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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096                   证券简称：广聚能源                  公告编号：2017-009 

深圳市广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本次审议季报的董事会会议以通讯方式召开，所有董事均参与了表决。 

公司负责人张桂泉、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丽红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李伶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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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09,296,353.02 205,912,445.84 1.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7,432,074.93 8,092,793.48 362.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35,858,029.91 6,336,666.82 465.8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5,489,468.78 -57,250,455.89 -127.0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09 0.0153 362.5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09 0.0153 362.5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3% 0.40% 1.23%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2,474,305,801.46 2,429,874,391.24 1.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319,718,084.49 2,282,332,123.07 1.64%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

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

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

得的投资收益 

1,976,519.51 均为债券投资收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8,215.66 -- 

减：所得税影响额 381,960.29 --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298.54 -- 

合计 1,574,045.02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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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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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182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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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广聚投资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5.54% 293,270,377 17,152,000 -- 0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聚利 49 号单一资金信托 
其他 2.65% 14,014,147 0 -- 0 

黄木标 境内自然人 1.85% 9,786,223 0 -- 0 

上海市物业管理事务中心

（上海市房屋维修资金管

理事务中心、上海市公房经

营管理事务中心）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76% 9,272,221 0 -- 0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云信－瑞阳 2016－14 号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1.48% 7,836,776 0 -- 0 

连晓燕 境内自然人 1.36% 7,189,761 0 -- 0 

方锡林 境内自然人 1.36% 7,181,553 0 -- 0 

蔡世潮 境内自然人 1.28% 6,778,134 0 -- 0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聚利 48 号单一资金信托 
其他 1.22% 6,447,086 0 -- 0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

公司－陕国投·融鑫 10 号证

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0.89% 4,677,137 0 --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深圳市广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76,118,377 人民币普通股 276,118,377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聚利 49 号单一

资金信托 
14,014,147 人民币普通股 14,014,147 

黄木标 9,786,223 人民币普通股 9,786,223 

上海市物业管理事务中心（上海市房屋维

修资金管理事务中心、上海市公房经营管

理事务中心） 

9,272,221 人民币普通股 9,272,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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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云信－瑞阳

2016－14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7,836,776 人民币普通股 7,836,776 

连晓燕 7,189,761 人民币普通股 7,189,761 

方锡林 7,181,553 人民币普通股 7,181,553 

蔡世潮 6,778,134 人民币普通股 6,778,134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聚利 48 号单一

资金信托 
6,447,086 人民币普通股 6,447,086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陕国

投·融鑫 10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4,677,137 人民币普通股 4,677,13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除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聚利 49 号单一资金信托与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聚利 48 号单一资金信托存在关联关系之外，公司未知上述其它股东之间是否存

在关联关系或为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况说明（如有） 

上述前十名普通股股东中，黄木标通过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持有股份 9,786,223 股。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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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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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 报告期末资产负债表项目大幅变动情况及原因说明 

单位：元 

报表项目 期末数 年初数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应收票据 730,429.00  1,062,550.50 -31% 主要原因系应收票据到期承兑 

应收账款 5,689,236.30  3,494,072.34 63% 主要原因系仓储业务应收款增加  

预付款项 28,365,710.36  898,109.05 3058% 主要原因系预付购油款增加  

应收股利 21,760,000.00 0 100% 主要原因系应收妈湾电力和宝生银行分红 

存货 16,945,592.18  34,351,382.70 -51% 主要原因系油品存量减少  

其他流动资产 695,736.75  2,670,559.64 -74% 主要原因系增值税待抵扣进项减少 

应付账款 12,860,125.62  375,699.60 3323% 主要原因系应付购油款增加  

预收款项 19,144,810.75  8,692,626.14 120% 主要原因系预收油品销售款增加 

应付职工薪酬 9,600,758.17 28,359,260.96 -66% 主要原因系发放2016年度绩效工资  

2. 报告期利润表项目大幅变动情况及原因说明 

单位：元 

报表项目 本年数 上年数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税金及附加 1,414,377.06 634,792.52 123% 
因政策调整，印花税、房产税等上年同期在“管理

