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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93                    证券简称：大通燃气                  公告编号：2017－018 

四川大通燃气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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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真 028-68539800 028-68539800 

电话 028-68539558 028-68539558 

电子信箱 db_dtrq@163.com wqd4891@sina.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公司主营零售商业和城市管道燃气业。 

随着电商平台崛起、消费者行为转变及体验式消费需求的增长等因素影响导致零售百货业整体经营持

续下滑，公司零售商业的经营情况出现了亏损幅度加剧的趋势，为避免进一步亏损带来的损失，2016年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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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公司及时终止了所有商业零售业务，积极做好公司人员安置和业务清偿工作，2016年7月，公司将商

业物业整体出租，符合公司商业资产保值增值的管理目标。 

公司零售商业终止后，公司主营业务由“零售商业和城市管道燃气业”双主业为主向“燃气输配及燃气应

用”单主业转化，公司经营发展战略围绕拓展燃气产业链上、下游业务。报告期，公司已初步完成了城市

燃气业务、LNG业务和分布式能源业务三大板块的布局；其中，公司主要完成对旌能天然气和罗江天然气

的股权收购、投资建设上海嘉定数据中心分布式能源项目、参股金石石化经营LNG项目，公司综合清洁能

源供应商的基本业务框架已初具雏形。 

随着国家十三五能源规划的出台，以天然气为主的清洁能源行业目前面临着重大的发展机遇和严峻的

转型挑战。发展机遇来自于政府的能源发展规划，即到2020 年气电装机规模计划达到1.1 亿千瓦，天然气

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重提高到10%以上的目标；同时，发展机遇也来自于市场和环保的双重诉求，天然

气作为清洁能源之一是最有望取代煤电（碳）降低环境污染的一次能源。挑战来自于市场的变化。一方面，

随着我国能源市场的逐步开放，海外LNG的价格和渠道优势，以及我国LNG应用场景的不断丰富，成为传

统城市燃气分销业务面临的巨大挑战；另一方面，2016年我国天然气出现总体供大于求的市场格局，且随

着能源市场的开放，这种格局可能延续下去，天然气下游应用的重要性逐步凸显。 

公司制定了明晰的燃气产业战略发展规划，面对机遇和挑战公司将继续转变管理方式，加强团队建设，

推进发展战略的进一步延伸。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6 年 2015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4 年 

营业收入 473,502,647.45 421,369,385.12 12.37% 442,890,181.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5,084,345.74 14,094,561.97 -490.82% 17,169,150.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5,388,583.80 12,077,779.95 -310.21% 14,776,308.5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9,479,998.04 54,515,295.70 -264.14% 23,065,716.1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69 0.050 -438.00% 0.06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69 0.050 -438.00% 0.06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36% 2.14% 减少 8.50 个百分点 2.54% 

 2016 年末 2015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4 年末 

总资产 1,580,783,325.38 790,227,332.64 100.04% 768,674,284.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110,282,103.31 649,822,609.01 70.86% 664,895,75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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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03,507,417.17 129,180,107.66 119,423,261.97 121,391,860.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32,160.01 4,535,915.74 -1,976,203.47 -59,676,218.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024,743.10 5,856,117.16 -2,271,752.79 -30,997,691.2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646,431.60 29,965,263.45 -49,500,036.79 -79,591,656.30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

通股股东总

数 

32,694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33,865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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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148,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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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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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可珍 
境内自然

人 
1.72% 6,162,952 6,162,952 质押 6,162,952 

长城人寿保

险股份有限

公司－万能

－个险万能 

其他 1.12% 4,016,905    

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泰达

宏利逆向策

略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44% 1,570,935    

深圳能源集

团股份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43% 1,540,000    

傅瑞长 
境内自然

人 
0.37% 1,320,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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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知其余上述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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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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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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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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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是公司依据发展战略进行转型的第一年，在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下，公司已初步完成了城市

燃气业务、LNG业务和分布式能源业务三大板块的布局；各板块业务在年内均有所建树，公司综合清洁能

源供应商的基本业务架构已初具雏形。 

多年来，公司是一家商业零售和城市燃气分销为主的双主业、控股型上市公司。2014年以后，我国经

济发展逐渐进入“新常态”阶段，社会环保意识逐渐加强，传统工业面临减排和去产能的双重压力，公司

的传统零售商业和城市燃气经营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不利影响。在此大背景下，公司主动寻求变革，2015

