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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通燃气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旌能天然气、罗江天然气和上海环川 

合并商誉计提减值准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9 年 4 月 28 日，四川大通燃气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

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

旌能天然气、罗江天然气和上海环川合并商誉计提减值准备的议案》，现将相关

情况公告如下： 

公司 2018 年末商誉账面价值 488,144,317.81 元，均为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

并而形成，包括公司 2016 年 6 月购买德阳市旌能天然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旌

能天然气”）股权形成商誉 397,102,059.57 元、购买罗江县天然气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罗江天然气”）股权形成商誉 93,710,079.78 元（其中已于 2016 年末对罗

江天然气计提合并商誉减值准备 3,300.00 万元），2014 年末旌能天然气购买阳新

县华川天然气有限公司股权形成商誉 29,826,817.88 元，以及子公司四川大通睿

恒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睿恒能源”）2016 年 7 月购买上海环川实业投资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环川”）股权形成商誉 505,360.58 元。为了更加客观、公

正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资产价值，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结合公



 

司实际经营情况和资产现状，拟对非同一控制下购买旌能天然气、罗江天然气及

上海环川股权所产生的合并商誉计提 205,505,360.58 元减值准备。具体情况说明

如下：  

一、各公司商誉形成原因 

（一）旌能天然气商誉形成原因 

公司 2016 年 6 月购买旌能天然气 88%的股权，根据旌能天然气可辨认净资

产公允价值份额 97,297,940.43元与支付对价494,400,000.00元之间的差额确认了

合并商誉 397,102,059.57 元。该支付对价是根据本公司与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于 2015 年签订的《附条件生效的资产购买协议》中“第三条 出售和购买标的资

产的价格”，最终确认价格参考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资产评估报告》及

付款时间所确定。 

（二）罗江天然气商誉形成原因 

公司 2016 年 6 月购买罗江天然气 88%的股权，根据罗江天然气可辨认净资

产公允价值份额 24,889,920.22元与支付对价 118,600,000.00元之间的差额确认了

合并商誉 93,710,079.78 元。该支付对价是根据本公司与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于 2015 年签订的《附条件生效的资产购买协议》中“第三条 出售和购买标的资

产的价格”，最终确认价格参考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资产评估报告》及

付款时间所确定。 

（三）上海环川商誉形成原因 

子公司四川大通睿恒能源有限公司 2016 年 7 月购买上海环川 100%的股权，

根据上海环川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 2,494,639.42 元与支付对价

3,000,000.00 元之间的差额确认了合并商誉 505,360.58 元。 

二、2018 年各公司经营情况 

（一）2018 年旌能天然气经营情况 

经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8 年旌能天



 

然气实现合并主营业务收入 35,423.40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8,002.23 万元；实

现净利润 4,478.71 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 477.60 万元；完成备案预测数 4,843.73

万元的 92.46%。 

（二）2018 年罗江天然气经营情况 

经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8 年罗江天

然气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4,162.16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705.17 万元；实现净利

润 947.65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188.84 万元；完成备案预测数 1,307.49 万元的

72.48%。 

（三）2018 年上海环川经营情况 

经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8 年上海环

川亏损 460.68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亏损 442.47 万元。 

三、2018 年末对各公司的评估情况 

（一）2018 年末对旌能天然气的评估情况 

根据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中联评报字[2019]第 726 号《四川大

通燃气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拟对合并德阳市旌能天然气有限公司股权形成的商誉

进行减值测试所涉及的资产组组合未来现金流现值评估报告》中的评估结论：旌

能天然气商誉及相关资产组在评估基准日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是 44,524.59

万元。 

（二）2018 年末对罗江天然气的评估情况 

根据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中联评咨字[2019]第 727 号《四川大

通燃气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拟对合并德阳罗江兴能天然气有限公司股权形成的商

誉进行减值测试所涉及的资产组组合未来现金流现值评估报告》中的评估结论：

罗江兴能天然气商誉及相关资产组组合在评估基准日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

6,501.28 万元。 



 

