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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粤桂广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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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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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8,401,851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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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粤桂股份 股票代码 000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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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松 梅娟 

办公地址 
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流花路85号建工大

厦 3 层广西粤桂广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流花路 85号建工大

厦 3 层广西粤桂广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事务部 

传真 020-33970189 020-33970189 

电话 020-33970218 020-33970200 

电子信箱 000833@yueguigufen.com 000833@yueguigufen.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报告期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和主要产品简介  

    1、公司主要业务为：机制糖（白砂糖、赤砂糖）的生产和销售，纸浆和机制纸（文化纸、生活用纸原纸）的生产和销

售，硫铁矿的开采、加工、销售，硫酸、试剂酸（精制硫酸）、铁矿粉（硫铁矿烧渣）和磷肥（普通过磷酸钙）的生产和销

售。同时，继续开展食糖贸易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以效益最大化为原则，适时根据市场行情变化情况调整了产品品种结构，减少浆板业务量，增加了文化

用纸业务比重，生活用纸仍以原纸生产经营业务为主。2020年，公司继续开展食糖贸易业务，实现销售收入19.63亿元，同

比减少2.62%。新糖厂首个榨季（2019/2020年榨季）于2020年3月6日结束，公司整体搬迁糖厂技改项目完成搬迁。公司控股



广西粤桂广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2 

子公司—桂林永福顺兴制糖有限公司因持续经营亏损幅度大，经公司股东大会同意向法院提出破产申请，经法律途径交涉，

法院已正式受理，2020年7月桂林永福顺兴制糖有限公司正式移交给破产管理人，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公司压缩管

理层级，由贵糖集团对安达物流进行吸收合并，安达物流已注销。矿产品业务没有发生重大变化，但受下游市场疲软及有色

金属副产硫精矿的廉价冲击，主要矿产品的销量和价格均远远低于预期。  

2、主要产品：白砂糖、赤砂糖、纸浆（机制浆）、书写纸、生活用纸原纸、硫铁矿矿石（硫精矿、-3mm矿、块矿、手选

矿）、硫酸、试剂酸（精制硫酸）、铁矿粉、磷肥。  

    （二）报告期内公司所属行业的发展阶段、周期性特点以及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等。  

公司主营业务所处的行业板块为食品（机制糖）、造纸（机制纸）、采矿（硫铁矿）。机制糖行业知名度高，造纸行业地

位不明显，采矿业（硫铁矿）地位较突出。公司的制糖、造纸业属传统产业，行业发展是随着人口及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不断

发展；采矿业也属传统产业。传统产业经营周期均受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市场竞争影响。  

