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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
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
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
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四川能投發展股份有限公司
Sichuan Energy Investment Development Co., Ltd.*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1713）

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公告

四川能投發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欣然公佈本集團截至 2020年6月30日
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綜合中期業績（「2020年中期業績」），連同2019年同
期的比較數字。2020年中期業績已由本公司審計委員會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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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表

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以人民幣表示）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附註 2020年 2019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入 3(b) 1,425,628 1,150,429

銷售成本 5(c) (1,183,388) (942,731)  

毛利 242,240 207,698

其他收入 4(a) 19,079 22,962

行政開支 (76,549) (81,503)

貿易和其他應收款項以及合同 

資產減值虧損 (8,861) (3,302)

其他支出 4(b) (1,703) (265)  

運營利潤 174,206 145,590

財務成本 5(a) (12,365) (24,929)

分佔聯營公司溢利減虧損 (1,422) (804)  

除稅前溢利 5 160,419 119,857

所得稅 6 (20,203) (18,105)  

期內利潤 140,216 101,752
  

可歸屬於：

本公司權益股東 140,577 100,827

非控制性權益 (361) 925  

期內利潤 140,216 101,752
  

每股收益 7

基本和攤薄（人民幣元） 0.13 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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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以人民幣表示）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附註 2020年 2019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期內利潤 140,216 101,752

期內其他綜合收益 – –  

期內綜合收益總計 140,216 101,752
  

可歸屬於：

本公司權益股東 140,577 100,827

非控制性權益 (361) 925  

期內綜合收益總計 140,216 101,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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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 2020年6月30日－未經審核
（以人民幣表示）

附註
於2020年

6月30日

於2019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9 2,670,524 2,671,074

持作自用的租賃土地權益 125,061 126,492

無形資產 4,167 4,749

對聯營公司的投資 268,552 269,974

其他金融資產 98,198 110,198

遞延稅項資產 36,752 31,857  

3,203,254 3,214,344

流動資產

存貨 64,719 56,846

合同資產 32,738 24,897

貿易和其他應收款項 10 565,123 394,417

預付稅款 3,725 5,138

受限制存款 4,000 4,000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748,653 780,496  

1,418,958 1,265,794  

流動負債

貿易和其他應付款項 11 889,913 791,739

合同負債 206,343 205,792

貸款和借款 611,154 445,778

租賃負債 2,261 2,294

遞延收入 7,560 7,383

即期稅項負債 13,409 15,017  

1,730,640 1,468,003  



– 5 –

附註
於2020年

6月30日

於2019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流動負債淨額 (311,682) (202,209)  

總資產減去流動負債 2,891,572 3,012,135

非流動負債

貸款和借款 – 146,000

租賃負債 3,995 5,114

遞延收入 145,025 148,994

遞延稅項負債 17,740 19,995  

166,760 320,103  

淨資產 2,724,812 2,692,032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074,358 1,074,358

儲備 1,636,836 1,603,695  

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總權益 2,711,194 2,678,053

非控制性權益 13,618 13,979  

總權益 2,724,812 2,692,032
  

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 2020年6月30日－未經審核（續）
（以人民幣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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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附註

（除非另有說明，否則以人民幣列示）

1 編製基準

四川能投發展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
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

本中期財務報告乃按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的
適用披露條文編製，包括符合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國際會計準則
理事會」）頒佈的國際會計準則（「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
告的規定。其於2020年8月26日獲授權發佈。

本中期財務報告乃按2019年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納的相同會計政策編製。

管理層於編製符合國際會計準則第 34號的中期財務報告時，須按年
初至今基準作出對所採用政策及所呈報的資產及負債、收入及開支
金額造成影響的判斷、估計及假設。實際結果可能與該等估計有所不同。

本中期財務報告包括簡明合併財務報表及所選說明附註。附註包括
對了解本集團自 2019年年度財務報表刊發以來的財務狀況變動及
表現而言屬重要的事件及交易的闡釋。簡明合併中期財務報表及其
附註並不包括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完
整財務報表所需的一切資料。

