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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C39 版)
十、本公司特别提醒投资者注意“风险因素”中的下列风险
（一）依赖重要供应商的风险
按照我国现行的天然气行业管理体制及相关政策， 天然气由国家统筹分

配和管理。 目前本公司由中石油西气东输一线、西气东输二线及山西煤层气
等气源供应天然气，已经形成一个多气源、多向流通的天然气管道网络。 虽然
公司博薛支线已经建成，但是，目前本公司主要气源供应商仍为中石油，若中
石油天然气供应量大幅减少或生产运行中出现重大事故，短期内将对本公司
的业务产生重大影响，并可能影响终端用户的生活与生产。

（二）气源紧张导致公司业务发展受限的风险
随着国民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天然气消费将继

续保持增长趋势，未来资源约束矛盾将可能更加突出。 2018 年，我国天然气产
量为 1,615 亿立方米，总消费量为 3,097 亿立方米，对外依存度已经达到 48%，
对外依存度的增加将增大国内天然气供应的不确定性。近年来，河南省天然气
市场发展较快，天然气需求量不断增大。 2017 年，河南省天然气占能源消费总
量比重为 5.9%，根据《河南省“十三五”能源发展规划》，到 2020 年，河南省天然
气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将达到 7.5%，因此河南省“十三五”期间内对天然气
的需求将大幅增长。 若上游天然气供应难以确保充分满足下游市场的旺盛需
求，公司存在业务发展受上游天然气供气量制约的风险。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效益未达预期的风险
公司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将用于建设驻马店乡镇天然气利用工程。 本次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已经公司充分论证和系统规划，主要为了满足驻马店周边乡
镇使用天然气的需求。 但在项目实施过程及后期经营中，如果政策、市场环境
等方面出现重大变化，可能导致项目不能如期完成或顺利实施，进而影响到公
司预期收益的实现，从而公司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效益未达预期的风险。

（四）经营区域较小的风险
目前国内已发展天然气产业的省份， 大多存在区域性的天然气长输管道

企业，形成了区域性长输管道由区域运营企业分割的市场格局。本公司主要业
务集中在河南省。尽管公司计划未来通过新建、收购等多种方式扩大经营规模
和扩展经营区域， 但是公司资本实力有限， 进入其他地区开展业务的难度较
大，在一段时间内公司主要经营业务仍将局限于河南省，如果河南省经济发展
速度放慢或经济下滑，将对公司经营业绩及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

十一、2020 年 1-9 月业绩审阅情况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对公司 2020 年 1-9 月财务报

表进行审阅，公司主要财务指标 ：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 9 月 30 日 2019年 12 月 31 日 变动比率
资产总计 349, 955.53 374, 389.93 -6.53%
负债总计 174, 356.12 203, 305.79 -14.24%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合计 175, 302.07 171, 084.14 2.47%
少数股东权益 297.34 - -

项目 2020年 1-9 月 2019年 1-9 月 变动比率
营业收入 248, 244.81 262, 283.16 -5.3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3, 659.13 24, 722.94 -4.3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2, 997.83 24, 200.89 -4.97%

项目 2020年 7-9 月 2019年 7-9 月 变动比率
营业收入 69, 179.04 71, 736.27 -3.5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7, 722.06 7, 758.55 -0.4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7, 433.95 7, 588.72 -2.04%

截止 2020 年 9 月 30 日，公司资产总额为 349,955.53 万元，较 2019 年 12
月末下降 6.53%，负债总额为 174,356.12 万元，较 2019 年 12 月末下降 14.24%，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合计为 175,302.07 万元， 较 2019 年 12 月末增长
2.47%。

2020 年 1-9 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48,244.81 万元， 较 2019 年同期下降
5.35%， 实现扣非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22,997.83 万元， 较 2019
年同期下降 4.97%。 2020 年 7-9 月，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69,179.04 万元， 较
2019 年同期下降 3.56%，实现扣非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7,433.95
万元，较 2019 年同期下降 2.04%。 公司 2020 年 1-9 月营业收入和扣非归母净
利润小幅下降的原因为受到新冠疫情影响，主要为：（1）部分下游管道天然气
客户及城市天然气业务中的工商业客户在今年上半年有不同程度的停工停业
或者减产，导致其天然气需求量下滑，公司管道天然气和城市天然气销售收入
均小幅下滑；（2）燃气安装工程业务在疫情严重期间安装量下降，安装收入小
幅下滑。

从 2020 年 4 月开始， 公司经营逐步恢复正常水平，2020 年 3 季度业绩与
去年基本持平。 截止本招股意向书签署日，公司总体经营情况良好，经营模式
未发生重大变化；公司客户结构稳定，主要供应商合作情况良好，不存在出现
重大不利变化的情形。

