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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93                           证券简称：大通燃气                           公告编号：2010-021 

四川大通燃气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三季度季度报告正文 

§1 重要提示 

1.1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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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1.2 本季度报告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 9 名董事参与了本次会议的表决。 

1.3 公司第三季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1.4 公司负责人李占通、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黎莉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

的真实、完整。 

§2 公司基本情况 

2.1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元 

 2010 年 9 月 30 日 2009 年 12 月 31 日 增减幅度（%） 

总资产（元） 576,111,091.92 576,476,238.95 -0.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元） 
285,969,983.18 275,939,597.13 3.63%

股本（股） 223,336,429.00 223,336,429.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元/股） 
1.28 1.236 3.56%

 2010 年 7-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2010 年 1-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总收入（元） 29,785,747.56 -56.15% 180,407,439.22 -17.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元） 
-1,487,312.80 -146.07% 10,030,386.05 11.3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元） 
- - 18,874,936.95 0.84%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元/股） 
- - 0.085 1.1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7 -150.00% 0.045 12.5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7 -150.00% 0.045 12.5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519% 减少 2.05 个百分点 3.57% 减少 0.76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

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556% 减少 2.89 个百分点 3.50% 减少 1.12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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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68,494.96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67,800.00

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228,335.63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1,864.43

所得税影响额 10,617.1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28.16

合计 196,365.26

2.2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54,608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天津大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51,676,886 人民币普通股 

天津市集睿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10,961,010 人民币普通股 

罗秋金 2,020,001 人民币普通股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540,000 人民币普通股 

陶海安 8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深圳市深安企业有限公司 616,000 人民币普通股 

苗长青 610,890 人民币普通股 

成都银河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591,000 人民币普通股 

郑国庆 588,000 人民币普通股 

周绍忠 520,576 人民币普通股 

§3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 资产变动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10 年 

9 月 30 日 
2009 年 

12月31日 
增减额 增减幅度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5,098.58 14,198.61 -9,100.03 -64.09% 主要是报告期支付华联商厦二期工程项目款

项 8,707.27 万元。 

应收账款 126.61 362.03 -235.42 -65.03% 主要是报告期收回商品销售款增加所致。 

预付账款 948.95 524.02 424.93 81.09% 主要是报告期预付商品货款和天然气款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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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他 
应收款 

948.21 2,073.10 -1,124.89 -54.26%
主要是报告期收回原子公司牡丹江大通燃气

有限公司欠款 770.00 万元及年初收回转让其

股权尾款 970.00 万元。 

存    货 2,262.87 1,595.84 667.03 41.80% 主要是报告期零售商业品牌专柜销售点增加，

相应增加库存商品所致。 

在建工程 14,731.43 5,433.67 9,297.76 171.11%
主要是报告期①华联商厦二期工程项目增加

投入 8,811.84 万元；②燃气管道工程增加投入

732.17 万元，完工转入固定资产 240.24 万元。

应付账款 2,173.27 5,058.15 -2,884.88 -57.03% 主要是报告期商品购货款结算支付增加所致。

预收账款 4,068.48 1,476.85 2,591.63 175.48% 主要是报告期收到东环广场（华联商厦二期工

程写字楼部分）预售款 2,268.42 万元。 

应交税费 -215.14 796.58 -1,011.72 -127.01%

主要是报告期①华联商厦闭店整体装修改造

期间结算货款取得的进项税额 412.35 万元暂

时未抵扣；②缴纳上年应交房产税 250.20 万

元；③预收东环广场写字楼售房款预交税费

104.69 万元。 
其  他 
应付款 

3384.42 1,625.83 1,758.59 108.17% 主要是暂收东环广场写字楼购房定金所致。 

一年内到

期的非流

动负债 
0 490.00 -490.00 -100.00% 主要是报告期偿还银行贷款。 

未分配 
利  润 

2,807.05 1,804.01 1,003.04 55.60% 主要是报告期利润增加。 

 

2、 利润变动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10 年 
7-9 月 

2009 年 
7-9 月 

增减额 增减幅度 变动原因 

营业 
收入 

2,978.57 6,792.12 -3,813.55 -56.15%

主要是报告期①华联商厦闭店整体装修，较上年

同期减少零售商业营业收入 2,884.31 万元；②上

年同期原子公司牡丹江大通燃气有限公司实现营

业收入 812.82 万元，本期因该公司已转让，无此

项收入。 

营业 
成本 1,608.69 4,307.29 -2,698.60 -62.65%

主要是报告期因上述营业收入减少，对应的营业

成本也相应下降，其中：华联商厦减少营业成本

2,247.70 万元，减少牡丹江大通燃气有限公司营业

成本 520.67 万元。 

财务 
费用 

142.71 369.62 -226.91 -61.39%
主要是根据华联商厦二期工程进度，资金的利息

资本化增加，相应减少利息费用。 

资产减

值损失 0 75.09 -75.09 -100.00%
主要是上年同期牡丹江大通燃气有限公司计提固

定资产减值准备 52.15 万元，而本期无此因素。 

投资 
净收益 

10.59 45.77 -35.18 -76.86%
主要是上年同期收到中铁信托公司分配的现金红

利 45.73 万元，而本期无此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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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 
利润 -201.43 591.29 -792.72 -134.07%