1、制糖业方面：据中国糖业协会简报，2019/2020年制糖期全国共生产食糖1,041.51万吨（上制糖期同期产糖1，076.04

万吨），比上制糖期同期少产糖35万吨，其中，产甘蔗糖902.23万吨（上制糖期同期产甘蔗糖944.5万吨）；产甜菜糖139.28

万吨（上制糖期同期产甜菜糖131.54万吨）。根据广西糖业协会简报，2019/2020年榨季，广西产糖量600万吨，同比减少34

万吨，降幅5.66%。根据广西糖网《糖协简报》，根据海关统计，2020年1-11月，全国累计进口食糖436万吨，比上年同期增

加118万吨，增长37.11%；全国累计出口食糖13.05万吨，比上年同期减少3.34万吨，降低20.38%。 

本公司机制糖产量规模较小，受疫情影响，公司甘蔗进蔗量减少，2019/2020榨季产糖量5.47万吨，与上榨季比减少4.05

万吨。公司生产的“桂花”牌白砂糖质量优良，知名度高。 

2、矿业方面，云硫矿业的主要产品为硫铁矿和硫酸，生产经营受化肥用酸、工业用酸（包括钛白粉、粘胶纤维、氢氟

酸、己内酰胺、饲料磷酸氢钙、蓄电池、电镀、铝型材酸洗、环保、选矿等）以及钢铁行业的运行态势影响。硫铁矿作为三

大硫酸制酸的原料之一，与硫磺、冶炼烟气制酸之间竞争十分激烈，占比已大大落后于前两者。与国内仅存的20余家硫铁矿

生产企业相比，有色金属副产硫铁矿对云硫矿业单纯硫铁矿的生产带来更直接的冲击。 

硫铁矿行业具有一定的周期性，主要随着下游硫酸市场、钢铁市场等行业的周期景气而波动。 

2019年我国硫酸产能总计1.24亿吨，2020～2023年内投产的新建产能总计1340万吨，其中冶炼酸1160万吨。未来数年，

我国硫酸新建产能数量仍然较大，产能过剩的大环境难以化解。但自2020年起，每年新建产能都在300万吨左右，较2017~2019

年明显下降，新建产能对硫酸市场的冲击较2017~2019年也会降低。2020年前11月，我国硫酸总产量8561.4万吨，同比下降

3%。前11月我国硫酸企业平均开工率75.6%，同比下降2.3个百分点。除去疫情影响，2020年前11月的开工率为78.2%，同比

持平。 

2020年我国硫酸市场先抑后扬，上半年供需波动较大，价格起伏频繁，下半年需求稳步提升，价格持续上涨。上半年广

东硫酸价格创下新低，硫铁矿价格亦不断下降，而钢材需求形成有力拉动，硫酸烧渣市场价格高位运行。  

公司主营业务所处的行业板块为采矿（硫铁矿）。硫铁矿采矿在行业知名度高，地位较突出。云硫矿业公司的硫铁矿储

量多、品位高、杂质少，是稀少的优质资源，是硫酸工业的优质原料。云硫矿业在国内优质硫铁矿行业一直保持着领先地位，

产量约占全国产量的16%。但近几年，由于广东省内有色矿山副产品硫精矿的品质和产量在不断提升，有些企业产能规模约

120万吨/年，已接近云硫矿业的规模水平，且价格低廉，已对云硫矿业硫铁矿销售带来巨大的冲击，未来竞争将持续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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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2020 年 2019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8 年 

营业收入 3,190,217,905.58 3,501,991,589.00 -8.90% 3,168,174,565.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2,745,698.06 83,029,249.63 -24.43% 88,476,007.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54,550,114.41 -101,348,598.27 -58.12% 83,800,894.3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5,124,048.31 109,520,182.17 142.08% 282,057,034.9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39 0.1242 -24.40% 0.132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39 0.1242 -24.40% 0.132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1% 3.00% -0.79% -2.98%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总资产 4,880,555,146.27 4,375,183,940.65 11.55% 3,994,265,404.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863,801,555.94 2,805,377,523.30 2.08% 2,730,553,64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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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887,022,837.53 1,164,121,926.52 648,417,954.60 490,655,186.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0,662,718.59 -3,148,252.24 -19,137,731.59 115,694,400.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2,635,140.83 -20,685,467.32 -20,876,023.24 -80,353,483.0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9,413,482.01 212,351,448.80 82,009,734.10 230,176,34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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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响2020年利润的原因主要有：公司第四季度收到政府产业扶持资金2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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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722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39,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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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浮广业硫

铁矿集团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31.31% 209,261,113 209,261,113   

广东省环保

集团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12.13% 81,051,861 81,051,861   

广西广业粤

桂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1.34% 75,800,000    

方少瑜 境内自然人 1.61% 10,769,458  冻结 10,769,458 

列凤媚 境内自然人 0.82% 5,510,656  冻结 5,510,656 

张素芬 境内自然人 0.69% 4,600,000    

梁淑莲 境内自然人 0.61% 4,073,729  冻结 4,073,729 

蔡俊清 境内自然人 0.30% 1,975,421    

#金泽 境内自然人 0.29% 1,936,028    

#陈亚 境内自然人 0.29% 1,913,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前三大股东云浮广业硫铁矿集团有限公司、广东省环保集团有限公司、广西广业粤桂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是一致行动人。股东方少瑜、列凤媚、梁淑莲是一致行动人。其他股东之间

的关联关系不详，也未知其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

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股东金泽通过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1,936,028

股。股东陈亚通过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1,913,0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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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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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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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需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从事固体矿产资源相关业务》的披露要求 

报告期内硫铁矿的经营情况 

2020 年度，全资子公司云硫矿业净利润 3,662.84 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 6,082.88 万元,减幅 39.78%，减少的原因是各

