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2267 证券简称：陕天然气 公告编号：2020-028

陕西省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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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1,112,075,445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2元（含

税），送红股 0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陕天然气 股票代码 002267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毕卫 张五月

办公地址
陕西省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 A1区开元

路 2号
陕西省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 A1区开元

路 2号

电话
029-86156018（办公室） 029-86156168
（公司前台）

029-86156198（办公室） 029-86156168
（公司前台）

电子信箱 biwei@shaanxigas.com may-zhang@163.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主要业务简介

公司是以天然气长输管网建设运营为核心，集下游分销业务于一体的国有控股上市企业，主要负责陕西全省天然气长输

管网的规划、建设、运营和管理。公司以气惠民生为己任，依托陕西丰富的天然气资源，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和长足发展，

实现全省绝大部分地区双管道供给、关中区域环网运行，形成了全省“一张网”的绿色资源输配网络，是国内最优质的省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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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综合天然气供应商。

（二）经营模式

1.长输管道领域

公司是陕西省内大型天然气长输管道运营商，主要经营模式为从上游天然气开采企业购入天然气，通过已建输气管道输

送至省内管道沿线各城市或大型直供用户，向下游城市燃气企业和直供用户销售天然气。公司建成投运天然气输气管道40

余条，总里程超过3,500公里，年输气规模165亿方，形成覆盖全陕西省11个市（区）的天然气管网，是省内最优质的燃气资

产持有者和最主要的燃气供应商。

2.城市燃气领域

城市管道燃气供应业务为特许经营业务，公司不断完善城市燃气业务布局，由于行业具备特许经营及区域市场分割等特

点，公司进入城市燃气市场多采用收购整合等方式进行。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加大战略投资与合作，成功吸收吴起宝泽公司。

报告期末，公司通过投资多家控参股子公司在5区27县从事省内城市燃气业务，覆盖区域包括咸阳市、汉中市、安康市、商

洛市等地市及全省部分区县，在全省107个区县中市场覆盖率达29.91%。公司在已取得特许经营权的区域内，建成中压及以

上城市燃气管网里程超过1,800公里，累计发展用户数量33.8万户。针对目前燃气普及率还存在较大拓展空间的现状，公司

将进一步加强燃气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天然气入户率和车用燃气普及率，同时根据区域发展状况积极发展工业用户。公司结合

长输管网的网络优势，未来将通过资本运作方式快速发展城市燃气业务。

3.CNG、LNG及其他能源领域

CNG、LNG通常应用于用气量较小的地区或因地理条件等限制暂时不具备管道建设条件的地区。公司管网已经覆盖了陕西

省内主要城市，但省内部分管网仍未覆盖的偏远区县市场正在使用或规划使用CNG或LNG进行供气。CNG或LNG的使用有利于普

及偏远区县天然气的使用，为下一步该地区长输管道的建设打下良好的市场基础。报告期末，公司在省内已建成投运7座CNG

加气母站，公司参股设立的陕西液化公司，提高了公司LNG应急储备能力，对冬季用气紧张局面起到了极大的缓解作用。报

告期内，公司CNG销售总量8,088万方，LNG销售总量10,313万方。

（三）行业情况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2018年4季度上市公司行业分类结果》，公司所处行业为“燃气生产和供应业”。行业发展主要

特点如下：

1.国家清洁能源战略支持，天然气行业发展长期向好

根据《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2014-2020年）》《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加快推进天然气利用的意见》等文件精神，

国家明确逐步将天然气培育成为我国现代清洁能源体系的主体能源之一；加快推进天然气利用，提高天然气在一次能源消费

中的比重，是我国稳步推进能源消费革命，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的必由之路；是有效治理大气污染、积

极应对气候变化等生态环境问题的现实选择。天然气在优化能源结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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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加快推进天然气利用的意见》，我国天然气发展总体目标为2020年、2030年天然气在一

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的占比力争达到10%及15%。随着加快推进天然气在城镇燃气、工业燃料、燃气发电、交通运输等多领域的

