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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096                             证券简称：广聚能源                             公告编号：2021-007 

深圳市广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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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贺红岗 董事 公务 张桂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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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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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品油批发零售、化学品贸易、电力投

资是公司重要的业务构成。2020年度，成品油业务依然为公司主要的盈利来源；公司位于前海妈湾库

区的液体化工仓储业务于报告期内完成了业务转型，库区经营转型调整为办公楼及土地租赁。 

2020年，新冠疫情给各行各业带来前所未有的影响，公司主营业务同样遭受冲击。除了疫情带来

的直接影响，报告期内，国际油价大幅波动，成品油批发业务明显下滑，批零价差有所萎缩，加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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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汽车市场占有率显著提高，对加油站零售业务造成很大的冲击。报告期内，公司成品油总体购销

量下降，毛利及净利润亦有所下滑。 

化学品贸易方面，面对年初严峻的市场局面及下半年逐步回暖的市场机遇，公司基本维持稳定的

经营。报告期内，化学品贸易业务销量及销售额上涨，毛利却有所下降，利润总额与上年基本持平。 

电力投资方面，公司持有妈湾电力6.42%股份，本年度获得的分红较上年度增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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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前海规划限制、周边液体化工市场萎缩、客户合约变动等原因，公司在报告期内全面停止全资

子公司广聚亿升的液体化工仓储业务，并完成液体化工仓储库区的业务转型，将库区办公楼及部分土

地按照相关程序进行公开招租，盘活库区土地资产。 

除此之外，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要业务、经营模式及利润来源未发生重大变动。2020年，公司主营业

务盈利水平同比下降，投资收益包括电力投资、证券投资业务等较上年同期大幅上升，整体业绩与去

年相比小幅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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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8,821,458.41 1,623,086,752.58 -24.29% 1,654,195,827.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0,053,676.60 124,873,051.45 4.15% 107,730,577.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18,011,445.70 114,572,069.08 3.00% 111,555,309.2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0,975,679.13 104,395,678.36 -60.75% 78,107,696.8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46 0.237 3.80% 0.2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46 0.237 3.80% 0.2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68% 4.72% 减少 0.04 个百分点 4.44%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总资产 3,076,202,932.33 2,946,707,959.22 4.39% 2,646,942,783.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837,914,382.29 2,713,326,691.70 4.59% 2,476,901,74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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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6,062,979.80 301,542,967.17 333,748,602.99 307,466,908.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36,762.87 25,769,531.78 93,528,077.33 8,919,304.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165,747.69 27,159,095.31 88,262,880.92 7,755,217.1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9,650,880.90 15,331,959.75 71,291,253.38 44,003,34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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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42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24,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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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蕾 境内自然人 3.94% 20,813,734 0 - 0 

蔡世潮 境内自然人 3.68% 19,415,793 0 -  

深圳市利嘉商业管

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39% 17,878,580 0 - 0 

东莞市泓星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82% 14,864,371 0 - 0 

深圳市前海康永盛

供应链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53% 13,364,256 0 - 0 

钟俊勇 境内自然人 2.50% 13,203,104 0 -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2.37% 12,504,542 0 - 0 

黄木标 境内自然人 1.76% 9,31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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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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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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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71,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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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6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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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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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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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广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广聚投控”）股权结构发

生变更。 

本次股权结构变更后，深圳市南山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通过深圳市深汇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及

深圳市汇通金控基金投资有限公司合计持有广聚投控 68.64%股权，中远（香港）工业投资有限公司

持有广聚投控 31.36%的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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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新冠疫情重创国内外经济，给各行各业带来前所未有的影响，公司主营业务同样遭受冲

击。 

报告期初，疫情爆发导致出行需求锐减，公司一季度加油站零售业务盈利承压，成品油批发业务

几近停摆；面对恶劣的经营环境，公司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利用疫情期间油站客流大幅下降，业

