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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67                           证券简称：陕天然气                           公告编号：2019-036 

陕西省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陕天然气 股票代码 002267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梁倩 张五月 

办公地址 
陕西省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 A1 区开元
路 2 号 

陕西省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 A1 区开元
路 2 号 

电话 
029-86156011（办公室）  

029-86156168（公司前台） 

029-86156198（办公室）  

029-86156168（公司前台） 

电子信箱 wendyliang81@yahoo.com may-zhang@163.com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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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47,235,942.92 4,285,002,247.84 20.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22,259,163.73 326,735,666.91 -3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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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217,603,987.81 326,060,856.69 -33.2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927,399,655.24 762,629,561.69 21.6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999 0.2938 -31.9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999 0.2938 -31.9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86% 5.73%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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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08,643,188.49 11,724,077,442.51 1.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803,258,390.01 5,643,756,175.63 2.83%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6,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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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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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华山创

业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69% 29,907,004    

中央汇金资

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45% 16,094,400    

渤海国际信
托股份有限

公司－渤海

富盈 36 号单

一资金信托 

其他 1.28% 14,210,000    

陕西秦龙电
力股份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0.85% 9,465,012    

香港中央结

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72% 8,041,070    

安徽省铁路
发展基金股

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72% 8,018,095    

鹿向杰 境内自然人 0.63% 7,000,000    

庞开明 境内自然人 0.61% 6,793,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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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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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具体不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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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上半年，面对严峻复杂的内外部环境，我们按照公司董事会、党委一系列决策部署，紧盯年度目标，保持稳定，狠抓落

实，积极推进各方面工作，经营局面总体平稳有序。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销气量33.18亿方，实现营业收入51.47亿元，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22亿元，实现固定资产

投资3.11亿元。报告期末，公司资产总额119.09亿元，负债总额59.33亿元，所有者权益总额58.13亿元，资产负债率49.82%。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完成以下方面工作： 

    （一）稳增长，提效益，生产任务双过半。报告期内，公司销售气量33.18方，完成年度计划的51.00%（其中城市燃气

管网销气2.34亿方）；实现营业收入51.47亿元，完成年度计划的50.81%；实现利润总额3.17亿元，完成年度计划的78.86%；
发展用户13974户，完成2家管道气用户、1家直供用户通气工作完成全省7个煤改气用户市场调研工作、完成8个“五小”用

户用气意向框架合同签订工作。 

（二）履责任，勇担当，完成冬季保供使命。冬季高峰供气期间，公司建立冬季高峰联动工作机制及冬季高峰日调度、

日报告制度，实行生产经营与行政管理24小时双值班，保障冬季高峰平稳运行，全面完成冬季保供任务，彰显了国企担当。

“冬高”期间，公司组织与上、下游签订了冬季、调峰气协同采购等5类200余份合同，实现了合同全覆盖；落实采暖季上游

供气资源34.6亿，并争取合同外用气指标3.5亿方。 

（三）抓经营，促管理，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一是建立用户信用等级，实施分类管理，确保七款及时足额收回。二是

建立健全用户档案，组织各分公司对辖区内用户信息进行收集、整理，已完成43家用户档案信息的整理工作。三是公司积极

采用先进管理方法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建立电子营销系统，搭建公司经营管理平台，实现信息自动化管理，提高工作效率

和工作质量。四是以低于基准贷款利率取得10亿元融资租赁筹资，有效降低资金成本。五是推行子公司用户安装工程财务核

算流程标准化建设，规范子公司工程财务核算标准。 
（四）强科研，重创新，技术研发成果丰富。报告期内，公司组建工程研究中心，扩充科技开发人员队伍，统筹推进科

技创新项目和技术研发工作，通过搭建远程操控系统及智慧燃气管理平台，实现了系统整合及智能管理。公司先后组织参加

了陕西省科协“三新三小”创新竞赛活动、行标修订等多项科技活动，取得了包括《基于多源遥感数据的智能管道运行管理

模型研究》项目、《长输天然气管道生产数据管理系统》项目等创新竞赛奖项，同时参与制定行业标准2项，科技成果丰硕。 

（五）强管理，夯基础，安全生产平稳运行。一是扎实开展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及隐患排查整治，组织春检、消防、防汛
等专项检查活动3次，排查各类安全隐患、遗留问题等共计919项，完成整治782项。二是开展安全生产月活动，通过组织“安

