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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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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刘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奚红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张伟保证季

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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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64,248,007.00 20,272,932,648.75 1.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113,542,927.22 6,106,566,860.19 0.11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 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

期末（1-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57,525,284.34 365,365,132.96 216.81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 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

期末（1-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3,387,140,418.09 3,395,565,368.60 -0.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6,816,733.01 -218,979,720.20 112.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4,409,505.71 -270,557,742.69 94.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004 -3.42 增加 3.424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33 -0.1902 112.2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33 -0.1902 112.25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 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

金额（1-9 月）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4,252,600.94 6,662,973.94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

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

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1,841,736.89 35,853,68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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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19,136.63 -1,166,717.1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73,796.10 -331,078.80 

所得税影响额 432,409.05 207,373.06 

合计 17,119,679.61 41,226,238.72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50,317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

态 
数量 

新疆天富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336,879,787 29.26  
质押 

163,000,000 国有法人 

石河子市天富智盛股权

投资有限公司 

122,351,233 10.63 122,351,233 
无 

 国有法人 

石河子城市建设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43,541,364 3.78 43,541,364 
质押 

43,541,364 国有法人 

金石期货有限公司－中

新建招商股权投资有限

公司 

43,541,364 3.78 43,541,364 

无 

 其他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23,924,600 2.08  
无 

 国有法人 

八师石河子现代农业投

资有限公司 

14,513,788 1.26 14,513,788 
无 

 国有法人 

深圳秋石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深圳信时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14,513,788 1.26 14,513,788 

无 

 其他 

石河子市天信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 

14,494,720 1.26 7,256,894 
无 

 国有法人 

石河子国资资本运营有

限公司 

10,014,985 0.87  
无 

 国有法人 

望朦 7,753,677 0.67  无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新疆天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36,879,787 人民币普通股 336,879,787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3,924,600 人民币普通股 23,924,600 

石河子国资资本运营有限公司 10,014,985 人民币普通股 10,014,985 

望朦 7,753,677 人民币普通股 7,753,677 

石河子市天信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7,237,826 人民币普通股 7,237,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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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时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6,823,400 人民币普通股 6,823,400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6,823,400 人民币普通股 6,823,400 

朱仁杰 6,768,486 人民币普通股 6,768,486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6,704,400 人民币普通股 6,704,400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方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6,155,500 人民币普通股 6,155,5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石河子市天富智盛股权投资有限公司、石河子市天信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新疆天富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全资子公司，除此之外，本公司未确切知悉其他股东之

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

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本公司未发行优先股。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

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大幅变动情况及原因分析 

项目名称 本期期末数 上年同期期末数 
变动比

例（%） 
情况说明 

货币资金 1,928,707,934.97 1,451,538,365.79 32.87 主要是加大电热费回收力度，

增加电、热费预收款所致 

应收款项融资 53,878,455.85   100.00 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应收票

据”重分类，调整至“应收款

项融资” 

合同资产 5,616,413.86   100.00 执行新收入准则将“其他应收

账款”中的保证金及质保金调

整至“合同资产” 

无形资产 173,753,564.04 130,129,890.17 33.52 主要是公司开发的“天富公有

云”等电子信息技术平台完工

增加所致 

商誉 82,138,854.36 7,134,833.66 1,051.24 主要系公司合并肯斯瓦特水力

发电公司，此合并属于非同一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 

5 / 8 

 

控制下的企业合并，从而导致

商誉的增加 

短期借款 1,720,000,000.00 1,588,000,000.00 8.31 主要是银行借款的增加所致 

预收款项   1,022,015,303.33 -100.00 主要是按照新收入准则，将符

合合同负债的预收账款调整至

合同负债核算 

合同负债 1,302,891,521.26   100.00 主要是按照新收入准则，将符

合合同负债的预收账款调整至

合同负债核算 

应付票据 514,703,041.05 351,297,666.68 46.51 主要是公司增加银行承兑汇票

支付方式，办理银行承兑汇票

增加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91,066,398.76 36,629,199.93 148.62 主要是本年公司发电量的增加

和工资发放方式改变，各公司

本月计提、下月发放所致 

应交税费 13,391,428.67 5,449,996.61 145.71 主要是本期所得税增加所致 

递延收益 787,958,830.87 921,656,213.61 -14.51 主要是归还中央基建投资项目

结余资金所致 

 

（二）利润表、现金流量表项目大幅变动情况及原因分析 

项目名称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 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
告期末（1-9 月） 

