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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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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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3,812,187.54 1,580,783,325.38 5.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元） 
1,111,215,026.51 1,110,282,103.31 0.08%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06,787,980.90 -10.58% 330,436,005.38 -6.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元） 
-4,352,435.39 -120.24% 4,982,271.13 8.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4,410,549.11 -94.15% 4,778,420.76 -14.8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元） 
-- -- 66,691,088.86 774.4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2 -100.00% 0.014 -6.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2 -100.00% 0.014 -6.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39% 减少0.22个百分点 0.45% 减少0.07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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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662.51 

主要是报告期罗江天然气

固定资产处置损益。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

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12,142.58 

主要是报告期各公司收到

的政府补助。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2,219.89 

主要是报告期旌能天然气

将无法支付的应付款项收

账。 

减：所得税影响额 16,56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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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45,388.41  

合计 203,850.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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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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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3,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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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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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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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6,000,000    

中国国际金融

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06% 3,787,374    

杨瑞洁 境内自然人 1.05% 3,782,224    



四川大通燃气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5 

郭学平 境内自然人 0.64% 2,303,900    

包桢臻 境内自然人 0.57% 2,040,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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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000,000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3,787,374 人民币普通股 3,787,374 

杨瑞洁 3,782,224 人民币普通股 3,782,224 

郭学平 2,303,900 人民币普通股 2,303,900 

包桢臻 2,040,854 人民币普通股 2,040,854 

徐炜 2,011,889 人民币普通股 2,011,889 

陈燕月 1,766,500 人民币普通股 1,766,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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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敬蓉         1,393,991 人民币普通股 1,393,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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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通气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存在关联关系，与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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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未知其余股

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和一致行动关系。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

融券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股东杨瑞洁通过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3,782,224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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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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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0日 2016年12月31日 增减额 
增减幅度

（%） 
增减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111,513,359.30 44,028,373.61 67,484,985.69 153.28% 

主要是报告期公司收到成都农商行西

区支行长期借款，各公司偿还借款和

支付利息，以及子公司睿恒能源购建

上海嘉定数据中心分布式能源项目共

同影响所致。 

应收票据 18,526,560.20 10,523,594.46 8,002,965.74 76.05% 
主要是报告期子公司旌能天然气和罗

江天然气收到票据增加所致。 

预付账款 46,677,526.02 82,906,823.91 -36,229,297.89 -43.70% 

主要是报告期子公司旌能天然气结算

期初预付款和报告期预付货款的减少

所致。 

其他应收

款 
27,650,376.09 6,168,193.31 21,482,182.78 348.27% 

主要是报告期二级子公司阳新华川收

到孙斌股权转让款代偿股东孙斌债务

影响所致，待股权过户后结转。 

投资性房

地产 
153,299,953.92 82,150,903.34 71,149,050.58 86.61% 

主要是报告期子公司成都华联将出租

的东环广场部分房产账面价值从固定

资产转入投资性房地产及报告期摊销

共同影响所致。 

短期借款 60,000,000.00 155,000,000.00 -95,000,000.00 -61.29% 
主要是报告期子公司上饶燃气和旌能

天然气归还了短期借款所致。 

应付职工

薪酬 
1,121,782.68 1,741,233.01 -619,450.33 -35.58% 

主要是报告期支付了跨期工资，以及

成都华联零售商业业务收缩人员减少

共同影响所致。 

应交税费 5,091,909.10 8,341,687.66 -3,249,778.56 -38.96% 主要是报告期缴纳了期初税费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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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借款 340,250,000.00 148,500,000.00 191,750,000.00 129.12% 
是报告期公司提取了2016年在农商行

西区支行获批的长期借款。 

其他综合

收益 
-4,049,347.93 0.00 -4,049,347.93 -100.00% 

主要是报告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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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数股东

权益 
-2,829,215.43 -4,846,365.66 2,017,150.23 41.62% 

是报告期子公司旌能天然气的少数股

东权益亏损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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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2017年1-9月 2016年1-9月 增减额 
增减幅度 

