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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

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

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不适用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深圳燃气 601139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杨玺 谢国清 

电话 0755-83601139 0755-83601139 

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梅坳一路268号

深燃大厦 

深圳市福田区梅坳一路268号

深燃大厦 

电子信箱 yangxi@szgas.com.cn xgq@szgas.com.cn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21,314,074,193.86 19,712,419,073.18 8.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0,701,557,045.87 9,196,961,030.79 16.36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686,550,293.76 906,523,298.15 -24.27 

营业收入 6,583,257,398.22 6,170,367,597.12 6.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594,638,712.10 638,394,704.24 -6.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575,097,723.90 632,283,373.91 -9.0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5.49 7.00 减少1.5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21 0.22 -4.55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20 0.22 -9.09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29,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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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

量 

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家 50.07 1,440,396,780 0 无 0 

香港中华煤气投资有限公

司 

境外法

人 

16.36 470,610,934 0 无 0 

港华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9.30 267,500,792 0 无 0 

南方希望实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5.95 171,217,398 0 质押 105,870,0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未知 1.11 31,902,189 0 未知 未知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未知 0.98 28,066,870 0 未知 未知 

香港中华煤气(深圳)有限

公司 

境外法

人 

0.82 23,530,468 0 无 0 

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0.75 21,450,000 0 无 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

司 

未知 0.72 20,600,576 0 未知 未知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四组合                                                                          未知 0.64 18,526,490 0 未知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香港中华煤气投资有限公司、港华投资有限公司及香

港中华煤气（深圳）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均为香港中华

煤气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南方希望实业有限公司是

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与新希望集团有限公

司存在关联关系；未知其他股东相互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深 圳 燃 气

2016 年 公

司债券（第

一期） 

16 深燃 01 136530 2016-7-11 2021-7-11 5,153.4 2.97 

深 圳 燃 气

2016 年 公

司债券（第

二期） 

16 深燃 02 136846 2016-11-22 2021-11-22 50,000 3.24 

深 圳 燃 气

2018 年 公

司债券（第

一期） 

18 深燃 01 143585 2018-4-18 2023-4-18 190,000 4.80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不适用  

主要指标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资产负债率 47.42   50.91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11.29   10.99   

 

关于逾期债项的说明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19 年上半年，中国经济运行继续保持在合理区间，延续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发展态势。上

半年全国天然气表观消费量 1,493 亿立方米，同比增长 10.8%，整体上保持较快增长的趋势。 

2019 年上半年，公司加快城中村改造，打造民生工程；加强优化营商环境改革，提升客户满

意度；加强市场拓展，提高用气量；丰富微信产品线，发展增值业务；推进异地投资项目发展，

加快“再造深燃”步伐；积极协调上下游，保障气源供应和电厂用气量；加快储备库投产准备工

作并于 2019年 8 月 18 日试投产，推动公司“2G”（LPG、LNG）转型；加强科技创新，发展智慧燃

气，公司与工信部网安中心签订部企合作战略协议，推进工控安全建设等五大重点工作，落实国

家级工业互联网安全服务平台项目。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65.83 亿元，同比增长 6.69%；利润总额 7.29 亿元，同比下降

13.54%；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95 亿元，同比下降 6.85%，基本每股收益 0.21 元，同比

下降 4.55%；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 5.49%。 

公司天然气销售收入 42.67 亿元，同比增长 5.82%；销售量 14.07 亿立方米，同比增长 2.25%；

其中管道天然气销售量 13.30 亿方，同比增长 2.70%；深圳地区管道天然气销售量 8.77亿立方米，

同比下降 5.09%，主要是电厂天然气销售量下降所致，上半年电厂天然气销售量为 3.20亿立方米，

同比下降 18.16%。 

公司加快深圳地区老旧住宅区和城中村管道天然气改造，2019年上半年完成改造 10.17万户；

大力发展工商业用户，2019 年上半年，新增工商用户 738 户；落实食街改造 101 户、学校 35 所、

医院 8 家。 

公司液化石油气销售收入为 12.95 亿元，同比下降 7.17%。其中：液化石油气批发销售 28.66

万吨，同比下降 5.32%。瓶装液化石油气销售 3.77 万吨，同比下降 18.40%。公司在国内率先推广

瓶装气“一瓶一码”，安装钢瓶二维码 60 万个。 

深圳以外地区实现销售收入 19.48 亿元，同比增长 24.39%；管道天然气销售量 5.30 亿立方

米，同比增长 17.52%。新增 2 个燃气项目：梧州市鑫林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邵东县泰华管道燃

气工程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截止 2019 年 6 月底，公司管道燃气用户总数 340.37 万户，其中深圳地区 212.46 万户，深圳

以外地区 127.91 万户。2019 年 1-6 月，管道燃气用户净增 14 万户，其中深圳地区净增 6.55 万

户，深圳以外地区净增 7.45 万户。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见财务报告附注五、43的相关说明。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