本中期財務報告乃未經審核，惟已經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根據香港
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審閱業務準則第 2410號
實體獨立核數師審閱中期財務資料進行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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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會計政策變動

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已頒佈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多項修訂，該修
訂於本集團當前會計期間首次生效。

概無變動對本集團於本中期財務報告內如何編製或呈報當前期間
或過往期間的業績及財務狀況產生重大影響。本集團並未採納任何
於當前會計期間尚未生效的新訂準則或詮釋。

3 收入及分部報告

(a) 分部報告

本公司董事已被認定為本集團最高層管理人員。經營分部以本
集團的最高層管理人員定期審閱用以分配資源及評估分部表
現的財務資料為基礎進行辨別。

本集團主要於中國從事發電、供電及提供電力工程建設服務。
本集團的最高層管理人員根據內部管理職能分配資源，並以一
個綜合業務而非以個別業務線或地區角度評估本集團的業務表現。
因此，管理層認為本集團僅有一個經營分部，因此並無呈列分
部資料。

本集團僅在中國內地經營，因此並無呈列地區資料。

(b) 收入

本集團主要從事發電、供電及提供電力相關設備╱項目工程建
設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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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客戶簽訂的合同收入分類，每個重要類別如下：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0年 2019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範圍內

與客戶的合同收入

時間點

電力業務收入 1,199,647 1,003,659

電力設備和材料銷售收入 5,529 7,171

隨著時間的推移

提供電力工程建設服務產生的 

收入 220,452 139,599  

1,425,628 1,150,429
  

本集團的客戶群分散，且概無客戶在交易上超過本集團收益的
10%。

4 其他收入和支出

(a) 其他收入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0年 2019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政府補助 3,780 4,359

利息收入 2,071 5,758

其他金融資產的公允價值變動 8,698 10,279

其他 4,530 2,566  

19,079 22,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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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其他支出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0年 2019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處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淨損失 202 2
其他 1,501 263  

1,703 265
  

5 除稅前溢利

除稅前溢利是在扣除以下費用後得出：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0年 2019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a) 財務成本
銀行貸款利息 11,240 17,262
租賃負債利息 163 130
匯兌（收益）╱虧損 (176) 7,537  

11,227 24,929  

衍生工具公允價值變動淨額（附註11）：
－外匯掉期合約 803 –
－利率掉期合約 335 –  

1,138 –  

12,365 24,929
  

(b) 員工成本
薪金、工資及其他福利 168,619 159,960
養老金固定繳款計畫供款 4,565 23,362  

173,184 183,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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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0年 2019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c) 其他項目
攤銷
－自用租賃土地權益 1,431 1,180
－無形資產 582 504  

2,013 1,684
  

折舊
－自有物業、廠房及設備 68,263 70,223
－出租自用的物業 908 742  

69,171 70,965
  

減值損失
－貿 易及其他應收款項以及 

合同資產 8,861 3,302  

8,861 3,302
  

維修及保養費用 13,814 32,301
  

6 所得稅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0年 2019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即期稅項－中國企業所得稅 
（「企業所得稅」） 27,353 20,461
遞延稅款 (7,150) (2,356)  

20,203 18,105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在中國註冊成立。根據相關中國企業所得稅法
及有關法規，除以下 (i)所述的某些附屬公司可享受的優惠待遇外，
本集團內的其他附屬公司應按25.0%的法定稅率繳納企業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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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根據關於深入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有關稅收政策問題的通知，
於西部地區成立及從事國家鼓勵業務的企業於2011年至2030年
可享有優惠企業所得稅率 15.0%。於中國西部地區經營的若干
合資格附屬公司可享有優惠企業所得稅率 15.0%。該等附屬公
司的企業所得稅撥備乃按與2019年相同的基準計算。

7 每股收益

每 股 基 本 收 益 的 計 算 是 基 於 本 中 期 期 間 本 公 司 普 通 股 權 益 股 東
應佔溢利人民幣 140,577千元（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人民幣
100,827千元）和本中期期間的加權平均已發行普通股數 1,074,357,700
股（截至 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1,074,357,700股）。

