行向一般工商业用户降低电价等影

响。 2018年下半年，因国家电力体制改革、云南省和文山州经济发展形势、本公司运营成本

支出上下半年不均衡等因素的影响，本公司2018年经营成果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购电及成本

公司2018年上半年、2017年上半年供电量对比表

供电量来源 2018年上半年 2017年上半年 同比增减（%）

自发供电量（万千瓦时） 28682 19810 44.79

外购省电（万千瓦时） 172547 160581 7.45

外购地方小水电（万千瓦时） 93004 72570 28.16

供电量（万千瓦时） 294233 252961 16.32

2018年上半年，公司外购电量265551万千瓦时，同比增加32400万千瓦时，总购电成本

约43208万元（含220千伏过网费），因购电结构变化、市场化交易等影响，综合购电价较同

期下降。

售电及收入

公司2018年上半年、2017年上半年售电结构对比表

用电类别

2018年上半年占比

（%）

2017年上半年占比

（%）

备注

城乡居民生活用电 17.24 17.50

一般工商业 10.73 11.27

含原非居民照明、商业、非工

业、普通工业类用电

大工业 46.93 43.72

含铁合金、 电石及其他大工

业

趸售 24.61 26.78

含趸售广南；趸售广西；通过

省网售平远；趸售省网

其他类用电 0.49 0.73 含农业生产、农排等

合计 100 100

2018年上半年，公司售电量278240万千瓦时，同比增加36351万千瓦时，电费收入约

106441万元（含220千伏过网费），同比增加约2891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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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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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代码：

600995

股票简称：文山电力 编号：临

2018-24

云南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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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通知

于2018年8月14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 会议于2018年8月24日在云南省昆明市以现场会

议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11名，实际及委托出席董事11名，其中：孙士云独立

董事委托田育南独立董事、 黄宇权董事委托雷鹏董事出席会议并行使会议表决权。 根据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由公司黄兴仓董事长主持，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形成如下

决议：

一、 以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年半年度总经理工作报

告》。

二、以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

要。

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特此公告。

云南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8月27日

股票代码：

600995

股票简称：文山电力 编号：临

2018-25

云南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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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通知

于2018年8月14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会议于2018年8月24日在云南省昆明市以现场会

议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5名，实际及委托出席监事5名，其中：宁德稳监事委

托洪耀龙监事、周泠伶监事委托杨红梅监事出席会议并行使会议表决权。根据《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会议合法、有效，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与会监事一致认为：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

法规、中国证监会的各项规定；报告所包含的信息从各个方面能客观、真实地反映公司报告

期内的财务状况以及公司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特此公告。

云南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8年8月27日

股票代码：

600995

股票简称：文山电力 编号：临

2018-26

云南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1-6

月主要经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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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四号-电力》的有关要求，现将云

南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2018年1-6月主要经营数据进行如下公

告：

一、主要经营数据

2018年上半年，本公司所属电站完成自发供电量28682万千瓦时，同比增加8872万千

瓦时，增长44.79%；完成购电量265551万千瓦时，同比增加32400万千瓦时，增长13.90%；

完成售电量278240万千瓦时，同比增加36351万千瓦时，增长15.03%。

项目 2018年1-6月 2017年1-6月

增减变动幅度

（%）

1.自发电量（万千瓦时） 28682 19810 44.79

其中，主要电站发电情况：

南汀河电站 10182 7282 39.82

格雷一二极站 3861 2723 41.79

小河沟电站 5847 3754 55.75

落水洞电站 6439 4367 47.45

其它小水电站 2353 1684 39.73

2.外购电量（万千瓦时） 265551 233151 13.90

3.平均购电价（元/千瓦时） 0.1431 0.1673 -14.46

4.售电量（万千瓦时） 278240 241889 15.03

5.平均售电价（元/千瓦时） 0.3638 0.3825 -4.88

二、主要经营数据说明

（一）上表中的发电量为本公司自营水电站发电量，在本公司售电区域内销售，未单独

核算上网电价和厂用电量。

（二）上表中平均购电价、平均售电价为不含220千伏开化变、听湖变等变电站过网电

量约2.46亿千瓦时的不含税不含基金综合电价。 按照文山电网网架结构，本公司结算的文

山南部区域地方小水电需通过文山供电局220千伏文山变电站、 路德变电站等220千伏网

络输送至本公司用电负荷中心使用。 根据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本公司与文山供电

局2018年购地方电网电力电量合同》 的约定：“220千伏开化变上网电量优先满足本公司

在220千伏文山变过网使用；220千伏听湖变上网电量优先满足本公司在220千伏路德变过

网使用；220千伏锦屏变、老山变的上网电量优先满足本公司在220千伏听湖变、路德变的

过网使用；上述转供电量文山供电局收取0.002元每千瓦时的过网费” 。 2018年上半年，上

述220千伏过网电量约2.46亿千瓦时。

特此公告。

云南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8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