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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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丁立国、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郑平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谢树江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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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661,453.55 161,245,513.88 43.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5,261,346.59 1,329,232.12 -1,248.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5,085,383.68 256,459.65 -5,982.1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3,332,284.92 29,858,375.52 -144.6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3 0.004 -1,175.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3 0.004 -1,175.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0% 0.14% 减少 1.74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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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286,582.41 1,986,493,780.21 1.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946,239,064.12 961,500,410.71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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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452.85 
是报告期各子公司固定资产处

置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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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305.01 

是报告期收到的各项政府奖励、

补贴等。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

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

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

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

的投资收益 

175.53 

是报告期公司出售 140.35 万股

已提减值准备的亚美能源股票

收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2,872.94 
主要是报告期子公司大连燃气

处置部分原材料影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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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所得税影响额 450,214.46 

报告期公司出售 140.35 万股亚

美能源股票原计提的减值准备

对应递延所得税资产冲回。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6,445.22  

合计 -175,962.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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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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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897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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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顶信瑞通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2.00% 114,761,828  质押 91,800,000 

天津大通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31% 40,544,528  质押 40,340,000 

陈蓉章 境内自然人 2.13% 7,644,613  质押 7,444,613 

四川大通燃气开

发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期员工持

股计划 

其他 1.79% 6,413,700    

李朝波 境内自然人 1.55% 5,567,600  质押 5,500,000 

李可珍 境内自然人 0.86% 3,081,552  质押 3,081,474 

深圳能源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43% 1,540,000    

程东海 境内自然人 0.33% 1,1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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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宏生 境内自然人 0.30% 1,060,500    

刘颖梅 境内自然人 0.29% 1,0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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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顶信瑞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14,761,828 人民币普通股 114,761,828 

天津大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40,544,528 人民币普通股 40,544,528 

陈蓉章 7,644,613 人民币普通股 7,644,613 

四川大通燃气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6,413,700 人民币普通股 6,413,700 

李朝波 5,567,600 人民币普通股 5,567,600 

李可珍 3,081,552 人民币普通股 3,081,552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54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540,000 

程东海 1,19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190,000 

于宏生 1,060,500 人民币普通股 1,060,500 

刘颖梅 1,04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4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北京顶信瑞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

于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及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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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程东海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200,0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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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资产负债变动情况：                                                                            单位：元 

项目 2020年3月31日 2019年12月31日 增减额 增减幅度 增减变动原因 

交易性金融 

资产 
      1,697,209.60  -1,697,209.60 -100.00% 

是报告期公司出售140.35万股亚美能源股票

所致。 

存货     34,408,479.46     74,580,916.98  -40,172,437.52 -53.86% 

主要是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

则，按合同履约进度确认的收款权利和履约

义务分别列报至合同资产或合同负债所致。 

合同资产     17,471,034.96    17,471,034.96 100.00% 

是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

按合同履约进度确认的收款权利列报至合同

资产所致。 

预收款项      91,038,634.07  -91,038,634.07 -100.00% 
是报告期初公司执行新收入准则将2019年12

月31日预收款项调整至合同负债所致。 

合同负债     79,359,205.33    79,359,205.33 100.00% 

是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

按合同履约进度确认的履约义务列报至合同

负债所致。 

应交税费     11,675,599.46     18,206,462.53  -6,530,863.07 -35.87% 主要是报告期公司缴纳了期初税费所致。 

2、经营成果变动情况：                                                                            单位：元 

项目 2020年1-3月 2019年1-3月 增减额 增减幅度 增减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231,661,453.55 161,245,513.88 70,415,939.67 43.67% 

