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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通燃气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季度季度报告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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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 9 名董事参与了本次会议的表

决。 

1.3 公司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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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增减变动（％） 

总资产（元） 696,421,799.90 678,653,331.02 2.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元） 282,695,921.35 281,912,474.24 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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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6 1.262 0.32%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营业总收入（元） 96,861,834.93 78,466,332.25 23.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83,447.11 4,808,767.49 -83.7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9,870,623.96 -8,968,889.14 433.05%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股） 0.134 -0.040 435.0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4 0.022 -81.8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4 0.022 -81.8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28% 1.73% 减少 1.45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28% 1.71% 减少 1.43 个百分点 

  



四川大通燃气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季度季度报告正文 

 - 2 -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2,590.96 

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1,085.71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1,209.67 

所得税影响额 2,802.42 

合计 -6,9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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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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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49,845 人民币普通股 

罗秋金 1,87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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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建银投资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1,339,945 人民币普通股 

陈顺水 696,200 人民币普通股 

王永明 694,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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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镇根 610,001 人民币普通股 

四川三元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609,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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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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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资产变动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11 年 

3 月 31 日 

2011 年 

1 月 1日 
增减额 增减幅度 变动原因 

应收账款 280.28 725.55 -445.27 -61.37% 
主要是本报告期末应收商品销售款减少所

致。 

预付账款 865.56 448.48 217.08 33.48% 
主要是本报告期末预付商品购货款增加所

致。 

其他应收款 741.93 498.27 243.66 48.90% 
主要是本报告期子公司上饶大通燃气工程有

限公司购营业用店面预付 207.75 万元。 

在建工程 10,113.68 8,011.65 2,102.03 26.24% 
主要是本报告期华联商厦二期工程项目增加

投入 1,894.07 万元。 

预收账款 13,862.92 10,135.53 3,727.39 36.78% 
主要是本报告期预收写字楼销售款 3,573.66

万元。 

应交税费 -517.96 140.45 -658.41 -468.79% 
主要是上年末提取的税费在本报告期缴纳、

本报告期写字楼预售款预缴税费所致。 

3.1.2 利润变动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11 年 

1-3 月 

2010 年 

1-3 月 
增减额 增减幅度 变动原因 

营业成本 7,113.95 5,170.66 1,943.29 37.58% 

主要是本报告期商业零售业营业收入增加

相应营业成本增加 1,600.90 万元，增幅

37.22%，管道燃气业气费成本提高相应增加

营业成本 394.55 万元，增幅 47.63% 

管理费用 892.64 626.25 266.39 42.54% 
主要是本报告期新增华联商厦营业楼装修

摊销费等 108.85 万元. 

营业利润 149.41 642.38 -492.97 -76.74% 

主要是本报告期两燃气子公司由于配套费

收入确认减少和气费成本增加，本期营业利

润比上年同期减少 478.75 万元； 

营业外收入 0.26 6.78 -6.52 -96.17% 
主要是本报告期收到政府补助款比上年同

期减少 6.78 万元。 

利润总额 148.55 649.14 -500.59 -77.12% 主要是本报告期营业利润减少所致。 

所 得 税 74.92 169.33 -94.41 -55.76% 主要是本报告期利润减少所致。 

净 利 润 73.63 479.81 -406.18 -84.65% 主要是利润总额和所得税综合影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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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现金流量变动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11 年 

1-3 月 

2010 年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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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87.06 -896.89 3,883.95 433.05% 

主要是本期收到写字楼预售款 3,573.66

万元。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201.73 -1,436.92 -764.81 -53.23% 

主要是上年同期收到牡丹江大通燃气公

司股权转让尾款 970.00 万元。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688.91 -895.83 206.92 23.10% 

主要是本期银行借款净额比上年同期增

加 161.70 万元。 

现金及现金等价

物净增加额 
96.42 -3,229.64 3,326.06 102.99% 主要是以上因素综合影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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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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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成都华联商厦有限责任公司投资开发的华联东环广场（华联商厦二期工程）项目，至本

报告期末已累计投入资金 17,452.86 万元，完成工程进度 92.88%，东环广场写字楼项目收到预售款 11,582.19

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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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等有关方在报告期内或

持续到报告期内的以下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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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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 110022 易方达消费行业 300,000.00 300000 294,900.00 93.65% - 

2 基金 585001 东吴中证新兴产业指数 20,000.00 20000 20,000.00 6.35% - 

期末持有的其他证券投资  -    

报告期已出售证券投资损益 - - - - -1,085.71 

合  计 320,000.00  314,900.00 100% -1,085.71 

证券投资情况说明 

经公司总经理办公会审议同意利用闲置流动资金投资新股，本报告期证券投资影响公司非经常性损益

-1,08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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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年 1-3 月 公司办公地 电话沟通 投资者 公司经营情况 

2011 年 3 月 30、3`1 日 公司办公地 电话沟通 投资者 公司股票停牌原因及复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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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年四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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