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重要提示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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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9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602,164,667.12元，减提取盈余公积

金215,726,952.06元，已分配2018年股利679,397,497.00元，加年初未分配利润5,933,851,849.38元后，2019年累计可供分配利润6,

640,892,067.44元。

公司历来严格遵照 《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的指导意见》、《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指引》、《上市公

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及《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2017-2019年）股东回报规划》等相关制度制定利润分配政策，

充分保护广大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积极做好各年度利润分配工作。上述制度已明确规定：“公司连续三年以现金方

式累计向普通股股东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供普通股股东分配利润的30%，公司当年实施股票回购所支付

的现金视同现金红利” 。

2017年，公司实施每10股派发现金0.50元，分配金额336,855,163.50元；2018年，公司实施每10股派发现金1.00元，分配金额

679,397,497.00元；2019年，公司实施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回购支付总金额为人民币104,995,417.41元（不含佣金及印

花税）。公司近三年内实施现金分红金额合计1,121,248,077.91元，占年均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84.07%，已满足并超过

相关制度中关于现金分红的规定。鉴于此，公司根据目前行业发展趋势及各重点项目的建设、经营实际需求，拟制定2019年度

利润分配预案如下：

除2019年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所支付的总金额人民币104,995,417.41元（不含佣金及印花税）视同为现金

分红外，将不再另行实施现金分红，2019年度公司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至以后年度进行分配，本次不派发股票股利，资本公积

金不转增股本。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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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主要业务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广汇能源” ,股票代码“600256” ）始创于1994年，原名称为新疆广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0年5月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成功挂牌上市。2002年开始进行产业结构调整，2012年成功转型为专业化的能源开发上市公司，

同年6月5日正式更名为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自上市以来，广汇能源立足于新疆本土及中亚,面向全球,获取丰富的天然气、煤炭和石油资源，确立了以能源产业为经营

中心、资源获取与转换为方向的产业发展格局，矢志实业、资本两个市场，不断在国内能源领域开创先河，且荣获“五个第一”

的殊荣。目前，广汇能源已形成以LNG、甲醇、煤炭、煤焦油为核心产品，以能源物流为支撑的天然气液化、煤炭开采、煤化工转

换、油气勘探开发四大业务板块，是国内唯一一家同时拥有煤、气、油三种资源的民营企业。

在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布局指引下，公司今后一个时期的战略发展方向是，致力于能源开发全产业链经营模式，稳定发

展中亚市场，积极开拓北美市场，重点做好“四个三工程” 。

公司采取“大能源、大物流、大市场” 战略，凭借在能源领域深耕近20年的经验，目前已具备完整、配套的全产业链布局：

上游资源获取及投资建设工厂已经初见成效，中游投资建设公路、铁路和物流中转基地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下游通过大力开

发民用、车用、工业等应用领域扩大了终端市场规模。公司能源领域全产业链经营模式及可控的成本优势，使其具备了一定的

市场竞争力。

（二）经营模式

1.�内控管理模式

公司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及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结合产业布局和经营特点，建立了股东大

