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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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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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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山西省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母公司 2020 年度实现净利润-84,673,793.71 元，加年初未分配利润 51,644,749.44 元，

截止 2020 年累计可供分配利润为-33,029,044.27 元。故本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亦不进行公积

金转增股本。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国新能源 600617 

B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国新B股 900913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帆 张载锡 

办公地址 山西示范区中心街6号 山西示范区中心街6号 

电话 0351—2981617 0351—2981617 

电子信箱 zhangfan600617@163.com zhangzaixi600617@163.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主要业务 

天然气开发利用与咨询服务；天然气输气管网的规划建设、经营管理及对外专营，管道天然

气、压缩天然气、液化天然气的储运、配送与销售；天然气加气站及燃气热电厂的建设与经营、

山西省及周边省份天然气加气站、加油站、油气合建站的建设与经营；城镇管道燃气经营。 

（二）主要经营模式 

天然气板块：从上游采购气源，经公司长输管网输送，一方面销售与下游城市燃气管网，一

方面销售与大型工业用户、液化工厂及热电厂。在供销链条中，供气按照“日指定，周平衡，月

计划”的方式进行，即在确定每月供气计划的基础上，每周进行供气量平衡分配。同时，下游用

户或经销商根据用气需求每日上报上一级供应商，上一级供应商根据用气量实际需要进行调度，

从而确保各级管道平稳运行。 

城市燃气板块：系统内企业采用统购分销方式，科学规划互联互通，合理分配气源、资金，



实现在不增加各管理企业原有购气成本的前提下，增强了现金流的统一管理和利用；自行开发企

业采用直供销售方式。 

（三）行业状况 

当前，我国天然气仍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尤其是随着清洁取暖、大气污染防治等政策的延续，

天然气需求持续增长。统计数据显示，2020 年，我国生产天然气 1888 亿立方米，比上年增长 9.8%，

连续四年增产超过 100 亿立方米。2020 年 1-12 月，中国天然气进口量 10166.1 万吨，与 2019 年

同期相比增长 5.3%。 

《中国天然气发展报告（2020）》综合预测结果显示，2020 年全国天然气消费量约 3200 亿立

方米，比 2019 年增加约 130 亿立方米。预计全国天然气（含非常规气）新增探明地质储量约 8000

亿立方米；国产气量（含非常规气）1890 亿立方米（不包括煤制气），同比增长约 9%，总体保持

较快增长态势。进口天然气 1400 亿立方米左右，与 2019 年基本持平或略有增长，预计进口管道

气 500 亿方、进口 LNG900 亿方左右。预计 2020 年，城镇燃气、工业燃料、燃气发电和化工用气

消费量分别为 1210 亿立方米、1090 亿立方米、580 亿立方米和 320 亿立方米，占比分别为 38%、

34%、18%和 10%。 

目前，国内产量与天然气市场日益增长的需求间仍存在缺口，进口成为弥补我国天然气供需

缺口的重要途径。2020 年 12 月 3 日，中俄东线中段投产运行，为华北地区增添了气源。2021 年，

我国仍有多个接收站计划投产，接收站接收能力将不断提升，储气设施也会不断完善，同样会促

使 LNG 进口量增加。 

面向“十四五”时期全面深化改革的更高要求，上游油气资源多主体多渠道供应、中间“一

张网”高效集输、下游市场化良性竞争的“X+1+X”油气市场体系将进一步完善，持续推进行业稳

步走向高质量发展。 

在管住中间、放开两端的改革背景下，直接的渠道、灵活的机制、快速的决策和更优的价格，

都将成为终端市场的竞争筹码。2020 年，因国际油价下跌和燃气消费市场疲软，国内燃气资源供

大于求，城燃企业的资源渠道和资源议价空间具有主导优势。公司贯彻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

推进国资国企改革的思路与方向，按照“专业化重组、板块化经营、效益化发展”的战略部署，

应对城燃行业政策调整和油气体制改革的产业形势，做强做优燃气主业，构建“一体化”运营管

理平台，提升终端燃气市场的产业竞争力。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0年 

2019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8年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27,865,309,842.78 29,525,426,153.03 29,510,496,654.40 -5.62 28,841,223,432.56 

营业收入 10,353,839,741.64 10,902,165,204.99 10,901,262,772.59 -5.03 11,139,069,642.34 

扣除与主营业务

无关的业务收入

和不具备商业实

质的收入后的营

业收入 

10,291,894,201.87 / / / /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762,882,115.20 34,636,687.05 34,672,691.52 -2,302.53 45,740,351.85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950,789,497.46 -199,242,283.93 -199,206,279.46 -377.20 -87,737,517.08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3,018,147,163.15 3,792,967,468.91 3,786,874,245.43 -20.43 3,775,777,604.94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509,092,595.37 762,572,350.69 761,197,125.12 -33.24 792,508,671.18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70 0.03 0.03 -2,433.33 0.04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70 0.03 0.03 -2,433.33 0.04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22.42 0.92 0.92 