主要是报告期①零售商业因停业改造装修等原

因，营业收入减少，营业利润比上年同期减少

623.16 万元；②城市燃气管道业因合并范围变化

及配套费收入减少等原因，营业利润比上年同期

减少 331.55 万元；③公司贷款利息资本化增加等

原因，相应减少财务费用 199.23 万元。 

营业外

支出 7.02 184.15 -177.13 -96.19%
主要是上年同期牡丹江大通燃气有限公司对固定

资产进行清理产生损失 174.26 万元。 

利润 
总额 

-201.37 423.56 -624.93 -147.54%
主要是本期营业利润减少和营业外支出减少所

致。 

所得税 -53.71 104.50 -158.21 -151.40% 主要是本期应税利润减少所致。 

净利润 -147.66 319.07 -466.73 -146.28% 主要是本期利润总额减少所致。 

 
3、 现金流量变动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10 年 
1-9 月 

2009 年 
1-9 月 

增减额 增减幅度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887.49 1,871.77 15.72 0.84% 主要是本报告期收到销售款较上年同期

略有增加。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8,533.74 200.64 -8,734.38 -4353.26%

主要是本报告期①支付华联商厦二期工

程项目比上年同期增加 7,698.44 万元；

②燃气管网工程支出比上年同期减少

1,294.79 万元；③新增两公司投资款

688.74 万元；④收到股权转让款及往来

款比上年同期减少 2,326.82 万元。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453.79 -5,513.73 3,059.94 55.50% 主要是上年同期偿还恒丰银行贷款

3,000 万元所致。 

现金及现金等价

物净增加额 -9,100.03 -3,441.32 -5,658.71 -164.43%

主要是本期投资活动现金净流出比上年

同期增加 8,734.38 万元，筹资活动动现

金净流出比上年同期减少 3,059.94 万

元。 
 

3.2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3.2.1 非标意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3.2.2 公司存在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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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签署和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3.2.4 其他 

√ 适用 □ 不适用 
成都华联商厦二期改造工程项目 1-6 层经营楼层与旧华联商厦整体对接统一装修已完工，新华联商厦于 2010

年 9 月 27 日崭新开业，7-26 层写字楼装修施工及销售工作正在进行中。截止本报告期末，华联商厦二期改

造工程项目累计投入资金 13,880.44 万元，工程投入占预算比例为 73.86%，本报告期尚未产生收益。 

3.3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项 承诺人 承诺内容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天津大通投

资集团有限

公司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承诺人做出了法定承诺。除法定承

诺外，公司第一大股东天津大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还承诺：其持

有的本公司非流通股股票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至少在 36 个

月内不上市交易；自上述禁售期满后十二个月内，天津大通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股份的最低减持

价格不低于 6 元/股（若自非流通股份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至出

售股份期间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等除权、除息事

项，则对该价格进行除权、除息处理）。  

履行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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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

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3.5 其他需说明的重大事项 

3.5.1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序号 
证券 
品种 

证券 
代码 

证券简称 初始投资金

额（元）

期末持有

数量（股）

期末账面

值 

占期末证券

总投资比例 
（%） 

报告期损益 

1 股票 300126 锐奇股份 17,000.00 500 17,000.00 5.27% 0.00

2 股票 002486 嘉麟杰 5,450.00 500 5,450.00 1.69% 0.00

3 基金 110022 易方达消费行业 300,000.00 300,000 300,000.00 93.04% 0.00

期末持有的其他证券投资 0.00 - 0.00 0.00% 0.00

报告期已出售证券投资损益 - - - - 105,885.51

合计 322,450.00 - 322,450.00 100% 105,88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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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投资情况说明 
为提高公司闲置资金利用率，经公司总经理办公会审议通过，同意利用不超过 500 万元的闲置流动资金投资

新股。本报告期（2010 年 7-9 月）上述证券投资影响公司非经营性损益 105,885.51 元。 

3.5.2 报告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情况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的资料

2010 年 7-9 月 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沟通 投资者 华联商厦二期工程装修情况 

3.6 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3.6.1 报告期末衍生品投资的持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四川大通燃气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李占通 

二○一○年十月二十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