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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中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19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的议案 

 

各位董事： 

2019 年度，公司管理团队在董事会领导下，本着对公司和股东高度负责的

态度，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要求，勤

勉尽责、贯彻执行股东大会、董事会相关决议，带领经营团队较好地完成 2019

年度各项工作。2019 年对中天能源来说是充满变化的一年，先后多次经历了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第一大股东的变化。本人带着复杂感慨的心情，进行本次

2019 年度经营情况汇报，以梳理，并以明志。 

自 2015 年，公司已从一家以天然气下游加工和分销为主营业务的公司，迅

速发展成为国内初具规模的石油及天然气的清洁能源运营商，并在 2019 年形成

了如下的产业： 

石油产业：石油开采（加拿大） 

天然气产业：天然气开采（加拿大）、天然气分销（中部、华东、华南各省） 

在上述产业形成的同时，公司的主要业务主要可分为三个部分： 

（1）上游油气田板块-收购的 New Star Energy Ltd.、Long Run Exploration 

Ltd.两家油气开采公司 

（2）中游板块-潮州 LNG 接收站、江阴 LNG 接收站，建设完工投产运营后

LNG 接收合计 400 万吨/年； 

（3）下游板块- LNG“点对点”供气站等的运营。 

以下我们将按照上述业务分类对 2019 年中天能源经营情况进行总结。 

一、2019 年度经营情况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中天能源全年实现销售收入 1,084,496,975.67 元，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131,618,980.66 元。 

（一）两大业务板块 

1、 上游油气田板块 

中天能源目前拥有的常规油气田资产主要包括 Long Run 勘探公司和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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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r 能源公司，两家油气田公司均处于正常运营状态。 

（1）Long Run 项目 

Long Run 项目 2019 年合并 50.26%的权益，截至 2019 年底，LR 项目的 2p

储量为 1.24 亿桶油当量，日产量 13,970.90 桶油当量，年销售收入为人民币 6.86

亿元，实现净利润-27.88 亿元人民币，归属中天能源的净利润为-14.01 亿元人民

币。 

（2）New Star 项目 

New Star 项目 2019 年合并 83.49%的权益，截至 2019 年底，NS 项目的 2p

储量为 1,982.91 万桶油当量，日产量 1,617.38 桶油当量，年销售收入为人民币

8,132.62 万元，实现净利润-4.25 亿元人民币，归属中天能源的净利润为-3.55 亿

元人民币。 

两家油气开采公司出现亏损的原因是本年度对两家公司拥有的油气资源资

产组进行减值测试，计提了资产减值。 

 产量桶当量/日 营收（千加元） 成本（千加元） 
净利润（千加

元） 

Long Run 13,970.90 131,604.67 148,509.06 -535,267.12 

New Star 1,617.38 15,611.72 15,011.31 -81,568.55 

合计（千加元）  15,588.28  147,216.39  163,520.37  616,835.67  

归属母公司利润

（千加元） 
   -337,126.84 

汇率    5.2093 

合计（亿元人民币）    -1,756,194.83 

2、中游板块 

（1）原油贸易业务 

2018 年下半年开始，由于中天能源陷入流动性危机，导致本板块业务为暂

停状态。 

（2）天然气业务 

天然气业务主要包括国内的两座 LNG 接收站（江阴、潮州 LNG 接收站接

驳及批发业务）业务、LNG 液化工厂及 LNG 贸易业务。 

a. 江阴 LNG 接收站： 

江阴 LNG 接收站目前已基本完成厂区建设和 LNG 储罐安装工程，预计项

目罐区及配套设施将于 2020 年 10 月调试。江阴 LNG 接收站一期总预算约 1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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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人民币，截止 2020 年 3 月 31 日已完成至总进度 90%，计划 2021 年 7 月投

产。 

b. 潮州 LNG 接收站： 

潮州 LNG 接收站目前罐区已完成施工总量的约 85%，预计陆上工程 2020

年 8 月完成，码头改造扩建 2021 年 8 月完成，2021 年 9 月项目全面投入运营。 

c. LNG 贸易： 

公司由于 2018 年下半年开始陷入资金流动性危机，导致 LNG 贸易从 2018

年下半年直至 2019 年都处于停滞状态。 

3、下游板块-天然气分销业务 

下游板块的天然气分销业务主要包括 CNG 和 LNG 分销业务，其中武汉中

能（已出售）、湖北合能（已出售）、宣城中能以 CNG 分销业务为主，江苏博宏、

浙江中天以 LNG 分销业务为主。目前 CNG 业务已相对成熟，而 LNG 业务随着

江阴、潮州 LNG 接收站的建成，市场份额及利润将大幅增加。2019 年该板块各

子公司经营情况汇总如下： 

子公司名称 

CNG 分销

量 ( 万 方 /

年) 

LNG 分销量

(万方/年) 
收入(万元) 成本（亿元） 

净利润 

（亿元） 

江苏中能及其

子公司 
10.42 1,985.08 5,365.32 5,401.37 -13,406.53 

浙江中天及其

子公司 
 3,101.77  9,525.87  8,787.26   -4,504.36  

宣城中能 540.19   2,094.12   1,833.52   -4,010.69  

武汉中能及其

子公司（已出

售） 

3,424.25 39.32  12,157.24   10,295.97   -16,507.73  

湖北合能及其

子公司（已出

售） 

2,929.64   1,811.70   1,351.65   -7,976.94  

合计 6,904.50 5,126.17  30,954.25  27,669.77  -46,406.25  

（二）资本市场情况 

2019 年，由于政府采取了收缩杠杆的金融政策，导致民营企业的融资难上

加难。中天能源在实施石油天然气发展过程中，在 2015-2017 年金融政策较为宽

松的情况下，从银行、信托等金融机构融得了较多的资金。但是，伴随着 2017-2019

年这场金融风暴，随着金融政策的调整，市场资金迅速趋紧，全年银行收贷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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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亿元；同时，证券市场的动荡，加之随后的中美贸易战，中天能源的股价从