十二、2020 年全年业绩预计情况
发行人合理预计 2020 年全年可实现的营业收入为 36 亿元至 38 亿元，同

比增长幅度为 -0.90%至 4.61%，预计 2020 年可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3.1 亿元至 3.3 亿元， 同比增长幅度为 -2.75%至
3.53%，总体保持平稳。

上述 2020 年全年业绩预计情况系发行人根据当前公司经营情况初步预
计数据，不构成发行人的盈利预测或业绩承诺。

第二节 本次发行概况
股票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A 股）
每股面值 1.00 元
发行股数 6, 550 万股，本次发行全部为新股发行
发行股数占发行后总
股本的比例 14.16%

每股发行价 【】元 /股（公司取得发行核准文件后，由公司和联席主承销商组织股票发
行询价，根据询价结果确定发行价格）

发行市盈率
【】倍（发行价格除以每股收益，每股收益按照 2019 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
算）

发行前每股净资产 4.22 元 /股（按照 2020 年 6 月 30 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除以
本次发行前的总股本计算）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元 /股（按照 2020 年 6 月 30 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加上本
次募集资金净额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发行市净率 【】倍（按照每股发行价格除以发行后每股净资产计算）

发行方式 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按市值申购方式向社会公众
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发行对象
符合资格的网下投资者和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开
设 A 股账户的符合条件的境内自然人、法人、证券投资基金及符合法律法规
的其他投资者（因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承销方式 余额包销
预计募集资金总额 【】万元
预计募集资金净额 【】万元

发行费用概算

1.承销保荐费 9, 988.10 万元
2.审计验资费 306.41 万元
3.律师费用 482.48 万元
4.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 433.96 万元
5.发行手续费用 83.05 万元
合计（以上均为不含增值税费用） 11, 294.00 万元

第三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资料
公司名称：河南蓝天燃气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Henan�Lantian�Gas�Co.,Ltd.
法定代表人：陈启勇
注册资本：39,720.20 万元
住所：河南省驻马店市确山县生产街北段路西
成立日期：2002 年 12 月 31 日
整体变更设立日期：2008 年 12 月 9 日
邮政编码：463200
联系电话：0396-3811051
传真号码：0396-3835000
电子邮箱：ltrq2017@126.com
互联网地址：http://www.hnltrq.com.cn
二、发行人的历史沿革及改制重组情况
（一）发行人的设立方式
公司系经豫南管道 2008 年 11 月 13 日召开的临时股东会决议通过，由豫

南管道以经审计的截止 2008 年 10 月 31 日的净资产 151,706,839.62 元按照 1：
0.9887491 的比例全部折为发行人的股本共计 15,000 万股，整体变更设立的股
份有限公司，2008 年 12 月 9 日在驻马店市工商局登记注册， 注册号为
411700100000721，注册资本为 15,000 万元。

2008 年 11 月 19 日， 天健光华（北京） 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天健光华验
（2008）GF 字第 060006 号《验资报告》，验证截至 2008 年 11 月 16 日止，发行
人已收到各发起股东缴纳的股本合计 15,000 万元整， 各股东均以豫南管道截
至 2008 年 10 月 31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出资。

（二）发起人及其投入的资产内容
公司的发起人股东及发起设立时的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发起人
名称 身份证号 /营业执照号 持股数（万

