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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096                               证券简称：广聚能源                           公告编号：2018-022 

深圳市广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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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9,392,063.23 524,994,194.23 56.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0,611,434.75 96,434,782.57 -16.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81,875,388.86 92,666,833.88 -11.6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3,230,778.96 5,317,097.68 -536.9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527 0.1826 -16.3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527 0.1826 -16.3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34% 4.15% 减少 0.81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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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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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1,107,493.23 2,553,163,400.19 3.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449,163,140.26 2,378,843,205.08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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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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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12,233,847   0 

蔡世潮 境内自然人 2.13% 11,268,135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10% 11,097,062   0 

黄木标 境内自然人 1.85% 9,786,223   0 

华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华信

信托•工信 37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其他 1.82% 9,597,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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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锡林 境内自然人 1.36% 7,181,553   0 

连晓燕 境内自然人 1.35% 7,127,261   0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聚利

48 号单一资金信托 
其他 1.35% 7,106,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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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27,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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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广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3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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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上半年，在国内经济没有明显的向好，新能源汽车数量不断增加的情况下，成品油销售竞争愈

发激烈；液体化工仓储市场需求亦持续下滑。公司采取多种手段，努力保持主营业务的稳健经营。 

上半年，国际原油价格有较大的涨幅，汽柴油价格持续小幅上涨，成品油批发市场一度活跃，批发销

量比上年同期有较大的升幅。但由于国内成品油总体需求增长缓慢，供过于求根本性压力未改，加之调价

的周期较短（上半年国内成品油零售价共经历13轮调价周期，其中7次上调，5次下调，1次搁浅），批发

业务可操作空间较小，原本很低的批发毛利率继续下降。 

零售方面，根据深圳市有关规定，到本年末，深圳所有出租车将实现100%纯电动化。随着出租车电动

化更新工作的推进，公司零售业务承受很大的压力。上半年在公司油站加油的出租车的加油量明显回落，

6月份比1月份下降约47%。此外，年初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关于成品油消费税征收管理有关问题的公告》，

直接影响调和油市场供应量大幅缩减、成本上涨，汽油市场批发价格持续走高，汽油批零差价缩小。同时，

作为市场价格主导的国内大型石化企业价格战愈演愈烈，成品油零售毛利空间被大幅挤压，成品油零售市

场经营环境愈发艰难。公司以经济效益为目标，针对性开展促销活动，及时调整优惠幅度和促销策略；加

强与周边同业沟通，寻求共赢，避免恶性竞争；加速推进加油站中控管理系统升级改造工作；充分运用网

络平台，拓展油品销售。报告期内，成品油销售总量11.62万吨，同比上升31%；营业收入7.34亿元，同比

上升50%；营业成本6.65亿元，同比上升59%；毛利率9.47%，同比减少4.73个百分点，净利润3,274.44万

元，同比下降6%。 

液体化工仓储方面，仓储品种、客户虽然保持稳定，但主要客户由于仓储布局调整，业务量大幅减少。

公司液体化工仓储经营环境始终面临政策、地理位置、设施设备等客观不利因素，极大束缚了仓储业务的

开展。业务开拓艰难，公司唯有重视、强化服务，以提升满意度为目标，为客户提供多方位服务，使得仓

储服务收费标准能够有所提高，虽业务明显流失，仍保持了不亏损的经营目标。本报告期，仓储进出业务

总量5.89万吨，同比减少49%；营业收入1,056.72万元，同比减少6%；营业成本317.95万元，同比增加11%；

毛利率69.91%，同比减少4.52个百分点。报告期内，实现净利润48.15万元，同比下降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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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化品贸易方面，报告期内公司继续拓展危化品销售业务和供应渠道，销售品种及客户均有所增加。

同时，公司加强业务风险管控，做好产品质量保障服务。报告期内，完成销售量13,397.99吨，同比增加

159%；营业收入7,399.04万元，同比增加194%；营业成本7,219.90万元，同比增加201%；综合毛利率2.42%，

同比减少2.24个百分点；实现净利润38.44万元，同比增加121%。 

投资收益方面，深南电上半年发电量增加，实现净利润3,001万元，本公司核算其投资收益367万元，

占本报告期净利润的4%；妈湾电力仍然保持稳定的投资回报，报告期内，公司应收妈湾电力分红款4,301

万元，占本报告期净利润的52%；上半年信用债违约事件频发，给公司债券投资带来一定冲击。报告期内

公司证券投资收益220万元，年末公允价值变动收益-380??? 

总体而言，2018年上半年，公司主营业务保持稳定，投资收益小幅下降。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

入8.19亿元，同比增加56%；营业成本7.4亿元，同比增加66%；利润总额9,416万元，同比减少15%；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8,061万元，同比减少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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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本期合并范围与上年相比新增合并单位1家，本公司于2018年4月9日设立深圳广聚置业管理有

限公司，于2018年5月4日注入资本2,000万元，本公司持股100%，自2018年5月开始纳入合并范围。 

 

 

 

董事长：张桂泉  

 

 

深圳市广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八年八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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