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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793 证券简称：燃气股份   公告编号：2005-014 

海南民生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1  重要提示 

1.1  本公司董事会及其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

任。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摘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报告全文同时刊载于指定互联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

全文。 

1.2  没有董事对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无法保证或存

在异议。 

1.3  董事未出席名单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会议原因 受托人姓名 

王政、侯来旺 与其他工作安排时间冲突 汪方怀 

1.4  本报告期未经审计。 

1.5  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朱德华先生、总裁汪方怀先生、财务总监

金伯富先生、财务部经理刘秀菊女士声明：保证半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

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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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2.1  基本情况简介 

股票简称 燃气股份 

股票代码 000793 

上市证券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金日 邱小妹 

联系地址 海南省海口市海甸四东路民生大厦 海南省海口市海甸四东路民生大厦

电话 0898-66254650 0898-66196060 

传真 0898-66254650 0898-66254650 

电子信箱 board@ranqigufen.com board@ranqigufen.com 

2.2  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2.2.1  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期末增减（％） 

流动资产 1,762,962,482.23 1,978,056,774.49 -10.87 

流动负债 1,038,904,892.93 1,424,062,087.23 -27.05 

总资产 4,676,649,714.56 5,006,429,654.31 -6.59 

股东权益（不含少数

股东权益） 
1,916,680,593.22 1,889,982,914.17 1.41 

每股净资产 1.41 2.78 -49.28 

调整后的每股净资产 1.39 2.74 -49.27 

 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净利润 41,429,822.16 40,652,322.01 1.9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利润 
-587,406.84 5,225,462.58 -111.24 

每股收益 0.03 0.06 -50.00 

净资产收益率 2.16% 2.20% 减少 0.04个百分点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14,779,938.57 -287,290,507.29 17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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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金额 

股权转让收益 16,417,533.75 

补贴收入 17,000,000.00 

营业外收支净额 3,847,505.09 

子公司清算收益 1,283,947.73 

其他收益 3,468,242.43 

合计 42,017,229.00 

2.2.3  国内外会计准则差异 

□ 适用 √ 不适用  

§3  股本变动及股东情况 

3.1  股份变动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前

送股 公积金转股 小计 
本次变动后 

一、未上市流通股份      

1、发起人股份 53,834,852 5,383,485 48,451,367 53,834,852 107,669,704

其中：国家持有股份 48,500,000 4,850,000 43,650,000 48,500,000 97,000,000

      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5,334,852 533,485 4,801,367 5,334,852 10,669,704

      境外法人持有股份 0  0

      其他 0  0

2、募集法人股份 204,843,964 20,484,396 184,359,568 204,843,964 409,687,928

3、内部职工股 0  0

4、优先股或其他 0  0

未上市流通股份合计 258,678,816 25,867,881 232,810,935 258,678,816 517,357,632

二、已上市流通股份      

1、人民币普通股 421,387,472 42,138,747 379,248,725 421,387,472 842,774,944

2、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0  0

3、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0  0

4、其他 0  0

已上市流通股份合计 421,387,472 42,138,747 379,248,725 421,387,472 842,774,944

三、股份总数 680,066,288 68,006,628 612,059,660 680,066,288 1,360,132,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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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配售股份、柜台交易公司内部职工股份、战略投资者配售股份、一般法人配售股份，应

分别披露其股份数额。 

□ 适用 √ 不适用  

3.2  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32,575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报告期内增减 
报告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股份类别

（已流通或

未流通）

质押或冻结的

股份数量 

股东性质

（国有股东

或外资股

东） 

上海新华闻投资

有限公司 
155,763,964 311,527,928 22.90 未流通 311,527,928  

海口市煤气管理

总公司 
48,500,000 97,000,000 7.13 未流通 26,000,000 国有股东

北京华光泰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17,580,000 35,160,000 2.59 未流通 35,160,000  

南宁管道燃气有

限责任公司 
16,700,000 33,400,000 2.46 未流通 33,400,000  

海口德元实业有

限公司 
6,200,000 12,400,000 0.91 未流通 12,400,000  

海南立森实业公

司 
5,334,852 10,669,704 0.78 未流通 0  

中国建设银行－

博时裕富证券投

资基金 

2,616,851 5,211,438 0.38 已流通 0  

海南椰海实业开

发公司 
1,200,000 2,400,000 0.18 未流通 0  

珠海市煤气公司 1,200,000 2,400,000 0.18 未流通 0  

北京昊隆锋经济

贸易有限公司 
1,200,000 2,400,000 0.18 未流通 0  

前十名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有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A、B、H股或其它）

