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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李占通、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谢树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谢树江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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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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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10,837,780.33 103,507,417.17 7.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082,372.14 2,032,160.01 2.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2,048,326.25 2,024,743.10 1.1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8,404,328.60 9,646,431.60 298.1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6 0.007 -14.2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6 0.007 -14.2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19% 0.31% 减少 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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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3,286,933.89 1,580,783,325.38 -1.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112,717,748.83 1,110,282,103.31 0.22%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

准备的冲销部分） 
38,601.52 

主要是报告期罗江天然气固定资

产处置损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870.06 
主要是报告期大连燃气收到的补

偿收入。 

减：所得税影响额 6,642.7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17.06  

合计 34,045.89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

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

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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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

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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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92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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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若舒 境内自然人 1.24% 4,464,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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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

信量化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89% 3,201,654    

朱海红 境内自然人 0.44% 1,586,47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天津大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08,280,659 人民币普通股 108,280,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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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000,000 

胡若舒 4,464,635 人民币普通股 4,464,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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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万能－个险万能 
4,016,905 人民币普通股 4,016,905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

信量化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3,201,654 人民币普通股 3,201,654 

朱海红 1,586,470 人民币普通股 1,586,470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54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540,000 

富国基金－建设银行－中国

人寿－中国人寿委托富国基

金混合型组合 

1,296,900 人民币普通股 1,296,900 

赵东岭 1,134,617 人民币普通股 1,134,617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114,300 人民币普通股 1,114,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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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

融券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注：至本报告期末，公司控股股东天津大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除以上持股外，通过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股票收益互换方式持有公司股份 1,114,300 股，持股比例 0.31%。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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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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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资产负债变动情况：                                                                            单位：元 

项目 2017年3月31日 2016年12月31日 增减额 
增减幅度

（%） 
增减变动原因 

预付账款 37,260,162.12 82,906,823.91 -45,646,661.79 -55.06% 

主要是报告期同比新增子公司旌能天

然气预付购气款和结算期初预付款所

致。 

应付职工

薪酬 
1,190,613.77 1,741,233.01 -550,619.24 -31.62% 

主要是报告期支付了上年末工资所

致。 

应交税费 3,473,237.24 8,341,687.66 -4,868,450.42 -58.36% 

主要是报告期同比新增子公司旌能天

然气和罗江天然气对应增加应交税

费，和缴纳期初税费以及将预交税费

从“应交税费”项目重分类至“其他流动

资产”共同影响所致。 

其他综合

收益 
353,273.38 0.00 353,273.38 100.00% 

是报告期公司所投资港股亚美能源的

公允价值变动扣除递延所得税影响后

的净额。 

2、经营成果变动情况：                                                                            单位：元 

项目 2017年1-3月 2016年1-3月 增减额 
增减幅度 

（%） 
增减变动原因 

销售费用 7,580,581.04 12,976,741.74 -5,396,160.7

0 

-41.58% 主要是报告期成都华联零售商业业

务逐步终止，致工资和水电等费用同

比大幅减少所致。 

财务费用 3,894,496.45 329,450.23 3,565,046.22 1082.12% 主要是报告期同比新增贷款致银行

借款利息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815,906.03 -182,476.87 -633,429.16 -347.13% 主要是据同比新增联营企业金石石

化的亏损调整报告期投资损益所致。 

营业外收

入 

48,775.73 18,305.66 30,470.07 166.45% 主要是同比新增子公司罗江天然气

报告期固定资产处置收入。 

所得税费

用 

1,564,381.11 854,256.52 710,124.59 83.13% 主要是同比新增子公司旌能天然气

报告期盈利增加所得税费用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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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股东

损益 

54,803.70 0.00 54,803.70 100.00% 是同比新增子公司旌能天然气和大

通睿恒报告期产生的少数股东损益。 

3、现金流量变动情况：                                                                            单位：元 

项目 2017年1-3月 2016年1-3月 增减额 
增减幅度

（%） 
增减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38,404,328.60 9,646,431.60 28,757,897.00 298.12% 

主要是报告期同比新增子公司旌能天

然气和罗江天然气销售商品收到的现

金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38,681,655.42 -6,940,874.88 -31,740,780.54 -457.30% 

主要是报告期同比新增子公司大通睿

恒购建上海嘉定项目和旌能天然气购

建管网，以及公司总部购买金石石化部

分股权共同影响所致。 

筹资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7,817,162.48 -406,204.67 -7,410,957.81 -1824.44% 

主要是报告期同比新增子公司旌能天

然气归还银行借款，以及公司支付借款

利息同比增加共同影响所致。 

现金及现金

等价物净增

加额 

-8,094,489.30 2,299,352.05 -10,393,841.35 -452.03% 

主要是同比新增子公司报告期现金及

现金等价物净流出，和公司总部购买金

石石化部分股权，以及公司支付借款利

息同比增加共同影响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17年3月，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向

银行申请贷款的议案》，根据公司发展及资金需求安排，公司拟向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区支

行申请不超过 2.8亿元人民币的贷款。 

2017年4月，公司与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区支行签署了首笔1.8亿元的借款合同（2017年4月19

日提取了1亿元，借款期为2017年4月19日至2020年4月18日）。 

2017年4月，公司控股子公司四川大通睿恒能源有限公司与北京光环新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项目合

作框架协议。签订了河北燕郊和北京太和桥两个数据中心分布式能源项目投资协议。 

2017年4月，就双桥商场租赁事项，经友好协商，最后约定由公司、华联股份和华联综超三方签订解约《协

议书》，并由华联综超整体承租原“双桥商场租赁系列合同”对应的双桥商场物业，并签订新的《房屋租

赁合同》。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拟向银

行申请贷款的议案》 
2017 年 03 月 06 日 

巨潮资讯网《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

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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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拟向

银行申请贷款的议案》 
2017 年 03 月 22 日 

巨潮资讯网《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决议公告》 

关于贷款的进展公告 2017 年 04 月 06 日 巨潮资讯网《关于贷款的进展公告》 

签署项目合作框架协议 2017 年 04 月 20 日 
巨潮资讯网《关于子公司睿恒能源签订项

目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子公司睿恒能源签订分布式能源

项目投资协议 
2017 年 04 月 29 日 

巨潮资讯网《关于子公司睿恒能源签订河

北燕郊和北京太和桥两个数据中心分布式

能源项目投资协议的公告》 

双桥商场整体租赁 2017 年 04 月 29 日 

巨潮资讯网《关于与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

份有限公司签订双桥商场整体租赁合同的

公告》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对 2017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

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7 年 1 月 1 日-2017

年 3 月 31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日常经营管理；定期报告披

露情况 

2017 年 3 月 5 日  互动易 其他 商誉减值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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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九、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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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