最高的 3.72 元/股一路下跌至 2.51 元/股，大股东股票质押爆仓，违规担保涉及诉

讼。上述一系列的事件导致中天能源陷入困境。 

（三）法律诉讼情况 

鉴于各项融资到期，中天能源及其原大股东青岛中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天资产”）无力偿还，公司对金融机构的债务陆续出现违约，相关债

权人于 2019 年及以前年度提起诉讼。截至到 2019 年 12 月 31 日，诉讼累计共计

28 起，涉及金额为 59.7168 亿元，其中部分诉讼经森宇化工入驻后自查发现应属

于违规担保。2019 年度披露违规担保共 14 起，涉及金额为 17.6670 亿元。 

（四）安全生产情况 

公司业务的正常经营离不开对安全生产的规范管理。公司 2017 年已成立了

“安全生产管理委员会”，2019 年度按照相关制度开展安全生产督导工作，并多

次对各子公司进行现场安全巡查，提出整改措施要求，以及时肃清安全隐患，全

年未发生一起安全生产事故。 

（五）保住公司核心资产 

2019 年 5 月 23 日，公司收到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的民事裁定书、公告、

决定书，对江苏泓海进行破产重整。收到通知后，公司董事、监事等相关人员积

极与江阴市人民法院、各债权人和管理沟通，在森宇化工的帮助下，公司于 2019 

年 9 月 27 日，终结江苏泓海能源有限公司破产程序，保住了公司对江苏泓海的

控制权，并在 2019 年 10 月恢复江苏泓海 LNG 项目建设，进入正常工程建设施

工状态。 

   （六）引进战略投资方的相关工作 

在中天能源面临流动性危机后，债务重组成为管理团队的一项重要任务

2019 年 3 月 6 日，中天能源原控股股东中天资产和原实际控制人邓天洲先生与

铜陵国厚天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铜陵国厚”）签订了《表决权委托协议》，铜

陵国厚取得上市公司实际控制权，帮助化解上市公司及大股东的债权债务纠纷，

并计划通过发行清洁能源基金、设立纾困基金或其他合规方式，帮助企业尽快脱

困。但由于种种原因，2019 年 7 月 12 日，铜陵国厚与中天资产和邓天洲解除表

决权委托，退出中天能源救助计划；同日，中天资产与邓天洲与森宇化工签署《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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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权委托协议》，目前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已变更为薛东萍、郭思颖。公司的管理

团队也进行了改组。这是中天能源里程碑式的进展。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中原信托有限公司通过司法拍卖拍得中天资产持

有中天能源的 126,622,951 股股份，占中天能源总股本的 9.27%，成为公司单一

第一大股东。 

综上所述，2019 年在中天能源的流动性危机的影响下，公司部分业务面临

停滞。在引入有实力的实际控制人并取得新的资金注入的情况下，恢复中天能源

的正常业务值得期待。以下对 2020 年度经营业务的规划。 

二、2020 年度经营计划 

我国是能源生产和消费大国，能源安全是国家能源发展的重要保障。为符合

并落实国家能源安全新战略目标，公司将进一步优化海外供应体系,提升油气勘

探开发力度、加快天然气产供储销体系建设，将现有业务整合为四大业务板块。 

1、 油气田开发业务 

涵盖油气资源勘探、开采、生产、销售。目前主要是以加拿大为主的常规油

气田和热采项目。在稳固油气资产盈利能力和储量规模的基础上，按市场需求迅

速扩大产能，为国内提供气源保证。 

2、 天然气业务 

加快江阴、潮州、海外 LNG 接收站及码头的建设与运营；为天然气分销业

务、分布式能源项目及燃气电厂项目等提供气源保证。 

3、 贸易业务 

开展以加拿大原油为主的国际原油贸易业务；以 LNG 接收站为核心构建强

大的 LNG 进口与分销贸易体系；依托上市公司资源，开拓化工产品的贸易业务。 

4、 投资业务 

对上市公司原有下游资产、非合并报表项目进行清理、优化、处置，提升资

产质量。紧跟国家能源战略步伐，为公司核心业务进行关联性和扩充性的项目投

资，最终根据业务属性并入公司业务板块中。 

 

以上，是对 2019 年经营情况的总结及 2020 年业务板块的经营规划。总之，

在充满变数的2019年，中天能源面临着各种冲击；我们把 2020年定义为恢复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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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为爬坡年，2022 年为腾飞年。所以 2020 年，在森宇化工及新的管理团队

的领导下，公司力争实现恢复式的增长，力争实现扭亏为赢。到 2022 年中天能

源将在持续变化的外部内部环境中实现脱胎换骨的转变。在国家能源发展的长期

战略趋势下，2020 年一定是中天能源的重生年份，新生的中天能源将走的更稳、

更快、更强大！ 

以上为对公司 2019年经营的回顾总结以及对 2020年公司所处环境及业务发

展的展望，特此向董事会汇报。 

 

长春中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黄杰 

2020年 4月 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