（%） 
增减变动原因 

税金及附加 5,785,111.26 3,912,662.96 1,872,448.30 47.86% 

主要是报告期按照《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

（财会[2016]22号）的要求，将企业经营活

动发生的房产税、土地使用税、印花税等

相关税费，自2016年5月1日起发生的，列

示于“税金及附加”项目，不再列示于“管理

费用”项目所致。 

销售费用 19,779,029.43 35,765,075.14 -15,986,045.71 -44.70% 

主要是子公司成都华联零售商业业务收

缩，致工资、水电、商场管理等费用同比

大幅减少所致。 

财务费用 13,495,626.27 3,114,565.70 10,381,060.57 33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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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8,847.01 11,151.74 -2,489,998.75 -22328.34% 

主要是报告期新增联营企业金石石化的亏

损权益调整和报告期收到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持有收益减少所致。 

营业外收入 346,002.59 1,947,199.63 -1,601,197.04 -82.23% 
主要是报告期减少上年同期子公司大连燃

气取得债务豁免收益所致。  

营业外支出 170,977.61 3,300,176.26 -3,129,198.65 -94.82% 
主要是报告期减少上年同期成都华联零售

商业业务收缩发生赔偿支出所致。  

利润总额 11,238,114.58 6,391,442.89 4,846,671.69 75.83% 
主要是报告期业务结构调整、销售费用减

少财务费用增加等因素共同影响所致。 

所得税 5,238,693.22 709,248.27 4,529,444.95 638.63% 
主要是报告期应纳税所得额同比增加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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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2017年1-9月 2016年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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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691,088.86 -9,888,341.74 76,579,430.60 774.44% 

主要是报告期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

现金比购买商品提供劳务支付的现金同

比增加较大共同影响所致。 

投资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85,423,536.61 -687,118,653.72 601,695,117.11 87.57% 

主要是上年同期购买中航信托和大通集

团所持有的旌能天然气和罗江天然气共

100%股权发生现金支付，报告期无此支

出所致。 

筹资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86,217,539.97 670,028,765.35 -583,811,225.38 -87.13% 

主要是上年同期非公开发行股份收到现

金、子公司旌能天然气和罗江天然气支付

其原股东股利，报告期无此因素共同影响

所致。 

现金及现金

等价物净增

加额 

67,485,092.22 -26,978,230.11 94,463,322.33 350.15% 

主要是报告期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的增

加、投资活动净流量的增加和筹资活动净

流量的减少综合因素影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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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长三角地区分布式能源项目 

子公司睿恒能源投资兴建的上海嘉定数据中心分布式能源项目是与光环新网的上海嘉定数据中心项目同

步新建的项目。目前，该项目已累计完成投资约 5,700 万元，项目一期已经完成调试，处于试运行阶段。 

上海嘉定数据中心部分模块已进入运营阶段，但由于该数据中心未全面运营负荷不足，分布式能源机组尚

未对其正式供能。 

2、京津冀地区分布式能源项目 

2017 年 4 月，子公司睿恒能源与光环新网相关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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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的正式投资协议，两个项目总投资不超过人民币 36,000 万元。 

目前，河北燕郊项目尚处于项目立项审核阶段，能源技术评价及核准手续正在办理中；北京亦庄项目正在

进行项目手续办理和设计工作。  

3、2017 年 6 月，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同意全资子公司德阳旌能天然气有限公司以自

有资金 2,500 万元收购孙斌持有的阳新县华川天然气有限公司 20%股权。2017 年 10 月 17 日，相关工商

变更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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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双桥商场租赁事项至报告期末尚处于免租期。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子公司睿恒能源签订分布式能源

项目框架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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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编号：2017

－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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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编号：2017

－020） 

公司签订双桥商场整体租赁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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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编号：2017－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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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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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大通燃气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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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1 日-2017 年

9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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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20 日  互动易 其他 报告期业绩情况。 

2017 年 9 月 27 日 互动易 其他 

分布式能源项目的市场竞争力

以及公司投资前可行性分析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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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履行精准扶贫社会责任情况 

公司报告三季度暂未开展扶贫工作，也暂无后续精准扶贫计划。 

 

 

 

  四川大通燃气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李占通  

                                                        二○一七年十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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