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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67                             证券简称：陕天然气                             公告编号：2020-061 

陕西省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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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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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天然气 股票代码 002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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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卫 王岳  

办公地址 
陕西省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 A1 区开元

路 2 号 

陕西省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 A1 区开元

路 2 号 

电话 
029-86156018（办公室）  

029-86156168（公司前台） 

029-86156198（办公室）   

029-86156168（公司前台） 

电子信箱 biwei@shaanxigas.com wangyuemail126@126.com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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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政策变更;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4,880,802,800.20 5,147,235,942.92 5,198,423,772.20 -6.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52,653,974.58 222,259,163.73 228,505,703.19 1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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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237,451,010.50 217,603,987.81 223,850,527.27 6.0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874,148,719.00 927,399,655.24 920,209,422.99 -5.0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272 0.1999 0.2055 10.5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272 0.1999 0.2055 10.5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04% 3.86% 3.90% 0.1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12,751,655,432.30 12,031,772,832.46 12,488,507,957.82 2.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065,679,768.65 5,990,079,157.94 6,129,359,211.04 -1.04%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1.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并于 2020 年 3 月 7 日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本

报告期公司按新收入准则的要求列报有关财务信息，不对比较财务报表进行追溯调整。 

2.本报告期公司收购渭南市天然气有限公司发生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持股比例 51%，渭南市天然气有限公司已于 2020

年 4 月 9 日完成了工商登记信息变更，纳入合并范围，合并日为 2020 年 4 月 9 日。按照企业会计准则要求，公司调整财务

报表上年同期数及期初数。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3,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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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燃气集

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5.36% 615,650,588 0  0 

澳门华山创

业国际经济

技术合作与

贸易有限公

司 

境外法人 5.53% 61,507,852 0  0 

陕西华山创

业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69% 29,907,004 0  0 

中央汇金资

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45% 16,094,400 0  0 

陕西秦龙电

力股份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0.85% 9,465,012 0  0 

安徽省铁路

发展基金股

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78% 8,638,095 0  0 

#庞开明 境内自然人 0.60% 6,650,853 0  0 

#鹿向杰 境内自然人 0.59% 6,558,600 0  0 

工银瑞信基

金－农业银

行－工银瑞

其他 0.47% 5,270,30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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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

划 

南方基金－

农业银行－

南方中证金

融资产管理

计划 

其他 0.47% 5,270,300 0  0 

中欧基金－

农业银行－

中欧中证金

融资产管理

计划 

其他 0.47% 5,270,300 0  0 

博时基金－

农业银行－

博时中证金

融资产管理

计划 

其他 0.47% 5,270,300 0  0 

大成基金－

农业银行－

大成中证金

融资产管理

计划 

其他 0.47% 5,270,300 0  0 

嘉实基金－

农业银行－

嘉实中证金

融资产管理

计划 

其他 0.47% 5,270,300 0  0 

广发基金－

农业银行－

广发中证金

融资产管理

计划 

其他 0.47% 5,270,300 0  0 

华夏基金－

农业银行－

华夏中证金

融资产管理

计划 

其他 0.47% 5,270,300 0  0 

银华基金－

农业银行－

银华中证金

融资产管理

计划 

其他 0.47% 5,270,300 0  0 

易方达基金

－农业银行

－易方达中

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0.47% 5,270,300 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无。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上述股东中，3 家发起人股东（澳门华山创业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与贸易有限公司、陕西

华山创业有限公司、陕西秦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合计持有公司 9.07%的股权，上述股

东存在关联关系。其他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之间未知其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

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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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为深化改革、推进陕西省国有企业布局结构调整，延长集团按照陕西省国资委要求，作为战略投资者对陕西燃气集团进

行增资扩股。2019年 9月 19日，陕西省国资委与延长集团及陕西燃气集团签署《陕西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与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关于陕西燃气集团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协议》，延长集团以资产置入方式向陕西燃气集

团进行增资扩股。增资扩股完成后，延长集团将持有陕西燃气集团 52.45%的股份，成为陕西燃气集团的控股股东，并通过

陕西燃气集团间接控制公司 55.36%的股份。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6月 22 日、6 月 25 日、9月 20 日、9月 28 日、10

月 26 日及 11 月 9 日在指定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股权结构变

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9-028）、《关于控股股东增资扩股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9-029）、《关于控股股东

增资扩股进展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9-040）、《关于控股股东增资扩股事项获得陕西省国资委批复的公告》（公告编

号：2019-041）、《关于控股股东收到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不实施进一步审查决定书>的公告》（公

告编号：2019-046）、《关于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要约收购义务豁免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的公告》（公

告编号：2019-047）。截至目前，陕西燃气集团增资扩股事项正在进行中。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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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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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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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以来，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和稳增长压力不断加大的双重考验，在公司董事会的坚强领导下，在全体股东的支持

下，公司领导班子带领全体员工，按照“目标不变、任务不减、标准不降”的总体要求，克难前行，狠抓落实，统筹有序推

进各方面工作。 

报告期内，公司销售天然气总量32.64亿立方米，同比减少2.21%；实现营业收入48.81亿元，同比减少6.11%；归属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53亿元，同比增加10.57%。报告期末，公司资产总额127.51亿元，归属上市公司股东所有者权益60.66

