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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333         证券简称：长春燃气           公告编号：2018-016 

长春燃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交所对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事后审核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长春燃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8 年 8 月 28 日收到上海

证券交易所发来的《关于对长春燃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的事后审

核问询函》（上证公函【2018】2429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公司对《问

询函》进行了回复，具体内容如下：  

一、关于经营业绩 

1.半年报披露，2018 年上半年，公司净利润为-8,636.26 万元，由盈转亏，

且比上年同期下降766.43%。公司在2018 年半年报、一季报中均披露上游气价的

上涨没能及时传导是出现亏损的主要原因。请公司补充披露：（1）上游气价和

下游销售价格的具体确定机制；（2）公司燃气产品未能及时调价的原因和合理

性，以及未来调价的安排；（3）结合同行业其他上市公司的情况，说明公司净

利润为负的原因和合理性；（4）公司相关燃气产品的定价政策，以及在上游气

价上涨的背景下相关燃气产品定价政策对公司未来经营的影响。 

回复： 

（1）上游气价和下游销售价格的具体机制 

公司上游天然气供应商主要为中石油、中石化两家公司。公司无权自行决定

天然气上游采购价格，而公司的下游销售价格由地方发改部门批准。因此，每当

上游价格有所调整的时候，下游各企业都要协调当地发改部门才能做相应调整，

都有一段滞后期。 

从 2016 年起，上游天然气价格进入市场化改革阶段，由过去相对固定的价

格调整为按采购量、按冬夏季、按采购地点等不同条件进行定价，因而导致天然

气价格有了复杂的变化并且各年情况都不相同。 

公司采购的天然气区分为居民用气和非居民用气两大类。从 2016 年 11 月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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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3 月，天然气价格开始上涨，非居民用气价格上浮 10%，由于对公司 2016

年度利润（只影响 2016 年 11-12 月）没有产生重大影响，当地价格部门没有同

意调整终端销售价格。2017 年 1-3 月的影响体现在 2017 年度利润中。 

2017 年中石油不再按比例区分居民用气与非居民用气，而是以 2016 年公司

实际采购量为基数确定居民用气量与非居民用气量，并且对于其中的非居民用气

部分在 2017 年 11 月-2018 年 3 月间价格上涨 20%。高于基数气量部分不区分居

民用气和非居民用气，都需要在天然气交易中心燃气交易平台竞价采购，竞价采

购价格高于正常价格 62%。 

（2）公司燃气产品未能及时调价的原因和合理性以及未来调价的安排 

居民用天然气销售价格为政府定价，非居民用天然气销售价格为政府指导价。

即居民用气和非居民用气价格的调整均需当地物价部门颁布定价和指导价。其中

居民用天然气价格调整还需成本监审和召开听证会等法定程序。 

非居民用天然气价格自 2017 年起持续上涨，公司已向物价管理部门多次提

出调增燃气价格请示，此项工作正在推进之中，有望进入冬季前完成非居民用燃

气价格调整。 

公司居民用气销售价格的调整需要履行成本监审、听证会等法定程序，目前

成本监审工作已基本完成。  

（3）结合同行业其他上市公司的情况，说明公司净利润为负的原因和合理性 

各公司经营范围不同、产品结构不同、所处的地域、所在地区发展状况不同、

以及气源渠道不同，均会影响各公司的经营业绩走向。 

对于长春燃气来说，天然气经营是公司的主业，以 2018 年上半年的数据分

析，燃气业务收入占总收入比重达 84.85%，对公司的影响极其重大，一旦此项

业务毛利下降，会对净利润产生重大影响。而燃气板块的上市公司中，燃气业务

占比各有不同，从 50%到 99%都有，其他业务板块的盈利会弥补燃气业务的损

失，相对而言受到气价上涨影响较小。 

从上游政策可以看出，大幅度涨价的部分主要集中在基础用量之上，当年增

长量越高、成本上升幅度越大。 

长春燃气地处东北，由于地域和历史发展原因，总销气量相对偏低，2017

年全年销量接近 4 亿立方米，与同行业上市公司十几亿的销量相比差距很大。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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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是长春燃气的销量迅速增长期，比如 2017 年度的 4 亿立方米销量中就有

