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普清洁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摘要

证券代码：300471

证券简称：厚普股份

公告编号：2020-014

厚普清洁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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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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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364,72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12 元
（含税）
，送红股 0 股（含税）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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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厚普股份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股票代码

300471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胡莞苓

陈强

办公地址

成都市高新区康隆路 555 号

成都市高新区康隆路 555 号

传真

028-63165919

028-63165919

电话

028-63165919

028-63165919

电子信箱

hpgf@hqhop.com

hpgf@hqhop.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为清洁能源整体解决方案的服务商，四川省清洁能源汽车协会副理事长单位。公司业务涵盖装备制造、工程设计、
燃气运营、物联网、技术服务等五大领域。公司产品已覆盖全国31个省级区域，同时遍布欧洲、非洲、东南亚、中亚、美洲
等地区15个国家，包括英国伦敦LNG无人值守车用加注设备、俄罗斯超低温屏CNG加气机、新加坡LNG杜瓦瓶充装设备、浙江
油氢综合能源站、上海油氢综合能源站、内河纯LNG动力客船、云浮“油气合一”趸船式LNG加注站等成功案例；公司合作的
客户主要为中石油、
中石化、
中海油、
各大燃气集团、
各地交运集团、
物流、
港口码头等。
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4,281.80
万元，同比增长46.55%，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082.76万元，同比增长104.35%。
公司主营业务包括天然气车用/船用设备、加氢站设备、CNG/LNG车用加气站、LNG车用/船用/船用系统及加气站、民用
气化站等成套设备的研发、生产和集成；天然气/光伏发电、分布式能源成套设备的研发、集成及运行；清洁能源领域核心
零部件的研发和生产；天然气和氢能源等相关工程的EPC；气体集输、净化及井口液化、天然气液化、天然气管输等设备的
研发、生产和集成；覆盖整个产业链的专业售后服务团队。同时，公司致力于 “清洁能源+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分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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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化智慧能源系统开发为清洁能源领域客户提供整体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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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2019 年

2018 年

542,818,016.87

370,389,639.67

46.55%

738,925,332.19

20,827,648.92

-479,250,738.85

104.35%

32,483,701.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7,274,455.44

-484,256,779.99

96.43%

16,340,937.0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9,811,350.42

-264,436,400.05

171.78%

-137,982,884.7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7

-1.302

104.38%

0.08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7

-1.302

104.38%

0.08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2%

-33.18%

34.90%

1.94%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7 年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7 年末

资产总额

1,799,783,626.03

2,041,334,214.78

-11.83%

2,865,939,287.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222,941,846.94

1,202,906,074.63

1.67%

1,686,011,303.55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82,488,693.19

77,996,475.35

144,487,207.62

237,845,640.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751,124.30

-4,726,209.11

19,688,162.82

17,616,819.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1,633,973.77

-7,511,529.70

989,264.53

881,783.50

-4,729,465.21

147,146,702.89

6,065,843.90

41,328,268.8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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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30,820
普通股股东总
数

报告期末表决
24,802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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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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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涛