股）
持股比例
（%）

是否拥有永久境外
居留权

1 蓝天集团 91410000712645579J 9, 000.00 60.00 --

2 李新华 41280119750804xxxx 1, 500.00 10.00 无

3 李万斌 41280119711213xxxx 600.00 4.00 无

4 李国喜 41280119690404xxxx 300.00 2.00 无

5 张新义 41282319511015xxxx 225.00 1.50 无

6 李玉霞 41280119540601xxxx 225.00 1.50 无

7 胡明耀 41280119640508xxxx 225.00 1.50 无

8 彭盛楠 41280119630224xxxx 225.00 1.50 无

9 陈启勇 42010619670117xxxx 225.00 1.50 无

10 扶廷明 41302519680102xxxx 225.00 1.50 无

11 杨磊 41280119700610xxxx 225.00 1.50 无

12 崔允庆 41280119490605xxxx 150.00 1.00 无

13 郑延海 41302519550615xxxx 150.00 1.00 无

14 王儒 13070519630112xxxx 150.00 1.00 无

15 桂会迎 11010219660530xxxx 120.00 0.80 无

16 程峰 41280119730617xxxx 120.00 0.80 无

17 白会刚 41280119650407xxxx 120.00 0.80 无
18 王凤玲 41280119650407xxxx 120.00 0.80 无
19 李建 41282819701107xxxx 120.00 0.80 无
20 李万元 41280119681011xxxx 120.00 0.80 无
21 高留成 41280119751012xxxx 105.00 0.70 无
22 赵鑫 41293119760915xxxx 90.00 0.60 无
23 郑启 41302519730823xxxx 90.00 0.60 无
24 向焕荣 41302519641216xxxx 90.00 0.60 无
25 张新朝 41010519680915xxxx 90.00 0.60 无
26 李俊武 41010519680331xxxx 45.00 0.30 无
27 杨定海 41280119580316xxxx 45.00 0.30 无
28 胡良存 41302519570126xxxx 45.00 0.30 无
29 程平松 41280119611127xxxx 45.00 0.30 无
30 王继光 41010319771010xxxx 30.00 0.20 无
31 朱远柏 41302519751018xxxx 30.00 0.20 无
32 肖彦社 41090119561120xxxx 30.00 0.20 无
33 韩维燕 13030219741015xxxx 30.00 0.20 无
34 秦利杰 41052619820701xxxx 30.00 0.20 无
35 杨扬 41280119710724xxxx 30.00 0.20 无
36 赵春花 41280119541016xxxx 30.00 0.20 无

总股本 15, 000.00 100.00

三、股本情况
（一）总股本、本次发行的股份、股份流通限制和锁定安排

本次发行前公司的总股本为 39,720.20 万股， 公司本次拟向社会公众发
行 6,55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发行股数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 14.16%。

关于本次发行涉及的股份流通限制和锁定安排详见本招股意向书摘要
之“第一节 重大事项提示”。

（二）发起人、前十名股东和前十名自然人股东持股情况
1、发起人股东
公司改制设立时共有 36 名发起人， 各发起人于公司设立时持有的股份

数及其持股比例详见本节之“二、发行人的历史沿革及改制重组情况”。
2、前十名股东
截至招股意向书签署之日，公司前 10 名股东的持股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 股权性质

1 蓝天集团 24, 342.30 61.28 境内非国有法人
2 李新华 3, 340.00 8.41 境内自然人
3 熊保明 1, 125.60 2.83 境内自然人

4 嘉兴嵩山常棣一期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600.00 1.51 有限合伙企业

5 李国喜 579.60 1.46 有限合伙企业
6 扶廷明 451.20 1.14 境内自然人
7 陈青云 432.00 1.09 境内自然人
8 谢先兴 432.00 1.09 境内自然人
9 彭盛楠 420.30 1.06 境内自然人
10 河南华泰建设有限公司 420.00 1.06 境内非国有法人

合计 32, 143.00 80.92

3、前十名自然人股东
截至招股意向书签署之日， 公司前 10 名自然人股东及其在公司的任职

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在公司任职情况
1 李新华 3, 340.00 8.41 无
2 熊保明 1, 125.60 2.83 无
3 李国喜 579.60 1.46 董事
4 扶廷明 451.20 1.14 无
5 陈青云 432.00 1.09 无
6 谢先兴 432.00 1.09 无
7 彭盛楠 420.30 1.06 无
8 胡明耀 418.00 1.05 无
9 张新义 408.20 1.03 无
10 陈启勇 385.50 0.97 董事长、总经理

合计 7, 992.40 20.13

（三）国有股份或外资股份情况
截至招股意向书签署日，发行人不存在国有股份及外资股份。
（四）发行人的发起人、控股股东和主要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

股东名称 关联关系 持股数量（万股） 发行前持股比例（%）

蓝天集团
李新华、李国喜分别持有蓝天投资
64.08%、1.40%股权，蓝天投资持有
蓝天集团 100.00%股权

24, 342.30 61.28

李新华 蓝天集团的实际控制人，股东李国喜
及李效萱的弟弟 3, 340.00 8.41

李国喜 李新华及李效萱的哥哥 579.60 1.46
李效萱 李新华的姐姐、李国喜的妹妹 82.90 0.21
李华栋 李国喜的儿子 193.20 0.49

合计 28, 538.00 71.85
陈启勇 公司董事长 385.50 0.97
张先梅 陈启勇的配偶 0.10 0.00

合计 385.60 0.97
王儒 公司董事（2020 年 11 月卸任） 262.00 0.66
孙雄英 王儒的配偶 34.90 0.09

合计 296.90 0.75
赵鑫 公司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 92.56 0.23
勾志柯 赵鑫的配偶 20.95 0.05

合计 113.51 0.28
闫红梅 程月可的母亲 105.00 0.26
程月可 闫红梅的女儿、吴继英的孙女 48.00 0.12
吴继英 程月可的奶奶 25.10 0.06