产品毛利同比减少 5,946.53 万元。-3MM 矿期末库存量同比下降 64.37%，主要是硫化工市场低迷，两广地区冶炼酸产能的快

速扩张，严重冲击了矿石产品的销售量，内部受矿业本部化工厂停产检修影响，硫精矿领用量大幅减少，内外因素造成矿石

产品期末库存较大，本年度年底硫化工市场有所好转，销售恢复正常库存下降。硫酸、精制酸和铁矿粉库存量同比分别下降

55.93%、89.12%和 98.33%，主要是下半年硫化工市场有所好转，滞销情况减少。 

广东省内有色金属矿山廉价的副产硫精矿产量大幅增加，以及两广地区冶炼酸产能的快速扩张，对公司矿石和硫化工产

品销售带来极大冲击。云硫矿业应对措施：一是通过产业链延伸，增强市场应对能力；二是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提高技术水

平，降低成本，提高产品竞争力，实现提质增效；三是灵活调整营销模式，与有实力的经销商建立长期的战略合作关系，稳

定硫酸市场。报告期内，云硫矿业一手抓巩固市场稳定老客户，一手抓开拓新市场争取新客户，积极走访两广、西南等地区

市场，开发新用户，实施差异化销售策略，努力提高两广外地区的销量，全年两广以外销售硫精矿同比增长 38.92%。深度

挖潜矿山资源综合利用效能，调整废石回收经营和定价方式，通过公开招标，A 类废石和 B 类废石中标价格分别是上年实际

均价的 3.61 倍、1.98 倍，全年创收达 2800 万元。同时，开展硫铁矿微细粒级废弃物循环利用及处理项目、尾矿处置（销

售）和委托加工（过滤）项目，挖掘尾砂综合利用价值。 

在报告期内，公司未安排在采矿权范围内及周边进行固体矿产勘探活动，无资本化金额。截至 2020 年末，云硫矿业采

矿许可证范围内保有资源量：主要矿产：硫铁矿，探明资源量 151 万吨，控制资源量 8795 万吨，推断资源量 3476 万吨。共

生矿产：铁矿，控制资源量 80 万吨，推断资源量 215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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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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制糖 270,258,450.78 277,170,342.48 -2.56% -38.26% -35.42% -4.51% 

贸易糖 1,969,632,338.36 1,963,644,274.41 0.30% -2.30% -2.43% 0.12% 

硫精矿 281,515,980.39 218,656,296.79 22.33% -15.43% -6.31% -7.56% 

-3mm 矿 48,976,680.80 21,452,667.87 56.20% -21.41% -18.33%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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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面临退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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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行新收入准则的主要变化和影响如下：  

 

本公司将因转让商品而预先收取客户的合同对价从“预收账款”项目变更为“合同负债”、“其他流动负债”项目列报。 

A、对2020年1月1日财务报表的影响 

报表项目 2019年12月31日（变更前）金额 2020年1月1日（变更后）金额 

合并报表 公司报表 合并报表 公司报表 

预收账款 22,128,933.96 9,507,594.11   

合同负债   19,650,803.68 8,413,800.10 

其他流动负债   2,478,130.28 1,093,794.01 

B、对2020年12月31日/2020年度的影响 

采用变更后会计政策编制的2020年12月31日合并及公司资产负债表各项目、2020年度合并及公司利润表各项目，与假定

采用变更前会计政策编制的这些报表项目相比，受影响项目对比情况如下： 

a、对2020年12月31日资产负债表的影响 

报表项目 2020年12月31日 

新收入准则下金额 

2020年12月31日 

旧收入准则下金额 

合并报表 公司报表 合并报表 公司报表 

预收账款   131,767,492.88 4,742,50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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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负债 118,163,625.09 4,196,908.28   

其他流动负债 13,603,867.79 545,598.08   

b、对2020年度利润表的影响：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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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合并会计报表范围与上一年度相比，减少桂林永福顺兴制糖有限公司、广西贵港市安达物流有限公司2家子公司。 

（1）由于子公司永福顺兴于2020年6月由广西壮族自治区永福县人民法院受理破产清算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并于2020

年7月移交破产清算管理人管理，公司丧失对其控制权，故该公司本期末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2）本期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广西广业贵糖糖业集团有限公司吸收合并其全资子公司广西贵港市安达物流有限公司，并

于2020年7月取得贵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出的《准予注销登记通知书》。自2020年8月起，公司不再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

的合并范围。 

 

 

 

 

广西粤桂广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刘富华  

2021年4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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