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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93                           证券简称：大通燃气                           公告编号：2018-048 

四川大通燃气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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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6,361,095.71 223,648,024.48 36.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9,625,597.54 9,334,706.52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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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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75,709.38 9,188,969.87 -6.6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7,663,004.93 35,222,903.17 -21.4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7 0.026 3.8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7 0.026 3.8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87% 0.84% 增加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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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2,579,522.44 1,725,619,044.44 2.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123,131,170.10 1,106,650,869.32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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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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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大通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0.94% 146,825,228 38,544,569 质押 146,534,569 

陈蓉章 境内自然人 3.58% 12,848,189 12,848,189 质押 12,848,186 

李朝波 境内自然人 3.10% 11,135,097 11,135,097 质押 11,135,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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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 10,000,000 10,000,000   

李可珍 境内自然人 1.72% 6,162,952 6,162,952 质押 6,162,947 

胡红丹 境内自然人 1.13% 4,052,400    

俞杰 境内自然人 0.49% 1,759,600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43% 1,540,000    

王谦 境内自然人 0.39% 1,390,000    

俞旭斐 境内自然人 0.38% 1,374,40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天津大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上述 9 名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

系，亦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未知上述其余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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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一致行

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股东胡红丹通过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股票 4,000,000 股；股东俞杰通过万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

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1,750,000 股；股东俞旭斐通过万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

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1,300,002 股；股东于文奇通过渤海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7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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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上半年，受公司控制权可能发生变更的影响，公司业务开展难度较大。在此背景下，公司管理层和全体员工仍

然坚持公司发展战略，努力保障了各项业务的正常开展，并继续推进了城市燃气、LNG 和分布式能源三大业务的市场拓展

和布局工作。 

目前，公司进一步拓展了 LNG 车队、LNG 上游资源渠道和下游销售渠道，巩固了 LNG 产业链的布局。 

分布式能源方面，上海嘉定数据中心分布式能源项目已试运营，随着光环新网投资的上海嘉定绿色云计算基地项目的招

商负荷进度逐步正式运营；太和桥数据中心分布式能源项目正在建设中。 

管理方面，2018 年上半年，公司继续发挥了总部在资源方面的统筹作用，通过信息化管理、绩效考核等手段加强了对

各个子公司的管控力度，在下属产业协同方面继续发挥了重要作用。 

2018 年下半年，公司控制权仍有发生变更的可能性，公司管理层和全体员工将以公司和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继续

立足天然气清洁能源业务，在变化中积极谋求公司价值的增长。 

本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06,361,095.71 元，同比增加 36.9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625,597.54 元，

同比增加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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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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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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的子公司四川大通睿恒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2 月新设全资子公司绵阳睿思能源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1,000 万

元。 

（2）处置子公司 

本公司的子公司四川大通睿恒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于 2018年1月末转让其子公司河北磐睿能源科技有限公司70%股权，余30%

股权，对其构成重大影响，改按权益法进行核算。 

 

 

 

 

四川大通燃气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李占通 

二○一八年八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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