会、董事会、监事会、经营管理层的法人治理结构，制定了健全有效的内部控制体系和制度汇编；设立了财务部、运营投资部、

人力资源部、证券部、审计督察部、安全环保部、招投标采购中心、法律事务部及综合办公室九个职能部室，明确了职责权限及

运作流程。各层级间管理、监督体系横纵有序，职责清晰，关键风险点严格防范，日常业务操作规范管理。

2.�采购模式

LNG业务： 公司主要通过自有油气田开采、 自有煤炭通过煤化工生产以及外购等方式获取天然气资源。 公司积极实施

“控制上游资源，自主发展” 的液化天然气气源保障措施，扩大自有天然气资源。公司吉木乃LNG工厂气源来自公司控制的

TBM公司所拥有的哈萨克斯坦斋桑油气田；哈密新能源工厂自产LNG所需原材料主要来自淖毛湖地区煤矿。公司通过投资

建设境内外油气等上游资源项目，保障了公司LNG生产的气源供应。此外，随着南通港吕四港区LNG接收站投入运营和扩建，

公司通过国际贸易外购气的比例逐步增加。

煤化工业务：公司煤化工生产所需的原材料主要来源于自产煤炭，公司充沛的煤炭储量为公司煤化工业务的持续增长提

供了有力支撑。

煤炭业务：在新疆区域拥有充足的、高质量的煤炭资源，可作为优质的原料煤和动力煤，通过规模化开采，实现自给自足

和对外销售，保证内需外供。

3.�生产模式

LNG业务: 公司LNG业务的生产主要采用三种方式： 一是吉木乃LNG工厂所采用的， 利用天然气经深冷处理后生产出

LNG产品；二是哈密煤化工项目所采用的，以煤炭为原料，经过化学加工使煤转化为煤制天然气，再通过液化处理形成煤制

LNG产品；三是南通港吕四港区LNG接收站项目，通过海外贸易，引进海外LNG资源，进行LNG的境内销售，通过贸易价差，

实现利润。

天然气的液化及存储技术主要系将天然气冷冻至零下162℃，在饱和蒸汽压力接近常压的情况下进行储存，其储存容积

可减少至气态下的1/625。公司引进了德国林德公司的混合冷剂循环的技术，使公司工艺技术和生产设备处于较为先进的水

平。

煤化工业务：

◆120万吨甲醇/80万吨二甲醚、5亿方LNG项目：项目以煤炭为原料，选用碎煤加压气化技术和国产化低温甲醇洗净化技

术，同步化学加工煤制天然气，经液化处理形成煤制甲醇、LNG及副产品。公司以“倡导环保理念，奉献清洁能源” 为经营宗

旨，在煤化工产品生产过程中积极引进国内外环保节能工艺技术，采用丹麦托普索公司湿法硫酸硫回收工艺，使硫的回收率

超过99.2%；采用了中水回用、污水处理回用技术，实现了污水循环利用，减少了对原水（即新水）的需求；在锅炉烟脱硫方面，

采用氨法烟气脱硫技术，脱硫率大于99.8%。公司煤化工项目先进的环保节能工艺技术，不但持续保护了生态环境，也有效控

制了公司煤化工产品的生产成本。

◆1000万吨/年煤炭分级提质清洁利用项目：项目以公司自有白石湖露天煤矿煤炭产品为原料，同时搭配淖毛湖地区其

他煤矿的资源。主要生产工艺是对淖毛湖的块煤资源进行分级提质、综合利用，建立“煤-化-油” 的生产模式，即块煤经过干

馏生产提质煤和煤焦油。其副产荒煤气进入由信汇峡公司投建的煤焦油加氢项目进行净化处理后，一部分作为燃料供给干馏

炉，另一部分作为下游制氢装置的原料，未来还将作为“荒煤气综合利用年产40万吨乙二醇项目”的原料。

◆4万吨/年二甲基二硫（DMDS）联产1万吨/年二甲基亚砜（DMSO）项目：项目采用国内首创的甲硫醇硫化法精细生产

二甲基二硫（DMDS）联产二甲基亚砜（DMSO），主要以公司哈密煤化工工厂供应的甲醇、尾气硫化氢等为原料，产出二甲基

二硫（DMDS）和二甲基亚砜（DMSO）产品。

煤炭业务：公司目前已开采的矿区主要分布在新疆哈密地区淖毛湖周边，主要为露天煤矿，采用露天方式开采。露天开采

主要采用“单斗电铲一卡车一半固定破碎站一带式输送机” 半连续开采工艺，同时使用950型采煤机和540型采煤机，机械化

程度较高，露天开采回采率达到95%以上。公司根据《安全生产法》、《矿山安全生产法》等法规制定了一系列安全生产制度，

并成立了煤矿安全生产委员会。公司严格执行安全生产责任制，明确安全生产职责，层层分解安全生产管理目标，确保公司煤

矿生产安全进行。

4.�运输、销售模式

LNG业务：公司目前LNG产品运输、销售模式主要包括液进液出与液进气出两种模式。其中：液进液出方式主要是通过

LNG槽车运输，运至包括LNG气化站、分布式LNG瓶组站以及加注站等终端供应站，满足汽车用气、工业用气和民用气的需

求；液进气出方式主要是通过将LNG气化还原后进入管道，现阶段多采用转运车运输至下游需求端，未来随着贸易气规模增

大将重点参与管道建设，拓展多种运输与销售路径。公司LNG销售的定价模式主要为：工业用气、商业服务用气结合市场供需

情况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车用LNG主要根据市场情况并结合0#柴油的销售价格波动趋势最终定价。

煤化工业务：公司生产的煤制LNG、甲醇等煤化工产品主要采取客户自提和第三方物流运输的方式进行销售，目前以公

路及铁路运输为主。公司煤化工产品作为大宗化工原料，客户群体定位于大中型工业企业，因此主要采取向客户直接销售的

模式。公司产品的销售定价策略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稳固市场占有率，结合产品成本、产品质量和市场竞争力等因素定价，

追求长期合作与利润最大化。

煤炭业务：公司的煤炭销售业务采用直接销售模式，主要通过铁路和公路相结合的运输方式。公司通过自建淖柳公路、红

淖铁路及物流中转基地，降低了运输和仓储成本，具备较强的成本竞争优势。其中，红淖铁路通过连接兰新铁路构建“疆煤东

运”的战略通道，已于2019年1月1日试运营。该铁路的建成将降低公司的煤炭运输成本，有利于扩大公司的煤炭销售半径，促

进公司的煤炭销售。公司煤炭销售市场主要集中在哈密淖毛湖周边、兰州河西走廊一带及川渝地区。公司与甘肃大唐燃料公

司、酒钢集团、中国铝业等大型用煤企业建立了长期战略合作关系，保证了煤炭销售的稳定性。公司建立了动态的价格体系，

实施产品差异化的定价策略，并充分利用红淖铁路的运输成本优势，取得了稳定的经济效益。

（三）行业情况

2019年，我国扎实推进“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聚焦绿色低碳转型，继续深化能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保

持了量的合理增长，实现了质的稳步提升。

（以下行业情况分析中所涉内容摘自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卓创资讯、中宇资讯、Wind资讯等公开信息，

仅作参考。）

1.天然气业务

天然气是一种优质、高效、清洁的低碳能源，可与核能及可再生能源等其他低排放能源形成良性互补，是能源供应清洁化

的最佳选择。随着我国加快推动能源结构转型，新型城镇化建设进程不断提速，天然气产业正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天然气产业中的LNG产品具有运输储存效率高，使用方便，安全性好的特点，是一种真正的清洁绿色能源，可广泛应用于

工业燃气、民用气、汽车燃料、城市调峰、燃气发电、化工用气等方面。LNG作为液化石油气和天然气的替代和补充，既实现了

清洁能源生产的新途径，优化了煤炭深加工产业结构，又具有能源利用率高的特点，符合国内外煤炭加工利用的发展方向，对

于缓解国内天然气短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2019年，我国天然气消费增速稳中趋缓，国内天然气产量快速增长，供应保障能力显著提升，天然气进口量有所增长，但

增速大幅回落。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数据显示，2019年国内天然气产量1,777亿立方米，比上年同期增长11.5%；天然气

进口量1,322亿立方米，比上年同期增长6.5%；天然气表观消费量3,067亿立方米，比上年同期增长9.4%。

2.煤化工业务

我国煤化工行业划分为传统煤化工和新型煤化工，传统煤化工行业已具有较为成熟的技术和工艺水平，新型煤化工行业

是以生产清洁能源和化工产品为主要目标，将煤炭产能转化为稀缺的清洁油品和化工品，产品主要包括煤制甲醇、煤制烯烃、

煤制乙二醇和煤制油品等。新型煤化工行业是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举措，也是实现石化产品多元化、保障国家能源

