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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69                          证券简称：金鸿能源                          公告编号：20170-059 

中油金鸿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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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鸿能源 股票代码 000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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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玉文 张玉敏 

办公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鼓楼外大街 26 号荣宝大厦 北京市东城区鼓楼外大街 26 号荣宝大厦 

电话 010-82809145-188 010-82809145-158 

电子信箱 jhkg669@163.com ym33133@1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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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6,719,799.45 1,111,958,302.49 47.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72,685,292.47 131,891,442.00 30.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21,594,027.91 131,532,214.42 -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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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36,910,964.04 112,859,608.25 21.3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6 0.27 3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6 0.27 33.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29% 3.40% 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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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82,960,015.30 12,161,755,258.32 2.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108,087,567.88 3,935,402,275.41 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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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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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能国际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1.50% 104,499,389  质押 104,499,389 

联中实业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8.99% 43,702,653    

益豪企业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5.10% 24,791,757    

招商财富－招

商银行－民商 1

号专项资产管

理计划 

其他 4.73% 22,997,463    

新余中讯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83% 18,624,501  质押 13,000,000 

中国证券金融

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58% 12,537,072    

陈义和 境内自然人 2.05% 9,973,606 7,480,204   

全国社保基金

一一零组合 
其他 1.67% 8,099,943    

李庆 境内自然人 1.57% 7,654,127    

彭晓雷 境内自然人 1.56% 7,562,3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陈义和持有新能国际 90%股权，2012 年 2 月 24 日，新能国际与新余中讯签署《股权转

让协议书》，转让后，新能国际直接持有新余中讯 100%股权，除此之外，上述其他股东不

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情况。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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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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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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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中油金鸿能源

投资股份有限

公司 2015 年公

司债券 

15 金鸿债 112276.SZ 2020 年 08 月 27 日 80,000 5.00% 

（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末增减 

资产负债率 63.78% 64.41% -0.63%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 56,387.17 47,513.99 18.67%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72,892.43 -49,805.76 46.35%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6,453.57 91,831.03 -107.03%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47,570.06 96,040.22 -50.47% 

EBITDA 全部债务比 7.08 6.07 16.75% 

现金利息保障倍数 0.87 0.92 -5.51%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3.6 3.89 -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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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公司主要业务主要涉及两类：一类为天然气综合利用业务，包括气源开发与输送、长输管网建设与管理、城市燃气

经营与销售、车用加气站投资与运营、LNG点供、分布式能源项目开发与建设等。重点通过向气源供应方采购天然气，经

由自有能源供应渠道，满足各类用户需求。目前公司已逐步形成了上中下游一体化的业务结构，“区域板块支干线型”城市燃

气市场的战略布局已颇具成效。公司将不断拓展新的业务区域，同时强化各环节投资建设力度，实现天然气产业链的协同发

展；在巩固发展现有业务同时，还将通过加大对优质项目的并购力度、增强新能源技术开发的投资力度、强化多种资源的整

合力度，使自己成为国内最具实力的综合性清洁能源服务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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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类为环保工程服务业务，主要依托全资子公司正实同创与中科院开展相关合作，致力于大气污染物控制环保技术与

产品的研发应用、工程建设、项目运营等。涉及大气污染综合治理、烟气净化、烟气脱硫脱硝除尘、工业焚烧尾气净化、挥

发性有机物（VOCs）污染治理、环保工程投建运营及技术服务等等。 

公司重点立足于清洁能源及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业务、环保工程类业务两大板块，通过关注与研究政策市场发展动态，

跟踪新型能源技术发展成果等工作，并适时进入新能源利用领域领域和其他相关环保业务。 

 

     公司在2017年上半年在安全管理、运行管理、市场开发、产业结构优化等方面都开展了大量工作，取得了较好成绩。公

司实现营业收入1,636,719,799.45 元，同比增长47.1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2,685,292.47  元，同比增长 30.93%；

总资产 12,482,960,015.30元  ，同比增长2.64%。公司在上半年重点开展了下列工作： 

 

 

（一）围绕经营业绩，全力推进市场开发。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呈现出良好增长趋势，主要经济指标回暖，相关工业用