截至 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概無潛在攤薄普通股，因此每股攤薄
收益與每股基本收益相同。

8 股息

(a) 中期派發予本公司股東的股息

無宣派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2019年中期股息：
零）。

(b) 上一財政年度派發予本公司股東，並於中期獲批的股息：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0年 2019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就上一財政年度獲批的末期股息為
每股人民幣0.1元（2019年：人民幣
0.085元） 107,436 91,320

  

9 物業、廠房及設備

(a) 使用權資產

截至 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就使用依據國際財務報告
準則第 16號獲豁免資本化的物業訂立了若干短期租賃協議，因
此概無確認使用權資產的增加（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人民幣5,536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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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購置及出售自有資產

於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中，本集團以成本人民幣68,858千元
（截至 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人民幣 57,067千元）購置了物業、
廠房及設備。截至 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出售了賬面淨值人
民幣236千元的物業、廠房及設備（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人民幣60千元），導致出售虧損人民幣 202千元（截至 2019年6月30
日止六個月：人民幣2千元）。

10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於2020年
6月30日

於2019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收賬款(a) 467,972 350,408
應收票據(a) 27,063 3,886
減：呆賬撥備 (86,903) (77,749)  

408,132 276,545  

其他應收款項 52,347 49,141
減：呆賬撥備 (17,133) (17,425)  

35,214 31,716  

向第三方提供的貸款 28,157 28,157
減：呆賬撥備 (28,157) (28,157)  

– –  

應收關聯方款項 83,965 58,399  

按攤銷成本計量的金融資產 527,311 366,660

其他應收稅項 1,309 5,630
預付款項及按金(b) 36,503 22,127  

565,123 394,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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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的賬齡分析

於報告期末，本集團基於發票日期及呆賬準備金淨額的應收賬
款及應收票據（計入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賬齡分析如下：

於2020年

6月30日

於2019年
12月 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一年內（含） 365,948 231,569

一至兩年（含） 17,968 23,748

兩至三年（含） 16,897 16,524

三至四年（含） 4,461 1,822

四至五年（含） 385 862

五年以上 2,473 2,020  

408,132 276,545
  

(b) 預付款項及按金

預付款項及按金主要指就購買電力、原材料及服務向供應商預
付的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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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貿易和其他應付款項

於2020年
6月30日

於2019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貿易應付款項 509,396 486,192

其他應付款項 111,861 121,512

應付利息 5,548 5,148

應付僱員福利 51,257 79,459

應付股息 30,118 –

應付關聯方款項 141,538 53,735  

按攤銷成本計量的金融負債 849,718 746,046  
  

衍生金融工具：
－外匯掉期合約 803 –

－利率掉期合約 335 –  

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當期 

損益的金融負債 1,138 –

其他應付稅項 39,057 45,693  

889,913 791,739
  

於報告期末，本集團基於發票日期的貿易應付賬款（計入貿易及其
他應付款項）賬齡分析如下：

於2020年
6月30日

於2019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一年內（含） 489,337 467,166

一至兩年（含） 15,479 11,745

兩至三年（含） 61 1,716

三年以上 4,519 5,565  

509,396 486,192
  



– 15 –

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財務回顧

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主要項目分析

收益

業務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0年 2019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一般供電業務 1,016,802 932,611

增量電力輸配業務 (1) 182,845 71,048

電力工程建設服務及相關業務 (2) 225,981 146,770  

總計 1,425,628 1,150,429
  

附註：

(1) 增量電力輸配業務於以往年度的電力業務中披露。

(2) 包括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來自銷售電力設備及材料的收益人民幣5.5百萬元。

收益由截至 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 1,150.4百萬元增加 23.9%至
截至 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1,425.6百萬元，主要由於2020年上
半年向家庭及大型工業客戶作出的電力銷售額增加 131,295兆瓦時，促
進來自一般供電業務的收益增加人民幣84.2百萬元及電力銷售量於2020

年上半年增加 153,745兆瓦，致使增量電力輸配業務的收益增加人民幣
111.8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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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供電業務