减少23.34

个百分点 
1.22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2,855,190,219.53 1,521,843,852.00 1,867,114,141.35 4,109,691,528.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45,590,548.88 -232,924,654.58 -305,302,114.00 -179,064,797.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132,332,318.59 -299,062,616.41 -279,259,391.37 -240,135,171.0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87,446,673.76 652,255,766.87 69,917,007.15 74,366,495.11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39,787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38,634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

增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

有限

售条

件的

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华新燃气集团有限公司 0 343,195,592 31.64 0 无 0 国有法人 



山西田森集团物流配送

有限公司 
0 164,868,470 15.20 0 质押 164,868,47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太原市宏展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0 144,868,470 13.36 0 质押 130,200,00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招商证券香港有限公司 -71,900 15,658,890 1.44 0 无 0 未知 

卢文星 0 10,010,490 0.92 0 无 0 
境内自然

人 

郭紫艳 0 10,000,000 0.92 0 无 0 
境内自然

人 

程兆福 0 10,000,000 0.92 0 无 0 
境内自然

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0 8,699,900 0.80 0 无 0 国有法人 

李金琛 0 7,930,000 0.73 0 无 0 
境内自然

人 

上海诚鼎德同股权投资

基金有限公司 
7,430,000 7,430,000 0.68 0 无 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无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无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1 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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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本付息方式 
交易

场所 

山西天然气有

限公司公开发

行 2016年公司

债券（第一期） 

16晋

然 01 
136235.SH 2016-03-01 2021-03-01 434,179,000.00 5.15 

采用单利按年计

息，不计复利,

每年付息一次，

到期一次还本，

最后一次利息随

本金的兑付一起

支付 

上海

证券

交易

所 

山西天然气有

限公司公开发

行 2016年公司

债券（第二期） 

16晋

然 02 
136693.SH 2016-9-8 2021-9-8 380,000,000.00 5.00 

采用单利按年计

息，不计复利,

每年付息一次，

到期一次还本，

最后一次利息随

本金的兑付一起

支付 

上海

证券

交易

所 

山西天然气有

限公司公开发

行 2017年公司

债券 

17晋

然债 
143214.SH 2017-8-2 2022-8-2 25,000,000.00 5.00 

采用单利按年计

息，不计复利,

每年付息一次，

到期一次还本，

最后一次利息随

本金的兑付一起

支付 

上海

证券

交易

所 

5.2 公司债券付息兑付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017 年 2 月 22 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披露了“16 晋然 01”的 2017 年付息公告，并于

2017年 3月 1日兑付金额共计 16,000,800.00 元。 

2017年 9月 1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披露了“16晋然 02”的 2017年付息公告，并于 2017

年 9月 6日兑付金额共计 15,750,787.50 元。 

2018年 2月 22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披露了“16晋然 01”的 2018 年付息公告，并于

2018年 2月 24日兑付金额共计 16,000,800.00元。 

2018 年 7 月 27 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披露了“17 晋然债”的 2018 年付息公告，并于

2018年 7月 30日兑付金额共计 30,001,500.00 元。 

2018年 9月 3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披露了“16晋然 02”的 2018年付息公告，并于 2018

年 9月 5日兑付金额共计 15,750,787.50元。 

2019 年 2 月 22 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披露了“16 晋然 01”的 2019 年付息公告，并于

2019年 2月 27日兑付金额共计 16,000,800.00 元。 

2019 年 7 月 24 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披露了“17 晋然债”的 2019 年付息公告，并于

2019年 7月 31日兑付金额共计 30,001,500.00 元。 

2019 年 8 月 30 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披露了“16 晋然 02”的 2019 年付息公告，并于

2019年 9月 4日兑付金额共计 15,750,787.50元。 

2020 年 2 月 24 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披露了“16 晋然 01”的 2020 年付息公告，并于

2020年 2月 27日兑付金额共计 22,361,336.51元。 

2020 年 7 月 27 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披露了“17 晋然债”的 2020 年付息公告，并于

2020年 8月 3日兑付金额共计 30,001,500.00 元 

2020年 9月 1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披露了“16晋然 02”的 2020年付息公告，并于 2020

年 9月 8日兑付金额共计 19,000,950.00元。 

5.3 公司债券评级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评级行业惯例以及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评级制度相关规

定，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于 2020年 6月 23 日对公司已发行的“山西天然气有限公司公

