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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要提示

1.1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中

国证监会指定网站（http://www.neeq.com.cn）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1.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

律责任。

1.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中兴财光华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

计报告。

1.5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上市交易所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股票简称 华夏 3

股票代码 400021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姓名 周晓荣

联系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盛京广泽路 2号慧谷根园

电话 010-57237904

传真 010-57237904

电子信箱 598640333@qq.com

1.6鉴于公司本年度经营亏损，公司董事会建议 2020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

增股本预案为：不分配、不转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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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2.1 主要业务：天然气销售业务

所经销的主要产品及其用途：公司主要经营天然气销售业务，公司从油气商、天

然气液化厂、气田采购天然气，向燃气分销商、工业客户、LNG 加气站等客户销售天

然气。

2.2 经营模式及主要的业绩驱动因素：

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要经营模式是天然气产品的批量销售业务。

业绩驱动因素：由于公司全资子公司铁岭鑫艺兴商贸公司从事天然气销售业务多

年，已有较成熟的销售队伍，有着独特的产、供、销天然气经营管理经验，培育出一

批稳定、优质的大中型企业客户群，形成了一定范围内的天然气产业链群体，保障了

公司的收入及利润。

2.3 报告期内主要业务的重大变化：

本报告期内公司继续扩大发展天然气销售业务，积极拓展新的市场领域，发展集

团用户群体。

2.4 行业情况说明：

随着全球用能趋势向低碳方向不断发展，能源系统结构出现根本性调整，基于天

然气经济性、清洁性的特点，能源系统的低碳转型将给天然气产业带来广阔的发展前

景，天然气被誉为跨越化石燃料时代和可再生燃料时代的能源，全球天然气需求将在

新冠肺炎疫情逐步得到控制后恢复，并在未来 15 年维持相对强劲的增长，增长的主

要驱动因素来源于亚洲发展中国家由煤炭转向低碳经济的推动。

纵观全球天然气市场，根据国际能源署数据，在全球疫情影响能源需求的大背景

下，未来较长时间内国际 LNG 市场总体将保持供应偏宽松的态势。在需求端，2019

年全球天然气消费约为 3.93 万亿立方米，同比增长 2%。预计到 2025 年，全球天然气

消费量将达到 4.73 万亿立方米。其中，亚太地区的新增需求量将超 5,600 亿立方米，

超过全球天然气需求增量的一半，中国将成为全球天然气消费增长的最大单一贡献

者。

在中国天然气市场，2020 年天然气市场化改革继续深入推进，国家管网公司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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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基础设施公平开放，天然气产供储运销体系建设按计划推进。国务院新闻办发

布的《新时代的中国能源发展（白皮书）》中提出，中国未来会推行天然气、电力和

可再生能源等替代低效和高污染煤炭的使用。中国天然气市场“软硬件"同步布局，

为天然气行业持续、健康、快速发展奠定基础。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对中国经济社会和能源发展带来阶段性较大影响，我国

天然气需求增速明显放缓，上半年实现 4%的增长。下半年，经济逐步复苏，拉动天然

气消费较快增长，全年呈前低后高态势。根据国家统计局及海关总署数据，2020 年，

中国天然气表观消费量为 3,259.3 亿立方米，比 2019 年高出 228.7 亿立方米，同比

增长 7.6%。从供应端看，2020 年国家增储上产政策驱动国内产量供应增长较快。国

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0 年中国天然气总产量同比增长 9.8%，达 1,888 亿立

方米。与此同时，2020 年天然气进口量保持增长，根据海关总署数据，2020 年我国

天然气进口总量达 10,166.1 万吨，较 2019 年增加 5.3%。此外，受国际油价暴跌影响，

LNG 的价格竞争力使得液态天然气进口增速较快。根据思亚能源报告，2020 年液化天

然气进口同比增长 11%，管道气进口同比减少 4.9%。

§3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摘要

3.1 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主要会计数据 2020年 2019年
本期比上期

增减（%）
2018年

营业收入 61,456,721.80 47,168,553.61 30.29 431,044.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7,815,745.88 -5,308,388.43 -47.23 -37,328,038.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7,815,745.88 -5,317,098.41 -46.99 -36,720,822.3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17,391.41 77,815.09 -250.86 -9,536,304.08