一般供電業務所得收益由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932.6百
萬元增加9.0%至截至 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 1,016.8百萬元。有
關增加主要由於2020年上半年家庭及大型工業客戶數量較2019年同期
增長逾10,189及35名，促進2020年上半年向該等客戶作出的電力銷售額
增加131,295兆瓦時。一般供電業務所得收益分別佔截至2019年及2020年
6月30日止六個月總收益的81.0%及71.3%。

增量電力輸配業務

增量電力輸配業務所得收益由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
71.0百萬元增加157.4%至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 182.8百萬
元，有關增加主要由於2020年上半年我們增量電力輸配業務規模擴大。

電力工程建設服務及相關業務

承接電力工程建設服務及相關業務所得收益由截至 2019年6月30日止六
個月的人民幣146.8百萬元增加54.0%至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
民幣226.0百萬元。有關增加主要由於2020年上半年我們承接了超過97項
電力工程建設服務及相關業務項目。

銷售成本

業務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0年 2019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一般供電業務 806,642 750,786

增量電力輸配業務 181,707 63,801

電力工程建設服務及相關業務 195,039 128,144  

總計 1,183,388 942,731
  

銷售成本由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 942.7百萬元增加 25.5%

至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 1,183.4百萬元，主要由於一般供
電業務及增量電力輸配業務規模擴大，導致向第三方供應商購買電力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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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供電業務

一般供電業務相關銷售成本由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
750.8百萬元增加7.4%至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806.6百萬元。
有關增加主要由於2020年上半年一般供電業務規模增加，從第三方供應
商處購買電力增加來自電力業務的銷售成本分別佔截至2019年及2020年
6月30日止六個月總銷售成本的79.6%及68.1%。

增量電力輸配業務

增量電力輸配業務相關銷售成本由截至 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
幣63.8百萬元增加184.8%至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181.7百
萬元，有關增加主要由於2020年上半年我們增量電力輸配業務規模擴大。

電力工程建設服務及相關業務

電力工程建設服務及相關業務相關銷售成本由截至 2019年6月30日止六
個月止的人民幣128.1百萬元增加52.2%至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止
的人民幣195.0百萬元。有關增加主要由於2020年上半年我們承接的電力
工程建設服務及相關業務項目數量有所增加。

毛利及毛利率

業務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0年 2019年
毛利 毛利率 毛利 毛利率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

一般供電業務 210,160 20.7 181,825 19.5

增量電力輸配業務 1,138 0.6 7,247 10.2

電力工程建設服務及相
關業務 30,942 13.7 18,626 12.7    

總計 242,240 17.0 207,698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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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上述者，我們的毛利由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207.7

百萬元增加至截至 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242.2百萬元。毛利
率 由 截 至 2019年6月30日 止 六 個 月 的 18.1%減 少 至 截 至 2020年6月30日 止
六個月的17.0%，主要由於增量電力輸配業務毛利率下降。

一般供電業務

一般供電業務的毛利由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181.8百萬
元增加 15.6%至截至 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 210.2百萬元。毛利
率由 2019年上半年的 19.5%增加至 2020年上半年的 20.7%，乃由於新增供
電業務毛利率高於其他業務。

增量電力輸配業務

增量電力輸配業務的毛利由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7.2百
萬元減少 84.3%至截至 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 1.1百萬元，有關
減少主要由於季節性波動對電力市場業務的影響。

電力工程建設服務及相關業務

電力工程建設服務及相關業務的毛利由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的人民幣 18.6百萬元增加 66.1%至截至 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
30.9百萬元。相關毛利率由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12.7%增加至
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 13.7%，有關增加主要由於 2020年上半年
承接的新電力工程建設服務及相關業務項目毛利率高於其他項目。

其他收入

其他收入一般包括 (i)政府補助；(ii)利息收入；（iii)其他金融資產的公允
價值變動；及（iv)其他。其他收入由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
幣23.0百萬元減少16.9%至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19.1百萬元，
乃由於2020年上半年定期存款減少，利率較 2019年上半年有所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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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開支

