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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刘宏波、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任妙良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王艳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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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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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75,513,183.20 3,765,705,508.89 -7.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83,172,373.35 301,839,852.24 -6.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281,430,592.79 297,928,096.32 -5.5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76,953,870.66 1,179,469,074.86 -51.0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546 0.2714 -6.1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546 0.2714 -6.1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62% 5.24% -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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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03,303,473.58 12,031,772,832.46 -1.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319,481,792.37 5,990,079,157.94 5.5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558,557.73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35,954.15  

减：所得税影响额 80,117.26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7,385.94  

合计 1,741,780.56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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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5,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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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燃气集团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5.36% 615,650,588 0   

澳门华山创业

国际经济技术

合作与贸易有

限公司 

境外法人 5.53% 61,507,852 0   

陕西华山创业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69% 29,907,004 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1.45% 16,094,400 0   

陕西秦龙电力

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85% 9,465,012 0   

安徽省铁路发

展基金股份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0.78% 8,638,095 0   

#庞开明 境内自然人 0.60% 6,650,853 0   

#鹿向杰 境内自然人 0.59% 6,558,600 0   

工银瑞信基金

－农业银行－

工银瑞信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

计划 

其他 0.47% 5,270,300 0   

南方基金－农

业银行－南方

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0.47% 5,270,300 0   

中欧基金－农

业银行－中欧

中证金融资产

其他 0.47% 5,270,3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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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计划 

博时基金－农

业银行－博时

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0.47% 5,270,300 0   

大成基金－农

业银行－大成

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0.47% 5,270,300 0   

嘉实基金－农

业银行－嘉实

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0.47% 5,270,300 0   

广发基金－农

业银行－广发

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0.47% 5,270,300 0   

华夏基金－农

业银行－华夏

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0.47% 5,270,300 0   

银华基金－农

业银行－银华

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0.47% 5,270,300 0   

易方达基金－

农业银行－易

方达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47% 5,270,300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陕西燃气集团有限公司 615,650,588 人民币普通股 615,650,588 

澳门华山创业国际经济技术合

作与贸易有限公司 
61,507,852 人民币普通股 61,507,852 

陕西华山创业有限公司 29,907,004 人民币普通股 29,907,004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16,094,400 人民币普通股 16,094,400 

陕西秦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9,465,012 人民币普通股 9,465,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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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铁路发展基金股份有限

公司 
8,638,095 人民币普通股 8,638,095 

#庞开明 6,650,853 人民币普通股 6,650,853 

#鹿向杰 6,558,600 人民币普通股 6,558,600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工

银瑞信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5,270,300 人民币普通股 5,270,300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方中

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5,270,300 人民币普通股 5,270,300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中

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5,270,300 人民币普通股 5,270,300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时中

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5,270,300 人民币普通股 5,270,300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中

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5,270,300 人民币普通股 5,270,300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中

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5,270,300 人民币普通股 5,270,300 

广发基金－农业银行－广发中

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5,270,300 人民币普通股 5,270,300 

华夏基金－农业银行－华夏中

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5,270,300 人民币普通股 5,270,300 

银华基金－农业银行－银华中

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5,270,300 人民币普通股 5,270,300 

易方达基金－农业银行－易方

达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5,270,300 人民币普通股 5,270,3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中，除 3 家发起人股东（澳门华山创业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与贸易

有限公司、陕西华山创业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陕西秦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之间

存在关联关系外，对其他股东未知其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

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情况说明（如有） 
具体不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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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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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报表项目 
期末余额（或本期发

生额 

期初余额（或上年同期发

生额） 
变动比率 变动原因 

应收账款  343,710,481.74   230,277,454.29  49.26% 本期销售回款减少所致 

预付款项  200,715,997.21   382,835,563.70  -47.57% 本期随着采暖季结束预付气款减少所致 

其他应收款  13,181,206.71   9,005,892.09  46.36% 本期应收承包单位款项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41,765,797.73   109,160,921.24  -61.74% 本期母公司增值税进项留抵减少所致 

开发支出  2,483,974.40   1,656,415.09  49.96% 本期科技项目未达到可使用状态所致 

预收款项  465,840,182.27   711,663,740.88  -34.54% 本期随着采暖季结束预收气款减少所致 

应交税费  62,665,313.23   13,768,993.89  355.12% 本期应交流转税较期初增加所致 

长期应付款  466,795,829.74   768,804,314.25  -39.28% 本期支付融资租赁租金所致 

税金及附加  9,299,866.31   20,177,389.18  -53.91% 本期缴纳的增值税较上期减少所致 

财务费用  28,298,738.99   41,204,908.04  -31.32% 
本期有息负债规模减少及融资成本下降

综合所致 

其他收益  1,558,557.73   895,831.74  73.98% 本期收到失业保险费返还所致 

投资收益  20,761,924.98   1,244,122.04  1568.80% 本期联营企业盈利较上期增加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13,558,280.09   3,122,857.60  -534.16% 
本期计提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较上期增加

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  -     3,733,892.94  -100.00% 本期未发生资产处置事项 

营业外收入  424,204.92   20,059.61  2014.72% 本期收对方单位违约金赔偿款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576,953,870.66   1,179,469,074.86  -51.08% 本期销售商品收到现金较上期减少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29,733,582.25   -232,115,210.51  44.11% 

本期股权投资支付的现金较上期减少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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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分别于2020年3月7日、2020年3月25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

议及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受让渭南市天然气有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以自有资金

151,706,334元人民币受让陕西燃气集团所持有的渭南天然气51%的股权。截至4月9日，公司受让渭南天然气51%股权事项已

完成股东变更和工商登记手续，渭南天然气正式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鉴于政策原因，陕西燃气集团将原承诺

期限 2018年 4月 10日前完成的渭南天

然气股权转让事项，延期至 2020 年 4

月 10 日前完成，并出具的《关于避免

同业竞争的补充承诺函》。公司自 2019

年 8 月起推进渭南天然气股权受让工

作，已与控股股东签订《股权转让协

议》，并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

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

及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

准。2020 年 4 月 9 日，渭南天然气在

渭南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办理完成股东

变更登记手续。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10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受

让渭南市天然气有限公司股权进展暨

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2020 年 03 月 10 日 

《关于受让渭南市天然气有限公司股

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16） 

2020 年 04 月 10 日 

《关于受让渭南市天然气有限公司股

权进展暨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24）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五、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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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七、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九、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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