主要会计数据 2020年 2019年末
本期比上期

增减（%）
2018年末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32,843,764.61 -25,028,018.73 -31.23 -19,719,630.30

总资产 26,146,508.65 31,567,788.88 -17.17 35,664,795.58

期末总股本 367,560,000.00 367,560,000.00 0.00 367,56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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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主要财务指标

主要财务指标 2020年 2019年
本期比上期增

减（%）
2018年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 -0.01 -100.00 -0.1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 -0.01 -100.00 -0.1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

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 -0.01 -100.00 -0.1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

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3.3 分季度的主要财务指标

分季度项目 2020年第一季度 2020年第二季度 2020年第三季度 2020年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7,740,571.87 12,081,376.75 14,478,131.91 27,156,641.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359,608.28 -1,262,884.09 -1,366,066.41 -3,827,187.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1,359,608.28 -1,262,884.09 -1,366,066.41 -3,827,187.1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45,118.13 -350,932.43 3,548.88 275,110.27

§4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普通股股份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发行

新股

送

股
解限售

其

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

股份

1、国家持股

2、国有法人持股

3、其他内资持股

其中：定向法人

股
121,494,640 33.05% -610000 120,884,640 32.89%

4、外资持股



辽宁华夏大地生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报告摘要 公告编号：2021-005

5

其中：境外法人

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

股

二、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份

1、人民币普通股 230,012,720 62.58% +610000 230,622,720 62.74%

2、境内上市的外

资股

3、境外上市的外

资股

4、国有法人持股 16,052,640 4.37% 16,052,640 4.37%

三、普通股股份

总数
367,560,000 100% 367,560,000 100%

4.2 普通股股份变动情况说明

√适用 □ 不适用

2017 年 2月 13日经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批准公司进行了股

权分置改革，至 2019 年 3 月依《上市公司股份分置改革管理办法）》及公司《股权分

置改革说明书》中有关承诺事项已全部到期，公司应对符合解除条件的股份申请解除

转让限制，本报告期内有三名股东、61 万股份符合解除转让限制的条件，申请办理了

解除股份转让限制，这部分股份占股份总额的 0.1659%。

4.3 股东总数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5,373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5,293

4.4 截止报告期末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或姓名
报告期内增

减（万股）

期末持股数

量（万股）
比例（%） 股份类别 股东性质

石河子弘升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65.80 15,079.30 41.03 无限售条件股份 流通股

0.00 10,754.20 29.26 有限售条件股份 流通股

鞍山市立兴国有资产经营有限

责任公司
0.00 1,605.26 4.37 无限售条件股份 流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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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鹤洲 0.10 182.37 0.50 无限售条件股份 流通股

刘文军 0.00 107.98 0.29 无限售条件股份 流通股

王月华 0.00 102.45 0.28 无限售条件股份 流通股

红旗机械 0.00 100.00 0.27 有限售条件股份 尚未确权

张利 51.25 92 0.25 无限售条件股份 流通股

司徒惠娟 0.00 87.50 0.24 无限售条件股份 流通股

五环实业 0.00 72.00 0.20 有限售条件股份 尚未确权

顾月芳 0.50 67.31 0.18 无限售条件股份 流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前十名股东中国有股股东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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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股东所持股份质押

或冻结的情况
无

4.5 截止报告期末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名称或姓名 期末持有无限售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

石河子弘升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50,793,000 人民币普通股

鞍山市立兴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16,052,640 人民币普通股

区鹤洲 1,823,700 人民币普通股

刘文军 1,079,822 人民币普通股

王月华 1,024,479 人民币普通股

张利 9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司徒惠娟 874,960 人民币普通股

顾月芳 673,131 人民币普通股

金达 590,880 人民币普通股

林少廷 572,184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本公司未知上述流通股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4.6 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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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5.1 主营业务分析

利润表及现金流量表相关科目变动表 单位：元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61,456,721.80 47,168,553.61 30.29