境内自然人

33.55%

122,350,850

唐新潮

境内自然人

7.55%

27,520,000

0

华油天然气股份有
国有法人
限公司

5.76%

21,000,000

0 质押

北京星凯投资有限
境内非国有法人
公司

5.51%

20,096,100

20,096,100

金燕

0.89%

3,246,300

3,246,30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
国有法人
有限责任公司

0.49%

1,773,000

0

北京爱洁隆科技有
境内非国有法人
限公司

0.47%

1,700,000

-2,450,000

唐春晓

境内自然人

0.21%

766,900

133,100

吕强

境内自然人

0.19%

708,600

708,600

魏秀森

境内自然人

0.19%

700,000

700,000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0 质押

95,000,000

2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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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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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4,281.80万元，同比增长46.5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082.76万元，同比
增长104.35%；实现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18,981.14万元，同比增长171.78%；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1.72%，较上
年同期增长3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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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179,978.36万元，较期初下降11.7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122,294.18万元，较期初增
长1.74%。
报告期内，公司内外业务板块整体发展势头良好，具体情况如下：
（一）各板块业务运营方面
报告期内，在稳定公司传统业务的同时，公司积极投入资源培育新业务，重点布局氢能市场和船用市场，使公司整体的
业务体系变得更加合理，业务整体的抗风险能力得到明显提升。
1、装备制造及工程类板块
（1）氢能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在稳定发展加气站建设的前提下，集中资源尝试氢能源业务的拓展，目前在加氢站建设方面已具备批量
交付的能力；同时，公司全资子公司安迪生公司自主研发的氢燃料电池电动汽车加氢枪与加氢质量流量计率先打破了国际垄
断，填补国内空白，实现了进口替代，均已批量生产及销售；此外，安迪生公司还研发出了国内首台用于加氢机的检定装置
——压缩氢气加气机检定装置，解决加氢站贸易结算的计量溯源问题，并正在参编国家计量技术规范《压缩氢气加气机检定
规程》以及广东省地方计量技术规范《汽车用压缩氢气加气机检定规程》。
报告期内，由公司EPC总承包的山东兖矿集团综合能源加氢站正式投入运营，该站为融合“油、气、电、氢、醇”为一体
的能源补给站；由公司EPC总承包的中石化浙江嘉善善通加油加氢站于2019年10月19日正式投入运营，这也是公司与法液空
合作后落地的第一个项目；由公司EPC总承包的广东强劲荔村加气加氢站于2019年12月18日成功运营。
报告期内，公司氢能项目全年订单（合同/中标）总金额约4,500万元，为公司积极推动国内氢能源市场打下了的基础。
（2）船用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优化设计，加大海船LNG系统技术研发投入，发挥公司的技术优势和船用LNG成套设备的集成
能力，推行模块化产品，有效控制成本，拓展船用领域业务范围，进一步提高公司在该细分市场的占有率。报告期内，公司
被授予“内河客船新能源试验基地设备配套研发单位”。
目前公司天然气船用市场业务已从内河船领域发展到海船领域，报告期内，公司与新加坡船东公司Sembcorp达成船用
供气系统项目合作，此次项目的合作标志着公司首个海船项目进入实质性推动阶段；公司还与中航船舶签署了《船用双燃料
发动机供气装置配套系统和设备开发合作协议》，与中海油签署了《LNG车辆、船舶产业合作联盟》协议；此外，公司还
中标了匈牙利LNG车船岸基站项目，该项目为LNG、LCNG、船舶加注三合一站点。
报告期内，交通运输部水运行业应用液化天然气第二批示范项目、广东省国家级水运应用LNG示范项目——云浮六都
港区“油气合一”趸船式LNG加注站成功通过验收，公司为该项目提供了LNG全套加注系统；此外，公司参与设计和建设的内
河纯LNG动力客船——东江湖金龙舫旅游客船于2019年12月6日在湖南东江湖正式起航，填补了我国LNG燃料动力船在旅游
客船上的空白，开启了公司清洁能源在LNG船舶旅游行业领域运用的新里程。
（3）车用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针对CNG、LNG传统业务的市场低迷和产品同质化严重、价格战加剧的严峻形势，通过加速产品更新
换代步伐，并采用“市场价格接单”的销售方式，用市场价格倒逼公司的成本控制，增强了公司传统业务的市场竞争实力。
报告期内，公司成功进入中石油销售板块，共计中标天津、吉林、河南、四川等14个项目，产品涵盖LNG、L-CNG、