安全的重要途径。

2019年，在宏观经济弱势的驱动下，化工品市场氛围较差，部分传统下游需求疲弱。一季度，国内甲醇市场价格持续走低，

后随春检等利好因素发酵，甲醇市场价格逐渐回暖；二季度，需求淡季的到来再次使国内甲醇市场进入下降通道，基本面缺乏

利好刺激，市场缺乏上行动能，煤制甲醇企业利润有所下滑；三季度，受宏观及供需基本面的利好因素支撑，市场重心有所上

调，但四季度在需求疲软的背景下煤制甲醇企业利润再度震荡下行，全年甲醇价格弱势下行。

2019年，国内煤焦油产量出现了明显增加，需求方面，下游企业的新建产能对煤焦油需求量有所提振，但由于下游企业利

润缩水，开工率出现下滑，需求略显疲弱，煤焦油市场价格走势维持宽幅震荡。

3.煤炭业务

煤炭行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之一，是关系国家经济命脉和能源安全的重要基础产业。近年来我国煤炭行业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稳步推进，供给质量稳步提升，优质产能得到有效释放。在新时代的能源体系中，煤炭有效发挥了“稳定器” 、

“压舱石”的作用，长期来看，煤炭行业在一次能源生产和消费中仍将占据主导地位。

2019年，我国去产能由“总量性去产能”转变为“结构性去产能、系统性优产能” ，在淘汰落后产能的同时，先进产能快速

释放，2019年原煤产量37.5亿吨，同比增长4.2%，进口煤炭3.0亿吨，同比增长6.3%，全年供给相对宽松。煤炭消费增速前低后高，

需求探底回升，电力化工行业需求总体平稳，钢铁行业需求旺盛，全年煤炭消费约39.6亿吨，同比增长0.76%。

2019年，动力煤市场消费总量增速放缓，国内保供应政策持续发力，供需由紧平衡逐步转为供应宽松，煤炭市场总体弱势

下行，动力煤市场价格持续震荡回落，呈现旺季不旺的市场特征，动力煤市场价格指数同比下降约4.91%。

3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近3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9年 2018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7年

总资产 48,620,147,364.91 48,339,021,591.74 0.58 45,093,857,774.19

营业收入 14,041,598,393.98 12,904,564,070.73 8.81 8,137,745,008.98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602,164,667.12 1,743,806,530.11 -8.12 653,537,397.15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1,704,761,003.78 1,710,591,274.65 -0.34 746,598,031.83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15,952,944,983.19 15,161,279,023.68 5.22 11,887,145,455.43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4,073,177,556.60 4,140,465,720.71 -1.63 2,437,165,916.08

基 本 每 股 收 益

（元／股）

0.2361 0.2797 -15.59 0.1252

稀 释 每 股 收 益

（元／股）

0.2361 0.2797 -15.59 0.1252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10.38 12.56 减少2.18个百分点 5.62

3.2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月份）

第二季度

（4-6月份）

第三季度

（7-9月份）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营业收入 3,258,576,089.45 3,161,749,167.77 3,414,537,638.75 4,206,735,498.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446,622,282.67 335,751,345.29 411,477,342.63 408,313,696.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453,163,968.61 336,651,250.54 423,699,852.84 491,245,931.7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518,076,263.73 882,060,837.50 1,078,056,080.91 1,594,984,374.46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不适用

4股本及股东情况

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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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66,492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64,862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

持有

有限

售条

件的

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新疆广汇实业投资（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50,500,000 2,531,059,033 37.25 0 质押 1,520,536,544

境内非国

有法人

新疆广汇实业投资（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非公开发行2018年

可交换公司债券质押专户

50,500,000 255,500,000 3.76 0 质押 255,500,000 其他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61,408,214 2.38 0 未知 国有法人

新疆广汇实业投资（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新疆广汇实业投资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非公开发

行2018年可交换公司债券 (第二

期)质押专户

136,000,000 2.00 0 质押 136,000,000 其他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93,630,160 1.38 0 未知 国有法人

新疆投资发展（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6,933,447 74,208,447 1.09 0 未知 国有法人

华龙证券－浦发银行－华龙证

券金智汇3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

58,947,387 0.87 0 未知 其他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48,227,774 54,821,871 0.81 0 未知 其他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时中

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46,650,110 0.69 0 未知 其他

易方达基金－农业银行－易方

达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46,650,110 0.69 0 未知 其他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中

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46,650,110 0.69 0 未知 其他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中

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46,650,110 0.69 0 未知 其他

广发基金－农业银行－广发中

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46,650,110 0.69 0 未知 其他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中

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46,650,110 0.69 0 未知 其他

华夏基金－农业银行－华夏中

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46,650,110 0.69 0 未知 其他

银华基金－农业银行－银华中

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46,650,110 0.69 0 未知 其他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方中

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46,650,110 0.69 0 未知 其他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工

银瑞信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46,650,110 0.69 0 未知 其他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证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2,880,302 40,013,470 0.59 0 未知 其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截至报告期末，广汇集团及一致行动人账户的持股总数不存在增减

变动的情形。新疆广汇实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非公开发行

2018年可交换公司债券质押专户持股总数255,500,000股， 占公司总股

本的3.76%；新疆广汇实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新疆广汇实业

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非公开发行2018年可交换公司债券（第二

期）质押专户持股总数136,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00%。

2．2015年8月6日至2015年12月21日期间，公司控股股东广汇集团

采用华龙证券金智汇3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截至2019年12月31日，华龙证券金智汇31号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账户持股总数58,947,38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87%。广汇

集团与华龙证券金智汇3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3． 未知其他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和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4.2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1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还本付息方式

交易

场所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2015年公开发

行公司债券（第一

期）

15广汇01 136081

2015 年 12

月08日

2020 年 12

月08日

250 7.00

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

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

息一次，最后一期利息

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

付。若投资者放弃回售

选择权， 则在2020年12

月8日一次兑付本金；若

投资者部分或全部行使

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

分债券的本金在2018年

12月8日兑付，未回售部

分债券的本金在2020年

12月8日兑付。如遇法定

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

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

日。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2017年公开发

行公司债券

17广汇01 143149

2017年6月

22日

2022年6月

22日

59,864.79 7.70

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

付息，不计复利，逾期不

另计息。本期债券每年

付息一次，到期偿还本

金并支付最后一期利

息。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2017年公开发

行公司债券（第二

期）

17广汇02 143290

2017年9月

7日

2022年9月

7日

39,816.54 7.50

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

付息，不计复利，逾期不

另计息。本期债券每年

付息一次，到期偿还本

金并支付最后一期利

息。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2017年公开发

行公司债券（第三

期）

17广汇03 143331

2017 年 10

月12日

2022 年 10

月12日

47,856.12 7.50

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

付息，不计复利，逾期不

另计息。本期债券每年

付息一次，到期偿还本

金并支付最后一期利

息。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2018年非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第