户用气需求恢复及增长较快；同时国家环保力度日渐加强，也推动了“煤改气”、LNG点供等业务较快增长。 

公司紧紧抓住契机，以市场开发为核心，积极做好现有区域的精耕细作和新开发区域的业务扩张，取得了较好效果。上

半年公司新开发各类用户9.86万户，其中，居民用户9.66万户，商服用户1892户，工业用户96户；销气量为5.87亿方，同比

增长64.14%，LNG销气量同比增长245.93%，工业用户销气量同比增长102.90%。 

（二）布局能源综合产业，优化产业结构。在做好市场开发工作的同时，公司积极推进项目并购，抓好产业开发与合作。 

立足现有基础，围绕利润目标，实现产业多元化发展是公司既定目标。在LNG业务方面，公司为满足自身点供、加气

站等业务的发展，不仅在国内加强与供货商合作，还创新模式，承包内蒙LNG设备开展经营贸易；并积极寻求LNG进口合

作，既与中石油东部销售公司等企业就进口LNG采购达成了共识，还参与国际LNG集装箱物流贸易业务。在供热业务、分

布式能源项目、多能互补项目等方面，下属公司与大唐国际张家口发电厂签订了热电联产项目战略合作协议，在涿鹿、赤城

等地签订了相关供热协议，相关多能互补项目、分布式能源项目在推进中。 

随着大气污染治理力度的日渐加强，为公司环保工程业务提供了良好契机，公司相关业务也在稳步推进中。 

（三）强化安全管理，继续保持安全生产良好记录。在各区域业务继续快速发展的同时，公司总部和各下属单位深刻汲

取其他企业近期安全事故经验教训，强化细节、强化执行、强化考核，通过强化重要特殊时期安全工作、推广先进管理经验、

严把设计作业方案评审、强化现场施工监护、加强新并购公司和重点公司抽查、安排专人薄弱企业驻点指导等多项综合措施，

继续保持着安全生产良好记录。上半年共开展安全检查272次，整改隐患874项；施工开挖守险828处，守险工时16706小时；

居民用户入户检查216,484户，工商业用户、公福用户入户检查18418次；开展各类安全培训430次，参训人员4775人次；组

织各类应急演练64次，完成各类危险作业198次。 

（四）强调精细管理，力抓降本增效。通过抓好生产运行和信息化建设、加强建设项目工程审核、推进物资综合管理等

措施，保障了生产工作安全开展，保证了企业经营和工程建设的顺利推进，提升了企业整体管理水平，有效控制了生产经营

成本。 

（五）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优化管理模式，加强人才培养。公司上半年进一步完善投资收益率考核体系，完成了各区域

公司组织架构和岗位设置调整，更好地保障了公司各级管理、运营机构的无缝对接；同时完成了各分子公司负责人岗位轮换

工作，完善了员工挂职锻炼体系。从而更好地激发了企业活力、管理潜力及员工动力，避免管理僵化等问题。 

2017年下半年，公司重点工作任务和发展目标安排如下： 

一、努力力抓市场开发，实现业绩增长目标 

    根据国家发改委《加快推进天然气利用的意见》（发改能源〔2017〕1217号）要求，到2020年，天然气在一次能源

消费结构中占比力争达到10%，2030年力争达到15%。2016年我国天然气能源消费占比仅为6%，国内天然气产业还存在良好

的发展空间。公司在下半年要继续在城市燃气、天然气发电、工业燃料、交通运输等天然气利用方面，抓好现有区域市场的

巩固和深挖，积极开展以能源为核心的有机扩张。重点加强LNG点供业务、抓好扩大“煤改气”市场、推动环保新业务等工作，

实现业绩增长目标。同时在新能源、分布式能源等方面加快推进整体规划与落实实施方案，为公司创建新的利润增长点。 

二、继续强化安全管理，实现安全生产  

公司各级将继续提高认识，加强安全工作组织领导：一是强化在建工程现场安全监督，安全管理现场跟踪落实到位；二

是高标准、严要求，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三是建立安全管理责任追究制度,落实安全责任人；四是预防为主，加强管理，

提升安全检查工作力度。从而全面提升安全控制能力，保证集团安全生产管理可控在控。 

三、继续创新产业结构，加快企业多元化发展步伐 

公司在一如既往做大做强天然气传统产业的同时，要集聚高端要素，深入研究和发展阳光产业；要抓紧抓实新增量市场

推进，不断寻找突破口，挖潜增效，加大点供市场占有率。继续深入探索并践行售电、油品、供热、分布式能源等其它能源

服务，尽早实现由“单一能源（天然气）服务”向“综合能源服务”的转型发展，塑造崭新的综合能源企业品牌。 

四、继续加大并购力度，推动公司突破性发展 

公司将继续切实加快重点项目并购，以实实在在的新项目落地来维护投资者信心。在现有业务相关领域继续加大并购力

度、加快并购步伐，对产生效益快、利润贡献大的项目要列为重点，对已瞄准的目标项目要集中力量、加大力度尽快实现突

破。 

五、继续优化管理模式，发挥公司整体优势 

随着集团业务规模持续扩大和业务格局多元化发展，经营管理复杂性逐渐增加，对管控模式要求也在提高。公司将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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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整体管控模式，在业务板块整合、人力资源优化等方面继续开展工作，从而充分调动各分子公司经营积极性，进一步发

挥公司整体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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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公司增加了6家子公司，主要是完成了对茶陵中油金鸿燃气有限公司、寿光乐义华玺天然气利用有限公司的收购，

同时设立了北京蓝科德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宿迁金鸿天然气有限公司、张家口下花园金鸿燃气有限公司、河北中油金鸿新

能源科技有限公司4家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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