合计 178.10 0.44
郑延海 李万元的姐夫 324.00 0.82
李万元 郑延海的妻弟 280.00 0.70

合计 604.00 1.52

本公司股东陈启勇、扶廷明、彭盛楠、王继光、王儒、李建、桂会迎系蓝天
集团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为蓝天集团关联方。
股东名称 关联关系 持股数量（万股） 发行前持股比例（%）

蓝天集团
陈启勇、扶廷明、彭盛楠、王继光、桂会
迎、王儒、李建系蓝天集团董事、监事或
高级管理人员

24, 342.30 61.28

陈启勇 蓝天集团的董事 385.50 0.97
扶廷明 蓝天集团的董事、总经理 451.20 1.14
彭盛楠 蓝天集团的董事、副总经理 420.30 1.06
王继光 蓝天集团的董事 34.80 0.09
李建 蓝天集团的董事、副总经理 268.10 0.67
王儒 蓝天集团的监事 262.00 0.66
桂会迎 蓝天集团的总经理助理 20.20 0.05

合计 26, 184.40 65.92

由于公司为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企业，挂牌后由股票协议转
让、集合竞价而形成了大量新增股东。 因此，除上述情况外，公司未知发行前
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的情况。

四、发行人的业务情况
（一）发行人的主营业务和主要产品
公司主要从事河南省内的管道天然气业务、城市燃气等业务，位于天然

气产业链的中下游。
管道天然气业务：公司从上游天然气开发商购入天然气，通过自建及经

营的长输管道输送到沿线城市及大型直供用户，向相关城市燃气公司及直供
用户销售天然气；或由下游客户直接从上游天然气开发商购入天然气，公司
通过自建及经营的长输管道为其提供输气服务。

城市燃气业务：公司通过自建及经营的城市天然气管道，向城镇居民、工
业及商业用户供气，同时向城镇居民、工业及商业用户提供燃气管道安装工
程服务。

公司自设立以来一直致力于管道天然气业务的运营， 从 2010 年开始进
入城市燃气业务板块，并不断向下游产业链条延伸。 目前公司系河南省内竞
争优势显著的综合燃气公司，自成立以来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其主要
产品类别及其用途如下：

产品及服务类别 用户类型 主要用途

管道天然气销售 城市燃气公司、燃气电力企业及加气
站公司

工业生产、居民生活、商业经营、
燃气发电及燃气汽车等

代输天然气 代输天然气客户 为代输天然气客户提供天然气
管输服务

城市天然气销售 居民、工商业企业 居民生活、工业生产、商业经营、
液化天然气

燃气安装工程 居民，工商业企业 为各类用户开始使用天然气前
的必要步骤

其他 燃气公司、居民，工商业企业 燃气具销售、燃气安装工程设计
等

（二）产品销售方式和渠道
1、管道天然气销售
公司与管道天然气用户签订了《天然气销售协议》， 即长期照付不议合

同，根据合同，公司向管道天然气用户供气，销气价格为购气价格加管输费。
（1）用气计划确定
在每个交付年度开始前的第 90 日或之前， 用户应向公司提供其对该交

付年度的每个月中可能需要的天然气气量以及该交付年度后的两个交付年
度中每个季度可能需要的天然气气量尽量准确的预测。 买方应在每日上午
10 时（北京时间）以前在网上向卖方发出通知，通知中应载明客户为下一日
所指定的天然气气量。 经卖方审核确认后，确定下一日的供气量。

（2）计量与交接
公司从交付设施内的计量系统所得到的读数，作为向天然气用户供应的

天然气气量的计量依据。 公司应确保其每日交付的天然气持续地做出计量、
记录。 每日上午 8 时（北京时间），用户可派其计量人员到指定的计量点监护
计量凭证的编制，并接收计量凭证。一旦公司出具计量凭证，双方的指定代表
即应在该计量凭证上签字，计量凭证应作为计算卖方供应给买方的天然气气
量的依据。

（3）款项支付
报告期内，公司采取“先款后气”的支付政策，客户提前向公司预交预付

款，公司与客户每周结算一次气款。
（4）双方对气量确认存在分歧时的处理程序
本公司在销气过程中，派员对供气质量、供气压力、计量交接进行现场监

控，如果用户对公司的计量仪表量值有异议，用户可请供购双方共同认可的
国家法定计量管理机构授权的专门检测部门进行检定。检定期间交接量仍以
公司计量值为准，待检测部门检定后，争议期间的交接量多退少补。若计量仪
表确有误差，检定费用由公司承担；否则，检定费用由用户承担。

