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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93                   证券简称：大通燃气                  公告编号：2017－032 

四川大通燃气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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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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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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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223,648,024.48 232,687,524.83 -3.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9,334,706.52 6,568,075.75 42.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9,188,969.87 7,880,860.26 16.6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5,222,903.17 39,611,695.05 -11.0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6 0.022 18.1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6 0.022 18.1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84% 0.88% 减少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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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6,672,519.48 1,580,783,325.38 6.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118,804,684.25 1,110,282,103.31 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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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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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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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174,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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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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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汇添富环保行业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2.23% 8,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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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东岭 境内自然人 0.81% 2,906,183    

李敬蓉 境内自然人 0.47% 1,700,100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43% 1,540,000    

谷艳萍 境内自然人 0.41% 1,47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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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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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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公司以发展战略规划为指导，重点推进了管理优化和各个业务板块的市场开拓工作，新签了分布

式能源项目，城市管道燃气和 LNG 业务的客户量和气源都有所增加。在此基础上，通过实施统一规划、

共享资源、落实奖励机制等管理措施，各业务板块间的协同效益得到了初步体现。这些市场开拓和管理措

施的实施有利于提升公司市场地位，为公司带来增量机会和利润空间。 

城市管道燃气业务方面，在维护现有客户的同时，公司通过加强对各子公司的管理，狠抓市场开拓，在促

进城市燃气业务量增长的同时，积极推进与其他业务板块的协同。 

报告期，《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2017 年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方案》出台，依托 LNG 直供，以河北为中心的六

省市煤改气市场得以快速发展。为拓宽公司气源、保障供气能力、拓展下游市场，报告期公司继续加大了

对 LNG 业务的布局，一方面加强与上游气源单位的合作以及对煤层气、井口气等非常规气源的探索，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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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开始在京津冀等重点市场区域试点开展 LNG 业务。 

报告期，公司分布式能源业务继续扩张，上海嘉定数据中心分布式能源项目目前处于试运行过程中，计划

年内实现供能；在此基础上，公司与光环新网签订了北京燕郊、太和桥及房山三个数据中心分布式能源项

目的合作框架协议，三个项目总装机容量合计为 108MW。 

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2,364.80 万元，同比减少 3.8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33.47

万元，同比增加 4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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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本报告期合并范围增加二级子公司“北京睿恒百祥能源有限公司”。 

  

 

四川大通燃气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李占通 

二○一七年八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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