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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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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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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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公司经营业绩，综合考虑公司资本性支出及

流动资金需求情况，拟采用现金分红的利润分配方式。拟定 202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2020

年末总股本 1,571,34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 10股派送现金 0.85元（含税),共计派送现

金 13,356.39万元（含税)。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重庆燃气 600917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金艳 张松涛 

办公地址 重庆市江北区鸿恩路7号 重庆市江北区鸿恩路7号 

电话 023-67952837 023-67952837 

电子信箱 dbcqgas@163.com dbcqgas@163.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主要业务及经营模式 

1.业务范围 

公司主要从事城镇燃气运营,主营业务为重庆市管道燃气供应及燃气设施、设备的安装服务，



分布式能源运营服务，CNG/LNG 加气站运营服务等。其中，管道燃气供应及燃气设施、设备的安

装服务是公司的核心业务。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 

2.经营模式 

管道燃气供应及燃气设施、设备的安装服务：本公司从上游天然气生产及销售单位（主要为

中石油西南油气田分公司、中石化天然气分公司）购买气源后，通过自建的长输管线或城镇燃气

管网体系，管输并收取管输费或直接销售给居民、商业、工业等终端用户并提供相关输配气服务；

根据终端用户的需要，公司为其提供燃气设施、设备的安装服务。 

分布式能源运营服务：以天然气为主要燃料，由业主独资、本公司独资或增量投资方式运营

区域冷热电三联供的分布式能源项目，为客户提供安装、供热、供冷等服务。 

CNG/LNG 加气站运营服务：本公司通过建设、运营车船用加气站，进行 CNG/LNG 销售及贸易。

同时，公司稳步推进 LNG 全产业链产业发展。上游参股 LNG 液化加工厂，下游布局占有车船加气

站市场。 

（二）行业情况说明 

1.行业发展状况 

公司所处行业为城镇燃气，是市政公用事业的组成部分。城镇燃气应用于居民生活、工商业、

发电、交通运输、分布式能源等多个领域，是城市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能源。同时，城镇燃气的

输配系统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城市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城镇燃气在优化

能源结构、改善城市环境、加速城市现代化建设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等方面的作用日益突出。随

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城市化进程加速，天然气行业将继续处于快速发展阶段。 

2.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本公司为重庆市国有控股骨干企业，是全市最大的城镇燃气经营企业，是集燃气供应、输、

储、配、销售及管网的设计、制造、安装、维修、销售、管理、技术咨询，区域供热、供冷、热

电联产的供应等业务为一体的城市燃气供应与综合服务商，为重庆市社会经济发展和居民生产生

活用气提供着重要的供气保障。 

3.主要业绩驱动因素 

公司业绩主要来源于管道燃气供应服务和燃气安装业务，利润增长主要依赖客户客户数量增

加和销气量的增长，以及购气成本和其他管理成本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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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资产 9,082,647,449.05 8,617,532,521.47 5.40 8,351,814,082.88 

营业收入 6,821,208,133.72 7,033,452,755.31 -3.02 6,371,596,474.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376,303,569.24 402,203,076.60 -6.44 347,670,559.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26,624,976.54 334,015,080.74 -2.21 293,082,037.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4,447,526,830.42 4,202,622,395.46 5.83 3,931,562,772.7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667,097,383.95 516,860,404.97 29.07 512,473,644.8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4 0.26 -7.69 0.2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4 0.26 -7.69 0.2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8.70 9.88 

减少1.18个

百分点 
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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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0,575,235.32 1,633,695,341.94 1,567,090,531.68 2,139,847,024.78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53,150,458.98 92,449,931.70 146,833,709.49 83,869,469.07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 

44,573,052.27 84,443,850.03 135,781,074.54 61,826,999.70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3,065,293.61 473,382,352.34 349,647,735.06 -178,997,99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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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34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50,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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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能源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0 645,420,000 41.07 0 无 0 

国有法

人 

华润燃气（中国）投资

有限公司 
0 350,000,000 22.27 0 无 0 

境外法

人 

重庆渝康资产经营管理

有限公司 
0 233,400,000 14.85 0 无 0 

国有法

人 

重庆市城市建设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 
-16,338,000 139,262,000 8.86 0 无 0 

国有法

人 

华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32,189,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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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38,000 16,338,000 1.04 0 无 0 

国有法

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0 7,316,800 0.47 0 无 0 

国有法

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112,622 2,131,246 0.14 0 无 0 未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汇丰晋信中小盘

低波动策略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1,311,000 1,311,000 0.08 0 无 0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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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4,500 1,073,063 0.07 0 无 0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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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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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68.21 亿元，同比减少 3.02%；实现利润总额 4.24 亿元，同

比减少 14.7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76亿元，同比减少 6.44%。报告期末，公司资产

总额达 90.83 亿元，比年初增长 5.4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4.48 亿元，比年初增长 

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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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财务报告附注“五、33 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章节内容。该会计政策变更对公

司当期净利润、股东权益及现金流无重大影响，对公司整体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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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本附注“八、合并范围的变化”及本附注“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