2、代输天然气
（1）用气计划确定
1）代输用户是用气方
代输用户自行负责天然气指标与计划的申请使用，在每个交付年度开始

前的第 90 日或之前， 代输用户向上游天然气供应商提供下一年度分月购气
计划及该交付年度后的 2 个交付年度中每个季度的购气计划，同时也向本公
司提供年度代输计划。 代输用户在每日的上午 10 时（北京时间）以前在网上

向上游天然气供应商发出日指定通知，通知中载明下一日所指定的天然气气
量，同时也向本公司发出日指定通知。 本公司会根据上游天然气供应商批复
将相应的天然气输送至代输客户。

2）代输用户是供气方
代输用户自行与天然气实际用气方签订天然气销售协议，随后代输用户

与本公司签署代输协议。代输用户每月提前向本公司提供下月的月度输气计
划，并于每日向本公司发送日指定计划。 本公司会根据代输用户的计划将相
应的天然气输送至实际用气方。

（2）计量与交接
公司从交付设施内的计量系统所得到的读数，作为向用户供应天然气气

量的计量依据；如果该用户既是代输天然气用户，又是管道天然气用户，则代
输的交接气量以天然气供应商批复的气量为准。公司应确保其每日交付的天
然气持续做出计量、记录。每日上午 8 时（北京时间），代输用户可派其计量人
员到指定的计量点监护计量凭证的编制，并接收计量凭证。 一旦公司出具计
量凭证，双方的指定代表即应在计量凭证上签字，计量凭证作为计算卖方供
应给买方的天然气气量的依据及代输天然气量的依据。

（3）款项支付
报告期内，公司采取“先款后气”的支付政策，客户提前向公司预交预付

款，公司与客户按照合同约定周期结算气款。
（4）双方对气量确认存在分歧时的处理程序
本公司在输气过程中，派员对供气质量、供气压力、计量交接进行现场监

控，如果用户对公司的计量仪表量值有异议，用户可请双方共同认可的国家
法定计量管理机构授权的专门检测部门进行检定。检定期间交接量仍以公司
计量值为准，待检测部门检定后，争议期间的交接量多退少补。若计量仪表确
有误差，检定费用由公司承担；否则，检定费用由用户承担。

3、城市天然气销售
对于工业用户、商业用户等，由公司市场销售人员与用户进行一对一的

谈判，在技术、经济上为其设计可行方案，与其签订天然气销售合同，然后施
工安装燃气管线，为其供应天然气。

对于居民用户，公司通过加快天然气管网建设，扩大燃气管网供气范围
发展客户。 用户在公司营业厅办理完燃气安装手续及签订合同后，公司为其
施工安装燃气管线，为其供应天然气。

公司城市燃气结算方式分为先付费和后付费两种，先付费方式为用户到
营业厅将燃气表卡充值后进行消费，后付费方式为公司定期抄表，用户按抄
表消费燃气数量进行缴费。

4、燃气安装工程
公司的燃气管道安装业务通常指为居民用户及非居民用户进行燃气管

道设施及设备的安装。接到用户申请后，公司会前往现场进行勘察，针对非居
民用户，公司一般还会根据用户的不同需求及现场勘查的实际情况进行前期
设计并出具工程预算，在双方确认后，公司再与用气单位签订用气合同并进
行燃气管道安装服务。 待施工完毕验收合格后，进行点火通气。

（三）所需主要原材料
发行人产品所需的主要原材料为天然气，其他原材料包括无缝钢管、PE

燃气管、球阀、调压箱、调压柜、燃气表、安全切断阀及管路连接件等。
（四）行业竞争情况及发行人在行业中的竞争地位
1、发行人竞争地位概述
公司是河南省天然气支干线管网覆盖范围较广、输气规模较大的综合性

燃气企业。 公司利用自身专业化、规模化的经营优势，不断扩大管网覆盖范
围，同时加快拓展城市及乡镇燃气业务，进一步向下游产业链条延伸。公司目
前拥有的长输管线可以实现河南省南北区域天然气管道的互连互通，增强多
种气源的互补互济能力， 提高河南省天然气干线管网供气可靠性和安全性，
缓解河南省天然气供需矛盾。

公司取得了驻马店中心规划区、正阳县、上蔡县、新蔡县、确山县、泌阳
县、平舆县、遂平县、汝南县、西平县、新郑市城区、薛店镇、封丘县、延津县、原
阳县、长垣县等特定区域的燃气特许经营权，公司拥有驻东支线、新长输气管
道两条地方输配支线，全长约 302.63 公里。 上述拥有特许经营权地区城市管
网总长度 2,486.49 公里。

2、发行人的主要竞争对手
（1）天然气管道输送企业的竞争
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这三个国家级能源企业主要从事全国范围内的