变动比

例（%） 
情况说明 

投资收益 6,185,024.82 34,972,633.98 -82.31 主要是上年同期处置新疆立业

等公司股权形成处置收益等事

项本期未发生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损失以“—”

号填列） 

-18,517,984.24 -3,852,534.81 380.67 主要是加大应收账款准备计提

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 6,951,323.33 1,114,803.80 523.55 主要是本期对外处置了房屋建

筑物所致 

营业外支出 4,096,109.14 28,489,503.99 -85.62 主要是本期减少资产证券化支

出等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157,525,284.34 365,365,132.96 216.81 主要是本期售电量增加、加大

应收款项的回款、增加预付费

销售方式；同时减少购买商品

等导致同比增加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393,163,360.72 -319,719,628.88 -22.97 主要是本期购建固定资产、无

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支付

的现金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319,185,667.15 -407,115,088.82 21.60 主要是本期偿付的借款减少导

致同比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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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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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 月 16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审

议通过关于子公司新疆天富天源燃气有限公司收购新疆利华绿原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65%股权的

议案，同意公司子公司天源燃气以现金方式收购利华能源储运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利华储运”）

持有的新疆利华绿原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利华绿原”）65%的股权。经同致信德（北京）

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利华绿原全部股权价值进行评估，评估结果为 18,957.03 万元，对应利华绿原

65%股权价值为 12,322.07 万元。经与利华储运多次协商，最终转让价格定为 9,500.00 万元。收购

完成后，天源燃气持有利华绿原 65%的股权。上述收购事项已取得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师国资发〔2017〕162 号”《关于新疆天富天源燃气有限公司收购新疆利华

绿原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65%股权的批复》文件。天源燃气已于 2018 年 2 月 10 日与利华储运签

订了《股权转让协议》，2 月 13 日按照协议约定向利华储运支付首期 30%的转让款 2,850.00 万元，

随即申请办理工商变更手续。办理过程中，因利华储运与第三方债务纠纷，其持有的利华绿原

2,500.00 万元股权于 2018 年 3 月 9 日被司法保全，致使天源燃气与其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

法完全履行。为保障公司权益，天源燃气已将利华储运持有的未被冻结的利华绿原 44.17%股权办

理了工商变更。工商变更后，天源燃气持有利华绿原 44.17%股权，占全部拟交易股权的 67.95%；

并已向利华储运支付了 2,850.00 万元首期股权转让款，占全部拟交易金额的 30%，剩余 6,650.00

万元已止付。为保障公司权益，2019 年 4 月 29 日，天源燃气启动法律诉讼程序并获得法院受理通

知书；6 月 19 日，因利华储运进入破产清算程序，法院裁定中止诉讼，待与法院指定破产管理人

后再行诉讼；11 月 18 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师中级人民法院就原告天源燃气起诉被告利华储

运股权转让纠纷案作出一审判决（〔2019〕兵 02 民初 6 号），对于天源燃气请求判令利华储运支付

违约金 1,200 万元和赔偿经济损失 2,865 万元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并予以驳回。天源燃气不

服一审判决，已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提起上诉；2020 年 5 月 14

日，兵团分院开庭审理；6 月 24 日，公司收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民事判决书（〔2020〕兵民终 16 号）：驳回原告天源燃气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同时，2020 年 1

月 7 日，利华储运向河北省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天源燃气支付

股权转让款 36,056,153.85 元及延迟付款违约金；6 月 23 日，根据河北省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

判决书（〔2020〕冀 10 民初 8 号）：天源燃气向原告利华能源储运股份有限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

36,056,153.85 元；驳回原告利华能源储运股份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天源燃气不服一审判决，

已向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9 月 1 日网上开庭，目前尚未判决。 

索引详见本公司 2018 年 1 月 17 日在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及《证券日报》披露的 2018-临 001《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2018-临 002

《第五届监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2018-临 005《关于公司子公司新疆天富天源燃气有限

公司收购新疆利华绿原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65%股权的公告》，以及定期报告中披露的相关内容。 

2、2020 年 2 月 13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

过关于预计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在市场价格不发生较大变动以及公司关联交易业

务范围不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2020 年度预计向关联方采购各种原材料及商品不超过 16,955.00

万元，向关联人销售各种产品不超过 10,941.00 万元，接受关联人提供的劳务不超过 149,495.00 万

元，向关联人提供劳务不超过 31,950.00 万元，日常向关联方租赁房屋及车辆金额不超过 1,507.00

万元；2 月 21 日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该事项。后根据经营实际需要，8 月 19 日

经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2020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增加向关联方新疆天富小沟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2020 年度购买商品的日常关

