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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096                            证券简称：广聚能源                             公告编号：2019-003 

深圳市广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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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张桂泉 董事长 公务 郭立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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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528,000,00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20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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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真 0755-86331111 0755-86331111 

电话 0755-86000096 0755-86000096 

电子信箱 gjnygf@126.com gjnygf@126.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是深圳市和珠江三角洲地区成品油主要经销者之一，同时也是深圳市唯一的大型液体化工品

仓储企业。成品油批发零售、液体化工仓储及危化品贸易、电力投资是公司重要的业务构成。报告期

内，公司业务构成未发生变化，成品油业务依然为公司主要的盈利来源。 

2018年，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能源消费结构升级，成品油市场供需失衡依旧明显，液体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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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储市场需求亦持续下滑。 

成品油方面，在经济总体疲软、国内成品油需求增长缓慢，供过于求根本性压力未改的情况下，

成品油销量与上年同期相比略有上涨，但毛利率小幅下降，净利润同比减少。 

液体化工仓储方面，始终受市场环境、政策、设施设备掣肘。2018年度，液体化工仓储市场没有

明显改善，由于主要客户产能、销量减少，导致仓储量明显下滑，液体化工仓储收入减少，净利润大

幅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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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力投资方面，公司持有妈湾电力6.42%股份，近年来其主营业务产生的净利润逐年下降，本年

度获得的分红较上年度减少；公司持有深南电12.22%股份，本年度核算其投资收益较上年度增加。 

综上，本报告期，公司的主要业务、经营模式等未发生重大变化。报告期内利润下滑，主要系：

1、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毛利减少，主营业务利润略有下降；2、本年度收到妈湾电力分红款较上年

度减少；3、上年度收到以前年度缴纳的税金返还款，本期未发生该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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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元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 

营业收入 1,654,195,827.05 1,243,173,666.89 33.06% 905,096,099.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7,730,577.90 150,193,990.42 -28.27% 292,887,447.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11,555,309.25 139,560,250.76 -20.07% 284,979,605.9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8,107,696.85 81,714,869.65 -4.41% -45,480,069.1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0 0.28 -28.57% 0.5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0 0.28 -28.57% 0.5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44% 6.46% 减少 2.02 个百分点 13.69%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总资产 2,646,942,783.24 2,553,163,400.19 3.67% 2,429,874,391.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476,901,741.64 2,378,843,205.08 4.12% 2,282,332,123.07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382,958,676.32 436,433,386.91 428,537,603.46 406,266,160.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034,781.39 66,576,653.36 15,496,168.62 11,622,974.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4,062,774.28 67,812,614.58 15,116,225.43 14,563,694.9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927,284.69 1,696,505.73 38,008,889.06 63,329,58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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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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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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66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30,345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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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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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世潮 境内自然人 2.91% 15,355,11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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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 14,588,633 0  0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60% 13,741,32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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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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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

利 48 号单一资

金信托 

其他 1.71% 9,041,257 0  0 

方锡林 境内自然人 1.36% 7,181,553 0  0 

连晓燕 境内自然人 1.35% 7,127,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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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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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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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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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18年，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能源消费结构升级，成品油市场供需失衡依旧明显；液体化工仓储

市场没有改善迹象，需求亦持续下滑。公司克服诸多不利因素，努力实现主营业务的经营目标。 

报告期内，受国际油价走势影响，国内油价前三季度震荡上行，第四季度大幅回落，全年呈现倒“V”

走势。在经济总体疲软、国内成品油需求增长缓慢，供过于求根本性压力未改的情况下，虽批发业务可操

作的空间较小，但公司仍较好地把握了油价走势和油品采购、销售时机，批发业务销量和利润都取得了历

史新高。成品油零售业务依赖车用需求，而汽车类相关消费年内出现负增长，深圳地区“的士”车辆电动

化更新工作于年内基本完成，新能源汽车持续抢占市场等因素，严重影响了零售业务的销量。为了争取客

户，周边各大油站不断推出优惠政策，促销力度持续加大，使本已激烈的零售市场竞争越发白热化，加油

站毛利空间一再受到挤压。为应对市场变化，稳定油品销量,公司多措并举，努力减少“外患内忧”带来

的影响。报告期内公司加速推进加油站中控管理系统升级改造及“智慧型加油站”建设工作，开设微信公

众号上线运行，公司品牌影响力进一步得到提升。2018年度，成品油销量与上年同期相比略有上涨，但毛

利率小幅下降。全年公司销售油品22.55万吨，同比增加14%；实现成品油营业收入146,905万元，同比增

加33%；成品油营业成本133,940万元，同比增加40%；成品油综合毛利率8.83%，同比下降4.57个百分点；

南山石油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6,707万元，同比减少10%。 

公司液体化工仓储业务始终受市场环境、政策、设施设备掣肘，2018年度，由于主要客户产能、销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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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仓储量明显下滑，液体化工仓储收入减少。仓储量的减少并不意味安全风险的减小，年内公司配合

监管部门完成各项监管系统升级，以保证安全生产。虽然新业务开拓艰难，公司加强内部管理，将提升客

户服务质量放在首位，为客户提供多方位服务；提升一线服务人员的专业素养，提高各岗位各环节的效率

和服务质量。经过不断努力，本报告期，虽然仓储业务量大幅下降，但储罐出租率基本持平；同时由于仓

储服务升级，收费标准有所提高，仍保持了全年不亏损的经营目标。全年仓储业务进仓总量为6.5万吨，

同比减少37%；液体化工仓储营业收入2,167万元，同比减少3%；液体化工仓储营业成本659万元，同比增

加15%；液体化工仓储综合毛利率69.66%，同比下降4.65个百分点；广聚亿升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44

万元，同比减少71%。 

危化品及PV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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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6万吨，同比增

加45%；危化品及PVC贸易营业收入15,352万元，同比增加47%；危化品及PVC贸易营业成本14,931万元，同

比增加49%；危化品及PVC贸易综合毛利率2.74%，同比下降1.04个百分点；广聚亿达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

润为97万元，同比增加44%。 

2018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65,420万元，同比增加33%；营业成本150,250万元，同比增加40%；营

业利润13,336万元，同比减少27%；利润总额13,348万元，同比减少27%；净利润11,171万元，同比减少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773万元，同比减少28%。其中2018年公司收到妈湾电力现金分红4,301万

元，占本年度净利润的39%；收到宝生银行现金分红200万元，占本年度净利润的2％；深南燃气承包收益

660万元，占本年度净利润的6%；核算深南电投资收益235万元，占本年度净利润的2％；核算协孚能源投

资收益14万元；证券投资收益245万元，年末公允价值变动收益-789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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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成品油 1,469,053,317.00 129,651,916.54 8.83% 32.80% -12.56% -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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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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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同比增加33%；营业成本同比增加4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773万元，同比减少28%。

其中，营业收入及营业成本同比增加的原因系：油品销量和油价上涨，以及广聚亿达危化品销量及PVC贸易业务量上涨所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减少的原因为：1、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毛利减少，主营业务利润略有下降；2、本年度

收到妈湾电力分红款较上年度减少；3、上年度收到以前年度缴纳的税金返还款，本期未发生该事项。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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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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2018年6月15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

修订，公司根据财政部发布的文件要求对报表科目列报进行了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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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司设立全资子公司广聚置业，本年度将该公司并入合并报表范围核算。 

 

 

 

 

 

董事长：   张桂泉 

 

 

 

深圳市广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九年四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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