营业成本 61,263,511.41 46,823,232.96 30.84

销售费用 0 255,468.28 -100

管理费用 3,101,508.56 3,212,958.79 -3.47

财务费用 1,678,515.48 1,766,150.08 -4.9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7,391.41 77,815.09 -250.86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0,000.00 -26,489.97 -843.75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35,000.00 -61,000.00 649.18

研发支出 - -

5.2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实施的进展情况

因经营项目的局限性及营业利润等多方面的因素考虑，公司多年来一直在寻求资

产重组，以推动企业快速、高效的发展，但终因客观条件的不确定，导致进一步推动

重大资产重组存在客观上的困难，在新的一年公司加大力度，积极寻求优良资产，争

取早日实现重大资产重组，提升企业竞争力，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益。

5.3 公司发展战略：

2021 年，公司将抓紧天然气行业高速发展新机遇，诠释“高质能源融合、远瞻

技术发展”拓展供应渠道、推进销售网络布局，用数智产品链接需求、通道、储运和

资源生态，向天然气产业智能化平台发展。公司将在现有天然气业务的基础上继续深

耕，积极拓展新业务，寻求优质资产，实施资产重组，创新扩大企业规模

5.4 经营计划：

经营计划将着重于：（1）调整和完善现有的产品，在进行市场调研的同时，加大新

产品开发力度。（2）在现有的销售渠道上，公司将践行模式创新，多措并举，整合优质

资源、加大拓展力度，扩大市场销售份额，持续做大天燃气销售业务，提升公司综合实

力和提高竞争优势。（3）为了增强公司的盈利能力，本公司计划 2021 年度积极寻求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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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资源，实施重组扩资等措施以改善公司的财务状况并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

随着我国天然气需求量逐年增大，公司业务量逐年上升，本报告期管理团队积极进

行市场调查研究并对现有的产品进行调整和完善，在不断开发新客户的同时，研究开发

国外进口货源，争取高品质，低成本的货源，提升产品利润率，不断扩大市场份额。

§6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6.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公司

应当说明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 不适用

（1）会计政策变更

财政部 2017 年颁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 14 号—收入》（以下简称“新收

入准则），本公司 2020 年度财务报表按照新收入准则编制。根据新收入准则的相关

规定，本公司对于首次执行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 2020 年年初留存收益以及财务

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不对比较财务报表数据进行调整。执行新收入准则对 2020

年期初报表项目影响如下：

报表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 月 1 日

预收款项 3,064,012.64

合同负债 2,538,345.37

其他流动负债 320,902.27

其他非流动负债 204,765.00

与原收入准则相比，执行新收入准则对 2020 年度财务报表相关项目影响如下：

对合并资产负债表的影响：

报表项目 新准则下 原准则下

预收款项 3,329,711.04

合同负债 2,864,033.06

其他流动负债 257,762.98

其他非流动负债 207,915.00

（2） 会计估计变更

本公司不存在重要的会计估计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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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更正金

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6.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

体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 2018年 11月 30日与石河子弘升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订了《还款

协议》，用公司资产即全资子公司拉萨经济开发区金苗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

偿还石河子弘升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相等金额借款。(详见公司于 2018年 12月

21日于股转系统网站（www.neeq.com.cn）披露的《关联交易的公告》）。

经双方协商，由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即中兴财光华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金苗公司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状况进行了审

计，并出具了中兴财光华审会字（2019）第 204043 号《审计报告》，据此双方于 2019

年 4 月又签署了《还款协议》的《补充协议》，相应调整《还款协议》中关于偿债资

产的价格并确认相等的偿债金额。

2019 年 5 月 15 日召开公司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此项议案，双方

并进行了资产交割。(详见公司于2019年5月16日于股转系统网站（www.neeq.com.cn）

披露的《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关联交易的公告》）

根据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上期合并报表中合并了拉经济开发区金苗

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2019 年 1-5 月财务报表中损益表，由于此交易在上年度已完成，

本期无需再合并拉萨经济开发区金苗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报表。

6.4年度财务报告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董事会、监事会应当

对涉及事项作出说明。

□适用 √不适用

辽宁华夏大地生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一年四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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