中国建设银行－博时裕富证券投资基金 5,211,438 A股 

李运 1,996,788 A股 

沙克西 1,672,772 A股 

姜殿成 1,590,152 A股 

王淑云 1,500,370 A股 

惠怀东 1,303,200 A股 

陈栋 1,133,200 A股 

蔡寿鹏 932,720 A股 

赵秀琴 896,000 A股 

蔡伴兄 823,340 A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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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股东关联

关系或一致行

动关系的说明 

（1）海口市煤气管理总公司持有海口德元实业有限公司30%股权，海口德元实

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符洪先生为海口市煤气管理总公司总经理，双方存在关

联关系；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2）南宁管道燃气有限责任公司所持

有股份之股东权利委托授予上海新华闻投资有限公司行使和享有，双方属于一

致行动人；其他股东不属于一致行动人。（3）公司未知前十名流通股股东之间、

前十名流通股股东和前十名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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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战略投资者或一般法人参与配售新股约定持股期限的说明 

股东名称 约定持股期限 

无 -- 

3.3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4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4.1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 

□ 适用 √ 不适用  

§5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5.1  主营业务分行业、产品情况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主营业务收

入 

主营业务成

本 

毛利率

（％）

主营业务收入

比上年同期增

减（％） 

主营业务成

本比上年同

期增减（％）

毛利率比

上年同期

增减(%)

土木工程建筑业 3,061.46 2,056.79 32.82 199.13 193.90
增加1.20

个百分点

煤气生产和供应

业 
10,319.00 8,470.39 17.91 24.86 22.69

增加1.45

个百分点

能源、材料和机械

电子设备批发业 
8,856.82 7,725.47 12.77 -15.24 -4.41

减少9.88

个百分点

其他金融业 2,645.10 0.00 100.00 52.63 - -

交通运输辅助业 4,000.00 548.62 86.28 - - -

其中：关联交易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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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管道天然气 3,885.90 2,327.43 40.11 21.56 21.78
减少0.11

个百分点

液化气 6,165.77 5,923.44 3.93 26.63 22.47
增加3.26

个百分点

铝锭贸易 5,847.55 5,609.85 4.06 143.01 141.89
增加0.44

个百分点

典当业务 2,645.10 0.00 100.00 52.63 - -

高速公路收费业

务发包 
4,000.00 548.62 86.28 - - -

其中：关联交易 0.00 0.00

关联交易的定价

原则 
无 

其中：报告期内上市公司向控股股东及其子公司销售产品和提供劳务的关联交易总金额为

0.00万元。 

5.2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地区 主营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收入比上年同期增减（％）

海南地区 22,564.72 19.49 

广东深圳 1,688.77 - 

安徽黄山 5,414.38 189.30 

5.3  对净利润产生重大影响的其他经营业务 

□ 适用 √ 不适用  

5.4  参股公司经营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5.5  主营业务及其结构与上年度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与上年度相比，本报告期内在原有业务结构的基础上减少了橡胶贸易，增加了高速公

路收费业务发包和油品贸易。报告期内，公司将徽杭高速公路安徽段15年的车辆通行费征

收业务承包给广西新长江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实现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14.23%；利

用长流油库建成并投入使用的契机参与油品贸易,实现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6.55%；管道

天然气业务由占主营业务收入的11.60%上升到13.82%，主要原因是加大用户发展力度，促

使用气量上升；铝锭贸易由占主营业务收入的35.97%下降到20.80%；主要原因是公司依据

市场动态调整贸易规模；城市道路改造工程由占主营业务收入的1.46%上升到3.39%,主要

原因是承接的相关工程项目已竣工结算；液化气业务由占主营业务收入的21.24%上升到

21.94%，高速公路材料贸易由占主营业务收入的3.28%上升到4.16%，基本上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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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主营业务盈利能力（毛利率）与上年度相比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综合毛利率为34.61%，比上年度的20.60%增加14.01个百分点。其中：报告期

新增的高速公路收费业务发包毛利率为86.28%，主要原因是徽杭高速公路采用发包方式经

营增加了收入；液化气业务毛利率由1.95%上升为3.93%，主要原因是液化气市场供应紧张

所致；高速公路材料贸易毛利率由11.96%上升为61.69%，主要原因是材料品种不同所致；

铝锭贸易毛利率由1.16%上升为4.06%，主要原因是铝锭市场行情变化所致；城市管网施工

毛利率由19.65%上升为35.07%，主要原因是公司严格控制原材料成本、降低成本费用所致；

同时，城市道路改造工程毛利率由33.23%下降为27.81%，主要原因是不同城市道路结算产

生不同的结果；管道天然气业务毛利率由44.05%下降为40.11%，主要原因是用户结构发生

变化、工业用气量增加所致。 

5.7  利润构成与上年度相比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分析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实现利润总额49,239,307.65元。其中：主营业务利润96,600,087.02元，占利

