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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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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度报告全

文。 

 

第一节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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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谢支华先生因身体原因无法发表意见。 

 

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3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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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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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中天 600856 ST中天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由海涛 郭静 

电话 010-84927035-888 010-84927035-803 

办公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广渠门内大街45

号雍贵中心D座9层 

北京市东城区广渠门内大街45

号雍贵中心D座9层 

电子信箱 you.ht@snencn.cn guo.j@snencn.cn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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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13,479,030.58 11,166,067,970.57 -6.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330,077,453.57 681,846,251.86 -51.59 



东的净资产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73,398,169.76 19,428,051.60 -992.51 

营业收入 252,594,222.47 554,368,224.86 -54.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317,720,145.98 -226,581,707.57 -40.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98,080,474.09 -200,914,243.70 -48.3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60.75 -5.89 减少54.8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2325 -0.1658 -40.22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2325 -0.1658 -40.22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26,336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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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中原信托有限公司－中原

财富－成长 434期－中天

能源股权收益权投资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11.17 152,622,951 6,000,000 无   

MKCP VC Investments

（Mauritius）I Ltd. 

境外法

人 

7.34 100,324,908 0 无   

青岛中天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6.78 92,620,637 0 冻结 92,620,637 

渤海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

司－渤海信托·恒利丰

20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3.28 52,222,222 0 无   

英大基金－民生银行－渤

海信托－渤海信托·君乾

1号单一资金信托 

其他 3.17 43,376,888 0 无   

上海合涌源企业发展有限

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2.80 38,333,500 0 质押 38,333,500 



黄博 境内自

然人 

2.66 36,316,161 11,616,161 冻结 36,316,161 

SINOENERGY HOLDING 

LIMITED 

境外法

人 

2.08 28,484,566 0 无   

恒力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2.00 27,330,000 0 无   

浙商金汇信托股份有限公

司－浙金·汇利 44号证券

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1.24 16,930,600 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公司股东邓天洲、黄博、青岛中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为一致行动人；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人的情况，本公司不详。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无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公司秉承“倡导绿色生活的经营理念，采用先进的技术与管理经验，优化产业结构，发展清

洁能源事业”的企业宗旨，坚持打造天然气为主、石油为辅的产业链布局为核心的发展战略，把

握时代机遇，进一步提升公司盈利能力、竞争能力、抗风险能力。近年来，随着我国油气行业改

革的不断推进，油气行业的市场准入条件在逐步放宽，民营油气企业有望进一步获得更大的市场

空间。根据发改委及国家能源局规划，2020 年我国天然气占一次能源的消费比重将从 2015 年的

5.9%提升至 10%左右，按此测算,我国天然气供需缺口显著，进口依存度将大幅提高。 

近年来，政府主管部门将“煤改气”作为重点推进工作，我国正加速“气化”，天然气的供应

水平急需加强，沿海 LNG 进口将成为增量主战场。公司围绕天然气产业链的全线贯通，将会有效

解决从下游到上游的天然气需求，实现扭亏为盈的近期目标并最终会为全体投资人创造持续、增

长、稳定的投资回报。 

在报告期内，公司积极推进各项工作，具体如下： 

1、公司积极推进江阴 LNG 中转储备站建设和潮州闽粤经济合作区 LNG 储配站项目建设，项

目建成后将提供 400 万吨的年周转能力，将扩大 LNG 吞吐量，实现海外 LNG 进口与分销，从而完

善公司产业链中游物流设施，为 LNG 进口国内提供物流保障，对于满足未来城镇天然气的需求具

有重要意义。潮州闽粤经济合作区 LNG 储配站项目立足潮州市及闽粤地区燃气供应，不仅能优化

潮州市的能源结构，保障本地区的燃气供应，为潮州燃气供应“一张网”提供用气保障，更重要的



是作为“广东省燃气一张网”的应急调峰气源供应点之一，通过高压外输管首，与广省天然气管网、

闽粤支干线、西二线、西三线联通，实现资源互联互通，形成互为补充的多气源供气格局，并可

实现南气北送，为缓解北方地区天然气供应紧张局面做出贡献。因 LNG 储配站拥有稀缺的泊位资

源，配套码头已列入《全国沿海与内河 LNG 码头布局方案（2035 年)》，在全国有限的泊位中占有

一席之地。江阴 LNG 接收站，位于长江三角洲经济带，水陆交通便捷,该项目是“保护长江”、“绿

色长江”的清洁能源集散中心，是江阴市的标志性工业项目，也是江苏省天然气产供销体系的重要

组成部分。江阴 LNG 接收站可贯通上中下游天然气产业链，覆盖长江流域沿线、长三角、国内东

南部沿海线、山东贸易线及包括省管网在内的天然气终端市场分销网络辐射江苏乃至全国局部区

域市场。 

2、持续开展国内天然气分销业务，在国内页岩气与国内煤层气产量增长有限的大环境下，利

用掌握的天然气资源继续拓展下游分销网络，促进天然气销售。 

3、在进一步打造油气产业链的发展战略的基础上，积极整合海外油气田资产，落实推进国内

合计 400 万吨/年周转能力的 LNG 接收站的建设，全方位深化国内天然气分销业务的客户拓展，

加快原油进口分销业务的规模。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