一期）

18广能01 150161

2018年2月

22日

2021年2月

22日

29,794.43 7.80

本期公司债券采用单利

按年计息，不计复利，逾

期不另计息。本期债券

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

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

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

付。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2018年非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第

二期）

18广能02 150534

2018年9月

25日

2021年9月

25日

28,525.46 7.90

本期公司债券采用单利

按年计息，不计复利，逾

期不另计息。本期债券

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

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

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

付。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2019年面向合

格投资者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 （第一

期）

19广能01 155209

2019年3月

18日

2021年3月

19日

49,827.27 6.80

本期公司债券采用单利

按年付息、到期一次还

本。利息每年支付一次，

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

起支付。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5.2公司债券付息兑付情况

√适用□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按时、足额完成了“17广汇01”（143149.SH）、“17广汇02”（143290.SH）、“17广汇03”（143331.SH）、“15

广汇01”（136081.SH）2019年度债券付息工作， 支付利息合计人民币1.12375亿元。（具体详见公司2019-042、2019-044、

2019-066、2019-070和2019-081号公告）；公司按时、足额“18广能01” 、“18广能02” 2019年度债券付息工作，支付利息合计人

民币0.471亿元。

5.3公司债券评级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公司于2019年5月1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分别披露由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诚

信证评” ）出具的《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2017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第二期、

第三期）跟踪评级报告（2019）》（信评委函字【2019】跟踪131号）、《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第一期）跟踪评级报告（2019）》（信评委函字【2019】跟踪132号），评级报告维持本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AA+，评

级展望为稳定；同时维持“15广汇01、17广汇01、17广汇02、17广汇03、19广能01”公司债券的信用等级均为AA+。

公司于2019年6月21日在中国货币网（www.chinamoney.com.cn）披露了2019年度信用评级报告（信评委函字[2019]跟踪

0216号），经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审定，维持公司主体信用主体等级AA+，评级展望为稳定。

根据中国证监会和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对跟踪评级的有关要求，中诚信证评在本公司所有公司债券存续期内，在每

年公司年度审计报告公告后进行一次定期跟踪评级，并在所有公司债券存续期内根据有关情况进行不定期跟踪评级。公司将

严格遵照相关规则，及时披露存续期内所有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情况。

5.4公司近2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主要指标 2019年 2018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资产负债率（%） 65.81 64.24 1.57

EBITDA全部债务比 0.16 0.18 -8.73

利息保障倍数 1.92 2.16 -10.91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2019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4,041,598,393.98元，较上年同期增长8.8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602,164,667.12元，

较上年同期降低8.1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1,704,761,003.78元，较上年同期降低0.34%；经营

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4,073,177,556.60元，较上年同期降低1.63%。

2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于2019年8月14日召开了董事会第七届第二十六次会议和监事会第七届第二十一次会议；于2020年4月23日召开了董

事会第七届第三十一次会议和监事会第七届第二十五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

议案》。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均属于“根据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的要求变更会计政策” 的情形。（具体内容

详见公告2019-055，2020-045号）

5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6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本期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子公司共153户，具体包括：

序号 子公司名称 子公司类型 级次 持股比例（%） 表决权比例（%）

1 新疆广汇液化天然气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控股子公司 一级 98.12 98.12

2 新疆吉木乃广汇液化天然气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 100 100

3 新疆广汇清洁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控股子公司 二级 100 100

4 阜康市广汇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 控股子公司 三级 100 100

5 吉木萨尔县孚远燃气销售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四级 100 100

6 阜康市孚远燃气销售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五级 100 100

7 昌吉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广汇九洲天然气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四级 62.59 62.59