开发行 2017 年公司债券”“山西天然气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6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和“山西

天然气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6 年公司债券（第二期）”的信用状况进行了跟踪分析。维持公司上

述债券信用等级 AA+，维持上述发债主体信用评级为 AA+，评级展望为稳定。评级报告所示信用

等级自上述评级报告出具之日起至上述债券到期兑付日有效；同时，在上述债券存续期内，中诚

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将根据《跟踪评级安排》，定期或不定期对公司进行跟踪评级，根据跟踪

评级情况决定是否调整信用等级，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对外公布。 

5.4 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主要指标 2020年 2019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资产负债率（%） 88.45 85.34 3.11 

EBITDA 全部债务比 0.0321 0.0645 -3.24 

利息保障倍数 0.02 0.81 -97.53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2020年，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03.54亿元，较去年同期下降 5.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63 亿元，较去年同期下降 2302.5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9.51亿元，较去年同期下降 377.20%。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本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财政部 2017 年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变更

后的会计政策详见附注四。 

根据新收入准则的衔接规定，首次执行该准则的累计影响数调整首次执行当期期初（2020 年

1 月 1 日）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 

执行新收入准则对本期期初资产负债表相关项目的影响列示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累积影响金额 

2020 年 1 月 1 日 
重分类 重新计量 小计 

预收款项 675,928,493.81 -675,634,199.92  -675,634,199.92 294,293.89 

合同负债  619,847,889.83  619,847,889.83 619,847,889.83 

其他流动负债  55,786,310.09  55,786,310.09 55,786,310.09 
 
执行新收入准则对 2020 年 12 月 31 日合并资产负债表的影响如下： 

                                                            单位：元 

项目 报表数 假设按原准则 影响 

预收款项 294,293.89 720,267,262.27 -719,972,968.38 

合同负债 660,525,659.06  660,525,659.06 

其他流动负债 65,047,309.32 5,600,000.00 59,447,309.32 
 

执行新收入准则对 2020 年度合并利润表无影响。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本期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子公司共 50户，具体包括： 

序号 子公司名称 子公司类型 级次 
持股比例

（%） 

表决权比

例（%） 

1 上海联海房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一级 60.00 60.00 

2 山西天然气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00 100.00 



序号 子公司名称 子公司类型 级次 
持股比例

（%） 

表决权比

例（%） 

2-1 
晋中市中心城区洁源天然气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晋中洁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二级 88.67 88.67 

2-2 
山西煤层气（天然气）集输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煤层气公司”） 
控股子公司 二级 91.62 91.77 

2-2-1 
山西国新液化煤层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新

液化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三级 100.00 100.00 

2-2-2 
沁源县煤层气（天然气）集输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沁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三级 51.00 51.00 

2-2-3 
襄垣县漳江煤层气（天然气）集输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襄垣煤层气”）  
控股子公司 三级 60.00 60.00 

2-2-4 
长子县森众燃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子森众

公司”）  
控股子公司 三级 70.00 70.00 

2-2-5 
襄垣县国新液化天然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襄

垣国新液化”） 
全资子公司 三级 100.00 100.00 

2-2-6 
长治市国新远东燃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治

远东”） 
控股子公司 三级 51.00 51.00 

2-2-6-

1 

沁县国新远东燃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沁县远

东”） 
全资子公司 四级 100.00 100.00 

2-2-7 
长子县远东燃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子远

东”） 
控股子公司 三级 51.00 51.00 

2-2-8 
山西国新晋高天然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新

晋高”） 
控股子公司 三级 51.00 51.00 

2-2-9 
山西国新下孔天然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新

下孔”） 
控股子公司 三级 68.043 68.674 

2-2-10 
山西国新中昊盛天然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

新中昊盛”） 
控股子公司 三级 51.00 51.00 

2-2-10

-1 

阳城县中泰燃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城中

泰”） 
全资子公司 四级 100.00 100.00 

2-2-10

-2 

阳城县森众燃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城森

众”） 
全资子公司 四级 100.00 100.00 

2-2-10

-3 

阳城县晋能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城晋

能”） 
全资子公司 四级 100.00 100.00 

2-2-11 
山西国新远东燃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西远

东”） 
控股子公司 三级 51.00 51.00 

2-2-12 
山西沁水国新煤层气综合利用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沁水国新”） 
控股子公司 三级 60.00 60.00 