油气资源开采、输送业务，未进入河南省中游管输市场；虽然此三家公司也建
立了管输业务投资公司，但由于市场分割、自然垄断及区域管网已经形成等
原因，其进入河南省天然气中游管道业务市场可能性较小。

公司天然气管道途经焦作、郑州、许昌、漯河、驻马店、南阳，供气区域为
新郑、许昌、漯河、平顶山、驻马店及信阳等地区。随着西气东输二线等国家天
然气骨干管道的建成通气，河南省地方支干线的建设及天然气市场化进程的
推进，区域内形成了一定竞争状况。 公司主要竞争对手情况如下：

1）信阳市弘昌管道燃气集团公司
信阳市弘昌管道燃气集团公司是在原信阳市弘昌管道燃气工程有限责

任公司基础上组建成立，主要经营城市天然气销售、压缩天然气生产销售、管
道燃气工程安装、燃气具销售和下游市场开发等业务的综合性集团公司。 信
阳市弘昌管道燃气集团公司目前运营西气东输一线信阳至固始高压长输管
线，全长 198km、设计压力 4.0Mpa、年输气能力 2.5 亿立方米、总投资 6.52 亿
元，在潢川县接受中石油淮武管线来气，向信阳东八县、信阳工业城等县区供
气。

2）河南天伦燃气管网有限公司
河南天伦燃气管网有限公司（原名北京慧基能源控股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8 年，注册资本 26,541.10 万元。 目前，河南天伦燃气管网有限公司主要运
营平顶山 - 舞钢 - 漯河支线，该支线是国家西气东输二线的地方配套工程，
也是省、市重点建设项目，管线总长 150 公里，设计年输气量 4.95 亿立方米，
总投资 5.7 亿元，供气目标市场为平顶山市、舞钢市及漯河市。

3）河南省发展燃气有限公司
河南省发展燃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展燃气”）于成立于 2012 年，目

前注册资本 41,435 万元，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70%，中石化持股 30%。
发展燃气主要业务为河南省内天然气骨干网管网建设运营、LNG/CNG 加气
加液站及加油站建设运营、城镇燃气等。 发展燃气目前已建成投产长输管线
“中薛线”，起点位于濮阳市中石化榆(林)济(南)线清丰分输站、中原油田储气
库群，终点位于郑州市薛店镇，管线经过濮阳、安阳、新乡、开封及郑州，沿线
共设四座分输站，14 座截断阀室。管线全长 247 公里，设计压力 6.3Mpa，设计
输气规模 20 亿立方米 / 年。

（2）城市燃气企业竞争
公司在河南地区城市燃气业务的主要竞争对手如下：
1）郑州华润燃气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华润燃气股份有限公司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经营城市管道燃

气业务。郑州华润燃气股份有限公司现经营管理郑州、登封等地的燃气业务，
主要经营业务包括：向用户销售管道天然气、压缩天然气、燃气器具及燃气设
备，并提供天然气管网工程建设、管网维修、营业收费、客户管理等服务。郑州
华润燃气股份有限公司在新郑市主要占据了新郑市龙湖镇及新郑综合保税
区（郑州航空港区）的部分市场，并建设了加气站。

2）新郑中石油昆仑燃气有限公司
新郑中石油昆仑燃气有限公司主要从事管道天然气和车载压缩天然气

的销售业务，重点经营郑州地区及附近区域的用气企业、住宅小区的天然气
销售、天然气管网的铺设、燃煤锅炉的改造等相关业务，在新郑市主要占据了
郭店镇及部分薛店镇地区城区管道燃气市场。

3）西平凯达燃气有限公司
西平凯达燃气有限公司主要从事管道天然气销售、 城镇天然气安装服

务、天然气技术咨询服务、燃气灶具销售等业务，其控股股东为河南天伦燃气
集团有限公司。西平凯达燃气有限公司的主要经营区域为驻马店市西平县城
区。

五、资产权属情况
（一）固定资产
本公司使用房屋建筑物 55 处，其中已办理产权证 24 处，尚未办理产权

证的 11 处，另外租赁房屋建筑物 20 处。
1、已办理房屋所有权证的房产情况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签署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已办理房屋所有权证的房

产 24 处，总面积 18,807.68 平方米，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权属 房屋所有权证编号 建筑面积
（平方米） 座落 实际用途

