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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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尚智勇、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安振民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周树

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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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 2,856,155,932.48 3,033,385,058.60 -5.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007,863,714.00 996,636,916.42 1.13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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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112,170.81 413,259.41 19,285.44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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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3,249,647.12 138,056,130.12 177.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0,004,737.86 -9,636,464.69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9,239,512.23 -9,844,888.34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00 -1.07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2 -0.02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2 -0.02 不适用 

说明： 

2021年第一季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实现扭亏为盈，主要系： 

1、受益于 LNG行业景气度及产能利用率提升，公司控股子公司鄂尔多斯派思天然气液化工厂项目

较上年同期盈利能力增强； 

2、通过重大资产重组于 2020年 11月新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淄博绿周和高密豪佳，为公司 2021

年一季度提供新的利润增长点。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 

3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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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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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7,821.84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

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

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

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

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

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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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503.65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

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

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

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69,143.44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71,421.76  

所得税影响额 -118,82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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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765,22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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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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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发众兴集团有限公

司 
120,950,353 30.08 0 质押 60,113,184 国有法人 

EnergasLtd. 73,450,000 18.26 0 质押 73,450,000 境外法人 

大连派思投资有限公

司 
44,039,647 10.95 0 质押 44,039,647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太平资管－招商银行

－粤财信托－定增宝 1

号基金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1,725,405 0.43 0 无 0 其他 

张栋 1,395,950 0.35 0 无 0 
境内自然

人 

陈光亮 1,374,400 0.34 0 无 0 
境内自然

人 

刘银莉 1,145,783 0.28 0 无 0 
境内自然

人 

丁世海 1,118,201 0.28 0 无 0 
境内自然

人 

秦海锋 1,005,500 0.25 0 无 0 
境内自然

人 

宫杰委 850,059 0.21 0 无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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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发众兴集团有限公司 120,950,353 人民币普通股 120,950,353 

EnergasLtd. 73,4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73,450,000 

大连派思投资有限公司 44,039,647 人民币普通股 44,039,647 

太平资管－招商银行－粤财信托－定

增宝 1号基金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725,405 人民币普通股 1,725,405 

张栋 1,395,950 人民币普通股 1,395,950 

陈光亮 1,374,400 人民币普通股 1,374,400 

刘银莉 1,145,783 人民币普通股 1,145,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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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世海 1,118,201 人民币普通股 1,118,201 

秦海锋 1,005,500 人民币普通股 1,005,500 

宫杰委 850,059 人民币普通股 850,05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派思投资的实际控制人谢冰与 EnergasLtd.的股东

XieJing是兄妹，派思投资与 EnergasLtd.有关联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无 

备注： 

1. 派思投资不可撤销地放弃派思股份 3,460 万股股份对应的表决权，亦不委托任何其他方行

使该等股份的表决权。EnergasLtd.质押 73,450,000 股中，包含司法冻结 36,500,000 股；派

思投资被司法冻结 8,169,647 股，质押 35,870,000 股。 

2. EnergasLtd.为公司原控股股东派思投资代为履行 2019 年度业绩承诺补偿义务，已将其持

有的 24,151,122 股将转让至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并于 2021 年 4 月 22 日完成注销,注

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 402,162,277 股降低至 378,011,155 股，EnergasLtd.持有公司股份数

为 49,298,878 股，持股比例变为 13.04%。详见公司 2021-030 号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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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表项

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变动比例

（%） 
变动主要原因 

货币资金 291,117,065.45 449,463,081.84 -35.23 
主要系报告期内支付

并购股权款所致。 

交易性金融资

产 
15,550,000.00 5,000,000.00 211.00 

主要系新增银行理财

所致。 

递延所得税资

产 
4,644,533.26 9,077,329.58 -48.83 

主要系鄂尔多斯工厂

本年盈利可抵扣亏损

应纳税暂时性差异转

回致。 

短期借款 232,123,674.17 108,101,697.65 114.73 
主要系新增银行借款

所致。 

合同负债 79,738,806.33 53,249,917.54 49.74 
主要系 LNG业务收到

合同预收款增加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7,992,032.51 12,533,432.70 -36.23 
主要系报告期内应付

职工薪酬支付所致。 

应交税费 11,908,920.89 20,178,973.46 -40.98 主要系支付所得税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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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致。 