行政開支主要包括 (i)員工及勞工成本；(ii)折舊及攤銷；(iii)稅項；(iv)辦
公室及差旅開支；(v)汽車成本；及 (vi)其他。行政開支由截至 2019年6月
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81.5百萬元減少6.1%至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
月的人民幣 76.5百萬元，主要由於員工及勞動成本、辦公室及差旅開支
以及汽車成本減少。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以及合約資產減值虧損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以及合約資產減值虧損由截至 2019年6月30日止六
個月的人民幣 3.3百萬元大幅增加 168.4%至截至 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的人民幣 8.9百萬元。有關增加主要由於與我們業務相關的貿易應收款
項減值損失增加人民幣6.5百萬元。

財務成本

財務成本由截至 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 24.9百萬元大幅減少
50.4%至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12.4百萬元，主要由於2020

年上半年，我們維持的銀行貸款餘額低於2019年上半年及較低的利率，
導致利息成本減少。

分佔聯營公司溢利減虧損

分佔聯營公司溢利減虧損由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0.8百
萬元的虧損增加 76.9%至截至 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 1.4百萬
元的虧損，主要由於2020年首六個月聯營公司淨虧損為人民幣3.1百萬元。

所得稅

截至2019年及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所得稅開支分別為人民幣 18.1百
萬元及人民幣20.2百萬元，分別佔實際稅率的15.1%及12.6%。所得稅增加
乃由於我們附屬公司稅前利潤增加。

期內溢利

由於上述者，期內溢利由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101.8百
萬元增加至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 140.2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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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主要項目分析

存貨

我們的存貨主要包括原材料、備件及其他，於 2019年12月31日及2020年6

月30日分別為人民幣 56.8百萬元及人民幣 64.7百萬元。下表載列我們於
所示日期的存貨明細：

於2020年

6月30日

於2019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

原材料 64,505 56,647

備件及其他 214 199  

總計 64,719 56,846
  

我們的存貨由 2019年12月31日的人民幣 56.8百萬元增加至 2020年6月30日
的人民幣 64.7百萬元，主要由於承接更多電力工程建設服務及相關業務
項目原材料採購量增加。

我們的存貨平均週轉天數（乃按相關期初及期末存貨結餘平均值除以期
內銷售成本，再乘以期內天數計算）於 2019年及2020年6月30日分別為 11

天及9.3天，減少主要由於銷售成本的增加超過存貨的增加。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於 2019年12月31日及2020年6月30日，我們的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分別為
人民幣394.4百萬元及人民幣565.1百萬元。我們的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增加，
主要由於 2020年上半年我們承接電力工程建設服務及相關業務項目數
量增加。

我們的貿易應收款項平均週轉天數（乃按相關期初及期末貿易應收款項
結餘平均值除以期內收益，再乘以期內天數計算）由 2019年6月30日的46

天增加至 2020年6月30日的 52天，主要由於電力工程建設服務及相關業
務項目相關的貿易應收款增加，大部分款項在項目完成後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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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我們的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由2019年12月31日的人民幣791.7百萬元增
加至 2020年6月30日的人民幣 889.9百萬元，主要由於應付股息增加了人
民幣107.4百萬元（見附註8(b)）。

我們的貿易應付款項平均週轉天數（乃按相關期初及期末貿易應付款項
結餘平均值除以期內銷售成本，再乘以期內天數計算）由 2019年6月30日
止的 74天增加至 2020年6月30日止的 76天，主要由於 2020年上半年我們承
接電力工程建設服務及相關業務項目數量增加，與該項目相關的材料
貿易應付款項增加。

合約負債

我們的合約負債保持相對穩定，2019年12月31日為人民幣 205.8百萬元，
2020年6月30日為人民幣206.3百萬元。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管理其資本旨在確保本集團各實體能夠持續經營，並透過優化
債務及權益間的平衡為股東帶來最大回報。本集團總體策略整年維持
不變。本集團資本結構包括淨債務（包含扣除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的借款）
及總權益（包括實繳資本╱股本、股本儲備、法定盈餘公積金、保留溢利
及非控股權益）。本集團不受限於外部施加的資本規定。