1 蓝天燃
气

长房权证长葛市字第
00012225 号

622.65
长葛市市区溢水
路南段东侧

多功能综合楼

107.47 发电机房

2 蓝天燃
气

房权证遂字第
00018375 号

405.00
灈阳镇高速引线
北侧

多功能综合楼

108.00 发电机房

3 蓝天燃
气

房权证临字第
0201019046 号

108.54
临颍县逍襄路杜
曲段北侧

发电机房

711.60 多功能综合楼

4 蓝天燃
气

新房权证字第
0901001316 号 668.72 薛店镇西场李村

南侧 多功能综合楼

5 蓝天燃
气

新房权证字第
0901001317 号 771.25 和庄镇尹庄村 多功能综合楼

6 蓝天燃
气

漯房权证源汇区字第
20090017905 号 613.60 工业园 2 幢 1-3

层 多功能综合楼

7 蓝天燃
气

漯房权证源汇区字第
20090017906 号 108.54 工业园 1 幢 1 层 发电机房

8 蓝天燃
气

西房权证柏城字第
00022101 号 702.09 西平县 107 国道

中段西侧 多功能综合楼

9 蓝天燃
气

驻房权证字第
201000135 号 2, 907.41 驿城大道南段东

侧 办公楼

10 蓝天燃
气

驻房权证泌字第
001322 号

719.97
泌阳双庙乡韩岗
村大门庄组大刘
庄

综合办公楼
111.52

11 蓝天燃
气

唐房权证字第
1201015718 666.38 唐河县古城乡阚

庄村委 多功能综合楼

12 豫南燃
气

上房权证字第
2010000458 号 402.57 驻上公路北段西

侧 办公楼

13 豫南燃
气

新蔡县房权证字第
20105017 号

400.95 新蔡县十里铺乡
马油坊村委王庄
新陈路南侧

办公室

117.00 附属房

14 豫南燃
气

房权证确山字第
000103983 号

591.53 确山县三里河乡
赵庄

办公楼
65.90 餐厅

15 豫南燃
气

正房权证字第
0059778 号

1, 376.00 正阳县真阳镇正
汝路口东侧

综合楼
108.00 配电房

16 豫南燃
气

平舆县房权证字第
20101939 号

376.75 平舆县东皇大道
西段北侧 办公楼

1, 407.85

17 豫南燃
气

平舆县房权证字第
20101935 号 347.87 平舆县工业大道

南侧 办公楼

18 豫南燃
气

平舆县房权证字第
20101934 号 107.94 平舆县工业大道

南侧 多功能综合楼

19 豫南燃
气

汝房权证汝宁镇字第
00041778 号 442.40 汝宁镇梁祝大道

东侧（0160） 多功能办公楼

20 豫南燃
气

新房权证字第
1001004960 号 733.97

新郑市新华路街
道办事处人民中
路南侧（市药厂
对面）

办公楼

21 豫南燃
气

新房权证字第
1001004961 号 1, 835.76

新郑市新华路街
道办事处人民路
中段南侧（市药
厂对面）

办公楼

22 蓝天清
洁能源

豫（2018）汝南县不
动产权第 00000033

号
171.00

汝南县驻新公路
与西城大道交叉
西南角（0178）

加气站

23 新长燃
气

延房权证延津字第
1304948 号 279.15

县委南路南侧新
城花园沿街二区
东 09 号

办公楼

24 蓝天燃
气

豫（2019）博爱县不
动产权第 0001816

号
710.30 博爱县磨头镇磨

太路 300 号 站房

合计 18, 807.68

上述房产均不存在抵押的情况。
2、尚未办理房屋所有权证的情况
本公司尚未办理房屋所有权证的房屋 11 处，总面积为 6,631.40 平方米，

具体情况如下表：
序号 使用单位 所在县区 地址 面积

（平方米） 用途

1 蓝天燃气 许昌市东城区 邓庄 1, 315.90 豫南支线许昌分输
站综合楼

2 蓝天燃气 荥阳市 荥阳市豫龙镇赵家庄村 1, 180.80 博薛支线荥阳分输
站综合楼

3 豫南燃气 新蔡县 新蔡县月亮湾街道办事处
人民西路南侧 517.95 办公室、附属房

4 新长燃气 长垣县 长垣县山海大道大广高速
500 米路南 1, 307.00 办公、门站、加气站

5 新长燃气 长垣县 长垣县山海大道大广高速
500 米路南 300.00 仓库

6 新长燃气 延津县 延津县城关镇大潭村北一
公里处迎宾大道东 485.00 门站、加气站

7 新长燃气 封丘县 封丘县王村乡刘庄村北封
黄路东 593.00 办公、门站、加气站

8 新长燃气 卫辉市 卫辉市唐庄镇铁路南马杏
线东 147.00 首站

9 清洁能源 上蔡县 206省道与 219 省道交叉
口南侧 136.00 加气站

10 东升燃气 原阳县 原阳县黑羊山路北文岩渠
东 528.00 门站、加气站

11 东升燃气 原阳县
原阳县新城区富康路东侧、
陈平路西侧公园世纪 60#
楼 2 单元 1703

120.75 宿舍

合计 6, 631.40

发行人子公司东升燃气与河南省上宅置业有限公司签订房屋买卖合同，购买
其开发的位于原阳县新城区富康路东侧、 陈平路西侧公园世纪 60# 楼 2 单
元 1703 的房屋。 河南省上宅置业有限公司对于上述房产取得“五证”情况如
下：