大规模利用，以及大力治理大气污染的一系列政策的出台及落地，未来天然气消费量增长空间巨大，天然气行业已步入黄金

发展期。

2.陕西省政策推动天然气用量增长

2017年3月，陕西省发改委发布《陕西省“十三五”环境保护规划》，规划提出要优化能源消费结构，到2020年实现天然

气占一次能源消费总量达到13%左右；2018年5月，陕西省出台《陕西省铁腕治霾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方案（2018-2020

年）》，明确每年削减燃煤500万吨，三年累计削减1,500万吨，以散煤削减为主，规上工业以燃料煤削减为主；2018年6月，

国务院印发《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明确汾渭平原作为重点区域要进一步落实铁腕治霾各项举措，为天然气的广

泛应用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公司依托自身优势，积极参与推动“煤改气”工作进程，并通过有效实施多样化产品和服务

组合的营销策略，为公司带来更多的市场机遇。陕西省为天然气资源大省，但过去用气基数相对薄弱，在煤改气的持续推进、

新气化县市天然气需求增加、新建分布式能源项目及新增工业用户落地及部分工业用户转为直供的影响下，未来省内管道天

然气需求有望保持高速增长。

3.天然气机制改革有利于管输企业平稳发展

2019年5月，国家发改委联合国家能源局等部门联合印发《油气管网设施公平开放监管办法》，要求更大力度地推动油气

管网设施公平开放，营造公平开放的制度环境，提高油气管网设施利用效率，加快油气市场多元竞争。2019年12月，国家油

气管网公司挂牌成立，标志着深化油气体制改革迈出关键一步，中国油气市场化的进程加速，对保障天然气供应安全，进一

步完善天然气供储销体系具有重要意义。陕西省发改委于2018年5月、2019年11月分别发布《关于印发陕西省天然气管道运

输定价成本监审办法（试行）的通知》《陕西省天然气管道运输和配气价格管理办法（试行）》。办法中明确，准许收益按照

有效资产乘以税后全投资收益率7%、经营期30年来确定合理回报，同时，对中游输配价格按照“准许成本加合理收益”的原

则定价，气源和销售价格由市场形成。根据办法，结合国家调整上游门站价格的实际情况，2018年6月，陕西省重新核定了

天然气管道运输价格，管道运输价格的下调释放了下游用户的用气需求，随着中长期用气量持续增加实现稳定增长的收益，

公司未来将持续受益于天然气消费量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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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差错更正

2019年
2018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7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9,582,081,34

3.77
8,999,288,32

4.24
8,992,964,35

7.26 6.55% 7,642,949,83
9.74

7,633,222,22
9.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元）
446,974,452.

11
404,187,524.

13
399,493,975.

15 11.89% 395,429,092.
40

387,126,184.
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436,735,543.
66

400,918,784.
47

396,225,235.
49 10.22% 390,179,366.

53
381,876,459.

0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元）
1,782,042,25

0.19
614,861,244.

77
614,861,244.

77 189.83% 1,121,044,42
1.53

1,121,044,42
1.5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019 0.3635 0.3592 11.89% 0.3556 0.348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019 0.3635 0.3592 11.89% 0.3556 0.348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74% 7.22% 7.18% 0.56% 7.27% 7.15%

2019年末
2018年末

本年末比上

年末增减
2017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总资产（元）
12,031,772,8

32.46
11,724,077,4

42.51
11,695,008,7

44.48 2.88% 10,786,584,8
73.26

10,775,566,0
05.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元）
5,990,079,15

7.94
5,643,756,17

5.63
5,609,203,82

2.02 6.79% 5,591,098,56
2.16

5,561,239,75
7.53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公司对本期两项会计差错事项采用追溯重述法进行更正。（1）公司对某下游用户 2016年 1月 1日至 3月 15日部分用气

先期按照非居民价格进行结算，计划待采暖期结束气量核定后，再按居民价格进行清算。由于清算工作未及时开展，导致公

司 2016年多计营业收入 15,278,287.03元。（2）公司全资子公司城燃公司为公司下游用户，双方约定志丹县的供气以公司位

于刘坪分输站的计量装置为结算依据。因刘坪分输站计量系统测量及传输误差、信号干扰等因素影响出现计量偏差，经核查，

公司 2015年至 2018年向城燃公司多计气量 1659.19万立方米，导致公司该期间累计多计营业收入 27,089,392.64元。

上述会计差错更正事项导致 2015年至 2018年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累计调减营业收入 42,367,679.67元，累计调减净利润