於2020年6月30日，我們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為人民幣748.7百萬元（2019

年12月31日：人民幣780.5百萬元）。

於2020年6月30日，本集團借款總額為人民幣 611.2百萬元（2019年12月31

日：人民幣591.8百萬元），包括銀行及其他借款。大部分銀行及其他借款
均以浮息利率計息。

資產負債比率

於2020年6月30日， 本 集 團 的 資 產 負 債 率 為 22.1%（2019年12月31日：
21.7%）。資產負債率乃基於我們的計息負債總額除以於相同日期的權益
總額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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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承擔

我們擁有若干與建設綜合信息化電力調度控制中心相關的資本承擔。
倘管理層已識別潛在的資本承擔並確認很可能會作出該等承擔，我們
將承擔分類為已授權但未訂約。

下表載列我們於所示期間的未償付資本承擔：

於2020年

6月30日

於2019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已訂約 13,795 24,014
  

本集團資產抵押

於2020年6月30日，概無物業、廠房及設備已用作銀行抵押（2019年12月31日：
無）。

或然負債

於2020年6月30日，本集團概無任何或然負債（2019年12月31日：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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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之重大投資、重大收購及出售

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內，本集團並無持有任何重大投資，亦無任
何有關附屬公司、聯營企業或合資企業的重大收購或出售。

全球發售及全球發售所得款項用途

本公司於 2018年12月28日於聯交所上市，並以每股1.77港元的價格發行
268,800,000股每股面值人民幣1.00元H股（「全球發售」）。全球發售所得款
項淨額約為人民幣380.5百萬元。於2020年6月30日，本集團已按照招股章
程中相關披露內容使用全球發售所得款項約人民幣 140.4百萬元，尚未
使用的所得款項約為人民幣240.1百萬元。

所得款項用途

於2020年

1月1日

未使用金額

於報告期間

已使用金額

於2020年

6月30日

未使用金額

預計

時間表 (1)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購電力相關資產 152,193 – 152,193 2020年 -2021年
電網建設及優化 54,645 39,400 15,245 2020年 -2021年
建立綜合電力調度控制中
心及推廣智能電網系統 37,097 – 37,097 2020年 -2021年

流動資金 35,838 277 35,561 2020年 -2021年   

合計 279,773 39,677 240,096
   

附註：

(1) 使用餘下所得款項的預計時間表乃基於本集團對未來市況作出的最佳估計，可
隨着目前市況及未來發展而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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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概覽

本公司為一間位於四川省宜賓市的垂直一體化電力供應商及服務商，
具備涵蓋電力生產、分配與銷售的完整電力供應價值鏈。我們在宜賓市
擁有穩定的用戶基礎及綜合電力供應網路，使我們能夠透過高效的電
力配送，優化對電力供應網路中電力資源餘量的利用。目前我們的業務
包括 (i)電力業務，包括電力生產、分配與銷售，分為一般供電業務及增
量電力輸配業務；及 (ii)電力工程建設服務及相關業務，包括電力工程建
設服務、電力設備及材料的銷售。

2020年上半年，本公司實現收益人民幣 1,425.6百萬元，同比增長 23.9%；
實現除稅前溢利人民幣160.4百萬元，同比增長 33.8%；同期，實現淨溢利
人民幣140.2百萬元，同比增長37.8%，及實現母公司權益股東應佔淨溢
利人民幣140.6百萬元，同比增長39.4%。

截至2020年6月30日，我們擁有合共35座水電站，總裝機容量為138,680千瓦。
我們亦擁有一座 220千伏變電站（變電容量為 180,000千伏安）、19座110千
伏變電站（總變電容量為942,000千伏安）及59座35千伏變電站（總變電容
量為536,550千伏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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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業績

下表載列各業務分部截至2019年及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收益、銷
售成本及毛利率以及變動百分比。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業務