CNG；此外，公司还成为河南中石油未来两年内CNG/LNG加注机、L-CNG加气站、LNG/L-CNG加气站等唯一供应商。
2、物联网板块
近年来，公司持续加强了对互联网信息技术的投入与研发，相继利用应用信息化技术、云计算技术、大数据技术、物联
网技术在清洁能源领域成功推出HopNet能源物联网平台，是首家在清洁能源加注行业实现了加注站设备智能监管、加注站
智慧运营管理、售后服务动态管理等功能的管理平台。HopNet能源物联网平台，是公司创新式地利用4G/5G/NB-IOT通讯技
术，打破了不同设备厂家、不同协议的设备、不同展示平台之间的对接瓶颈，轻松实现智能加注站设备的云端接入及将固定
及离散的设备和无人值守的设备的统一安全监管和加注站智慧运营，已形成人与物、物与物的信息化和智能化相连的“万物
互联”网络。
3、技术服务板块
公司具备从设计、设备选型、施工到售后维修的全方位服务能力。公司在全国设有28个办事处及零配件库房，配备了180
余名精英服务团队人员，配合公司自主开发的电话、微信、APP等多元化的服务接入渠道，具备7*24小时全天候服务响应机
制；公司自主研发的服务管理和物联网监控平台，目前已为6,000余座CNG/LNG/L-CNG加注站提供管理和监控服务，实现线
上设备安全监控、设备运营调度监管和售后服务等。
（二）内部经营管理方面
1、降本增效效果凸显
报告期内，公司全面推行“降制造成本、降人力成本、降采购成本、降库存、降费用”等举措，执行公司预算管理体系，
公司各部门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制定了不同的成本费用控制及考核方案；并通过强化过程管控，调整用工、优化计件单价等
方式，在产销均衡率、产量、质量等经营指标上均超过了预期。
2、紧跟市场变化达成目标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优化客户结构，调整产品结构定位，采用“见红旗就扛，见单就拿”方针，较好地解决了淡季订单不
足的问题。公司紧跟市场变化采取不同措施保障了公司目标的达成，实现了利益的最大化。报告期内共实现营业收入54,281.80
万元，同比增长4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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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质量管理稳步提升
报告期内，公司大力强化质量工作，坚持质量优先原则，不断修订和完善质量管理制度。自2019年5月份开始，公司产
品质量、服务质量和管理质量稳定提升；同时，2019年公司完成了中国船级社CCS认证2项、ATEX认证1项、MID认证1项、
防爆认证3项、计量类证书3项、建筑资质类证书1项、特种装备类认证2项，确保了产品市场准入条件达成。
（三）业务拓展方面
1、能源安全稳扎稳打
公司运用多年在清洁能源领域的行业经验，结合大数据与物联网技术，研发出了一套“HopNet设备实时监管运维平台”，
该平台实现了将固定及离散的设备和无人值守设备的统一安全监管，主要功能包括设备监控、报警信息、设备维保、视频监
控等安全监控功能。该平台目前已为6,000余座加注站提供安全监控服务。
同时，随着加氢站的不断建设和快速发展，加氢站设备的安全管理变得更为紧迫。而全方位监管加氢站给政府相关部门
带来了管理难点。公司积极利用自身的优势，结合最新的物联网技术、大数据分析、无线射频技术、网络通信技术、数据库
技术及Web等技术，设计出了一个专注于安全管理的加氢站设备监管系统平台。该平台实现了对加氢站设备安全运营管理、
车辆充装过程管理、气瓶安全监管管理、设备维保等功能。
此外，自液空厚普成立以来，在加氢站产品的设计以及加氢站项目的执行过程中，成功引入了法液空的安全设计理念和
工具，针对中国加氢站市场的特点开发的工艺流程，全部经过法液空专家的安全评审。液空厚普在加氢站的供应链管理、设
备选型、系统设计、逻辑控制、现场安装调试以及后期运行支持上，都以法液空加氢站安全设计标准为准则，并结合了厚普
股份在清洁能源领域累积的丰富的安全管理经验，不断提高加氢站设备生产制造的安全管理水平，为客户提供加氢站领域安
全的解决方案。
2、军民融合初见成效
报告期内，公司认真落实新的发展战略，对产品结构与定位重新划分，布局军用方向。目前已与北京航天试验技术研究
所、海工装备等积极开展合作；同时公司还被认定为“成都市军民融合企业（单位）”，为未来获得军品订单、享受政策优惠
等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3、国际业务成绩优异
报告期内，公司签约了德国全撬装LNG加气站项目，这是公司自主品牌首次进入德国市场，为进一步拓展欧洲及其他
市场打开了局面，对推动行业品牌全球化进程有着积极意义；公司还中标了匈牙利LNG车船岸基站项目，该项目是LNG、
LCNG、船舶加注三合一站点。公司在国际业务方面取得的重大突破，将为2020年国际业务的开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4、核心部件厉兵秣马
报告期内，公司除自主研发的氢能核心零部件等实现产品化落地，进一步加大了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外；用于页岩气井口
计量的科氏湿气质量流量计也在公司研发成功，为公司在页岩气开发的市场风口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5、燃气贸易初步成型
为进一步加大公司在清洁能源领域的市场影响力，并增强公司的抗风险能力。报告期内，公司在广州与海惠通合资成立
了控股子公司——广州厚普惠通清洁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公司在舟山成立了一家全资子公司——厚普能源（浙江舟山）有限
公司，主要从事天然气能源贸易，以获得更多的市场资源，同时增加公司的营业收入和利润。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营业利润比上年 毛利率比上年同
同期增减
同期增减
期增减