亿元，资产负债率47.57%。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完成工作如下： 

    （一）主要指标实现时间任务“双过半” 

    报告期内销售天然气32.64亿方，完成年度计划的52.88%；实现营业收入48.81亿元，完成年度预算的51.05%；利润总额

3.4亿元，完成年度预算的79.43%；发展用户22,140户，完成年度计划的42.58%。 

（二）疫情防控有力有效 

    疫情暴发以来，公司迅速投入战疫状态，周密部署，建立防疫机制，全面落实防疫措施，动态掌控全员健康状况，多渠

道保障防疫物资，加强正面宣传引导，有序推进复工复产，全方位筑牢疫情阻击工事，公司系统疫情防控持续保持“零感染、

零疑似”态势。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基层一线员工，舍小家为大家，克服困难，坚守岗位，全力保障抗疫期间安全生产不受

影响，用实际行动诠释了燃气人的责任与担当。 

    （三）安全生产形势平稳 

    强化责任落实，全面推行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建立了风险共担、失职追责的安全环保奖惩体系，安全管理实现由被动管

理向主动监管的模式转变。夯实安全基础，推进危化品经营许可证换证工作，研究建立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体系运行机制，

健全完善安全生产基础管理考评要素。加强计量管控，开展计量管理提升活动，完成81个供气点252台计量器具专检，进行

专项问题整改。狠抓安全监管，先后开展5次公司级专检，消除安全问题；探索高后果区视频监控风险防控模式，开展7条管

道地灾评估，完成在役管道高后果区识别。加强应急处突，完善环境管理体系，制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先后举办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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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级、13次分子公司级应急演练。突出教育培训，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举办“消除事故隐患，筑牢安全防线”主题

演讲，累计开展35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学习活动，全员安全素质得到提升，抓好安全生产的政治自觉、

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持续强化。 

    （四）发展规模不断扩张 

    全力提销量，成立价格委员会，实行营销例会机制，研究制定7个方面18项营销策略，灵活调整价格机制；统筹做好管

网运行调度与均衡供气，实行阶段性降低非居民用天然气用气成本，全力支持下游企业复工复产。主动拓市场，开发志丹博

奥公司，实现西乡华兴元项目通气，完成商洛炼锌、靖边隆丰等10个大用户市场调研；编制公司下游城市燃气板块整合规划，

完成渭南天然气股权受让工作，积极推进下游燃气公司收购项目前期工作。 

    （五）项目管控力度加大 

    强化能力提升，研究制定项目管理通则，组织开展工程建设业务系统培训，首次开展新建工程项目管理交底，全面推行

参建单位和项目管理部履职承诺。严抓质量管控，健全质量管理制度，在“职能部门、项目单位、监理单位”三级质量管控

的基础上，引进第三方“飞检”模式，全面监督在建项目工程质量及各方质量行为，取得初步效果。按计划稳步推进重点项

目，关中环线割耳庄重大安全隐患基本解决，眉陇线、保旦线等项目资产清册移交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宝汉线太凤高速、

汉安线西镇高速改移等10个项目完成竣工验收。 

    （六）企管效能持续释放 

实施降本增效，加强预算执行分析预警，各项成本费用同比减少，降幅9.35%；确定2类11项指标，持续推进对标管理。

抓好风险防范，对公司系统不动产权属问题进行摸排整治，完成关中环线杨凌支线工程跟踪审计，完成315笔民营企业账款

清理。加强资金管控，成功发行5亿元中期票据，创历年债券市场发行利率新低；通过提前还款、智能存款等措施，降低财

务费用；全面落实西部大开发及疫情惠企政策，争取税费优惠。强化人事管理，优化调整组织机构及部门职责，制定领导人

员任务清单，完善干部考核考评制度，完成岗位绩效工资制度改革前期调研。深化创新管理，全面推行无纸化、移动化办公；

绩效考核、督查督办、岗位查究三个机制同向发力；按计划推进老旧管道事故危害防范等重点研发项目，积极开展各类创新

活动，参与创新成果竞赛5项，取得2项授权专利；引入代储代销及单一来源采购模式，有效降低采购成本，提高物资保供效

率。加强群团工作，完善职工诉求回复落实制度，开展“我为公司发展建言献策”和“当前形势怎么看、面对困难怎么办、

立足岗位怎么干”大讨论，举办“五四精神，传承有我”系列活动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演讲比赛，积极推进母婴

关爱室、爱心托管班建设。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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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公司执行新收入准则：根据2017年7月5日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财会[2017]22号），

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并按新收入准则的要求列报收入相关的信息，不对比较财务报表追溯调整，上述会

计政策变更于2020年3月7日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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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报告期发生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公司分别于2020年3月7日、2020年3月25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

四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及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受让渭南市天然气有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151,706,334 元人民币受让陕西燃气集团有限公司所持有的渭南市天然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渭南天然气”）51%的股权。收购完成后，公司持有渭南天然气51%股权。渭南市天然气有限公司已于2020年4月9日完成工

商信息登记变更，公司从2020年4月9日将渭南天然气纳入合并范围。 


	一、重要提示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6、公司债券情况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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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