2020年 2019年
變動百分比

(%)╱百分點

收益 銷售成本 毛利率 收益 銷售成本 毛利率 收益 銷售成本 毛利率

（人民幣

千元）

（人民幣

千元）

（%）（人民幣
千元）

（人民幣
千元）

（%）

一般供電業務 1,016,802 806,642 20.7 932,611 750,786 19.5 9.0 7.4 1.2

增量電力輸配業務 (1) 182,845 181,707 0.6 71,048 63,801 10.2 157.4 184.8 -9.6

電力工程建設服務及相
關業務 (2) 225,981 195,039 13.7 146,770 128,144 12.7 54.0 52.2 1.0         

總計 1,425,628 1,183,388 17.0 1,150,429 942,731 18.1 23.9 25.5 -1.1
         

附註：

(1) 增量電力輸配業務於以往年度的電力業務中披露。

(2) 包括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來自銷售電力設備及材料人民幣5.5百萬元的收益。



– 26 –

一般供電業務

下表載列我們於所示期間按客戶類別劃分的一般供電業務的收益明細。

截至 6月30日止六個月

客戶

2020年 2019年
變動比例

(%)╱百分點
電力銷售 收益 電力銷售 收益 電力銷售 收益
（兆瓦時）（人民幣百萬元） （兆瓦時）（人民幣百萬元）

居民 639,863 352,070 576,204 309,406 11.0 13.8

一般工商業 460,490 272,203 425,894 282,842 8.1 -3.8

大型工業 667,908 362,041 600,272 322,286 11.3 12.3

國家電網 23,669 7,156 5,307 1,400 346.0 411.1

其他 54,245 23,332 38,346 16,677 41.5 39.9      

合計 1,846,175 1,016,802 1,646,023 932,611 12.2 9.0
      

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我們的收益絕大部分來自一般供電業務，
產生的收益為人民幣1,016.8百萬元，佔總收益的 71.3%。

增量電力輸配業務

增量電力輸配業務的收益主要包括我們常規供電服務區外的電力零售
業務以及其他與新能源汽車有關的配電業務。透過落實多樣化產業鏈
的措施，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增量電力輸配業務獲得收益人民
幣182.8百萬元，佔總收益的12.8%。

電力工程建設服務及相關業務

我們亦從電力工程建設服務及相關業務中產生收益，主要涉及承接我
們供電地區內用戶及電網公司的工程建設項目以及向其銷售電力設備
及材料。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我們產生來自電力工程建設服務
及相關業務的收益人民幣226.0百萬元，佔總收益的 15.9%。



– 27 –

主要經營措施

2020年，為保證本集團經營效益的持續穩定增長，採取了多項措施，主
要為：(1)防範新冠疫情，促進復工復產；(2)通過建立防災避險預案和治
理措施，全力以赴做好防洪保電工作，確保公司主網和配網運行一切正
常；(3)夯實安全基礎，提升保障能力；(4)加強經營管理，強化控本增效；
(5)加快工程建設，打造堅強電網；(6)加強服務手段，提升服務能力；(7)

狠抓隊伍建設，塑造企業文化；(8)加快轉型發展，推動改革創新；(9)加
強合規管理，提升風險管控。

報告期後的重要事件

於2020年6月30日直至本公告日期，概無任何重要事件影響本公司及其
任何附屬公司。

展望

2020年上半年，本集團銷售電量繼續保持增長趨勢，經營業績持續提升。
按照國家的決策部署，結合疫情防控常態化要求，落實各項政策措施，
加快市場化步伐，力爭做大資產規模，持續強化核心競爭力，本集團下
半年重點工作如下：

(1) 加強防洪工作，築牢安全防線，確保供電網平穩運行。一是將開展
全面拉網排查，形成防災避險預案和實施措施；二是擰緊責任鏈條，
嚴格執行 24小時值班值守制度，建立相應組織機構，實行問責制，
確保防災及災後恢復工作部署適當進行；三是堅持每日調度，加強
與當地水文、氣象、地質等相關部門的聯繫，密切關注暴雨及泥石
流相關災害信息；四是加強應急儲備，提升應急處置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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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加強電網建設，提升保障能力。一是加快高等級電網建設，實現資
源優化配置；二是加強配網建設，不斷提升供電服務質量；三是推
進調度中心建設，提高調度運行水平。

