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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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李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小东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舒适保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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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26,059,070.75 25,514,236,010.61 1.61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12,181,286,054.50 11,818,970,836.60 3.07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股） 

4.23 4.11 2.92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04,804,966.72 -19,807,243.68 629.12 

每股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元/股） 

0.04 -0.01 500.00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4,351,812,158.65 2,833,284,055.53 53.60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286,970,174.31 217,073,176.20 32.20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282,908,156.21 217,369,485.40 30.15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2.38 1.92 增加 0.4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10 0.08 25.00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10 0.08 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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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247,421.07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

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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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55,732.68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

的资金占用费 

559,062.00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

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

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

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

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

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

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

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31,994.32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

和支出 

-315,910.62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73,143.82  

所得税影响额 -448,295.39  

合计 4,062,01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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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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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1,153,583,786 40.10 0 无 0 国家 

香港中华煤气投资有

限公司 
470,610,934 16.36 0 无 0 

境外法

人 

深圳市资本运营集团

有限公司 
286,812,994 9.97 0 无 0 

国有法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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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华投资有限公司 267,500,792 9.30 0 无 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南方希望实业有限公

司 
173,991,581 6.05 0 质押 105,870,00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

司 
64,652,819 2.25 0 未知 未知 未知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 
28,066,870 0.98 0 未知 未知 未知 

香港中华煤气(深圳)

有限公司 
23,530,468 0.82 0 无 0 

境外法

人 

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 20,243,655 0.70 0 无 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分红－个人

分红－005L－FH002

沪 

7,115,909 0.25 0 未知 未知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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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 
1,153,583,786 人民币普通股 1,153,583,786 

香港中华煤气投资有限公司 470,610,934 人民币普通股 470,610,934 

深圳市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286,812,994 人民币普通股 286,812,994 

港华投资有限公司 267,500,792 人民币普通股 267,500,792 

南方希望实业有限公司 173,991,581 人民币普通股 173,991,581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64,652,819 人民币普通股 64,652,819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8,066,870 人民币普通股 28,066,870 

香港中华煤气(深圳)有限公司 23,530,468 人民币普通股 23,530,468 

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 20,243,655 人民币普通股 20,243,655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

个人分红－005L－FH002沪 
7,115,909 人民币普通股 7,115,90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深圳市国资委持有深圳市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100%

的股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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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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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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为435,181万元，较上年同期283,328万元增长53.60%，较2019年同

期310,836万元增长40.00%。其中：天然气销售收入278,921万元，较上年同期208,298万元增长

33.90%，较2019年同期203,216万元增长37.25%；液化石油气批发销售收入为45,465万元，较上年

同期32,014万元增长42.02%，较2019年同期52,709万元下降13.74%。 

天然气销售量为10.05亿立方米，较上年同期7.32亿立方米增长37.30%，较2019年同期6.32

亿立方米增长59.02%，其中电厂天然气销售量为2.08亿立方米，较上年同期1.55亿立方米增长

34.19%，较2019年同期0.67亿立方米增长210.45%，非电厂天然气销售量7.97亿立方米，较上年同

期5.77亿立方米增长38.13%，较2019年同期5.65亿立方米增长41.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8,697万元，较上年同期21,707万元增长32.20%，较2019年同

期23,831万元增长20.4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28,291万元，较上

年同期21,737万元增长30.15%，较2019年同期22,432万元增长2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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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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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名称 
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李真 

日期 2021年 4月 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