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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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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1,112,075,445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3.00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陕天然气 股票代码 002267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毕卫 王岳 

办公地址 陕西省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 A1 区开元路 2 号 陕西省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 A1 区开元路 2 号 

传真 029-86156196 029-86156196 

电话 029-86156198 029-86156198 

电子信箱 biwei@qq.com wangyuemail126@126.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公司概况及主要业务 

公司是以天然气长输管网建设运营为核心，集下游分销业务于一体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主要负责陕西全省天然气长输

管网的规划、建设、运营和管理。公司以气惠民生为己任，依托陕西丰富的天然气资源，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和长足发展，

实现全省绝大部分地区双管道供给、关中区域环网运行，形成了全省“一张网”的绿色资源输配网络，是国内优质的省属大

型燃气供应商。 

（1）长输管道 

公司是陕西省内大型天然气长输管道运营商，主要经营模式是通过已建成的输气管道为上游天然气供应商与省内管道沿

线各城市和用户提供天然气运输服务和销售服务。报告期末，公司已建成投运靖西一、二、三线，关中环线、西安-商洛、

咸阳-宝鸡、宝鸡-汉中、汉中-安康等天然气长输管道，总里程达3,833公里，具备165亿立方米的年输气能力，形成覆盖全

陕西省11个市（区）的天然气管网。2020年7月，省发改委加快推进燃气行业体制改革，公司长输管网经营模式由统购统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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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为统购统销+代输混合模式，公司将逐步从资源调配责任向提供高品质管输服务责任转变。 

（2）城市燃气 

城市燃气业务是公司第二大业务，报告期末，公司已建成中压及以上城市燃气管网里程超过2,200公里，累计发展用户

超过64万户。成功收购眉县畅通51%股权，市场覆盖率逐步增大。新开发10家工业用户，气化渭南8个城中村。为满足管道气

未通达的偏远区县用气需求，公司积极通过销售CNG、LNG等方式满足其用气需求。报告期末，公司在省内已建成投运8座CNG

加气母站，公司参股设立的陕西液化公司，负责液化天然气的生产、储存、运输和应急调峰保障，有效提升公司LNG应急储

备能力，对冬季用气紧张局面起到了缓解作用。近年来，随着公司长输管道天然气覆盖区域的逐渐增加，未来CNG销气量或

呈下降趋势。 

2.行业情况 

从行业基本情况看，天然气作为清洁低碳的化石能源，将在全球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中发挥重要作用，提高天然气消费对

能源结构调整和优化，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要意义。据公开数据统计，2021年全国天然气产量约2,060亿立方米，连续5

年增产超过百亿，全国天然气消费量3,726亿立方米，增量约446亿立方米，同比增加12.7%；2021年陕西省天然气产量稳居

全国前列，天然气市场需求也实现了快速增长，全省2021年天然气消费约128亿立方米，同比增长9.6%。随着省内天然气干

支线管网设施建设加速及管网向周边省际的延伸，天然气消费市场空间有望进一步扩大。同时，随着我省城镇化和工业化的

稳定推进，城市燃气、工业用气也将保持主力消费地位。 

    从行业政策改革看，油气体制改革深入实施，上游油气资源多主体多渠道供应、中间“一张网”高效集输、下游市场化

良性竞争的“X+1+X”油气市场体系将进一步完善，持续推进行业稳步走向高质量发展。国家油气管网集团公司对全国各省

份长输业务融合将逐步加强，目前广东、湖南等多省天然气管网已陆续融入国家管网，全国“一张网”建设将在“十四五”

加速推进，省级管网将逐步与国家管网实现运行、调配、联通等全方位衔接。 

    从行业发展方向看，在天然气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入的背景下，管网投资主体更加多元化，且随着城市人口快速集聚和居

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城市燃气服务、天然气销售贸易、技术服务等增值业务将成为天然气行业高增长点。公司将通过寻

求与开发区、工业园区等空白市场合作，收购兼并城市燃气等方式不断拓展天然气下游市场，直接的渠道、灵活的机制、快

速的决策和更优的价格，都将成为拓展终端市场的竞争筹码。公司将按照“做专长输、做大城燃、做强销售、做优上市公司”