8000 万立方米是净增量，2018 年预计售气量将再增加 20%，这些增量气都要通

过高价采购，造成采购成本的上升。而对于原来体量大、发展相对稳定的燃气公

司来说，增量的比例较低，高价部分的气量相对较少，上游价格上涨的影响相对

变小。另外上游天然气价格调整是指管道天然气，对于直接采购 LNG 等非管道

天然气的公司没有直接影响。即使如此，上游涨价仍然对所有公司都有影响，但

对销气量增加较快的燃气公司影响更大。 

公司可以查询的同行业的公司燃气业务毛利与上年同期比基本上都有所下

降，从 3%到 8%不等，长春燃气毛利下降达 16%，下降幅度较大。 

另外一个原因是公司原本利润空间就不高，在上游采购成本大幅度增长的情

况下造成了净利润为负，而对于原本利润空间很大的公司来说，只是利润有所降

低而已，还有可能因为其他非燃气业务的影响净利润会有上升。 

（4）公司相关燃气产品的定价政策，以及在上游气价上涨的背景下，相关燃气

产品定价政策对公司未来经营的影响。 

公司在上游气价上涨的背景下，一直致力于终端燃气价格上调工作。由于调

价周期比较长，短期完成有一定难度。 

天然气价格体系目前正在由相对固定的阶段进入市场化变化阶段，公司争取

的价格政策也包括价格联动机制，预计燃气价格顺价调整和联动机制的落实将在

今年入冬前完成，这将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产品定价政策对公司未来经营影响的问

题。 

2.半年报披露，公司2018 年半年度营业总收入7.36 亿元，营业总成本8.33 

亿元，营业总收入和总成本之间存在明显倒挂，且这种营业毛利倒挂现象近年来

已多次出现。请公司结合自身业务特征、相关产品定价和成本确认政策等情况补

充披露：（1）长期出现营业总收入和总成本倒挂现象的原因；（2）营业总成本

及各产品单项成本的确认政策，以及上游气价上涨对公司营业成本的具体影响。 

回复： 

（1）长期出现经营总收入和总成本倒挂现象的原因 

2015 年至 2018 年中期报告均出现经营总收入和总成本倒挂现象，其主要原

因是受季节性因素影响。由于公司地处东北，燃气安装施工期只有夏季近 6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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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一点时间（每年 4 月中旬至 11 月），而燃气开栓供气一般集中在每年十月份以

后，所以燃气安装业务集中在后半年体现，造成中期报告出现经营总收入和总成

本倒挂现象；其次，公司固定成本较高也是公司上半年出现经营总收入和总成本

倒挂现象的原因。 

（2）营业总成本及各产品单项成本的确认政策，以及上游气价上涨对公司经营

成本的具体影响 

营业总成本包括营业成本、税金及附加和期间费用等。其中期间费用为实际

发生时据实列支，营业成本也是按照实际发生和配比原则确定的，其中的燃气成

本即为采购成本，以实际发生时据实列支，燃气安装业务是按照燃气开栓确定收

入及相关成本。上游气价上涨直接造成采购成本增加，而燃气业务 2018 年上半

年及 2016 年和 2017 年占总业务收入比例分别为 84.85%、68.04%和 72.01%，所

以燃气采购成本的上升直接影响营业总成本上升。以 2018 年上半年为例，仅天

然气价格上涨即增加成本 8,000 余万元。 

二、关于公司的盈利能力与收入质量 

3.半年报披露，公司销售毛利率为26.03%，相较于2016 年和2017 年的41.04%

和39.79%，下降明显。请公司补充披露：（1）2018年上半年销售毛利率显著下

降的原因；（2）结合同行业其他上市公司情况，说明公司毛利率波动是否与同

行业趋势相符，是否具有合理性。 

回复： 

(1)2018 年上半年销售毛利率显著下降的原因 

2018 年上半年综合毛利率为 26.03%，上年同期为 37.90%，下降 11.06%，

综合毛利率中燃气毛利占总毛利占比分别为 87%和 81.64%。2018 年上半年销售

毛利率显著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天然气上游价格上涨导致燃气毛利率下降、综

合销售毛利率下降。 

（2）结合同行业其他上市公司情况，说明毛利率波动是否与行业趋势相符，

是否具有合理性 

如前所述，上游气价上涨对长春燃气这样销量低的公司影响更大，但对其他

公司也会有相应影响，多数同行业公司的燃气毛利率均有所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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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半年报披露，2018 年上半年，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7,164.56 万元；上年同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1,455.07 万元。请公

司补充披露2018 年上半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负数的原因，相较于

上年同期大幅下降的原因。 

回复： 

2018 年上半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为-7,164.56 万元，上年同期为

-1,455.07 万元，减少-5,709.49 万元。2018 年上半年销售商品收到的现金为

74,629.30 万元，同比增加  3,780.80 万元，购买商品支付的现金为 59,324.02 万

元，同比增加 7,393.14 万元，由于赊销未收到现金及天然气价格上涨等因素影

响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同比减少  3,612.34 万元，其他主要是由于报告期