34,552,353.61元，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0年 4月 28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由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

的 《陕西省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专项说明的鉴证报告》（希会其字[2020]0146号）。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3,765,705,508.89 1,381,530,434.03 1,372,898,664.06 3,061,946,736.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301,839,852.24 -79,580,688.51 16,723,367.96 207,991,920.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97,928,096.32 -80,324,108.51 12,800,907.66 206,330,64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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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179,469,074.86 -252,069,419.62 556,460,979.21 298,181,615.74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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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37,728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35,170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陕西燃气集

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5.36% 615,650,588 0

澳门华山创

业国际经济

技术合作与

贸易有限公

司

境外法人 5.53% 61,507,852 0

陕西华山创

业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69% 29,907,004 0

中央汇金资

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45% 16,094,400 0

陕西秦龙电

力股份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0.85% 9,465,012 0

安徽省铁路

发展基金股

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78% 8,638,095 0

#鹿向杰
境内自然

人
0.63% 7,000,000 0

#庞开明
境内自然

人
0.60% 6,650,853 0

工银瑞信基

金－农业银

行－工银瑞

信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

划

其他 0.47% 5,270,300 0

南方基金－

农业银行－

南方中证金

融资产管理

计划

其他 0.47% 5,270,3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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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基金－

农业银行－

中欧中证金

融资产管理

计划

其他 0.47% 5,270,300 0

博时基金－

农业银行－

博时中证金

融资产管理

计划

其他 0.47% 5,270,300 0

大成基金－

农业银行－

大成中证金

融资产管理

计划

其他 0.47% 5,270,300 0

嘉实基金－

农业银行－

嘉实中证金

融资产管理

计划

其他 0.47% 5,270,300 0

广发基金－

农业银行－

广发中证金

融资产管理

计划

其他 0.47% 5,270,300 0

华夏基金－

农业银行－

华夏中证金

融资产管理

计划

其他 0.47% 5,270,300 0

银华基金－

农业银行－

银华中证金

融资产管理

计划

其他 0.47% 5,270,300 0

易方达基金

－农业银行

－易方达中

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0.47% 5,270,3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前 10名普通股股东中，除 3家发起人股东（澳门华山创业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与贸易有限公

司、陕西华山创业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陕西秦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之间存在关联关

系外，对其他股东未知其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

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

况说明（如有）
具体不详。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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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19年，面对风险挑战明显上升的复杂局面，公司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统筹推进稳增长、提效益、防风险、保

冬供、强党建等各项工作任务，圆满完成了各项目标任务。

报告期内，公司销售天然气62.94亿立方米，同比增长3.21%；营业总收入958,208万元，同比增长6.55%；实现净利润45,870

万元，同比增长11.78%。报告期末，公司资产总额1,203,177万元，归属上市公司股东所有者权益599,008万元。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完成以下方面的工作。