润总额的196.18%，与上年度相比增加75.38个百分点，主要系增加高速公路收费业务发包

利润所致；期间费用95,863,780.28元，占利润总额的194.69%，与上年度相比增加62.29

个百分点，主要系上年度末在建工程转固定资产导致本期折旧增加，徽杭高速公路已建成

通车，贷款利息不再资本化所致；投资收益23,086,490.01元，占利润总额的46.89%，与

上年度相比减少41.12个百分点，主要系本期减少股权转让收益所致；营业外收支净额

4,107,853.85元，占利润总额的8.34%，与上年度相比增加30.34个百分点，主要系上年度

计提了较大金额的资产减值准备所致；其他业务利润和补贴收入金额变动和比例变动较

小。 

5.8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5.8.1  募集资金运用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54,550.10 本年度已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205.99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40,377.07 

承诺项目 拟投入金额 
是否变更

项目 
实际投入金额产生收益金额

是否符合计

划进度 

是否符合预

计收益 

海口市天然气供

气工程 
5,000.00 否 2,727.07 1,840.07 是 是 

徽杭高速公路

（安徽段）项目 
34,800.00 否 34,800.00 439.49 是 是 

万宁市管道燃气

工程 
9,300.00 否 2,850.00 0.00 否 否 

琼海市管道燃气

工程 
5,500.00 否 0.00 0.00 否 否 

洋浦经济开发区

管道燃气工程 
5,500.00 否 0.00 0.00 否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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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60,100.00 - 40,377.07 2,279.56 - - 

未达到计划进度

和收益的说明

（分具体项目） 

万宁市管道燃气工程：因公司在万宁（兴隆）管道燃气项目建设用

地竞牌中未能取得该土地使用权，万宁市人民政府已将该项目交由取得

土地使用权的单位实施。经与万宁市人民政府协商未果，故公司拟终止

对该项目的投资。 

琼海市管道燃气工程：因琼海市相关区域内管道燃气经营权等问题

未能确定，影响了该项目的投资计划。 

洋浦经济开发区管道燃气工程：根据《配股说明书》承诺的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安排顺序，洋浦经济开发区管道燃气工程无募集资金使用，

未能按原计划实施。 

变更原因及变更

程序说明（分具

体项目） 

无 

5.8.2  变更项目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5.9  董事会下半年的经营计划修改计划 

□ 适用 √ 不适用  

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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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5.11  公司管理层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意见”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5.12  公司管理层对会计师事务所上年度“非标意见”涉及事项的变化及处理情

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  重要事项 

6.1  收购、出售资产及资产重组 

6.1.1  收购或置入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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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出售或置出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万元 

交易对方 
被出售或置

出资产 
出售日 交易价格

本年初起至

出售日该出

售资产为上

市公司贡献

的净利润

出售产

生的损

益 

是否为

关联交

易 

定价原则

说明 

所涉及

的资产

产权是

否已全

部过户 

所涉及

的债权

债务是

否已全

部转移

上海新建

桥企业集

团有限公

司 

海南民享置

业有限公司

12.39%股权

2005年1

月20日 
2,201.625 0.00 776.625 否 

不低于评

估净资

产，协商

价格 

是 是 

上海新建

桥企业集

团有限公

司 

海南民享置

业有限公司

12.17%股权

2005年1

月20日 
2,163.00 0.00 763.00 否 

不低于评

估净资

产，协商

价格 

是 是 

6.1.3  自资产重组报告书或收购出售资产公告刊登后，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及对

报告期经营成果与财务状况的影响 

□ 适用 √ 不适用  

6.2  担保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公司对外担保情况（不包括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 

担保对象名称 
发生日期（协议

签署日） 
担保金额 担保类型 担保期

是否履

行完毕 

是否为关联方担

保（是或否）

报告期内担保发生额合计 0.00

报告期内担保余额合计 0.00

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情况 

报告期内对控股子公司担保发生额合计 0.00

报告期末对控股子公司担保余额合计 13,000.00

公司担保总额情况(包括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 

担保总额 13,000.00

担保总额占公司净资产的比例 6.78%

公司违规担保情况 

为控股股东及公司持股50%以下的其他关

联方提供担保的金额 
0.00

直接或间接为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被

担保对象提供的债务担保金额 
0.00

担保总额超过净资产 50％部分的金额 0.00

违规担保总额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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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关联债权债务往来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万元 

