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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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王颂秋、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金艳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张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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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80,275,318.18 9,082,647,449.05 3.28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4,552,483,662.10 4,447,526,830.42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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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679,261.99 23,065,293.61 63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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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367,618.43 1,480,575,235.32 35.18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94,628,680.77 53,150,458.98 78.04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88,505,662.38 44,573,052.27 98.56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2.10 1.26 增加 0.8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60 0.034 76.47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60 0.034 7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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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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76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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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25,23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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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741.32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872,287.43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607,467.37  

所得税影响额 -1,239,541.71  

合计 6,123,01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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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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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能源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645,420,000 41.07 0 冻结 183,727,536 国有法人 

华润燃气（中国）投资有

限公司 
350,000,000 22.27 0 无 0 境外法人 

重庆渝康资产经营管理

有限公司 
233,400,000 14.85 0 无 0 国有法人 

重庆市城市建设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139,262,000 8.86 0 无 0 国有法人 

华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32,189,330 2.05 0 无 0 国有法人 

重庆渝隆资产经营（集

团）有限公司 
13,338,000 0.85 0 无 0 国有法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7,316,800 0.47 0 无 0 国有法人 

李鹏 2,450,800 0.16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583,681 0.10  无 0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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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中证 500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058,663 0.07  无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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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645,4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45,420,000 

华润燃气（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35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50,000,000 

重庆渝康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233,4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33,400,000 

重庆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39,262,000 人民币普通股 139,262,000 

华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32,189,330 人民币普通股 32,189,330 

重庆渝隆资产经营（集团）有限公司 13,338,000 人民币普通股 13,338,00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7,316,800 人民币普通股 7,316,800 

李鹏 2,450,800 人民币普通股 2,450,8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583,681 人民币普通股 1,583,681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 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058,663 人民币普通股 1,058,66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上述股东中华润燃气（中国）投资有限公司、重庆渝

康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华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为一致

行动人。 

注：截至本一季度报告披露日，控股股东所持有本公司股份因被债权人采取诉前保全措施，累计

被冻结 187,983,042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1.9632%，占其持股数量比例 29.1257%。详见公司已

披露的公告《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被司法冻结的公告》（2021-009、015、021、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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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变动率(%) 变动原因 

应收账款 248,456,134.37  149,381,728.81  66.32 应收燃气费增加所致 

合同资产 20,337,562.21  9,095,131.03  123.61 

本期燃气安装工程按照完工进度

确认收入相应产生的应收安装款

增加所致 

应交税费 26,420,471.46  41,860,426.08  -36.88 
当期产生增值税留抵税额，使得

已交税费大于应交税费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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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应付款 384,934,531.92  287,111,627.38  34.07 
本期代收垃圾处置费暂未支付环

卫所致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1-3 月） 

上年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金额（1-3 月） 
变动率(%)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2,001,367,618.43     1,480,575,235.32  35.18 
因国内疫情转好本期销气量同比

增长所致 

营业成本    1,818,962,697.06     1,350,037,732.54  34.73 
因国内疫情转好本期购气量同比

增长所致 

税金及附加        5,461,844.58         3,772,011.01  44.80 
应交增值税增加相应城建税及教

育费附加同比增加所致 

管理费用       62,089,242.50        38,644,345.45  60.67 

本期限制性股权激励摊销费用、

社会保险费及财产保险费等费用

同比增长所致 

财务费用 -12,626,134.54  933,421.59  -1452.67 日元贷款汇兑收益同比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22,525,449.06  6,294,609.25  257.85 
因国内疫情转好联营企业利润增

加所致 

利润总额 109,818,530.00  61,186,209.39  79.48 

本期供气量增长带来燃气销售毛

利相应增长，汇兑收益及投资收

益亦同比增长等多因素共同影响

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68,679,261.99        23,065,293.61  631.31 

本期预收安装款收到现金同比增

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23,490,467.78       -94,143,917.08  -31.17 

本期管线及站场项目工程建设投

资支付现金同比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36,248,156.08       296,151,242.26  -87.76 

本期偿还上年同期取得人民银行

支持防疫专项再贷款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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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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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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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重庆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法定代表人 王颂秋 

日期 2021年 4月 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