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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93                           证券简称：大通燃气                           公告编号：2020-044 

四川大通燃气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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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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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通燃气 股票代码 000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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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蜀闽 王清道 

办公地址 四川省成都市建设路 55 号 四川省成都市建设路 55 号 

电话 028-68539558 028-68539558 

电子信箱 db_dtrq@163.com wqd4891@sina.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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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3,042,069.46 384,149,280.11 33.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240,602.98 13,647,664.00 -46.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7,147,410.16 12,727,510.57 -43.8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8,029,733.37 54,208,463.34 -11.4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0 0.038 -4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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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0 0.038 -47.3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75% 1.47% 减少 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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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7,285,351.12 1,986,493,780.21 0.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968,999,417.63 961,500,410.71 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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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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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7,115,212  质押 6,415,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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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81,473 

洪明春 境内自然人 0.44% 1,565,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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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2% 1,490,000    

上海景富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景富和

1 期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36% 1,307,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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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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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

有） 
股东程东海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500,0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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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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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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爆发，公司商业业务、燃气销售业务和市场开发都受到了负面影响；子公司阳新华川

因位于湖北省阳新县，受疫情影响较大。面对困难，公司全员积极抗疫，保障了供气区域内客户正常用气，实现了销售气量

的同比增长，同时完成了工程和物资统一管理的制度化建设。报告期主要经营情况如下： 

    1、下属五家城市燃气子公司上半年累计销售天然气15,022万立方米，同比上升约4%；发展新用户9,065户，同比下降约

62%。 

    2、因工程和房地产开发项目滞后，子公司德龙工程上半年累计安装民用户7,375户，同比下降约18%；新增工商业用户

安装9户，同比增加3户；安装管线6.3千米，同比下降约82%。 

    3、子公司苏州天泓上半年累计销售LNG气量为8,870万立方米，同比上升约106%；发展用户6户，同比减少25户。 

    4、因疫情导致下属酒店处于闭店装修状态，子公司成都华联2020年上半年完成各类收入合计1,817万元；同比下降约

26%。 

    5、报告期，公司发布了《大通燃气工程建设物资采购管理制度》，目前已实现了工程材料的统一采购，有助于降低工

程成本。 

    6、报告期，公司实现了工程统一管理，由子公司德龙工程统一管理下属子公司工程业务，并委派工程总监对重点工程

进行审核与监督，基本实现了对工程的标准化与制度化管控。 

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1,304.21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12,889.28万元，增长33.55%；实现营业利润1,863.98万元，

较上年同期减少259.37万元，下降12.22%； 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24.06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640.71万元，下

降4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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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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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于 2017 年 7 月 5 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的通知》（财会[2017]22 号）。2020 

年 4 月 27 日，公司经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于 2020 年 1 月 1 日

起执行上述新收入准则，将 2019 年 12 月 31 日“预收款项”调整至“合同负债”。 

受影响的合并资产负债表和母公司资产负债表列示如下： 

单位：元 

调整前报表项目及金额 调整后报表项目及金额 

项目 合并数 母公司数 合并数 母公司数 

资产负债表：         

  预收款项 91,038,634.07 3,499,200.00     

  合同负债     91,038,634.07 3,499,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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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新设子公司 

2020年3月，本公司设立德阳德通商贸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50万元，本报告期实缴出资50万元，并将其纳入合并

报表范围。 

2020年5月，本公司下属子公司阳新县华川天然气有限公司设立全资子公司阳新县华川燃气服务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人

民币100万元，本报告期实缴出资30万元，本公司持股比例80%将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四川大通燃气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丁立国  

                                                                        二○二○年八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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