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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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34,629,663.02 23,215,754,677.81 4.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1,165,463,494.21 11,019,954,427.04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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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0,139,741.09 686,550,293.76 26.74 

营业收入 6,372,775,555.54 6,583,257,398.22 -3.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658,172,685.23 594,638,712.10 10.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602,646,410.81 575,097,723.90 4.7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5.80 5.49 增加0.3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23 0.21 9.52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23 0.20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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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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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5 173,991,581 0 质押 105,870,000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社保基金 1103组合 

未知 1.56 44,999,989 0 无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未知 1.12 32,337,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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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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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股东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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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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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38   50.18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13.21   11.29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20 年上半年，受全球新冠疫情蔓延扩散影响，全球经济整体表现低迷，但二季度中国经济
呈现恢复性增长态势，稳住经济基本盘。上半年全国天然气表观消费量 1,556 亿立方米，增长 4%。 

2020 年上半年，公司团结一致抗击疫情，克服困难取得优异的经营业绩。加快推进城中村改
造，全力服务社会民生；深化改革用气营商环境，服务城市发展；优化采购模式，推动热电经营
增效；外延并购加速扩能，凸显异地市场经营成效；全面开展技术和市场创新，入围国家 2020
年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项目，深度推动智慧燃气融合发展，打造燃气具自主品牌，提升安全
服务质量，保障民生供应。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63.73 亿元，同比下降 3.20%，主要是受疫情影响，工商用气
和液化石油气销量下降所致；利润总额 8.23 亿元，同比增长 12.92%；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6.58 亿元，同比增长 10.68%，基本每股收益 0.23 元，同比增长 9.52%；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为 5.80%。 

（一）管道天然气业务 
公司天然气销售收入 44.43 亿元，同比增长 4.12%；销售量 16.53 亿立方米，同比增长 17.48%； 

其中管道天然气销售量 14.12 亿方，同比增长 6.16%。 
深圳地区管道天然气销售量 8.84 亿立方米，同比增长 0.80%，其中上半年电厂天然气销售量

为 3.81 亿立方米，同比增长 19.06%。公司加快深圳地区老旧住宅区和城中村管道天然气改造，
2020 年上半年完成改造 13.20 万户；累计新建市政中压燃气管网 55.44 公里。公司新增工商用户
941 户；落实食街改造 165 户、学校 65 所、医院 36 家；完成锅炉新建或改造 28 台。 

深圳以外地区（包括香港深燃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1.64 亿元，同比增长 1.50%；管道天然
气销量 5.27 亿立方米，同比增长 16.46%。成立河北深燃致远公司，首次进入河北省清洁能源市场。
2020 年 7 月，收购东方燃气 5 个城市燃气项目，首次进入四川省城市燃气市场。 

截止 2020 年 6 月 30 日，公司管道气用户 395.67 万户，较年初净增 16.27 万户。其中：深圳
地区 236.33 万户，较年初净增 7.13 万户，非居用户占比 0.78%；深圳以外地区 159.34 万户，较
年初增加 9.14 万户，非居用户占比 1%。 

（二）液化天然气批发业务 
公司液化天然气批发收入为 5.23 亿元，同比增长 134.53%。液化天然气批发为 2.42 亿立方米，

同比增长 212.54%。主要是华安天然气储备与调峰库投产带来天然气批发销量同比大幅增长。 
（三）液化石油气业务 
公司液化石油气销量 23.86 万吨，同比减少 8.58 万吨，下降 26.45%，其中：液化石油气批发

19.29 万吨，同比减少 9.37 万吨，下降 32.69%；瓶装石油气 4.56 万吨，同比增加 0.79 万吨，增
长 20.95%。公司在国内率先推广瓶装气“一瓶一码”，安装钢瓶二维码 96 万只。 

（四）电力业务 
深燃热电发挥天然气资源优势，积极参与市场化交易，全力争取市场电量，1-6 月份上网电

量 5.98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36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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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第十节公司半年度报告的财务报告“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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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