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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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其他事项段或与持

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段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对相关事项

已有详细说明，请投资者注意阅读。 

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

告（立信中联审字[2021]C-0006号），具体详见公司同日发布的《关于对中兴天恒能源科技（北京

）股份公司2020年度财务报表发表非标准审计意见的专项说明》（立信中联专审字[2021]C-0007号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独立董事已对相关事项进行了专项说明，并发表了相关意见，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3月3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相关文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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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20年度公司实现合并净利润-76,622.00万元

，其中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60,300.92万元。母公司本年度实现净利润-18,051.41万元，加

上年初未分配利润-47,903.21万元，截止2020年12月31日可供分配的利润为-65,954.62万元。 

2020年度公司整体业绩亏损，根据公司当前的实际情况和未来发展的需要，在充分考虑公司

未来业务发展及资金需求的基础上，公司决定2020年度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

转增股本。2020年度不实施分红符合《公司章程》中关于利润分配政策的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和

全体股东的长远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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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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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公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1号东方广场W2

座 

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1号

东方广场W2座 

电话 010-85800856-8856 010-85800856-8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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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主要业务 

公司主要业务是天然气（包括 CNG 和 LNG）的生产和销售天然气储运设备的开发、制造和销

售，海外油气资产的并购、投资及运营，海外天然气及原油等相关制品的进口分销。 

（二）经营模式 

1、天然气（包括 CNG和 LNG）的生产和销售 

公司天然气生产销售的主要发展区域为华东、华南、华中地区，集中在江苏、浙江、上海、

山东、安徽、广东等省。以上地区经济比较发达，特别是地方工业企业充满活力，其中需要使用

天然气作为燃料的工商企业众多。同时作为我国具有先发优势的发达地区，“限煤增气”是未来工

业发展的重要选择，我公司利用掌握的天然气资源，在该区域发展天然气分销业务具有广阔前景。

公司积极推进江阴 LNG中转储备站建设和潮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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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海外油气资产的并购、投资及运营 

为进一步完善天然气战略布局，公司取得了丰富的境外油气资源，在获得境外油气优质资源

后，公司开始探索天然气及原油进口分销业务，打通进口优质低价油气资源的通道，使得天然气

及原油等相关制品的进口分销实现常态化。 

（三）行业情况 

天然气是一种优质、高效、清洁的低碳能源，为化解环境约束、改善大气质量、实现绿色低

碳发展，国家制定大量鼓励天然气利用的支持政策，打破机制制约和结构性矛盾，大力推动天然

气行业的发展，提高天然气在我国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重，构建现在天然气产业体系。近年来，

随着我国环境保护政策趋严，我国 LNG 产业处于蓬勃发展阶段，特别是 LNG 汽车、LNG 船舶

等应用终端需求呈爆发式增长。 

国务院办公厅在《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2014-2020 年）》中指出，我国可再生能源、非常

规油气和深海油气资源开发潜力很大，能源科技创新取得新突破，能源国际合作不断深化，能源

发展面临着难得的机遇。未来，在“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 2030 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 2060 年

前实现碳中和”整体目标带动下，我国可再生能源产业将得到进一步发展。2021 年，公司将继续

拓展清洁能源业务，继续提升公司业务水平，力争公司业务得到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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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78,025,371.67 11,166,067,970.57     

营业收入 554,332,263.75 1,084,496,975.67 -48.89   

扣除与主营业务

无关的业务收入

和不具备商业实

质的收入后的营

业收入 

  / / /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603,009,183.90 -3,131,618,980.66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29,065,306.63 681,846,251.86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69,156,218.77 328,104,507.56 -78.92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44 -2.29 -80.79 -0.59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44 -2.29 -80.79 -0.59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169.64 -130.83 减少38.81个百

分点 

-1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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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876,971.53 83,717,250.94 113,144,336.46 188,593,704.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68,509,422.36 -149,210,723.62 -130,086,588.12 -155,202,449.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166,178,805.66 -131,901,668.43 -130,010,317.99 -80,466,671.3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03,928,910.69 -69,469,259.07 1,528,465.87 241,025,92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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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64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2,904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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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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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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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00,000 152,622,951 11.17 6,000,000 无 0 其他 

MKCP VC 

Investments

（Mauritius）I 

Ltd. 

0 100,324,908 7.34 0 无 0 境外

法人 

青岛中天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6,000,000 86,620,637 6.34 0 冻

结 

86,620,637 境内

自然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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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52,222,222 3.82 0 无 0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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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1,900 43,376,888 3.17 0 无 0 其他 

SINOENERGY 

HOLDING LIMITED 

0 28,484,566 2.08 0 无 0 境外

法人 

恒力集团有限公司 0 27,330,000 2.00 0 无 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上海合涌源企业发 -27,333,000 24,667,000 1.80 0 无 0 境内



展有限公司 非国

有法

人 

北京华泰兴农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 

20,400,000 20,400,000 1.49 1,000,000 无 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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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16,930,600 1.24 0 无 0 其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本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

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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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为 55,433.23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48.89%；期初净利润为

-459,155.31 万元，期末净利润为-76,622.00 万元，其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期初净利润为

-313,161.90万元，期末净利润为-60,300.92万元。 

    本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为 1,117,802.54 万元，较上年期初增长 0.11%；所有者权益为

15,944.80 万元，较上年期初减少 82.53%；其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 2,906.53

万元，较上年减少 9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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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根据上述准则及通知规定的起始日开始执行，详细内容请参见本报告“第十一节 财务



报告”中“五、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的“44.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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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如下： 

                                                                                    

序号 子公司名称 子公司名称简称 

1 青岛中天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中天 

2 长百中天能源有限公司 长百中天 

3 广东华丰中天液化天然气有限公司 华丰中天 

序号 孙公司名称 孙公司名称简称 

1 宣城市中能汽车燃气有限公司 宣城中能 

2 江苏中能燃气有限公司 江苏中能 

3 无锡东之尼燃气有限公司 无锡东之尼 

4 江苏博宏能源有限公司 江苏博宏 

5 浙江中天能源有限公司 浙江中天 

6 浙江兴腾能源有限公司 兴腾能源 

7 北京众能能源有限公司 众能能源 

8 江苏泓海能源有限公司 泓海能源 

9 江苏泓海天然气码头有限公司 泓海天然气码头 

10 亚太清洁能源有限公司 亚太清洁 

11 青岛中天石油天然气有限公司 青岛中天石油天然气 

12 Success Top Group Ltd. Success Top Group Ltd. 

13 Alberta Sinoenergy Petroleum Corporation Alberta Sinoenergy Petroleum 

Corporation 

14 New Star Energy Ltd. New Star Energy Ltd. 

15 青岛中天石油投资有限公司 青岛中天石油投资 

16 Sinoenergy Oil Investment Ltd. Sinoenergy Oil Investment Ltd. 

17 Calgary Sinoenergy Investment Corp. Calgary Sinoenergy Investment Corp. 

18 Long Run Exploration Ltd. Long Run 

19 大连中天众能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大连中天 

 

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及其变化情况详见本附注“八、合并范围的变更”和“九、在其他主体中

的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