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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兴天恒能源科技（北京）股份公司 

2020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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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执行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带领经营团队,较好的完成 2020 年度各

项工作。下面，请允许我代表公司管理团队对 2020 年度工作进行总结，提交公

司董事会会议审议。 

一、公司 2020 年度经营情况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全年实现销售收入 55,433.23 万元，实现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0,300.92 万元。 

（一）公司两大业务板块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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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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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合并 50.26%的权益，截至 2020 年底，LR 项目的 2p

储量为 1.18 亿桶油当量，日产量 10,111.29 桶油当量，年销售收入为人民币 3.60

亿元，实现净利润-3.39 亿元人民币，归属中天能源的净利润为-1.70 亿元人民币。 

（2）New Star 项目 

New Star 项目 2020 年合并 83.49%的权益，截至 2020 年底，NS 项目的日产

量 1,396.94 桶油当量，年销售收入为人民币 5,715.40 万元，实现净利润-0.22 亿

元人民币，归属公司的净利润为-0.19 亿元人民币。 

两家油气开采公司出现亏损的原因是受新冠疫情的影响，国际能源需求萎缩，

国际市场及加拿大原油价格大幅下降，直接导致营业收入下降，利润减少。经公司管理层判

断，由于疫情导致的国际能源市场需求萎缩及原油价格下降为暂时性的，因此两家公司拥

有的油气资源资产不存在明显减值迹象，无需对上述资产进行减值测试，计提减

值。 



 2 

 产量桶当量/日 营收（千加元） 成本（千加元） 
净利润（千加

元） 

Long Run 10,111.29 70,026.06 80,682.92 -65,889.06 

New Star 1,396.94 11,140.28 10,806.28 -4,331.51 

合计（千加元） - 81,166.34 91,489.20 -70,220.57 

归属母公司利润

（千加元） 
- - - -36,732.22 

汇率 - - - 5.1401 

合计（亿元人民币） - - -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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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1 年 3 月 1 日，江阴 LNG 接收站完成总体进度的 99%，目前已全

面进入中交阶段。 

b. 潮州 LNG 接收站： 

截至2021年3月1日，潮州LNG接收站目前罐区已完成施工总量的约98%，

其中2座10万立方米储罐已完成主体施工工作，码头改造扩建2022年8月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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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至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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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该板块各

子公司经营情况汇总如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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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净利润 

（万元） 

江苏中能及其

子公司 
- 1,394.20  3,226.57  3,005.70  -397.87 

浙江中天及其

子公司 
- 2,186.82  7,436.37  6,661.75  69.77 

宣城中能 379.04   - 1,203.20 1,256.72 -166.46 

合计 379.04 3,581.02 11,866.14 10,924.17 -494.56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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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12 月 31 日，诉讼累计共计

43 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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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度披

露违规担保共 16 起，涉及金额为 19.6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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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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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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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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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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董事：我们已踏上 2021 年新征程，公司面临的形势仍将严峻复杂，机

遇与挑战并存、希望与困难同在，让我们以只争朝夕加油干，不负韶华再出发的

精气神，坚守初心，担当使命，强化基础，提质增效，奋力开创新公司的新局面。 

 

 

 

中兴天恒能源科技（北京）股份公司 

总经理：黄杰 

2021年 3月 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