发展战略，积极应对油气体制改革产业趋势，稳步推进各项业务，重点提升终端燃气市场的产业竞争力。 

    从公司发展状况看，公司管网设施纵贯南北、延伸东西、已覆盖陕西省大部分地区，天然气管道“市市通”比例100%，

“县县通”比例超过80%，已成为省内最优质的燃气资产持有者和最主要的燃气供应商，是国内管网里程最长，输气规模最

大、市场覆盖最广的省属天然气公司。公司作为省级管网公司，担负着区域内天然气资源调配和供应的安全，公司发展对我

省天然气产业的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万元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9 年末 

总资产 1,299,331.02 1,331,911.06 -2.45% 1,248,85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36,382.66 614,797.97 3.51% 612,935.92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 756,263.33 819,578.87 -7.73% 974,872.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2,125.7 35,656.1 18.14% 45,589.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9,629.1 32,739.06 21.05% 44,575.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7,140.63 99,827.11 -22.73% 182,172.4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788 0.3206 18.15% 0.41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788 0.3206 18.15% 0.41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74% 5.85% 0.89% 7.71%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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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262,966.97 134,464.36 131,940.63 226,891.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2,887.49 1,333.57 1,832.96 6,071.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2,169.55 1,264.54 1,175.65 5,019.3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3,786.27 -26,822.36 71,702.91 -11,526.18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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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

通股股东总

数 

47,244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44,047 

报告期末

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

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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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陕西燃气集团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64.43% 716,530,456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42% 15,754,800 0   

#鹿向杰 境内自然人 0.58% 6,500,000 0   

工银瑞信基金－农

业银行－工银瑞信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

计划 

其他 0.47% 5,270,300 0   

南方基金－农业银

行－南方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47% 5,270,300 0   

中欧基金－农业银

行－中欧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47% 5,270,300 0   

博时基金－农业银

行－博时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47% 5,270,300 0   

大成基金－农业银

行－大成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47% 5,270,300 0   

嘉实基金－农业银

行－嘉实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47% 5,270,300 0   

广发基金－农业银

行－广发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47% 5,270,3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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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华基金－农业银

行－银华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47% 5,270,300 0   

易方达基金－农业

银行－易方达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47% 5,270,3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之间未知其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截至报告期末，上述普通股股东中，鹿向杰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0 股，

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6,500,000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6,500,000

股。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1）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陕西省天然气股

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第一期中期

票据 

20 陕天然

气MTN001 
102001243 2020 年 06 月 18 日 2025年 06月 22日 50,885.32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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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天然气股

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第一期中期

票据 

21 陕天然

气MTN001 
102100924 2021 年 04 月 28 日 2024年 04月 30日 51,217.7 3.70% 

（2）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1）2021年7月12日，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通过对公司主体及相关债券的信用状况进行跟踪分析和评估，确定维持

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AA+,维持“20陕天然气MTN001”的信用等级为AA+，评级展望为稳定。 

2）2022年1月12日，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通过对公司的信用状况进行综合分析和评估，确定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

级为AA+，评级展望为稳定。 

 

（3）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资产负债率 48.92% 51.93% -3.0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39,629.1 32,739.06 21.05% 

EBITDA 全部债务比 34.60% 29.26% 5.34% 

利息保障倍数 5.35 4.57 17.07% 

三、重要事项 

1.公司控股股东陕西燃气集团股权结构发生变化并完成工商登记。 

2.按照国家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租赁》（财会〔2018〕35 号）要求，公司自2021年1月1日起

执行新的租赁准则，对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 

3.陕西燃气集团通过非公开协议转让方式受让澳门华山创业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与贸易有限公司、陕西华山创业有限公

司、陕西秦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合计持有的公司9.07%的股份。 

4.2021年4月30日公司成功发行2021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发行金额为5亿元，募集资金已于2021年4月30日到账。2021

年7月，公司收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出具的《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2021〕CP111号），交易商协会决定接受

公司短期融资券注册，注册金额为15亿元。 

5.根据陕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的《陕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我省天然气价格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陕发改

价格〔2021〕1402号）要求，公司自2021年9月22日起对陕西省内天然气管道运输价格作相应调整。 

6.公司子公司秦晋公司收到《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山西吉县—陕西延长输气管道项目（一期工程）核准的批复》（发改

能源〔2021〕961号）。 

7.公司全资子公司城燃公司完成对安康公司、吴起宝泽公司的吸收合并事项。 

8.公司参股子公司黑龙江省天然气管网有限公司完成解散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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