证书名称 证书编号
国有土地使用证 原阳县国用（2013）字第 000011 号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建字第 2013020 号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地字第 2013001 号
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 原建施（2013）47 号

商品房预（销）售许可证 原房预（销）许字第 201460013 号

（3）房屋租赁情况
截至招股意向书签署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正在履行的租赁合同情况如

下：
序号 承租方 坐落 出租方 建筑面积

（平方米） 租赁期限 用途

1 蓝天燃气
确山县生产街与
铁北路交叉口路
南

确山县
水务有
限公司

1, 512.00 2016年 -2021 年 办公

2 豫南燃气 上蔡县秦相路中
段

李秀
芝、李
永

2, 310.00 2016/5/1-2021/3/22 办公、居
住、仓储

3 豫南燃气 泌阳县迎宾路北
段 尹松伟 2, 000.00 2020/1/1-2021/12/31 办公

4 豫南燃气
新郑市薛店镇薛
店大街东侧原微
波站院内办公楼

河南省
联通通
信有限
公司新
郑市分
公司

180.00 2019/11/1-2021/10/31 办公

5 豫南燃气 新郑市辛店镇乐
天大道 刘定 500.00 2014/3/15-2024/3/15 办公

6 豫南燃气 灈阳镇国槐路中
段北侧 张广华 837.27 2019/11/5-2020/11/5 办公

7 豫南燃气 泌阳县花园乡蔡
庄村委 王军 300.00 2019/5/20-2021/5/19 仓储

8 新长燃气 蒲茂路东段路北 蔡利艳 40.00 2019/10/24-2020/10/24 燃气客服
收费

9 新长燃气
长垣县蒲西区亿
隆购物广场二期
1 幢 27 号

侯金莉 422.38 2019/7/1-2022/7/1 办公

10 新长燃气

封丘县世纪大道
中段路南瑞封花
园西区北大门西
边 20 米

张佩齐 169.23 2020/1/8-2021/1/8 办公

11 东升燃气

原阳县新城区富
康路南段东侧上
宅公园世纪小区
67#楼 A5

邢军杰 287.69 2016/12/8-2021/12/7 办公

12 东升燃气

原阳县新城区富
康路南段东侧上
宅公园世纪小区
67#楼 A6

杜学厂 214.17 2016/12/8-2021/12/7 办公

13 豫南燃气

新郑市观音寺镇
103 省道与开元
大道交叉口临街
三层楼房楼上两
层

刘明五 430.00 2016/3/3-2028/3/2 办公

14 豫南燃气

驻马店市解放路
68 号蓝天大厦东
侧一楼门面房一
间，三楼办公用
房一间

中原大
酒店 270.00 2020/1/1-2020/12/31 办公、经

营

15 豫南燃气

驻马店市解放路
68 号蓝天大厦
九、十、十一楼办
公区

中原大
酒店 2, 010.00 2020/1/1-2020/12/31 办公、经

营

16 豫南燃气

驻马店市解放路
68 号蓝天大厦三
楼办公用房二
间、档案室一间

中原大
酒店 158.00 2020/4/1-2021/3/31 办公、经

营

17 豫南燃气

驻马店市驿城区
自由街北段路
东，即为院内北
楼，共计三十二
间

蓝天集
团 983.62 2020/1/1-2020/12/31 办公

18 豫南燃气

驻马店市驿城区
自由街北段路
东，即为院内西
边门面楼，共计
四十间

蓝天投
资 1, 274.58 2020/1/1-2020/12/31 办公

19 豫南燃气
遂平县国槐路凤
凰城小区西门面
房

于洋 185.70 2019/2/1-2029/4/30 营业厅

20 蓝天检测 驻马店市驿城区
自由街 1 号

豫南燃
气 65.52 2018/11/1-2023/11/1 办公

（二）无形资产
1、商标情况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签署日，公司拥有 6 项注册商标。 公司所有商标归属

于本公司或子公司所有，未授权任何法人或自然人使用，不存在任何纠纷。
目前，公司拥有的尚在有效期的商标情况如下：

2、土地使用情况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签署日，共使用土地 71 宗，其中已办理土地相关权证

的 66 宗，尚未取得土地使用权证的 5 宗，具体情况如下：
（1）已办理土地使用权证的土地情况

（下转 C42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