序号 子公司名称 子公司类型 级次 
持股比例

（%） 

表决权比

例（%） 

2-3 
山西临县国新燃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临县燃

气公司”） 
控股子公司 二级 51.00 51.00 

2-3-1 
临县新源管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源管输公

司”） 
控股子公司 三级 60.00 60.00 

2-4 
永和国新燃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和国

新”） 
全资子公司 二级 100.00 100.00 

2-5 
山西晋西北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晋

西北公司”） 
控股子公司 二级 51.00 51.00 

2-6 
忻州市燃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忻州燃气公

司”） 
控股子公司 二级 51.00 51.00 

2-6-1 
忻州市燃气慕山加气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慕

山加气站”）  
控股子公司 三级 51.00 51.00 

2-6-2 
忻州市宏业管道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业

管道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三级 100.00 100.00 

2-7 
清徐县凯通天然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清徐天

然气公司”） 
控股子公司 二级 70.00 70.00 

2-8 
晋中国新液化天然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晋中

液化”） 
全资子公司 二级 100.00 100.00 

2-9 
山西平遥液化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平遥液化公司”） 
控股子公司 二级 51.00 51.00 

2-10 
灵石县通义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灵

石通义公司”） 
参股子公司 二级 41.00 41.00 

2-11 
山西晋西南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晋

西南公司”） 
控股子公司 二级 51.00 51.00 

2-12 
山西众能天然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能公

司”） 
控股子公司 二级 50.00 50.00 

2-12-1 
阳曲县众凯天然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凯公

司”）  
控股子公司 三级 64.84 64.84 

2-13 
山西寿阳国新热电综合利用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寿阳热电公司”） 
控股子公司 二级 51.00 51.00 

2-14 山西天然气供气合同债权资产支持专项计划 全资子公司 二级 100.00 100.00 

2-15 山西天然气有限公司第一期资产支持票据 全资子公司 二级 100.00 100.00 

2-16 
上海国新能源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国

新公司”） 
控股子公司 二级 51.00 51.00 

2-16-1 
山西霍州国新液化天然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霍州液化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 100.00 100.00 



序号 子公司名称 子公司类型 级次 
持股比例

（%） 

表决权比

例（%） 

2-17 
洪洞县通达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达物

流”） 
控股子公司 三级 70.00 70.00 

2-18 
山西中液互联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液互

联公司”） 
控股子公司 二级 51.00 51.00 

2-19 
山西国新电力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新电

力销售”） 
全资子公司 二级 100.00 100.00 

2-20 
山西国新交通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新交

通”） 
全资子公司 二级 100.00 100.00 

2-21 
山西保德国新热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德热

电”） 
全资子公司 二级 100.00 100.00 

2-22 
山西昔阳国新热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昔阳热

电”） 
全资子公司 二级 100.00 100.00 

2-23 平遥远东燃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遥远东”） 控股子公司 二级 51.00 51.00 

3 
山西国新城市燃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新城

市燃气”）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00 100.00 

3-1 
太谷国新城市燃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谷国

新”） 
控股子公司 二级 90.00 90.00 

3-2 
忻州五台山风景名胜区国新能源天然气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五台山公司”） 
控股子公司 二级 90.00 90.00 

3-3 
山西国际电力天然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际

电力天然气”） 
全资子公司 二级 100.00 100.00 

 

子公司的持股比例不同于表决权比例的原因、以及持有半数或以下表决权但仍控制被投资单位的依据说明详

见“附注八、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一）在子公司中权益”。 

本期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主体较上期相比，增加 5户，减少 13户，其中： 

1. 本期新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特殊目的主体、通过受托经营或承租等方式形成

控制权的经营实体 

名称 变更原因 

平遥远东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晋中国新天然气利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晋中国新”） 新设 

吕梁国新天然气利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吕梁国新”） 新设 

阳泉国新天然气利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泉国新”） 新设 

山西天然气有限公司第一期资产支持票据 新设 

2. 本期不再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特殊目的主体、通过委托经营或出租等方式丧

失控制权的经营实体 

序号  变更原因 



1 山西国新天然气利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新利用公司”） 处置子公司 

1-1 运城国新天然气利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运城国新公司”） 处置子公司 

1-2 忻州国新天然气利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忻州国新公司”） 处置子公司 

1-3 大同国新天然气利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同国新公司”） 处置子公司 

1-4 朔州国新天然气利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朔州国新公司”） 处置子公司 

1-5 山西新朔天然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西新朔公司”） 处置子公司 

1-6 阳泉市国栋燃气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阳泉国栋”） 处置子公司 

1-7 山西国新华储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新华储”） 处置子公司 

1-8 河北国新天然气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北国新”） 处置子公司 

1-9 陕西国新天然气利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西国新”） 处置子公司 

1-10 晋中国新 处置子公司 

1-11 吕梁国新 处置子公司 

1-12 阳泉国新 处置子公司 

合并范围变更主体的具体信息详见“附注七、合并范围的变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