天然气加气设备
及零部件

493,003,673.04

333,602,470.64

32.33%

56.50%

45.44%

5.14%

工程、设计收入

33,537,718.92

29,241,574.39

12.81%

115.30%

-48.49%

277.27%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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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19年公司生产经营情况较上年有了明显好转，营业收入、营业利润及净利润等指标均较上年实现了较大增长，具体情
况为：
（1）报告期内，尽管国内天然气加注装备制造业仍处于调整期，整体行业市场需求较为低迷且市场竞争激烈，但公司
通过加大市场开发力度、整合营销队伍、调整营销政策；打造、提升核心技术实力和服务能力等措施，仍然在市场上取得了
较好的订单规模，报告期内共实现营业收入约54,281.80万元，同比增长46.55%。
（2）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利润为1,424.74万元，同比增长103.06%；报告期内公司预计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为2,082.76万元，同比增长104.35%。上述财务指标变化的主要原因为：
① 报告期内营业收入增长，公司产能得到释放，总体成本得到了较好控制，公司毛利额较上年明显增加；
② 报告期内公司费用控制效果显著。公司通过加强内部管理、优化人员结构、严控费用开支等措施，各项费用总额较
上年明显减少；
③ 上年公司对预计无法收回的应收款项计提了减值准备，对上年净利润产生了较大影响，而本期无此事项影响。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第三 届董事
财务报表列报：2019年4月财政部发布财会〔2019〕6号《关于修订印发2019
采用追溯调整法，2018年度财务报
会第 二十五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对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
表受影响的项目情况详见下述说明
次会议
第三 届董事
财务报表列报：财会〔2019〕16号《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
会第 二十五
版）的通知》，对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
次会议
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导致的会计政策变更：财政部于2017年3月31日分别发
根据相关新旧准则衔接规定，对可
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2017年修订）》（财
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首次执行日
会〔2017〕7号）、
《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2017年修订）》
执行新准则与原准则的差异追溯调
（财会〔2017〕8号）、
《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2017年修订）》第三 届董事
整本报告期期初留存收益或其他综
（财会〔2017〕9号），于2017年5月2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 会第 二十五
合收益。对2018年度财务报表的影
金融工具列报（2017年修订）》（财会〔2017〕14号）（上述准则以下统 次会议
响详见下文（3）2019年起执行新金
称“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
融工具准则调整执行当年年初财务
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告的企业，自2018年1
报表相关项目情况”
月1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
财会〔2019〕6 号文对2018年度财务报表的影响列示如下：
合并财务报表
单位：元
原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新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402,528,364.89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261,032,947.15

应收票据

29,453,803.20

应收账款
应付票据

373,074,561.69
22,355,027.72

应付账款

238,677,919.43

母公司财务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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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原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新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257,985,943.59
213,280,383.17

应收票据

13,413,261.39

应收账款

244,572,682.20

应付票据

18,508,830.59

应付账款

194,771,552.58

（2）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3）2019年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新收入准则或新租赁准则调整执行当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项目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2019年01月01日

调整数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83,551,793.49

83,551,793.49

应收票据

29,453,803.20

7,987,500.00

应收账款

373,074,561.69

373,074,561.69

结算备付金
拆出资金
交易性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款项融资
预付款项

20,578,803.20
20,014,473.97

20,014,473.97

67,519,392.32

67,519,392.32

272,156,075.13

272,156,075.13

50,913,647.09

50,913,647.09

896,683,746.89

895,796,246.89

-21,466,303.20

20,578,803.20

应收保费
应收分保账款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其他应收款
其中：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合同资产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
产
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887,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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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流动资产：
发放贷款和垫款
债权投资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其他债权投资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5,298,872.38

5,298,872.38

9,873,777.68

9,873,777.68

固定资产

765,359,394.61

765,359,394.61

在建工程

122,590,174.00

122,590,174.00

32,739,200.76

32,739,200.76

15,428,390.73

15,428,390.73

1,544,443.61

1,544,443.61

递延所得税资产

18,091,053.11

18,091,053.11

其他非流动资产

173,725,161.01

173,725,161.01

非流动资产合计

1,144,650,467.89

1,144,650,467.89

资产总计

2,041,334,214.78

2,040,446,714.78

211,019,632.22

211,019,632.22

应付票据

22,355,027.72

22,355,027.72

应付账款

238,677,919.43

238,677,919.43

预收款项

236,710,064.88

236,710,064.88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投资性房地产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使用权资产
无形资产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887,500.00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向中央银行借款
拆入资金
交易性金融负债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合同负债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吸收存款及同业存放
代理买卖证券款
代理承销证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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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付职工薪酬

20,980,344.64

20,980,344.64

8,672,850.15

8,672,850.15

19,537,682.66

19,537,682.66

27,524,177.82

27,524,177.82

785,477,699.52

785,477,699.52

预计负债

1,000,000.00

1,000,000.00

递延收益

16,194,150.00

16,194,150.00

17,194,150.00

17,194,150.00

802,671,849.52

802,671,849.52

364,720,000.00

364,720,000.00

673,437,654.34

673,437,654.34

1,129,705.62

1,129,705.62

92,770,510.27

92,770,510.27

70,848,204.40

69,960,704.40

-887,500.00

1,202,906,074.63

1,202,018,574.63

-887,500.00

应交税费
其他应付款
其中：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分保账款
持有待售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
债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非流动负债：
保险合同准备金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租赁负债
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负债合计
所有者权益：
股本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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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
少数股东权益