全生产大讲堂”、开展安全合格证培训、举办安全生产知识竞赛等活动，丰富广大员工安全知识、提升全员安全意识。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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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推进项目三同时治理，下发执行《建设项目“三同时”手续办理工作奖惩办法》，共办理完成三同时手续4项。四是在应

急抢险演练活动中，首次实现应急演练和调度指挥中心实时联动机制。五是获得陕西省应急管理厅授予“2018年度陕西省安

全文化建设示范企业”荣誉称号。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财政部 2017 年 3 月发布了《企业会计
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财会[2017]7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财会[2017]8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

计》(财会[2017]9 号)，2017 年 5 月发

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

具列报》（财会[2017]14 号），公司自

2019 年 1月 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
则，并按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要求列报金

融工具相关信息，不对比较财务报表追
溯调整 

经公司 2019 年 2 月 26 日召开的第
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四届监
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详情请查阅《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

告》（公告编号：2019-004）。 

财政部于 2019年 4 月 30日颁布了《关

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

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 号)，经

董事会审议,公司按照上述通知编制 

2019 年半年度财务报表 

经公司 2019 年 2 月 26 日召开的第

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四届监

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详情请查阅《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

告》（公告编号：2019-004）。 

相应财务报表项目格式进行调整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 影响金额（增加/减少 

  2018 年 12月 31日合并报表 
2018 年 12月 31日母公司

报表 

公司将原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分别

对应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项目 
应收账款 451,336,023.14 596,740,193.03 

 应收票据 50,000.00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451,386,023.14 -596,740,193.03 

公司将原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分
别对应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项目 

应付账款 1,202,946,112.28 905,502,521.88 

 应付票据 3,096,307.71 3,096,307.71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1,206,042,419.99 -908,598,829.59 

 

2.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会计估计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开始适用的时

点 
备注 

为了能够更加公允、恰当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使固 经公司 2019 2019 年 02 月 详情请查阅《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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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资产折旧年限与其实际使用寿命更加接近，公司对固定资产的使
用情况和使用年限进行了评估。近年来，公司不断加大对输气管线

的技术改造、安全隐患治理改造、定期检修及维护保养，输气管线
的主要材料为钢管，防腐工艺的改进可有效延长钢管的使用寿命，

预计输气管线使用寿命可超过30年，而公司目前执行的输气管线折

旧年限为20年，输气管线折旧政策已不能合理反映输气管线实际使

用状况。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4 号—固定资产》及公司相关规定，公

司将输气管线折旧年限由原20年变更为30年。 

年 2 月 26 

日召开的第

四届董事会
第二十一次

会议、第四届

监事会第十

九次会议审

议通过。 

01 日 会计估计变更的
公告》（公告编号：

2019-005） 

3.首次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项目情况 

（1）合并资产负债表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2019年01月01日 调整数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903,339,020.50 903,339,020.50  

  结算备付金    

  拆出资金    

  交易性金融资产 不适用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

益的金融资产 

 不适用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50,000.00 50,000.00  

  应收账款 451,336,023.14 451,336,023.14  

  应收款项融资 不适用   

  预付款项 356,064,163.15 356,064,163.15  

  应收保费    

  应收分保账款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其他应收款 6,885,220.60 6,885,220.60  

   其中：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142,368,128.03 142,368,128.03  

  合同资产 不适用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44,946,054.09 44,946,054.09  

流动资产合计 1,904,988,609.51 1,904,988,609.51  

非流动资产：    

  发放贷款和垫款    

  债权投资 不适用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不适用  

  其他债权投资 不适用   

  持有至到期投资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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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652,763,463.23 652,763,463.23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不适用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不适用   

  投资性房地产 14,410,512.13 14,410,512.13  

  固定资产 7,363,134,411.03 7,363,134,411.03  

  在建工程 1,148,836,681.69 1,148,836,681.69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使用权资产 不适用   

  无形资产 440,980,876.43 440,980,876.43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559,582.12 559,582.12  

  递延所得税资产 43,038,976.30 43,038,976.30  

  其他非流动资产 155,364,330.07 155,364,330.07  

非流动资产合计 9,819,088,833.00 9,819,088,833.00  

资产总计 11,724,077,442.51 11,724,077,442.51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1,465,000,000.00 1,465,000,000.00  

  向中央银行借款    

  拆入资金    

  交易性金融负债 不适用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
益的金融负债 

 不适用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3,096,307.71 3,096,307.71  