8 精河县新广汇天然气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三级 100 100

9 沙湾县广汇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 控股子公司 三级 100 100

10 察布查尔广汇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 控股子公司 三级 100 100

11 新疆盛焰燃气开发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四级 100 100

12 乌鲁木齐广汇天然气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三级 100 100

13 乌鲁木齐瑞龙加油站（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四级 100 100

14 阿克苏广汇天然气发展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三级 100 100

15 柯坪县广汇天然气发展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四级 100 100

16 塔城广汇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 控股子公司 三级 100 100

17 克州广汇天然气发展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三级 100 100

18 阿勒泰广汇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 控股子公司 三级 100 100

19 富蕴县广汇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 控股子公司 四级 100 100

20 吐鲁番广汇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 控股子公司 三级 100 100

21 鄯善县时代燃气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四级 100 100

22 托克逊县鑫浩恒和能源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四级 100 100

23 第五师赛运广汇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控股子公司 三级 100 100

24 博乐市广汇天然气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三级 100 100

25 巴州凯威燃气有限责任公司 控股子公司 四级 100 100

26 伊宁市广汇天然气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三级 100 100

27 特克斯广汇天然气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四级 85 85

28 伊宁县广汇天然气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四级 85 85

29 尼勒克县广汇天然气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四级 100 100

30 霍城县长城石油有限责任公司 控股子公司 四级 100 100

31 霍城广汇天然气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四级 85 85

32 石河子市广汇天然气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三级 100 100

33 玛纳斯县鑫友天燃气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四级 100 100

34 第五师广汇九零天然气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三级 80 80

35 乌苏市广汇天然气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三级 100 100

36 乌苏市宇天燃气有限责任公司 控股子公司 三级 57 57

37 新疆汇中燃气有限责任公司 控股子公司 三级 100 100

38 喀什广汇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三级 100 100

39 塔什库尔干县广汇天然气发展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四级 100 100

40 英吉沙县广汇振英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控股子公司 四级 60 60

41 伊宁市国惠天然气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三级 51 51

42 新疆鑫德富广洁加气加油站（有限责任公司） 控股子公司 三级 60 60

43 奎屯信汇天然气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三级 90 90

44 额敏县广汇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 控股子公司 三级 100 100

45 第九师广汇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 控股子公司 四级 100 100

46 额敏县大众燃气服务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四级 100 100

47 塔城市广汇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 控股子公司 四级 100 100

48 塔城市天瑞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控股子公司 四级 100 100

49 陕西秦北开源清洁能源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二级 100 100

50 甘肃广汇液化天然气运输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二级 95 95

51 平凉市广汇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 控股子公司 二级 100 100

52 嘉峪关市汇能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 控股子公司 二级 100 100

53 额济纳旗广汇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 控股子公司 三级 100 100

54 高台县广汇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 控股子公司 三级 100 100

55 张掖市广汇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 控股子公司 三级 100 100

56 酒泉广汇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 控股子公司 三级 100 100

57 乌鲁木齐广汇汇轩加油站（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二级 50 50

58 甘孜县广汇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 控股子公司 二级 100 100

59 新疆广汇天然气哈密有限责任公司 控股子公司 二级 100 100

60 舟曲县广汇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 控股子公司 二级 100 100

61 迭部县广汇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 控股子公司 二级 100 100

62 宁夏广汇天然气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二级 100 100

63 石嘴山市云磊广汇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 控股子公司 三级 100 100

64 巴彦淖尔市广汇天然气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三级 100 100

65 呼和浩特市北辰伟业燃气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三级 100 100

66 贵州广汇天然气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二级 51 51

67 民勤县广汇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 控股子公司 二级 100 100

68 天祝县广汇聚能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 控股子公司 三级 100 100

69 甘南州广汇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 控股子公司 二级 100 100

70 威海广汇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二级 60 60

71 乌拉特中旗广汇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 控股子公司 二级 100 100

72 山东汇科能源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控股子公司 二级 51 51

73 通渭县广汇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 控股子公司 二级 100 100

74 贵州创世财智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控股子公司 二级 51 51

75 岷县广汇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 控股子公司 二级 100 100

76 祁连祁铭广汇天然气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二级 51 51

77 宕昌县广汇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 控股子公司 二级 100 100

78 红原县广汇天然气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控股子公司 二级 100 100

79 新疆广汇能源销售有限责任公司 控股子公司 二级 100 100

80 冠县恒丰燃气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二级 51 51

81 吉木乃县广汇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控股子公司 二级 100 100

82 杞县广华能源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二级 51 51

83 果洛广汇天然气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控股子公司 二级 100 100

84 石家庄广汇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控股子公司 二级 100 100

85 石家庄市鹿泉区中凯燃气贸易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三级 100 100

86 沧州广汇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二级 51 51

87 保定市广汇天然气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三级 100 100

88 阿坝县广汇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 控股子公司 二级 100 100

89 罗山县新奥能源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二级 70 70

90 青岛西能天然气利用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二级 60 60

91 德州西能天然气利用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三级 75 75

92 莱芜西能天然气利用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三级 100 100

93 青岛西能董家口天然气利用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三级 100 100

94 枣庄市汽运西能天然气利用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三级 51 51

95 滨州西能天然气利用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三级 100 100

96 济宁西能天然气利用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三级 100 100

97 青岛西能华森天然气利用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三级 80 80

98 沂水盛泽天然气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三级 51 51

99 日照西能天然气利用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三级 100 100

100 潍坊西能天然气利用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三级 100 100

（下转B124版）

一、重要提示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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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2.3公司负责人吴晓勇、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马晓燕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张婷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

的真实、准确、完整。

2.4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5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50,418,703,159.85 48,620,147,364.91 3.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16,218,868,486.03 15,952,944,983.19 1.67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588,091,663.16 518,076,263.73 13.51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3,114,376,488.58 3,258,576,089.45 -4.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259,371,135.33 446,622,282.67 -41.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61,175,357.68 453,163,968.61 -42.3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1.61 2.90 减少1.2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82 0.0657 -41.8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82 0.0657 -41.86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67,969.35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

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626,731.48

债务重组损益 260,00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797,821.45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49,915.46

所得税影响额 924,921.51

合计 -1,804,222.35

2.6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164,862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

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新疆广汇实业投资（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2,496,059,033 36.74 0 质押 1,520,536,544 境内非国有法人

新疆广汇实业投资（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非公开发行2018

年可交换公司债券质押专户

279,500,000 4.11 0 质押 279,500,000 其他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61,408,214 2.38 0 未知 国有法人

新疆广汇实业投资（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新疆广汇实业

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非

公开发行2018年可交换公司债

券(第二期)质押专户

147,000,000 2.16 0 质押 147,000,000 其他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93,630,160 1.38 0 未知 国有法人

新疆投资发展（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74,208,447 1.09 0 未知 国有法人

华龙证券－浦发银行－华龙

证券金智汇31号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

58,947,387 0.87 0 未知 其他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54,278,512 0.80 0 未知 其他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时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46,650,110 0.69 0 未知 其他

易方达基金－农业银行－易

方达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46,650,110 0.69 0 未知 其他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46,650,110 0.69 0 未知 其他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46,650,110 0.69 0 未知 其他

广发基金－农业银行－广发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46,650,110 0.69 0 未知 其他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46,650,110 0.69 0 未知 其他

华夏基金－农业银行－华夏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46,650,110 0.69 0 未知 其他

银华基金－农业银行－银华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46,650,110 0.69 0 未知 其他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方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46,650,110 0.69 0 未知 其他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

工银瑞信中证金融资产管理

计划

46,650,110 0.69 0 未知 其他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中证500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36,518,170 0.54 0 未知 其他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新疆广汇实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496,059,033 人民币普通股 2,496,059,033

新疆广汇实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非公

开发行2018年可交换公司债券质押专户

279,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79,500,00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61,408,214 人民币普通股 161,408,214

新疆广汇实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新疆

广汇实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非公开发行

2018年可交换公司债券(第二期)质押专户

147,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47,000,00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93,630,160 人民币普通股 93,630,160

新疆投资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74,208,447 人民币普通股 74,208,447

华龙证券－浦发银行－华龙证券金智汇31号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

58,947,387 人民币普通股 58,947,387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54,278,512 人民币普通股 54,278,512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时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