（三）2018 年末对上海环川的评估情况 

上海环川成立于 2016 年 1 月，为光环新网上海嘉定和北京太和桥（亦庄）

数据中心分布式能源燃气发电制冷项目的实施单位，项目转固 7,325.50 万元；由

于光环新网招商引资滞后，负荷达不到开机运行条件，出现经营性亏损；从 2019

年燃气供应情况分析，预计中国天然气供应会慢慢趋向正常，随着进口及自采加

大力度，未来天然气会逐渐供大于求，分布式能源作为燃气用量大户，将在气源

气价协调上体现出优势；同时，因上海环川合并商誉金额较小，综合考虑，未对

上海环川进行评估。 

四、对各公司计提减值准备情况 

（一）对旌能天然气计提减值准备 

受宏观经营环境影响，旌能天然气工业用户的用气量减少，同时，德阳市房

地产开发市场不景气，人口流入不明显等因素影响，2018 年旌能天然气盈利情

况低于预期。  

由于当初的收益法盈利预测数据是根据旌能天然气提供的历史经营数据、未

来发展规划等资料的基础上进行分类分析和预测的，按照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

公司以 2018 年 12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重新评估出具的《四川大通燃气开发股

份有限公司拟对合并德阳市旌能天然气有限公司股权形成的商誉进行减值测试

所涉及的资产组组合未来现金流现值评估报告》，对旌能天然气的盈利预测所依

据的前述假设条件已发生较大变化，对该次评估结果产生了直接影响，据此次评

估计算的商誉减值 18,800.00 万元，按照会计核算的谨慎性原则，拟对旌能天然

气合并商誉计提减值准备 18,800.00 万元，占旌能天然气合并商誉的 47.34%，占

公司全部合并商誉的 36.07%。 

（二）对罗江天然气计提减值准备 

受宏观经营环境影响，罗江天然气工业用户的用气量减少，同时，罗江县房

地产开发市场不景气，人口流入不明显，新建大学城和煤改气客户尚未落实等因



 

素影响，2018 年罗江天然气盈利情况低于预期。  

由于当初的收益法盈利预测数据是根据罗江天然气提供的历史经营数据、未

来发展规划等资料的基础上进行分类分析和预测的，按照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

公司以 2018 年 12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重新评估出具的《四川大通燃气开发股

份有限公司拟对合并德阳罗江兴能天然气有限公司股权形成的商誉进行减值测

试所涉及的资产组组合未来现金流现值评估报告》，对罗江天然气的盈利预测所

依据的前述假设条件已发生较大变化，对该次评估结果产生了直接影响，据此次

评估计算的商誉减值 5,000.00 万元，因 2016 年末已对罗江天然气商誉计提减值

准备 3,300.00 万元，按照会计核算的谨慎性原则，本次拟对罗江天然气合并商誉

计提减值准备 1,700.00 万元，两次计提减值准备共 5,000.00 万元占罗江天然气合

并商誉的 53.36%，占公司全部合并商誉的 9.59%。 

（三）对上海环川计提减值准备 

上海环川的分布式能源项目建成后因客户需求未达到盈亏平衡点，尚未

正式开始投入运营，未来业绩存在一定不确定性，睿恒能源按照会计核算的

谨慎性原则，拟对上海环川合并商誉全额计提减值准备 505,360.58 元，占公

司全部合并商誉的 0.10%。 

五、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共计提商誉减值 205,505,360.58 元，计入公司 2018 年年度损益，使 

2018 年归属于母公司的合并净利润减少 205,505,360.58 元。  

六、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计提减值准备的说明 

公司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遵守并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等相关规定，本

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基于谨慎性原则，计提依据充分，并能真实反应公司资产价

值和财务状况。同意公司计提该项商誉减值准备。 

七、独立董事关于计提减值准备的意见 

公司基于会计谨慎性原则，对旌能天然气、罗江天然气和上海环川合并商誉



 

计提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能够公允地反映公司资产的

实际情况，有助于为投资者提供更真实可靠的会计信息，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

东利益。同意公司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八、监事会关于计提减值准备的意见 

公司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决议程序合法，依据充分；计提符合《企业会

计准则》等相关规定，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后更能公允地反映公司资产状况，

同意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九、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公司拟对合并旌能天然气股权形成的商誉进行减值测试所涉及的资产组

组合未来现金流现值评估报告（中联评报字[2019]第 726 号）； 

5、公司拟对合并罗江天然气股权形成的商誉进行减值测试所涉及的资产组

组合未来现金流现值评估报告（中联评报字[2019]第 727 号）。 

 

特此公告。 

 

 

                          四川大通燃气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四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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