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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广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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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李春青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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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2,712,116.70 382,958,676.32 -0.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0,323,277.41 14,034,781.39 -26.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5,783,019.14 14,062,774.28 -58.8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5,610,944.82 -24,927,284.69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96 0.0266 -26.4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96 0.0266 -26.4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42% 0.59% 减少 0.17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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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7,057,514.38 2,646,942,783.24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487,002,478.11 2,476,901,741.64 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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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2,679.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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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

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

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

的投资收益 

5,976,94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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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991.28 -- 

减：所得税影响额 1,512,949.86 --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47.63 -- 

合计 4,540,258.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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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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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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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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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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世潮 境内自然人 3.57% 18,835,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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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0% 18,474,805   0 

香港中央结算有

限公司 
境外法人 2.53% 13,359,034   0 

东莞市泓星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16% 11,397,570   0 

黄木标 境内自然人 1.85% 9,786,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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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俊勇 境内自然人 1.38% 7,305,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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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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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118,377 人民币普通股 276,118,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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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蔡世潮 18,835,091 人民币普通股 18,835,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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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74,805 人民币普通股 18,474,805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3,359,034 人民币普通股 13,359,034 

东莞市泓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1,397,570 人民币普通股 11,397,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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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俊勇 7,305,604 人民币普通股 7,305,604 

方锡林 7,181,553 人民币普通股 7,181,553 

连晓燕 7,127,261 人民币普通股 7,127,26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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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名普通股股东中，东莞市泓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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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97,570 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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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锡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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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81,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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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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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9,321,150.03     6,402,687.49  46% 
因上年末加大应收账款回收力度，故本报告期末应收

款项余额比年初余额增加。 

预付款项   3,474,947.36     9,894,919.24  -65% 
主要原因系上年末预付PVC货款，报告期内已到货，

预付款项较年初减少。 

存货 64,995,100.36  22,206,072.52  193% 主要原因系公司油品备货量增加。 

其他流动资产  7,968,634.56    1,799,075.71  343% 
主要原因系存货增加相应待抵扣进项税留抵税额增

加。 

其他非流动资产  58,640,951.57  19,500,994.08  201% 
主要原因系本期投入投控通产新材料基金第二期投

资款。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1,069,043.61      767,235.06  39% 主要原因系计提应付东海油库仓储费。 

应付职工薪酬 13,889,089.92    27,637,728.75  -50% 主要原因系发放2018年度员工绩效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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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费用 

 

 -3,345,042.15   -7,578,627.35  -56% 主要原因系上年同期定期存款到期结息，本报告期

定期存款未到期。 

投资收益  1,938,613.47    3,178,641.33  -39% 主要原因系：1、本期核算深南电投资收益较上年同

期减少；2、本期宝生银行无现金分红。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2,279,131.16   -1,480,359.17  -254% 主要原因系证券投资公允价值变动所致。 

营业外收入    78,991.28          932.00  8375% 主要原因系相关部门返还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及收到

保险理赔款等。 

营业外支出 

 

      2,679.21       12,757.67  -79% 主要原因系上期补缴以前年度印花税产生的滞纳

金，本期无此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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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610,944.82  -24,927,284.69  83% 主要原因系本期主营业务商品销售现金流量净

额同比减少。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32,008,596.26  -11,982,194.89  167% 主要原因系本期支付投控通产新材料基金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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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净额 期投资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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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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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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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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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品种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最初投资成本

（元） 
会计计量模式 

期末账面值

（元） 

报告期损益

（元） 
会计核算科目 股份来源 

债券 110031 航信转债 11,410,245.21 

公允价值计量 

11,637,970.00 227,724.79 

交易性金融资产 自有资金 

债券 132006 16 皖新 EB 7,211,068.89 7,364,498.63 153,429.74 

债券 124761 14 深业团 6,694,797.13 6,878,086.30 183,289.17 

债券 120001 16 以岭 EB 6,436,093.11 6,682,195.00 246,101.89 

债券 122392 15 恒大 02 债 6,026,484.38 6,306,838.36 280,353.98 

债券 112196 13 苏宁债 5,862,448.99 6,223,931.51 361,482.52 

债券 112546 17 万科 01 5,482,204.96 5,522,301.86 40,096.90 

债券 112530 17 亚迪 01 4,284,670.39 4,405,071.62 120,401.23 

债券 112548 17 兴森 01 3,882,883.53 4,129,419.01 246,535.48 

债券 112566 17 涪陵 01 3,797,871.59 3,973,639.18 175,767.59 

期末持有的其他证券投资 56,633,703.69  49,266,641.54 -7,367,062.15 -- -- 

合计 117,722,471.87  112,390,593.01 -5,331,878.86 -- -- 

证券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披露日期 2015 年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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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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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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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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年四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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