费用”列示的税项，本期调整至“税金及附加”项 

财务费用 -7,868,833.73 -6,033,956.73 -30% 主要原因系银行存款到期，利息收入增加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691,874.92  1,400,872.48 -149% 主要原因系证券投资公允价值变动所致 

投资收益 23,474,841.90  -4,730,322.87 596% 
主要原因系妈湾电力分配2015年及以前年度剩余

未分配利润 

营业外支出 50,377.63  651.85 7628% 主要原因系本期慰问深圳舰所支付款项 

3. 报告期现金流量表项目大幅变动情况及原因说明 

单位：元 

报表项目 本年数 上年数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5,489,468.78  -57,250,455.89 127% 

主要原因系上年同期支付较大金额购油款项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434,246.50 -238,367.18 -82% 

主要原因系债券投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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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

融资时所作承诺 

深圳市广

聚投资控

股（集团）

有限公司 

本公司控股股东广聚投控集团于本公司上市前向公司出具《不竞争

承诺函》，承诺现有的正常经营或将来成立的全资、持有 50%股权

以上的控股子公司和其他实质上受其控制的公司等，将不会直接或

间接从事与公司有实质性竞争或可能有实质性竞争的业务，并承诺

如广聚投控集团及其附属公司从任何第三方获得的任何商业机会

与公司经营的业务有竞争或可能有竞争，则广聚投控集团将立即通

知公司，并尽力将该商业机会给予公司。 

1999 年 02 月

20 日 
长期有效 

严格履行

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

东所作承诺 

深圳市广

聚投资控

股（集团）

有限公司 

2009 年 12 月 16 日，本公司 234,219,468 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解除

限售。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公司第一大股东广聚投控集团承

诺：如果计划未来通过证券交易系统出售本公司于第一笔减持起六

个月内减持数量达到 5%及以上的股份，将于第一次减持前两个交

易日内通过上市公司对外披露出售提示性公告；同时承诺在实施减

持计划时将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

份转让指导意见》的相关规定，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009 年 12 月

03 日 
长期有效 

严格履行

承诺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是 

如承诺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应当详细

说明未完成履行的

具体原因及下一步

的工作计划 

不适用 

四、对 2017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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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

品种 

证券 

代码 
证券简称 

最初投资成本

（元） 

期末持股

数量（股） 

期末账面值

（元） 

报告期损益

（元） 
会计核算科目 

股份 

来源 

债券 127040 14 春辉 02 债 6,935,644.90 77,900 8,040,136.90 1,104,492.00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二级市

场购入 

债券 124038 12 远洲控债 6,351,771.36 75,000 7,602,075.00 1,250,303.64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二级市

场购入 

债券 112381 16 华联债 5,752,188.91 55,500 5,936,502.00 184,313.09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二级市

场购入 

债券 122690 12 三胞债 5,753,451.77 57,790 5,803,560.75 50,108.98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二级市

场购入 

债券 112399 16 凯迪债 5,682,387.42 55,000 5,785,340.00 102,952.58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二级市

场购入 

债券 124273 13 翔宇债 4,906,508.86 58,000 5,766,360.00 859,851.14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二级市

场购入 

债券 136351 16 永泰 01 债 5,388,245.54 55,000 5,573,205.00 184,959.46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二级市

场购入 

债券 122776 11 新光债 5,319,043.48 52,580 5,436,403.94 117,360.46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二级市

场购入 

债券 112168 12 三维债 4,496,145.16 52,500 5,262,180.00 766,034.84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二级市

场购入 

债券 136154 16 西王 01 债 4,997,390.30 51,320 5,001,647.20 4,256.90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二级市

场购入 

期末持有的其他证券投资 62,896,791.13 629,280 64,583,189.10 1,686,397.97 -- -- 

合计 118,479,568.83 1,219,870 124,790,599.89 6,311,031.06 -- -- 

证券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披露

日期 
2015 年 4 月 30 日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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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九、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董事长： 张桂泉 

 

 

 

 

 

深圳市广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七年四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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