划

46,650,110 人民币普通股 46,650,110

易方达基金－农业银行－易方达中证金融资产管

理计划

46,650,110 人民币普通股 46,650,110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

划

46,650,110 人民币普通股 46,650,110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

划

46,650,110 人民币普通股 46,650,110

广发基金－农业银行－广发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

划

46,650,110 人民币普通股 46,650,110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

划

46,650,110 人民币普通股 46,650,110

华夏基金－农业银行－华夏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

划

46,650,110 人民币普通股 46,650,110

银华基金－农业银行－银华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

划

46,650,110 人民币普通股 46,650,110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方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

划

46,650,110 人民币普通股 46,650,110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工银瑞信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46,650,110 人民币普通股 46,650,11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500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36,518,170 人民币普通股 36,518,17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截止报告期末，广汇集团及一致行动人账户的持股总数不存在增减

变动的情形。新疆广汇实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非公开发行

2018年可交换公司债券质押专户持股总数279,500,000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4.11%；新疆广汇实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新疆广汇实

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非公开发行2018年可交换公司债券（第

二期）质押专户持股总数147,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16%。

2.2015年8月6日至2015年12月21日期间，公司控股股东广汇集团

采用华龙证券金智汇3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截至2020年3月31日，华龙证券金智汇31号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账户持股总数58,947,387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0.87%。

广汇集团与华龙证券金智汇3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属于《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3. 未知其他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和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情况说明：

（1）总股本变动情况

公司于2020年2月6日办理完毕2018� 年股权激励计划不符合第一个解除限售条件的限制性股票38.4万股的回购注销工

作， 公 司 总 股 本 由 6,793,974,970� 股变更为6,793,590,970� 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9-084、087、089，2020-020号公

告）。

（2）公司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持股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持有的股份数不变，持股比例发生变化。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工作完成后，公司

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43.8846%的股份；不符合第一个解除限售条件的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后，公司控股股东及

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43.8870%的股份。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发生变化。

（3）质押情况说明

截止2020年3月31日， 广汇集团累计质押公司股份1,947,036,544股， 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的66.6209%， 占公司总股本的

28.6599%。

2.7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增减额

变动

比例（%）

变动原因分析

（元） （元） （元）

货币资金 3,563,270,281.18 2,465,217,835.67 1,098,052,445.51 44.54

主要系本期收到新冠肺

炎疫情复工复产支持资

金所致

应收账款 1,175,906,561.55 798,429,594.89 377,476,966.66 47.28

主要系本期煤炭销售款

未到结算期所致

预付款项 353,164,766.78 112,257,496.88 240,907,269.90 214.60

主要系本期预付天然气

采购货款及预付铁路运

费所致

预收款项 98,685,317.25 509,294,101.99 -410,608,784.74 -80.62

主要系本期执行新收入

准则报表项目变动至合

同负债所致

应付利息 181,573,240.80 139,477,810.46 42,095,430.34 30.18

主要系本期计提借款利

息所致

专项储备 101,636,001.87 67,042,590.94 34,593,410.93 51.60

主要系本期计提安全生

产费及维简费所致

研发费用 1,969,010.71 107,843.80 1,861,166.91 1,725.80

主要系本期增加甲醇节

能改造项目研发费所致

资产处置

收益

-167,969.35 1,252,157.67 -1,420,127.02 -113.41

主要系本期处置非流动

资产减少所致

其他收益 2,626,731.48 848,500.02 1,778,231.46 209.57

主要系本期收到社保、

稳岗等政府补助款所致

营业外支出 7,071,357.74 10,869,797.74 -3,798,440.00 -34.94

主要系鄯善LNG储罐

列入调峰储备项目停工

损失减少所致

所得税费用 62,402,534.87 103,204,102.53 -40,801,567.66 -39.53

主要系受新冠疫情影响

使利润减少所致

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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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第一季度，受新冠肺炎疫情蔓延以及国际油价暴跌等因素影响，全球宏观经济下行风险加剧，不确定因素显著增

多，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6.8%，制造业PMI大幅下降至35.7%后，重回荣枯线以上，供需基本面持续宽松，市场呈现

持续低迷状态。

2月以来，新冠疫情全球蔓延导致国内外需求骤然萎缩，原油等大宗商品价格急剧下跌，多数企业生产经营面临前所未

有的困难，效益恢复增长面临巨大压力，公司主动响应国家及地方政府有关疫情防控的各项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各项疫情防

控工作，生产经营工作始终处于可控、在控状态，未发生停工停产的情形，各生产单位都在采取有效措施，总体运行保持平稳

状态。虽然3月份月度净利润比2月份有明显回升，但整体一季度与上年同期相比仍有较大差距。

截止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50,418,703,159.85元，较上年度末增长3.7%；实现营业收入3,114,376,488.58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4.4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59,371,135.33元，较上年同期下降41.9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261,175,357.68元，较上年同期下降42.37%；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588,091,663.16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3.51%。

截至3月26日，公司各生产单位已全面恢复至满负荷生产状态，当前能源化工产品市场价格已处于相对低位，随着企业

复工复产，市场需求将逐步得到有效恢复，或将推动能源化工产品市场价格逐步回升修复。

2020年第一季度公司各生产经营板块具体情况如下：

（一）天然气板块

一季度，国际天然气整体需求增速下滑，总供应量增长超过总需求增长，天然气价格创历史新低；国内天然气行业上下

游均延期复工，各地交通出现不同程度管制，下游需求降至低位，全国LNG均价同比下跌1164元/吨，跌幅25.25%，环比下跌

559元/吨，跌幅13.91%。随着国内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有所减弱，下游需求逐步回暖，LNG出厂价格出现反弹。

报告期内，受疫情影响,各地区人员流动及危化品车辆运输的管控力度加强，公司LNG产品主要销售区域多条道路暂时

封闭，部分加气站点临时关闭或限时营业，加气量大幅下滑，致使LNG运输和销售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公司科学组织生产，

加强安全环保、装置运行、设备管理的联动协管，密切关注疆内外市场变化，做好价格管控,一季度天然气板块具体生产运营

情况如下：

1.自产气方面：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应对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2月份主动降低哈密新能源工厂、吉木乃工厂生产负荷，哈