其他应付款 339,462,526.66 542,689,813.25 -37.45 
主要系支付股权并购

款所致。 

其他流动负债 44,337,615.11 25,959,211.40 70.80 

主要系已背书未终止

确认应收票据金额增

加所致。 

利润表项目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金额 
变动比例

（%） 
变动主要原因 

营业收入 383,249,647.12 138,056,130.12 177.60 

主要系 LNG业务及

2020年新并购企业所

致 

营业成本 307,693,385.49 126,407,686.90 143.41 

主要系 LNG业务及

2020年新并购企业所

致 

税金及附加 2,087,947.95 821,867.57 154.05 
主要系公司营业收入

增加所致。 

管理费用 17,683,559.45 12,642,225.92 39.88 
主要系 2020年新并购

公司所致。 

研发费用 1,494,958.28 157,687.04 848.05 

主要系上年同期受疫

情影响，研发投入较少

所致。 

财务费用 12,457,560.98 7,797,566.11 59.76 
主要系利息支出增加

所致。 

其他收益 837,821.84 224,080.37 273.89 

主要系 2020年新并购

企业淄博绿周报告期

内收到政府补助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47,983.38 -915,228.71 不适用 

主要系按照坏账计提

政策报告期内坏账计

提减少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6,667,849.13 
 

不适用 
主要系合同资产计提

减值损失增加所致。 

所得税费用 13,286,433.77 -2,836,518.90 不适用 

主要系公司盈利能力

增强当期所得税费用

增加及可抵扣亏损应

纳税暂时性差异转回

递延所得税费用增加

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

目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金额 

变动比例

（%） 
变动主要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80,112,170.81 413,259.41 19,285.44 

主要系报告期内销售

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

现金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 -233,306,880.07 -8,154,057.82 不适用 主要系支付并购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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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现金流量净

额 

款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16,138,553.62 393,130.98 -4,205.13 
主要系偿还债务支付

的现金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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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度业绩承诺未完成股票回购注销事项 

2020年12月21日，公司召开2020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原控股股东变更承诺事

项的议案》、《关于签署派思股份2019年业绩补偿协议书的议案》、《关于2019年度业绩承诺未

完成所涉及的业绩补偿方案暨拟回购注销股份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全权授权董事会办

理本次回购注销及工商变更登记等相关事项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同意上市公司原控股股东派思

投资2019年度业绩承诺未完成所涉及的业绩补偿方案从现金补偿方式调整到以EnergasLtd.持有

的派思股份的股票转让（抵顶）给派思股份，抵顶金额为176,786,212.78元，抵顶价格为7.32元/

股（该价格的定价依据为由公司按照派思股份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召开日2020年12月3

日前20个交易日均价7.38元/股、60个交易日均价8.19元/股、1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8.74元/

股及召开日前一日收盘价7.32元/股这四个价格孰低原则确定本次抵顶现金补偿的股票价格），抵

顶数量为24,151,122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该笔股票将由

派思股份回购注销。由于本次回购注销涉及减少公司注册资本，需要提前45天通知债权人，公司

于2020年12月25日发布《关于拟回购注销业绩补偿义务人所持股份涉及减资暨通知债权人的提示

性公告》（公告编号2020-107号），通知债权申报时间为2020年12月26日至2021年2月9日。申报

时间已到期，公司没有收到债权人相关申报。目前该笔回购注销业务已于2021年4月22日办理完成，

详情见公司2021-030号公告。 

2、2020年度业绩承诺事项 

根据2018年12月10日大连派思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派思投资”）及谢冰与水发众兴集团有

限公司签署的《大连派思燃气系统股份有限公司29.99%股份转让框架协议》及后续补充协议约定，

派思投资对公司做出的业绩承诺不包括公司后续并购业务、新投资建设项目、技改扩能项目产生

的净利润或亏损，公司正依据2020年度审计结果对2020年度业绩补偿数据进行专项审计，公司会

尽快公告审计结果，并敦促原控股股东履行承诺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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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2020年8月17日，公司分别与大连瑞隆祥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大连睿丰企业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签署《关于收购山东美源辰能源有限公司100%股权的股权转让协议》；与大连

豪迈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大连锐狮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大连智达信企

业管理中心签署《关于收购山东豪迈新能源有限公司100%股权的股权转让协议》。经交易各方友

好协商一致，于2021年4月23日共同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之延期付款补充协议》对原《股权转让协

议》项下第四笔交易价款（共计328,320,000元）的支付时间延期至2021年6月30日，期间无需支

付资金占用费和/或逾期违约金；如果公司不能于2021年6月30日前支付该剩余交易价款，则自2021

年7月1日起，每延迟一日应按照原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按照应付未付金额的万分之三支付违约金。

详情见公司2021-031号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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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连派思燃气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尚智勇 

日期 2021年 4月 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