一、安全生产平稳可控

公司持续完善安全标准化体系，开展安全生产责任保险试点，推进安全风险分级管控与隐患排查双重预防机制建设，实

现安全生产承诺全覆盖。公司全年安全投入10,581.74万元，开展专项检（排）查13次，整治管道水毁55处，消除各类隐患

1,510项，组织各类应急演练600余次，组织安全专项培训876人次。公司狠抓本质安全，全面推进管道完整性管理，实施管

道光纤预警，开展可燃气体报警装置适用性分析，完成29条管道全面检验、16处不规范供气点整治和716台压力容器定期检

验，全力提升供气安全保障和管网运载能力，实现了全省天然气安全平稳供应。

二、经营区域和范围不断拓展

报告期内，公司开发丰源燃气、广埠能源等4个直供用户和22个“五小”用户，实现丹凤、吴起、康县、汉阴4个县域管

道通气；调研13个县域燃气市场和输油站、加热站等30家煤改气用户，与多家燃气公司主动接洽商谈合作意向，为扩大燃气

终端市场奠定基础。公司加强年度合同气量综合分析，平抑冬季用气峰谷差异，全年增销气量3.09亿方。城燃公司加快构建

智慧燃气平台，率先开通城市燃气增值服务业务，燃气具及保险代理销售额成为新的经营增长点；安康公司建成投运汉阴门

站，实现非居民价格联动疏导，缓解了经营压力；汉投公司拓宽经营思路，实现扭亏为盈；商洛公司积极推进应急储备调峰

项目建设，提升供气保障程度；吴起宝泽公司成立客服中心，推行一站式服务，主要经营指标大幅攀升。

三、管网运行效能持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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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全力推进工程项目建设，加快管网互联互通。报告期内，完成工程项目投资72,201万元，商丹线、中贵线联络线、

靖西一二三线联络线北线按期投运，蔡家坡分输站搬迁、灞桥分输站扩能、金渠阀室改分输站完成工程建设，眉陇线、保旦

线、榆林CNG加气母站等11个项目完成竣工结算，富县至宜川、铜川-白水-潼关等项目前期工作有序推进，延安管道公司首

条自建自营管道实现通气。公司不断加大科技创新力度和新技术应用，提高管网运行科技含量，全年研发投入4,847.06万元，

组建省级工程研究中心，完成燃气管道系统分析平台、智能燃气表密钥体系等13个项目研发，老旧管道事故危害防范研究、

场站智能巡检等9个项目取得阶段性成果。

四、管理基础不断夯实

公司顺利通过“三体系”再认证，统筹推进专项审计、内控建设、核查整改等工作；坚持依法治企，多形式抓好普法宣

传，排查化解风险点11类80项；持续优化全面预算管理，建立财务指标分析体系，开展子企业财务集中管控试点，实现分公

司财务集中管控；搭建电子营销平台，实现数据共享，提高营销管理水平；优化物资供应流程，有效提升大宗物资保供效率。

强化人事管理，推行岗位竞聘试点，健全企业年金及薪酬体系，优化非全日制用工模式，完成首批D、E类人才认定。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

年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

同期增减

天然气销售
9,362,959,686.

48 750,786,992.50 8.02% 6.82% 9.12% -1.94%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1)公司2019年2月26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财务

报表格式的议案》，公司执行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要求，对财

务报表相关科目进行列报调整，并对可比会计期间的比较数据进行相应调整。本次变更不存在追溯调整事项，不会对公司财

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影响。

（2）公司2019年4月4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

变更的议案》，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财务报表列报按照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

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合并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1号）要求对财务

报表相关科目进行列报调整。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公司上年同期比较报表不进行追溯调整，因未有发生

数，也不调整期初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财务报表列报调整不存在追溯调整事项，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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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无重大影响。

（3）公司2019年8月23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财

务报表格式的议案》，公司已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但未执行新收入准则和新租赁准则，需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对2019年度中期财务报表和年度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格

式进行相应调整。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仅涉及财务报表列报格式调整，不存在追溯调整事项，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

和现金流量产生影响。

（4）公司2020年3月7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

变更的议案》，公司根据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财会〔2019〕8号）、《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

重组》（财会〔2019〕9号）、《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财会〔2017〕22号）、《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

版）的通知》（财会〔2019〕16号）要求，执行新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新债务重组准则、新收入准则和新合并报表格式。

除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外，其他未变更部分仍按照财政部前期发布的会计政策相关规定执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仅对公司财务

报表格式和部分科目列示产生影响，不存在追溯调整事项，不对公司当期及前期的资产总额、净资产、营业收入、净利润等

相关财务指标产生实质性影响。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新收入准则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收入确认方式发生

重大变化，不会对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根据财会[2019] 6 号、财会[2019] 16 号规定的财务报表格式编制比较报表，并采用追溯调整法变更了相关财务报表

列报，并对相应财务报表项目格式进行调整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

影响金额（增加/减少

2018年 12月 31日合

并报表

2018 年 12 月 31日母

公司报表

公司将原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

分别对应应收票据、应收账款项

目

应收账款 451,336,023.14 596,740,193.03

应收票据 50,000.00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451,386,023.14 -596,740,193.03

公司将原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

目分别对应应付票据、应付账款

项目

应付账款 1,202,946,112.28 905,502,521.88

应付票据 3,096,307.71 3,096,307.71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1,206,042,419.99 -908,598,829.59