联交易金额 3,500 万元；新疆天富易通供应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20 年度销售商品的日常关联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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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金额 1,000 万元；石河子开发区天富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2020 年度销售商品的日常关联交

易金额 150 万元；新疆天富现代服务有限公司 2020 年度销售商品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 120 万元；

石河子立城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2020 年度销售商品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 70 万元；新疆天富电力设

备维护有限公司 2020 年度提供劳务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 400 万元。本次调整合计增加 2020 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 5,240 万元，调整后公司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合计 216,088 万元。 

索引详见本公司 2020 年 2 月 14 日在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及《证券日报》披露的 2020-临 008《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公告》、2020-临

009《第六届监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公告》、2020-临 010《关于预计公司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情况的公告》，2 月 22 日披露的 2020-临 013《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8 月

20 日披露的 2020-临 046《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2019-临 047《第六届监事会

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2020-临 048 号《关于调整公司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公告》。 

3、2020 年 4 月 1 日，公司发布公告：公司收到兵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印发《兵团

市场监督管理局、财政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工业和信息化局、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国

家税务总局新疆自治区税务局、 中国人民银行乌鲁木齐中心支行关于帮助个体工商户应对疫情影

响降低经营成本促进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的通知（兵防指发电〔2020〕173 号），根据意见的相

关要求，公司自 2020 年 2 月 1 日起至 6 月 30 日止，对营业区内个体工商户经营场所的气价、采

暖费统一下调 10%，对已缴纳的费用执行先缴后返。另外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阶段性降低

非居民用气成本支持企业复工复产的通知》（发改价格〔2020〕257 号，详见公司 2020-临 016 号

《关于阶段性电价及气价调整的公告》）文件精神，依据上游供气企业降价情况，相应调整自 2020

年 2 月 22 日至 6 月 30 日非居民用气终端销售价格，切实落实降价空间全部传导至终端用户。后

公司又收到有关延长阶段性降成本政策文件，于 9 月 24 日发布公告：根据兵团第八师发展改革委

《关于延长个体工商户阶段性降低气价、水价、采暖费政策的通知》（师市发改价〔2020〕12 号）

相关要求，公司自 2020 年 7 月 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继续执行对营业区内个体工商户经营场所

的气价、采暖费统一下调 10%，对已缴纳的费用执行先缴后返的政策。两次阶段性下调采暖费预

计将减少公司 2020 年度利润约 330 万元；用气价格预计将减少公司 2020 年度利润约 72 万元。 

索引详见本公司 2020 年 4 月 2 日在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及《证券日报》披露的 2020-临 020《关于阶段性下调个体工商户供暖价格及气价的公告》，9

月 25 日披露的 2020-临 052《关于延长个体工商户阶段性下调气价及供暖价格政策的公告》。 

4、2020 年 8 月 4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

通过关于向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在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原有授信额度 8 亿元的基础上，申请新增授信额度 2 亿元。2020 年度

公司向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申请授信额度合计 10 亿元，期限至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索引详见本公司 2020 年 4 月 24 日在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及《证券日报》披露的 2020-临 021《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2020-临 022

《第六届监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5 月 15 日披露的 2020-临 028《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

决议公告》，8 月 5 日披露的 2020-临 043《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2020-临 044

《第六届监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5、2020 年 9 月 11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

议通过关于转让醇化 110KV 变电站整体资产的议案，同意公司以非公开协议转让的方式，将所属

醇化 110KV 变电站整体资产转让给新疆天业（集团）有限公司，转让价格以 2020 年 5 月 31 日为

评估基准日，成本法评估确认的资产价值为 7,826.54 万元（含税）确定。本次交易须经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第八师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审核批准后方可实施。公司已于 9 月 16 日取得兵团第八

师国资委“师国资发〔2020〕38 号”《关于天富股份醇化 110KV 变电站非公开协议转让的批复》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 

8 / 8 

 

文件。截至报告期末，上述资产转让事项尚未实施完毕。 

索引详见本公司 2020 年 9 月 12 日在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及《证券日报》披露的 2020-临 049《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2020-临 050

《第六届监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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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变动的

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基于公司电、热、气等主营业务的行业特征，营业区内工业客户产能情况对公司营业收入有

较大影响。目前“新冠”疫情在国内外的发展情况尚不明确，致使公司营业区内工业企业产能及

投资等情况存在不确定性，将导致公司对区内客户用能数据无法按照以往正常年度情形进行预测。

因此公司无法预测全年利润情况。后续公司将依据实际业绩情况，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相应的

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名称 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刘伟 

日期 2020 年 10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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