上市公司向关联方提供

资金 

关联方向上市公司提供

资金 
关联方名称 

与上市公

司的关系
发生额 余额 发生额 余额 

海南洋浦民享工贸有限公司 其他 0.00 0.00 1,891.00 0.00

海南民生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其他 7,693.00 0.00 0.00 0.00

海南京海泰实业有限公司 其他 4,439.70 0.00 0.00 0.00

海南洋浦民生媒体广告有限公司 其他 6,629.76 0.00 0.00 0.00

合计 18,762.46 0.00 1,891.00 0.00

其中：报告期内上市公司向控股股东及其子公司提供资金的发生额0.00万元，余额0.00万元。 

上述关联方均为公司未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本报告期内已经注销。 

6.4  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6.5  其他重大事项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7  财务报告 

7.1  审计意见 

财务报告 √未经审计                □审计 

7.2  财务报表 

7.2.2  利润及利润分配表 

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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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内报表 

项目 本期 上年同期 

 合并 母公司 合并 母公司 

一、主营业务收入 281,092,511.42 25,018,385.06 212,178,382.68

  减：主营业务成本 179,004,510.48 23,418,371.95 153,517,245.52

      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 5,487,913.92 1,937,113.61

二、主营业务利润（亏损以“-”号填

列） 
96,600,087.02 1,600,013.11 56,724,023.55

  加：其他业务利润（亏损以“-”号

填列） 
1,308,657.05 -264,323.69 525,430.59 841,813.68

  减：营业费用 15,779,900.72 17,230,470.23

      管理费用 29,002,199.14 16,009,683.80 16,780,946.37 12,984,253.55

      财务费用 51,081,680.42 17,292,997.84 21,850,897.08 22,261,398.93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2,044,963.79 -31,966,992.22 1,387,140.46 -34,403,838.80

  加：投资收益（亏损以“-”号填列） 23,086,490.01 51,367,428.95 22,416,000.00 52,019,990.78

      补贴收入 20,000,000.00 20,000,000.00 22,388,982.58 20,000,000.00

      营业外收入 4,337,621.10 2,409,428.90 39,527.50 1,724.00

  减：营业外支出 229,767.25 182,083.77 59,404.13 33,389.35

四、利润总额（亏损以“-”号填列） 49,239,307.65 41,627,781.86 46,172,246.41 37,584,486.63

  减：所得税 8,090,680.28 7,878,011.18

      少数股东损益 -281,194.79 -2,358,086.78

  加：未确认的投资损失本期发生额 

五、净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41,429,822.16 41,627,781.86 40,652,322.01 37,584,486.63

  加：年初未分配利润 199,658,584.93 274,866,940.81 231,282,510.12 292,691,038.05

      其他转入 

六、可供分配的利润 241,088,407.09 316,494,722.67 271,934,832.13 330,275,524.68

  减：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提取法定公益金 

      提取职工奖励及福利基金 

      提取储备基金 

      提取企业发展基金 

      利润归还投资 

七、可供投资者分配的利润 241,088,407.09 316,494,722.67 271,934,832.13 330,275,524.68

  减：应付优先股股利 

      提取任意盈余公积 

      应付普通股股利 20,401,988.64 20,401,988.64 23,802,320.08 23,802,320.08

      转作资本（或股本）的普通股股利 68,006,628.80 68,006,628.80 68,006,628.80 68,006,628.80

八、未分配利润 152,679,789.65 228,086,105.23 180,125,883.25 238,466,575.80

利润表（补充资料） 

  1．出售、处置部门或被投资单位所

得收益 
19,286,247.60 9,340,879.75 19,320,000.00 19,320,000.00

  2．自然灾害发生的损失 

  3．会计政策变更增加（或减少）利

润总额 

  4．会计估计变更增加（或减少）利

润总额 

  5．债务重组损失 

  6．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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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报表附注 

7.3.1  如果出现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会计差错更正的，说明有关内容、

原因及影响数。 

□ 适用 √ 不适用  

7.3.2  如果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重大变化的，说明原因及影响数。 

√ 适用 □ 不适用  

a. 海南民富生工贸有限公司已转让，因此本期未纳入合并范围；该公司年初总资产

342,648,883.78元，净资产36,728,850.02元。 

b. 新设立海南民生置业有限公司，本期纳入合并范围；该公司期末总资产54,146,399.89元，

净资产54,132,719.00元，本期未实现销售收入和净利润。 

c. 新设立黄山徽杭工贸有限责任公司，本期纳入合并范围；该公司期末总资产18,151,748.74

元，净资产17,168,354.56元，本期实现销售收入11,690,384.62元，净利润7,168,351.56元。 

 

 

 

海南民生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Ｏ五年八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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