2.重要的会计估计变更

公司2019年2月26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输气管线折

旧年限的议案》，将输气管线的折旧年限由原20年调整为30年，公司自2019年2月起对于输气管线采用新的折旧年限计提折旧。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后，增加公司2019年利润总额19,936万元，对净利润的影响金额为16,983万元。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会计差错更正原因

（1）事项一：公司对某下游用户2016年1月1日至3月15日部分用气先期按照非居民价格进行结算，计划待采暖期结束气

量核定后，再按居民价格进行清算。由于清算工作未及时开展，导致公司2016年多计营业收入15,278,287.03元。

（2）事项二：公司全资子公司陕西城市燃气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燃公司”）为公司下游用户，双方约定志

丹县的供气以公司位于刘坪分输站的计量装置为结算依据。因刘坪分输站计量系统测量及传输误差、信号干扰等因素影响出

现计量偏差，经核查，公司2015年至2018年向城燃公司多计气量1659.19万立方米，导致公司该期间累计多计营业收入

27,089,392.64元。

2、会计差错更正影响

公司对上述会计差错按追溯重述法进行更正，2015年至2018年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累计调减营业收入42,367,679.67元，

累计调减净利润34,552,353.61元，对前期财务报表的影响具体如下：(单位：人民币元)

对2015年度合并财务报表项目及金额影响：

项目（期末余额或

本期发生额）
重述前金额 更正金额 重述后金额

营业收入 6,790,332,448.63 -2,523,294.69 6,787,809,153.94

净利润 591,259,564.89 -2,140,778.11 589,118,786.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586,271,654.29 -2,140,778.11 584,130,876.18

基本每股收益 0.5272 - 0.5253



陕西省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年度报告摘要

9

稀释每股收益 0.5272 - 0.525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43% 12.42%

资产总额 10,100,330,869.57 208,065.71 10,100,538,935.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4,963,083,869.61 -2,140,778.11 4,960,943,091.50

对2016年度合并财务报表项目及金额影响：

项目（期末余额或

本期发生额）
重述前金额 更正金额 重述后金额

营业收入 7,210,584,095.92 -23,792,807.38 7,186,791,288.54

净利润 509,297,287.06 -19,415,119.08 489,882,167.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508,535,727.77 -19,415,119.08 489,120,608.69

基本每股收益 0.4573 - 0.4398

稀释每股收益 0.4573 - 0.439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00% - 9.64%

资产总额 10,357,456,451.30 -14,171,346.88 10,343,285,104.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5,322,613,771.17 -21,555,897.19 5,301,057,873.98

对2017年度合并财务报表项目及金额影响：

项目（期末余额或

本期发生额）
重述前金额 更正金额 重述后金额

营业收入 7,642,949,839.74 -9,727,610.62 7,633,222,229.12

净利润 405,482,422.96 -8,302,907.44 397,179,515.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395,429,092.40 -8,302,907.44 387,126,184.96

基本每股收益 0.3556 - 0.3481

稀释每股收益 0.3556 - 0.348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27% - 7.15%

资产总额 10,786,584,873.26 -11,018,868.14 10,775,566,005.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5,591,098,562.16 -29,858,804.63 5,561,239,757.53

对2018年度合并财务报表项目及金额影响：

项目（期末余额或

本期发生额）
重述前金额 更正金额 重述后金额

营业收入 8,999,288,324.24 -6,323,966.98 8,992,964,357.26

净利润 415,038,532.27 -4,693,548.98 410,344,983.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404,187,524.13 -4,693,548.98 399,493,975.15

基本每股收益 0.3635 - 0.3592

稀释每股收益 0.3635 - 0.359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22% - 7.18%

资产总额 11,724,077,442.51 -29,068,698.03 11,695,008,744.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5,643,756,175.63 -34,552,353.61 5,609,203,82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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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资产

上述会计差错更正事项影响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0年4月28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由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出具的 《陕西省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专项说明的鉴证报告》（希会其字[2020]0146号）。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报告期公司收购吴起宝泽天然气有限公司100%股权，增加合并范围，此项合并属于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合并日为2019

年1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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