(3) 推動資產運作，提升經營效益。一是計劃併購重組優質電網電源資
產，做大規模，打造網源協作的新利潤增長點；二是持續推進發電站、
變電站無人化改造和自動運行水平，提高運行效益；三是加強融資
管理，拓寬融資渠道，創新融資方式，降低融資成本。

(4) 加快改革創新，提升服務水平。一是加快信息化建設，豐富服務手
段，提升服務能力；二是推進全能型供電所建設，提升員工服務技能；
三是推進轉型發展，完善產業佈局，拓展業務範圍，提升市場競爭力。

企業管治守則

本公司致力維持高質素之企業管治。本公司認為企業管治常規對公司
運作之平穩、效率及透明度，以及吸引投資之能力極為重要，並能保障
股東之權利及提升股東所持股份之價值。

截至 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已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
業管治守則所載一切守則條文，並採納了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絕大
多數建議最佳常規。

董事及監事遵守《標準守則》的守則條文

本公司亦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為其標準守則，作為本公司董事及監
事購買證券的行為準則。經向全體董事及監事作出查詢，彼等均確認於
截至 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內已遵守標準守則所載有關董事及監事證
券交易的規定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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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截止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
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中期股息

董事會建議不就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宣派任何中期股息（2019年
中期股息：零）。

公眾持股量

於報告期內，根據本公司獲得的公開資料及就董事所深知，本公司已維
持上市規則規定的最低公眾持股量。

刊發中期業績及中期報告

本 中 期 業 績 公 告 刊 載 於 聯 交 所 網 站 (www.hkex.com.hk)及 本 公 司 網 站
(www.scntgf.com)。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中期報告載有上市規則
規定的所有資料，將於適當時候寄發予股東及登載於上述網站。

釋義

於本公告內，除非文義另有所指，否則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組織章程細則」
或「細則」

指 本公司於 2017年5月16日經股東書面決議案採
納並經不時修訂、補充及以其他方式修改的組
織章程細則

「聯繫人」 指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的涵義

「審計委員會」 指 本公司審計委員會

「董事會」 指 本公司董事會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本中期業績公告而言，不
包括香港、澳門及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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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條例」 指 香港法例第 622章公司條例（經不時修訂、補充
或以其他方式修改）

「本公司」 指 四 川 能 投 發 展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股 份 代 號：
01713），於 2011年9月29日在中國成立的股份有
限公司

「企業管治守則」 指 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的企業管治守則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內資股」 指 本公司註冊股本中每股面值人民幣 1.00元的內
資普通股，由中國公民或在中國註冊成立之實
體以人民幣認購並繳足及持有，現時並未於任
何證券交易所上市或買賣

「電力工程建設
業務及相關業
務」

指 電力工程施工服務及有關業務，包括電力設施
施工、安裝、測試及維修以及電力設備及材料
的有關銷售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主板證券上市規則

「港元」及「港仙」 指 香港法定貨幣港元及港仙

「香港」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H股」 指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人民幣 1.00元的已發行
普通股，於聯交所主板上市

「千伏」 指 電壓單位，相等於一千伏

「千伏安」 指 千伏安，功率的測量標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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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瓦」 指 千瓦，相等於一千瓦特

「標準守則」 指 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
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兆瓦時」 指 兆瓦時，相等一千千瓦時

「人民幣」 指 中國法定貨幣人民幣

「報告期」 指 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6月30日期間

「股份」 指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人民幣1.00元的普通股，
包括H股、內資股及非上市外資股

「股東」 指 本公司股東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附屬公司」 指 具有香港法例第 622章公司條例第 15條所賦予
的涵義

「非上市外資股」 指 本公司所發行且未於任何證券交易所上市的
普通股，每股面值為人民幣 1.00元

「%」 指 百分比

承董事會命
四川能投發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曾勇

中國四川省成都，2020年8月26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曾勇先生、李暉先生及謝佩樨女士；
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為韓春紅女士、李彧女士、周燕賓先生及許振華先生；
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郭建江先生、范為先生、何真女士及王鵬先生。

* 僅供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