密新能源工厂按照安全设施新规范升级改造，提高设备自动化水平，扎实开展节能降耗，LNG产量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吉

木乃工厂受市场需求低迷及产品运输困难的影响，产量同比下降33.33%。1-3月，公司自产LNG销量25,017.63万方，同比下降

11.97%。3月26日已实现工厂满负荷运行，LNG销售已恢复至正常销售水平。

2.贸易气方面：报告期内，国贸公司全面分析国际LNG市场变化，紧抓国际油价暴跌契机，有效利用与道达尔等油气生

产商的长期购销协议，灵动结合现货采购方式，持续控制LNG上游采购成本，扩大国内外贸易利差，同时积极开发华东区域

城市燃气市场，做好市场终端开发，提升公司整体经济效益。

报告期内，除2月份接卸受阻外，启东LNG接收站一季度安全靠泊LNG外轮共计3艘次，累计接卸LNG17.62万吨，累计出

库22.29万吨。公司实现外购气销量31,260.18万方，同比下降1.05%。

分类 2020年一季度 2019年一季度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产量（万方）： 24,642.59 28,565.67 -13.73

1、吉木乃工厂 7,401.90 11,102.47 -33.33

2、哈密新能源工厂 17,240.69 17,463.20 -1.27

销量（万方）： 56,277.81 60,011.27 -6.22

其中：1、自产 25,017.63 28,420.27 -11.97

2、外购 31,260.18 31,591.00 -1.05

（二）煤化工板块

一季度，国内煤化工产品价格大幅下降，同时新冠疫情导致需求全面疲弱，物流运输困难急剧加重，叠加下游需求恢复

不及预期，产品供需基本面矛盾进一步激化。甲醇方面：一季度，国内甲醇期货价格中枢不断下挫，而进口货源数量不减，港

口库存持续高位，甲醇市场价格大幅走跌，全国甲醇均价同比下跌16.51%。煤焦油方面：国内成品油零售价格连续下调，油品

需求持续疲软，中温煤焦油市场弱势下跌，国内煤基油品均价同比下跌26.66%。

1.�哈密新能源公司

报告期内，哈密新能源公司高度重视安全环保工作，强化风险管控，加强生产工艺优化，积极应对市场变化，结合疫情情

况适时调整工厂生产负荷。截止报告期末，公司甲醇产量为26.98万吨，同比下降4.6%；销量25.99万吨，同比下降3.67%。

2020年2月11日，哈密新能源公司紧急设计投建产能一期为1千吨/年的次氯酸钠消毒液项目，4天建成产出合格产品“广

汇牌次氯酸钠消毒液” 。报告期内，公司向辖区内企业和社会捐赠次氯酸钠消毒液108吨，被哈密市人民政府纳入当地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期间重要物资生产供应企业。

2.�清洁炼化公司

一季度，清洁炼化公司“1000万吨/年煤炭分级提质清洁利用项目”一期炭化三个生产系列已全部投入运行。报告期末，

公司生产负荷已恢复到疫前水平。一季度煤基油品产量16.24万吨，同比增长74.62%；销量10.92万吨，同比增长39.82%。

3.�化工销售公司

化工销售公司积极应对煤化工产品价格下跌影响，制定疫情期间出库激励政策，密切跟踪下游客户复工情况，确保产品

库存合理、可控。公司精准研判市场，把握市场先机，对主要产品进行策略性销售，提前锁定销售价格及利润，实现销售效益

最大化。

产品名称

2020年一季度 2019年一季度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产量

（万吨）

销量

（万吨）

产量

（万吨）

销量

（万吨）

产量 销量

甲醇 26.98 25.99 28.28 26.98 -4.60 -3.67

煤基油品 16.24 10.92 9.30 7.81 74.62 39.82

煤化工副产品 10.14 10.16 10.19 10.17 -0.49 -0.10

（注：煤化工板块不包括化工销售贸易量）

（三）煤炭板块

一季度，全国煤矿保持正常作业，进口供应有序释放，内外补充供应仍以宽松为主，因产地环保、安检形势严峻等因素影

响，煤价支撑较强，整体呈现偏强运行。随着煤炭供给侧改革和产能结构的调整，国际原油与煤炭价格走势相关性逐渐走弱，

未对公司煤炭销售价格产生较大影响，国内煤炭价格均价同比下跌5.56%。

报告期内，矿业公司积极组织生产，严格管控成本，全力做好市场开发和提质煤储、掺、运、销工作，稳步开拓川渝云贵等

新区域。根据各区域客户实际情况，公司加大沟通协调力度，有效利用红淖铁路开通后的运输优势，以煤炭保障供应为基础

条件与多家客户达成销售合作。一季度，公司原煤产量144.93万吨，同比增长14.41%；煤炭销量325.35万吨，同比增长54.51%。

其中：原煤销售量同比增长30.20%，提质煤销售量同比增长93.00%。

分类 2020年一季度 2019年一季度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原煤产量（万吨） 144.93 126.68 14.41

提质煤产量（万吨） 94.11 44.51 111.41

煤炭销售量（万吨） 325.35 210.57 54.51

其中：原煤 168.02 129.05 30.20

提质煤 157.33 81.52 93.00

（注：原煤产销量均不含煤化工项目自用煤量）

（四）加强项目前期管理，提高管理质量，科学把控建设节奏

此次疫情期间针对区域人员流动以及道路运输监管的管控力度不断加强，对公司在建项目造成一定影响，主要体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国内供应链物流受阻；二是部分施工企业工人返工受阻；三是部分在建项目的材料供应商及招标工作有

所滞后，受疫情影响停工停产导致延期供货。针对当前严峻形势，公司积极稳妥推进重点工程项目开工复工，做到疫情防控

与项目建设两手抓；及时了解国家产业政策，统筹实施项目评估，合理规划项目资金，适当把控项目建设进度。

1.江苏南通港吕四港区LNG接收站及配套终端设施建设项目

（1）三期2#16万立方米储罐：截至报告期末，项目累计完成93%的总工程量，正在进行珍珠岩填充，配套消防系统施工。

项目现场施工人员原计划2月3日进场施工，受疫情影响，项目整体工期延后1个月，公司已要求施工单位采取增加施工人员、

协调施工工序衔接等措施，全力保证工期。

（2）5#20万立方米储罐：报告期内，项目于2020年1月22日收到江苏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的《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南