年，公司制定了发展战略，确立了成为一家综合清洁能源供应商的发展目标。 

报告期公司总体经营情况列示如下： 

项目 2016年（元） 2015年（元） 增减额（元） 增减幅度（%） 

营业收入 473,502,647.45 421,369,385.12 52,133,262.33 12.37% 

营业利润 -55,126,791.75 17,296,518.51 -72,423,310.26 -418.7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 
-55,084,345.74 14,094,561.97 -69,178,907.71 -490.82% 

报告期，公司营业收入比上年同期增加、营业利润和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均有所减少，具体情况说明如

下： 

1、公司营业收入比上年同期增加5,213.33万元，增幅12.37%。主要原因是：(1) 报告期新增子公司旌

能天然气和罗江天然气对应增加营业收入16,609.73万元； (2) 成都华联零售商业业务收缩营业收入减少

11,210.55万元。 

2、公司营业利润比上年同期减少7,242.33万元，减幅418.72%。主要原因是：(1) 报告期公司对年对

非同一控制下购买罗江天然气股权产生的合并商誉计提减值3,300.00万元； (2) 本年对所持有的港股亚美

能源按2016年末公允价值低于初始投资3,283.97万元计提减值准备；(3) 成都华联零售商业业务收缩，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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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清偿、人员安置等费用，导致营业收入大幅下降，营业毛利大幅减少，管理费用、资产减值损失大幅

增加，使报告期营业利润减少2,719.19万元；（4）公司全资子公司上饶燃气按照《江西省发展改革委关于

规范管道燃气安装费管理的通知》[赣发改商价（2015）1262号）]要求，自2016年1月1日起：居民、工业、

商业等用户安装燃气管道只收安装费，不再收取配套费；庭院管网建设费包含在燃气管道安装费中；随项

目工程进度确认相应的收入、成本。收入减少，成本范围扩大，使利润总额减少1,403.79万元； (5) 本年

新增贷款27,280.00万元，影响利息支出比上年增加764.47万元。 (6) 公司原存放于银行的前次非公开发行

所募集的资金已于本年按相关规定履行程序用于补充了公司主营业务发展所需的流动资金，使存款利息同

比减少210.57万元。(7) 自2016年5月1日起新增持股比例95.24%的子公司大通睿恒，该公司主建的上海嘉

定数据中心分布式能源项目本报告期处于投资和培育阶段，尚未产生营运收入，故该公司本报告期的亏损

使公司营业利润减少300.97万元。(8) 本报告期，公司自2016年5月31日起新增子公司旌能天然气和罗江天

然气，两公司盈利使合并营业利润增加4037.96万元。(9) 上年发生融资顾问费340.00万元，本年无此因素。

(10) 上年对联营企业大通鑫裕股权投资截至2015年12月31日账面余额全额计提减值准备312.04万元，本年

无此因素。 

3、公司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减少-6,917.89万元，减幅490.82%。主要是上述营业

利润减少、成都华联零售商业业务收缩发生业务清偿支出338.64万元，及相应计提企业所得税共同影响所

致。 

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是 □ 否  

 

2016 年 6 月 8 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同意公司调整发展战略，终止公司全资子公司成都

华联商厦有限责任公司商业零售业务，零售商业终止后，公司主营业务由“零售商业和城市管道燃气业”

向“城市管道燃气、LNG 的输配与营销；分布式能源的投资与运营”转化。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

年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

同期增减 

商业零售收入 161,037,035.09 138,677,343.03 13.88% -41.04% -39.37% -2.38% 

燃气供应及其相

关收入 
269,809,783.47 197,338,155.32 26.86% 164.30% 267.93% -2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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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详见本年度报告摘要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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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公司根据财政部《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财会[2016]22 号）中规定“三、财务报表相关项目列示”

要求，将“应交税费”科目的明细科目期末余额分别不同情况，在资产负债表中的“其他流动资产”或“其他非

流动资产”项目列示。并且，将 2016 年 5 月-12 月在“管理费用”中核算的税金调整至“税金及附加”科目中核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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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截至2016年12月31日，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共16家(其中报告期增加7家)，分别为成都华

联商厦有限责任公司、大连新世纪燃气有限公司、上饶市大通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四川大通睿恒能源有限

公司、德阳市旌能天然气有限公司、罗江县天然气有限公司、成都华联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四川鼎龙服饰

有限责任公司、成都华联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成都华联华府金座餐饮有限责任公司、大连新创燃气器材销

售有限公司、大连新纪元管道设备经销有限公司、德阳市旌能燃气设计有限公司、德阳市旌能天然气管道

工程有限公司、阳新县华川天然气有限公司、上海环川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本年度合并范围比上年度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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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家。 

 

 
 

 

 

 

四川大通燃气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李占通 

二○一七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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