  应付账款 1,202,946,112.28 1,202,946,112.28  

  预收款项 371,662,974.56 371,662,974.56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吸收存款及同业存放    

  代理买卖证券款    

  代理承销证券款    

  应付职工薪酬 114,271,371.73 114,271,371.73  

  应交税费 16,131,747.00 16,131,747.00  

  其他应付款 235,732,683.84 235,732,683.84  

   其中：应付利息 29,964,823.51 29,964,823.51  

      应付股利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分保账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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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同负债 不适用   

  持有待售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1,441,622,433.60 1,441,622,433.60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4,850,463,630.72 4,850,463,630.72  

非流动负债：    

  保险合同准备金    

  长期借款 471,847,250.00 471,847,250.00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租赁负债 不适用   

  长期应付款 490,268,096.66 490,268,096.66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预计负债    

  递延收益 98,720,058.60 98,720,058.60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1,060,835,405.26 1,060,835,405.26  

负债合计 5,911,299,035.98 5,911,299,035.98  

所有者权益：    

  股本 1,112,075,445.00 1,112,075,445.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1,290,062,302.93 1,290,062,302.93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75,610,466.71 75,610,466.71  

  专项储备 124,686,349.43 124,686,349.43  

  盈余公积 504,415,041.02 504,415,041.02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2,536,906,570.54 2,536,906,570.5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5,643,756,175.63 5,643,756,175.63  

  少数股东权益 169,022,230.90 169,022,230.90  

所有者权益合计 5,812,778,406.53 5,812,778,406.53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11,724,077,442.51 11,724,077,442.51  

（2）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2019年01月01日 调整数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630,860,289.26 630,860,28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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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易性金融资产 不适用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
益的金融资产 

 不适用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596,740,193.03 596,740,193.03  

  应收款项融资 不适用   

  预付款项 319,098,153.76 319,098,153.76  

  其他应收款 4,110,935.26 4,110,935.26  

   其中：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存货 93,415,564.28 93,415,564.28  

  合同资产 不适用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2,342,614.18 2,342,614.18  

流动资产合计 1,646,567,749.77 1,646,567,749.77  

非流动资产：    

  债权投资 不适用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不适用  

  其他债权投资 不适用   

  持有至到期投资  不适用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1,203,231,591.67 1,203,231,591.67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不适用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不适用   

  投资性房地产 14,410,512.13 14,410,512.13  

  固定资产 6,597,241,468.96 6,597,241,468.96  

  在建工程 752,511,746.69 752,511,746.69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使用权资产 不适用   

  无形资产 303,350,437.04 303,350,437.04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37,639,796.74 37,639,796.74  

  其他非流动资产 155,364,330.07 155,364,330.07  

非流动资产合计 9,063,749,883.30 9,063,749,883.30  

资产总计 10,710,317,633.07 10,710,317,63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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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1,350,000,000.00 1,350,000,000.00  

  交易性金融负债 不适用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

益的金融负债 

 不适用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3,096,307.71 3,096,307.71  

  应付账款 905,502,521.88 905,502,521.88  

  预收款项 116,110,327.55 116,110,327.55  

  合同负债 不适用   

  应付职工薪酬 96,028,252.81 96,028,252.81  

  应交税费 9,495,894.57 9,495,894.57  

  其他应付款 200,571,599.03 200,571,599.03  

   其中：应付利息 29,657,568.61 29,657,568.61  

      应付股利    

  持有待售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1,396,447,183.60 1,396,447,183.60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4,077,252,087.15 4,077,252,087.15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420,000,000.00 420,000,000.00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租赁负债 不适用   

  长期应付款 488,268,096.66 488,268,096.66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预计负债    

  递延收益 92,179,097.93 92,179,097.93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1,000,447,194.59 1,000,447,194.59  

负债合计 5,077,699,281.74 5,077,699,281.74  

所有者权益：    

  股本 1,112,075,445.00 1,112,075,445.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1,289,900,120.63 1,289,900,120.63  

  减：库存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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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综合收益 75,610,466.71 75,610,466.71  

  专项储备 119,502,782.69 119,502,782.69  

  盈余公积 504,415,041.02 504,415,041.02  

  未分配利润 2,531,114,495.28 2,531,114,495.28  

所有者权益合计 5,632,618,351.33 5,632,618,351.33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10,710,317,633.07 10,710,317,633.07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期因公司收购吴起宝泽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增加了合并报表的范围，合并日为2019年1月31日，持股比例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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