35,756,290.63

35,756,290.63

所有者权益合计

1,238,662,365.26

1,237,774,865.26

-887,500.00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2,041,334,214.78

2,040,446,714.78

-887,500.00

调整情况说明
本公司根据日常资金管理的需要，对银行承兑汇票进行背书、贴现或到期承兑，本公司管理银行承兑汇票的业务模式既
以收取合同现金流量为目标又以出售为目标，故将银行承兑汇票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
产，在“应收款项融资”项目列示。
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的相关规定，公司将承兑汇票划分为不同的组合，对银行承兑汇票，由于其具有较低信用风险，不
计算预期信用损失；对于商业承兑汇票，按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率，计算预期信用损失。本公司对于首次执行该准则的
累积影响数调整2019年年初留存收益以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未对2018 年度的比较财务报表进行调整。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2019年01月01日

调整数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53,178,882.60

53,178,882.60

交易性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13,413,261.39

应收账款

244,572,682.20

应收款项融资
预付款项
其他应收款

-13,413,261.39
244,572,682.20
13,413,261.39

79,842,838.33

79,842,838.33

644,816,441.46

644,816,441.46

190,671,146.51

190,671,146.51

7,302,417.90

7,302,417.90

1,233,797,670.39

1,233,797,670.39

348,846,623.14

348,846,623.14

13,413,261.39

其中：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存货
合同资产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
产
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非流动资产：
债权投资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其他债权投资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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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485,623,770.30

485,623,770.30

18,833,906.04

18,833,906.04

641,708.94

641,708.94

递延所得税资产

9,935,145.12

9,935,145.12

其他非流动资产

2,634,320.19

2,634,320.19

866,515,473.73

866,515,473.73

2,100,313,144.12

2,100,313,144.12

201,019,632.22

201,019,632.22

应付票据

18,508,830.59

18,508,830.59

应付账款

194,771,552.58

194,771,552.58

预收款项

201,894,732.60

201,894,732.60

12,821,534.91

12,821,534.91

7,394,201.83

7,394,201.83

17,938,613.45

17,938,613.45

23,930,096.49

23,930,096.49

678,279,194.67

678,279,194.67

在建工程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使用权资产
无形资产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非流动资产合计
资产总计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交易性金融负债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合同负债
应付职工薪酬
应交税费
其他应付款
其中：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持有待售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
债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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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赁负债
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预计负债
递延收益

14,900,000.00

14,900,000.00

14,900,000.00

14,900,000.00

693,179,194.67

693,179,194.67

364,720,000.00

364,720,000.00

685,706,538.72

685,706,538.72

65,960,922.17

65,960,922.17

未分配利润

290,746,488.56

290,746,488.56

所有者权益合计

1,407,133,949.45

1,407,133,949.45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2,100,313,144.12

2,100,313,144.12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负债合计
所有者权益：
股本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调整情况说明
本公司根据日常资金管理的需要，对银行承兑汇票进行背书、贴现或到期承兑，本公司管理银行承兑汇票的业务模式既
以收取合同现金流量为目标又以出售为目标，故将银行承兑汇票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
产，在“应收款项融资”项目列示。
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的相关规定，公司将承兑汇票划分为不同的组合，对银行承兑汇票，由于其具有较低信用风险，不
计算预期信用损失；对于商业承兑汇票，按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率，计算预期信用损失。本公司对于首次执行该准则的
累积影响数调整2019年年初留存收益以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未对2018 年度的比较财务报表进行调整。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2019年8月，公司与中山海惠通新能源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广州厚普惠通清洁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1,000
万元，其中公司认缴出资额600万元人民币，持股比例为60%，中山海惠通新能源有限公司认缴出资额400万元，持股比例为
40%，自设立之日起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2、2019年9月公司全资子公司成都华气厚普燃气成套设备有限公司与上海爱乐石油设备制造有限公司签订了《股权转让
协议》，燃气成套公司将持有的青岛诺安机电科技有限公司51%的股权以560万元的交易价格转让给爱乐石油，青岛诺安机
电科技有限公司自转让之日起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3、2019年11月，公司设立全资子公司厚普能源（浙江舟山）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自设立之日起纳入公司合
并报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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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19年12月，经成都市高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四川厚普科瑞能源装备有限公司注销，四川厚普科瑞能源装备
有限公司自注销之日起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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