主要是报告期合并范围比去年同期增加子公

司苏州天泓，以及因疫情影响部分子公司营收

减少共同影响所致。 

营业成本 203,780,163.48 128,966,001.95 74,814,161.53 58.01% 
主要是报告期合并范围比去年同期增加子公

司苏州天泓影响所致。 

管理费用 23,220,527.91 16,764,457.09 6,456,070.82 38.51% 
主要是报告期合并范围比去年同期增加子公

司苏州天泓影响所致。 

财务费用 9,987,324.48 6,109,260.66 3,878,063.82 63.48% 
主要是因上年银行借款增加致报告期利息费

用同比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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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收益 108,989.81   108,989.81 100.00% 主要是报告期收到稳岗补贴等影响所致。 

投资收益 -567,165.54 227,589.48 -794,755.02 -349.21% 
主要是报告期出售完毕港股亚美能源清算管

理费和托管费等影响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

收益 
  1,394,963.98 -1,394,963.98 -100.00% 

主要是报告期出售完毕港股亚美能源影响所

致。 

信用减值损失

（损失以 “-”

号填列） 

131,282.87 3,500.00 127,782.87 3650.94% 
是报告期计提的信用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增

加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

（损失以 “-”

号填列） 

588.35 22,533.19 -21,944.84 -97.39% 
是报告期处置固定资产收益较上年同期减少

所致。 

营业利润 -13,445,842.43 4,572,910.35 -18,018,752.78 -394.03% 
主要是报告期营业毛利减少、管理费用和财务

费用增加共同影响所致。 

营业外收入 248,273.59 33,674.10 214,599.49 637.28% 
主要是报告期子公司收到政府补助较上年同

期增加所致。 

营业外支出 90,220.95 41,878.48 48,342.47 115.44% 主要是报告期对外捐赠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利润总额 -13,287,789.79 4,564,705.97 -17,852,495.76 -391.10% 主要是报告期营业利润减少所致。 

净利润 -15,146,827.87 2,060,608.53 -17,207,436.40 -835.07% 主要是报告期利润总额减少所致。 

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

润 

-15,261,346.59 1,329,232.12 -16,590,578.71 -1248.13% 主要是报告期净利润减少所致。 

3、现金流量变动情况：                                                                            单位：元 

项目 2020年1-3月 2019年1-3月 增减额 增减幅度 增减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3,332,284.92     29,858,375.52  -43,190,660.44 -144.65% 

主要是报告期受疫情影响各燃气子公司经营收

款减少影响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9,236,372.83    -15,435,875.90  6,199,503.07 40.16% 

主要是报告期购建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同比减

少和收回出售港股亚美能源股票款共同影响所

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59,478,969.30     37,749,230.87  21,729,738.43 57.56% 主要是报告期银行借款净流入增加所致。 

现金及现金等价

物净增加额 
   36,910,311.55     52,171,730.49  -15,261,418.94 -29.25% 

主要是报告期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减少

和筹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增加共同影响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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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2月，公司部分银行账户及所持子公司大连新世纪燃气有限公司100%的股权存在被冻结的情形，原因系深圳市

中燃燃气有限公司因2009年11月受让牡丹江燃气股权，所涉及的原煤气工程建设集资券未回收金额超过约定金额部分要求公

司承担并赔偿违约金，向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于 2019 年 10 月 31 日受理了深圳中燃

诉公司的牡丹江燃气股权转让纠纷一案，公司于2020年1月收到相关诉讼文书，公司目前正积极推进相关法务工作以维护公

司的合法权益。截至本公告日，上述诉讼尚未开庭审理。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公司部分银行账户及子公司大连燃气股权

存在冻结的情形。 
2019 年 12 月 03 日 

巨潮资讯网：《关于部分银行账户及子公司股权

被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64） 

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于 2019 年 10 月 

31 日受理了深圳市中燃燃气有限公司诉公

司的牡丹江燃气股权转让纠纷一案。 

2020 年 01 月 23 日 
巨潮资讯网：《关于诉讼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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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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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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20 年 01 月 01 日-2020 年

03 月 31 日 
电话沟通 其他 

公司业绩预告、担保情况、疫情影响、

股价走势等情况。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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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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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大通燃气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丁立国 

 二○二○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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