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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浩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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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浩源 股票代码 002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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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小锋 翟新超 

办公地址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市英阿瓦提路 2

号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市英阿瓦提路 2

号 

电话 0997-2285210 0997-2530396 

电子信箱 xjhyhxf@163.com akszx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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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268,144.17 173,405,100.30 38.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0,539,820.39 31,801,239.12 -3.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30,117,100.98 31,575,871.77 -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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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1,507,598.18 24,809,248.28 -53.6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23 0.0753 -3.9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23 0.0753 -3.9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96% 3.26% -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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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3,128,822.41 1,245,804,389.57 0.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035,683,951.61 1,016,802,075.40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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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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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举东 境内自然人 28.50% 120,384,000 90,288,000 质押 120,053,000 

阿克苏盛威实
业投资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2.50% 95,040,000 0 质押 95,040,000 

胡中友 境内自然人 6.00% 25,344,000 19,008,000 质押 25,343,300 

阿克苏众和投
资管理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75% 15,840,000 0   

张文江 境内自然人 1.82% 7,668,000 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1.19% 5,006,300 0   

胡珊 境内自然人 0.55% 2,314,000 0   

上海方圆达创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方圆－东方 1

号私募投资基

金 

其他 0.47% 1,988,400 0   

李骏 境内自然人 0.44% 1,870,000 0   

张胜红 境内自然人 0.38% 1,60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公司第一大股东周举东先生除直接持有公司股份外，还同时持有阿克苏盛威实业投资

有限公司 50.98%的股份和阿克苏众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5.45%股份。除此之外周举东先

生与胡中友、张文江、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胡珊、上海方圆达创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方圆－东方 1 号私募投资基金、李骏、张胜红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

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胡中友、张文江和胡珊之间以及他
们与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上海方圆达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方圆－

东方 1 号私募投资基金、李骏、张胜红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除上述说明外其他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情况不详。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本公司股票不是融资融券标的证券。本表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中：阿克苏众和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开通了融资融券业务，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5,840,0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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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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主要业务发展指标完成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董事会围绕年初制定的发展目标，积极开拓市场，强化安全运营管理和维稳安保措施的落实，用心服

务用户，加快释放募集资金项目的产能，天然气销售量略有增加。但由于受经济下行压力的影响，房地产市场低迷导致天然
气入户安装工程量减少。主要业务发展指标完成情况如下： 

 

指标 单位 2019年中期 2018年中期 增长幅度% 

一、天然气销售   万方         10,524            8,921          17.97% 

二、入户安装     户          1,491            1,874          -20.44%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4,026.81万元，同比增加38.56%；利润总额3,534.97万元，同比下降6.53%；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3,053.98万元，同比下降3.97%；实现每股收益0.0723元。截止2019年6月30 日，公司资产总额为125,312.88万
元，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为103,568.40万元。 

2.供气设施及用户情况 

截止2019年中期，母公司已拥有天然气长输管道148公里；城市高、中压市政管道380公里，CNG牵引车8辆，罐车18

辆。已建成并运行场站21座，其中门站/母站/加气站三合一站3座，门站/加气站二合一站6座，母站/加气站二合一站1座；单

一加气站11座，基本满足区域市场需求和布局。拥有天然气居民用户16.47万户，公服用户2,410户。 

3. 安全生产及维稳安保工作 

公司是危化品经营企业，始终把安全生产放在首位，牢固树立“安全是企业的生命线”，“抓安全就是抓效益”的理念，层
层签订《安全生产工作目标责任书》，建立了企业安全生产监督检查机制和隐患排查整改机制，把安全责任落实到人，保证

安全生产制度得到有效贯彻执行。建立应急事故预案并定期进行演练，妥善处理各种突发的安全事故。公司于2018年获得自
治区安全生产标准化二级达标企业证书、CNG运输车队获地区危险货物运输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三级企业达标证书。 

在维稳安保方面，根据国家《反恐怖主义法》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反恐怖主义法>办法》的相关规定，按照国
家《城镇燃气行业反恐怖防范工作标准》和地方政府的安排部署，在天然气门站、加气站和充装母站等经营场所，全面落实

反恐怖的人防、物防和技防措施，履行了企业的主体责任，为公司生产经营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也为当地的社会稳定做出了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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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公司规范运作，内控制度得到有效落实 

    报告期内，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其配套指引，公司积极贯彻落实内控建设相关工作，组织公司各部门对内

部控制存在的薄弱环节和主要风险进行识别，进一步完善有关业务流程。加大内部管控，强化成本意识，使成本、费用控制
观念深入基层管理者心中，公司进一步完善绩效考核制度，激发了员工工作积极性。 

    

    5. 子公司运营基本情况 

上海源晗能源技术有限公司成立及收购子公司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新疆浩源原有业务天然气行业的纵深发展，上海源晗控

股的子公司有：新疆致本精细化学有限公司、平顶山致本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四川致本能源技术有限公司、杭州特盈能源技
术发展有限公司、新疆致本能源技术有限公司、致本能源（香港）有限公司。截止到2019年6月30日，上海源晗（合并）经

营情况：资产31,585.83万元；负债2,587.83万元；所有者权益28,997.99万元；营业收入2,787.21万元；营业成本2,346.57万元；

管理费用886.4万元，销售费用81.59万元，财务费用-336.35万元，净利润-202.57万元。 

甘肃浩源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有4个加气站投入营运，共销售天然气215.54万方，其中车用气186.55万方，非车用气（民

用气）28.99万方。 

新疆龟兹浩源天然气管道输配有限公司为保障新疆致本精细化学有限公司天然气精制化学品40万吨/年乙二醇项目，负

责修建雅克拉集气站至乙二醇项目用气地点的输气管道。目前已完成项目临时用地报批、涉及天然林地征占手续、输气管线
初步设计方案、以及管材招投标等前期工作。正在办理安评、环评、水土保持、防洪评价等手续。 

克拉玛依浩源能源研究院有限公司于2018年12月26日完成注册，当前已完成乙二醇中试项目的可研报告编制、项目备案、
装置配套系统进行询价招标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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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财政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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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调整了财务报表列报。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法律、行政法规或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要求进行的变更，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只涉及财务报表项目

的列报和调整，对公司资产总额、净资产、营业收入、净利润均不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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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浩源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控股成立克拉玛依浩源能源研究院有限公司，于2018年12月26日办理完毕工商注册登记手

续，取得了由克拉玛依市白碱滩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注册资本2,000万元。克拉玛依浩源能源研究院有
限公司主要从事工程和技术研究和实验发展、专业技术服务业、科技中介服务、技术推广服务、知识产权服务、矿产品、建

材及化工产品批发、机械设备、五金产品及电子产品批发。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1,300万元，占股比例65%，本报告期将克

拉玛依浩源能源研究院有限公司纳入合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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