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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096                           证券简称：广聚能源                           公告编号：2017-012 

深圳市广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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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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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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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聚能源 股票代码 000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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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嵇元弘 李涵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海德三道天利中央商务广场 22 楼 深圳市南山区海德三道天利中央商务广场 22 楼 

电话 0755-86000096 0755-86000096 

电子信箱 gjnygf@126.com gjnygf@126.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524,994,194.23 425,347,310.86 23.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96,434,782.57 81,844,043.09 17.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92,666,833.88 79,196,370.35 17.0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317,097.68 -58,220,812.12 109.1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826 0.1550 17.8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826 0.1550 17.8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15% 4.04% 增加 0.11 个百分比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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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资产（元） 2,481,964,471.60 2,429,874,391.24 2.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325,619,068.66 2,282,332,123.07 1.90%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7,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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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8,493,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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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曼丽 境内自然人 1.12% 5,928,153 0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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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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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晓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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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89,761 股；刘曼丽通过中信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股份 5,925,353 股。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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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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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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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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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报告期内，公司围绕年度经营目标，在国内经济复苏缓慢，市场需求减弱，行业竞争激烈的情况下，

努力维持主营业务的稳健经营。 

2017年上半年，国内成品油零售价受国际油价影响调整频繁。汽油价格在震荡中下行，柴油因需求低

迷和库存上升等因素也导致上半年价格连续下跌。为稳定批发业务销量，公司根据对成品油价格走势的研

判，把握采购时机，优化与供应商的合作模式，降低进货成本。但因上半年成品油经历了12轮的调价，每

次周期较短，鲜有囤货机遇，批发业务可操作空间较小。虽然批发量小幅上扬，但毛利率维持相当低的水

平。而零售终端市场的竞争已渐白热化，作为市场价格主导的几大石油集团亦全面加入“价格战”，优惠

幅度之大直击零售市场。公司加大促销模式的灵活性，结合周边油站情况，及时调整促销力度；同时，深

入挖掘“互联网+”合作方式，提升盈利能力，基本实现稳定销量的目标。报告期内，成品油销售总量8.89

万吨，同比上升5.83%；营业收入4.88亿元，同比增加18.16%；营业成本4.19亿元，同比上升23%；毛利率

14.2%，同比下降3.38个百分点，净利润3,483.45万元，同比上升5.14%。 

液体化工仓储方面，报告期内，仓储品种、客户均保持稳定，仓储业务量有所增长。目前面临的地区

行业萎缩、库区地理位置、设备老化等市场环境和客观条件已成定局，公司逐步调整业务拓展中心，将经

营重点转为提升服务质量，稳定现有客户方面；同时，对设备设施进行必要的检修，改良关键工艺，以便

维持设备的可靠性、安全性，提高仓储效率，提升客户服务满意度，维持库区正常运作。本报告期，仓储

进出业务总量11.65万吨，同比上升10.22%；营业收入1,123.88 万元，同比增加12%；营业成本287.32万

元，同比减少28.51%；毛利率74.47%，同比上升14.55个百分点。报告期内，净利润166.16万元，实现扭

亏为盈。 

广聚亿达在开展危险化学品贸易业务基础上，扩大业务范围，目前以危化品销售业务和PVC（聚氯乙

烯）贸易业务为主要经营范围。报告期内，各项经营指标均有大幅提高。完成销售量5,168.25吨，同比增

加969.19%；营业收入2,513.33万元，同比上升1514.21%；营业成本2,395.96万元，同比增加1832.85%；

综合毛利率4.66%，同比下降15.85个百分点。自2015年下半年开展业务以来，首次实现扭亏为盈，净利润

为17.3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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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投资方面，深南电因电价不能完全覆盖经营成本，本报告期继续亏损，但通过降本增效，全力争

取发电量，实现同比减亏约60%，本公司核算其投资损益亦同比减少亏损；妈湾电力仍然保持稳定的投资

回报，报告期内，公司共计获得妈湾电力分红款5,778万元，占本报告期净利润的58.28%，其中包括妈湾

电力2016年度分红款3,852万元、以前年度剩余未分配利润分红款1,926万元人民币。 

总体而言，2017年上半年，公司主营业务平稳，主营业务收入及投资收益均有小幅上涨。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25亿元，同比增加23.43%；营业成本4.46亿元，同比上升28.90%；利润总额1.1亿元，

同比上升15.1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0.96亿元，同比上升17.83%。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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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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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董事长： 张桂泉 

 

 

 

 

 

 

深圳市广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七年八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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