务不饱和的“空档期”，全力推进子公司南山石油对深圳市内五家加油站的升级改造工程，确保市场

恢复后能迅速投入营业，填补上半年利润缺口；下半年，随着国内疫情逐步得到控制，各行各业有序

恢复正常，成品油市场需求也逐步复苏，公司主营业务得以逐渐好转。 

除了疫情带来的直接影响，成品油批发方面，年内国际油价史无前例的异常波动，导致国内成品

油批发业务明显下滑，批零价差有所萎缩，进一步压缩了公司批发业务的可操作空间；成品油零售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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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由于新能源汽车市场占有率显著提高，尤其深圳本地出租车全面实现电动化，其他社会运营车辆

逐步替代为新能源车辆，对零售业务造成很大的冲击。2020年，成品油终端市场价格竞争仍在加剧，

油站总体零售价差较去年有所回落。公司多措并举，进一步拓宽油品供应渠道，稳定成品油批发业务，

保障油站批零价差；通过加油站升级改造项目工程，更新加油站技术设备，在增强安全性的同时提升

公司油站品牌形象，优化客户体验感，增加客户粘度，努力降低因疫情及市场环境带来的影响。 

面对2020年特殊的外部环境，公司成品油总体购销量下降，价差及毛利亦有所下滑。全年公司销

售油品16.54万吨，同比减少27.59%；实现成品油营业收入87,535万元，同比减少38.19%；成品油营

业成本76,153万元，同比减少39.92%；成品油综合毛利率13.01%，同比增加2.49个百分点；成品油业

务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6,058万元，同比减少15.24%。 

因前海规划限制、周边液体化工市场萎缩、客户合约变动等原因，公司在报告期内全面停止全资

子公司广聚亿升的液体化工仓储业务，并完成液体化工仓储库区的业务转型。上半年，公司依法依规

做好员工安置，启动库区设备设施拆除方案的研究，并同步进行库区转型探索。下半年，公司在董事

会及管理层的指导下，将库区办公楼及部分土地按照相关程序进行公开招租，盘活库区土地资产；并

于第三季度末完成广聚亿升库区租赁项目的招拍挂工作，与承租方有序完成交接。根据合同，库区土

地租赁于2020年末开始产生收益。据此，公司位于前海妈湾库区的土地资产在政府进行土地整备前能

得以有效利用，逐步扭转广聚亿升亏损，增加公司营业收入。 

化学品贸易方面，控股子公司广聚亿达在巩固原有客户的基础上，适时调整化学品贸易业务方向

及合作模式，积极拓展供应渠道，以应对年初严峻的市场局面及下半年逐步回暖的市场机遇，维持稳

定的经营。报告期内，化学品贸易业务销量及销售额上涨，毛利却有所下降，利润总额与上年基本持

平。 

投资收益方面，妈湾电力现金分红6,292万元，占本年度净利润的47.29 %；深南燃气承包收益572

万元，占本年度净利润的4.30 %；核算深南电投资收益782万元，占本年度净利润的5.88％；证券投

资年末公允价值变动收益-565万元，投资收益1,955万元，占本年度净利润的14.69%；宝生银行分红

款125万元，占本年度净利润的0.94%；核算投控通产投资收益34万元，占本年度净利润的0.26%；公

司核算协孚能源投资损益-53万元。 

综上，2020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22,882万元，同比减少24.29%；营业成本109,941万元，同

比减少24.2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3,005万元，同比增加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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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5,346,582.80 81,729,838.46 13.00% -38.19% -15.82%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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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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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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财政部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知》（财会[2019]16号）

及《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知》（财会[2019]16号），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

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主要会计政策的议案》，于2020年1月1日起按财务报表格式编制

比较报表，并采用追溯调整法变更了相关财务报表列报。 

    2017年财政部修订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财会[2017]22 号），公司第七届

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主要会计政策的议案》，于2020年1月1日起施行新收

入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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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5月25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之间吸收合并的

议案》，同意公司之全资子公司广聚置业吸收合并公司之全资子公司深圳广聚置业管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置业管理”）。吸收合并完成后，广聚置业作为吸收合并方存续经营并取得置业管理的全部资

产、负债，置业管理作为被吸收合并方注销独立法人资格，于2020年7月23日办理工商注销，注销后

置业管理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董事长：张桂泉 

 

 

深圳市广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一年四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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