以现金方式支付的物料消耗、维修费用等增加所致。 

5.半年报披露，2018 年上半年，公司应收账款为7,964.18 万元，相较于上

年同期上涨50.13%，公司披露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商品赊销增加所致。请公司：（1）

结合销售政策是否发生变化，补充披露报告期商品赊销增加的原因；（2）结合

账龄分析和主要应收账款客户情况，说明公司计提应收账款坏账准备是否充分。 

回复： 

（1）结合销售政策是否发生变化，补充披露报告期商品赊销增加的原因； 

公司销售政策未发生变化。本报告期应收账款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子公司长春

汽车燃气发展有限公司应收账款增加所致。该公司主要是经营 CNG、LNG 批发

业务，2017 年冬季由于 CNG 气源紧张，个别时段出现无气可买、无气可供的局

面，由此导致较大数量客户流失。今年初为了巩固和发展用户，对于部分客户付

款条件给予延期付款优惠。 

（2）结合账龄分析和主要应收账款客户情况，说明公司计提应收账款坏账

准备是否充分。 

公司计提应收账款坏账准备是严格按照公司会计政策计提坏的，充分反映应

收账款客观情况。具体计提情况如下： 

按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单位：万元 

账龄 
期末余额 

应收账款账面金额 计提比例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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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年以内 5,428.60 5.00% 271.43     5,157.17  

1至 2年 2,473.71 10.00% 247.37     2,226.34  

2至 3年 149.73 20.00% 29.95       119.78  

3至 4年 517.86 30.00% 155.36       362.51  

4至 5年 196.77 50.00% 98.38        98.38  

5年以上 1,150.46 100.00% 1,150.46        

合计 9,917.12   1,952.95     7,964.18  

 

按欠款方归集的期末余额前五名的应收账款情况： 

单位：万元 

单位名称 年末余额 账龄 

占应收账

款年末余

额合计数

的比例(%) 

坏账准备年末余额 

长春公交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物资供销公司 1,434.00 2 年以内 14.46 143.40 

吉林省海洲经贸有限公司 645.86 1 年以内 6.51 32.29 

松原市威王实业经贸有限公司（三个站） 484.06 2 年以内 4.88 48.41 

公主岭市鑫源燃气有限责任公司 205.32 1 年以内 2.07 10.27 

中山房地产公司 190.88 5 年以上 1.92 190.88 

合计 2,960.12   29.85 425.25 

 

三、关于损益类财务指标的补充披露 

6.一季度联营企业投资收益大幅下降的原因、2018 年半年度投资收益确认的

合理性 

回复： 

公司拥有长春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 20%股权，按企业会计准则规定按权益法

进行核算，是投资收益的主要来源。长春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今年上半年与去年

同期相比，由于上游天然气价格上涨，致使成本上升、毛利下降约 3088 万，加

上因安全投入增长使成本上升等原因，使得净利润下滑 4696 万，造成长春燃气

报告期投资收益大幅下降。 

7.半年报披露，公司2018 半年度、2017 年半年度所得税费用分别为265 万

元、-296万元，其中递延所得税费用分别为-61万元、-497 万元。请公司结合自

身经营情况以及所得税费用确认政策，补充披露所得税费用以及递延所得税费用

变动的原因和合理性 



7 

 

回复： 

所得税费用包括当期所得税费用和递延所得税费用，当期所得税费用是按照

各法定主体实现的利润以及纳税调整事项确定应纳税所得额，再按照各自相应所

得税税率计算得出当期所得税费用；递延所得税费用是以当期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为基础按照适用税率计算形成的递延所得税费用。 

由于报告期及上年同期实现应纳税所得额和应收款项计提坏账准备形成的

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变化造成了所得税费用变动。 

2018 年上半年所得税费用为 264.97 万元，其中：实现应纳税所得额 1,304.56

万元，税率 25%，形成当期所得税费用 326.14 万元；报告期形成可抵扣暂时性

差异为-355.56万元，（其中 15%税率的为-277.19万元；25%税率的为-78.37万元），

形成递延所得税费用-61.17 万元。上年同期所得税费用为-296.20 万元，其中：

实现应纳税所得额 890.13 万元，形成当期所得税费用 200.84 万元（其中 15%税

率的为 32.53 万元；25%税率的为 168.31 万元）；形成可抵扣暂时性差异为

-1,988.17 万元，税率 25%，形成递延所得税费用-497.04 万元。 

 

特此公告。  

 

长春燃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 年 9 月 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