通港吕四港区广汇能源LNG分销转运站扩建5#20万m3LNG储罐工程项目核准的批复》。截至报告期末，项目已完成初步设

计、试桩、桩基检测，以及场地换填工作。

（3）LNG气化及配套海水取排水项目：截至报告期末，项目完成总工程量的99%左右；110KV变电所主体已完成，准备送

电调试；装饰装修工作、室外地坪浇筑、装置区设备（除增压泵）安装保冷均已完成；工艺管道基本完成；配套海水取排水项

目完成整体施工，目前正在进行尾向处理。

（4）启通天然气管线项目：截至报告期末，项目管道焊接累计完成99.98公里，防腐施工累计完成99.89公里，累计完成

99.9%的总工程量。启东首末站、分输站及5间阀室完成土建施工，正在进行设备安装。

2.新疆红柳河至淖毛湖铁路项目

红淖铁路于2019年1月1日开通进入试运营阶段，项目规划建设六个装车站点，分别是白石湖东煤炭快装系统（原煤）、

淖毛湖车站货场（普货）、下马崖高站台（大宗商品）、清洁炼化提质煤快装系统、信汇峡危化品装车站和淖毛湖集装箱货

场。截止报告期末，公司已陆续投入4个装车站点运行，信汇峡危化品装车站和淖毛湖集装箱货场正在筹建过程中。上述装车

站点的陆续投运，大力提高红淖铁路的运输效率，增加了红淖铁路的货物发运品种和发运量，有效地节省了运输成本。

铁路公司统筹疫情防控和安全生产，加强煤炭、化工等重点物资运输，保障重点地区疫情防控期间的物资供应安全，在

疫情特殊时期发挥重要作用。报告期内，公司连续平稳运行，完成39742辆运输，货物发运量达270.10万吨，同比增长148.67%。

其中，2月23日单日装车数580辆，发运量达4万吨，创运营开通以来铁路单日发运量新高。

3.硫化工项目

报告期内，公司取得4万吨/年DMDS联产1万吨/年DMSO项目一期工程《安全生产许可证》，生产二甲基二硫1606吨，纯

度稳定在99.8%以上，硫醚品质达到98%以上，精硫醇纯度大幅提升至96%以上。硫化工公司以提产能、降消耗为核心，积极推

进技改攻坚工作，严控生产工艺指标，确保装置连续稳定运行。

4.哈萨克斯坦斋桑油气开发项目

目前项目区块仍主要处于天然气勘探评价和稠油试采阶段，天然气投入正常生产并已产生稳定的现金流。现有总井数

54口，其中：油井29口，气井25口。自2013年6月19日，主块天然气顺利投产并从哈国斋桑输送至吉木乃LNG工厂，目前25口气

井正常开井生产16口，日产气97.60万方，平均单井日产气6.10万方。一季度，受下游工厂生产负荷降低影响，生产天然气0.79

亿方，项目累计生产和输送天然气30.16亿方，区块稠油仍然处于试采测试阶段。

5.荒煤气综合利用年产40万吨乙二醇项目

报告期内，项目新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自然资源局临时用地合同手续。截至报告期末，项目现场乙二醇装置区、

DMO装置区、机电仪维修车间、循环水站、气体净化与分离等主要装置区厂房基础施工进入收尾阶段，正在进行设备基础施

工。

6.宏汇煤炭分级提质清洁利用项目

报告期内，宏汇项目为系统装置恢复试生产开展准备工作，保证系统装置按生产组织计划恢复试生产。项目取得了嘉峪

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出具的消防验收意见书《消防验收意见书》，验收合格；取得临时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完善系统恢

复试生产的安全作业标准、危险源辨识和开工方案；完成系统恢复试生产的全部各类生产原辅料采购招标工作。

（五）再融资项目

2019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公司于2018年4月10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 《关于核准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609号），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20亿元的公司债券。（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7-073、

2017-080、2018-039号公告）2019年3月19日，公司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发行规模为人民币5亿元,票面

利率6.8%。

公司于2020年2月7日披露了《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19� 广能 01” 公司债券不调整票面利率的公告》、《广汇能

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19�广能 01”公司债券投资者回售实施办法的公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0-024、2020-025），回售

实施完毕后，“19广能01”公司债券回售金额为0元，故债券数量不变，仍为500,000手（1手为10张，每张面值100元）。

（六）疫情重点保障工作

一季度，公司在确保员工安全健康的前提下，努力克服疫情对生产、运输、销售等各环节的影响，通过扎实的安全部署举

措，确保下属各产业单位均无一停工情形发生。公司生产的主营业务产品煤炭、天然气及以甲醇为主的煤化工产品等，均为

能源类民生保障用品，哈密市人民政府已下发《关于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重要物资生产供应有关事宜的函》（哈政函

【2020】19号），明确将公司列为当地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重要物资生产供应企业。

为进一步以实际行动助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鉴于消毒液为疫情防控日常生活必需品之一，公司除了确保主营业务

产品的正常生产、供应以外，全体人员夜以继日，合理优化配方，利用现有煤化工项目生产基础设施，新建了次氯酸钠消毒液

产品的生产线和灌装包装线，已成功生产出合格产品“广汇牌次氯酸钠消毒液” ，主动供应配置各种浓度且供多行业使用的

消毒液产品。本次氯酸钠消毒液项目主要包含自动称重式灌装机、配置槽、搅拌器、输送泵、脱盐水制备装置等，设计产能第

一阶段为1000�吨/年，预期未来可达10000�吨/年，产品满足GB19106-2013《次氯酸钠》A-Ⅲ型各项指标，不仅适用于一般工

业，同时适用于环境消毒、杀菌及水处理等领域。

本项目已取得伊吾县应急管理局颁发的《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证书编号：伊危经字【2020】000002）及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颁发的《消毒液产品卫生许可证》（证书编号：新卫消证字【2020】第0014�号），即时可批量生产次氯

酸钠消毒液产品，持续向当地居民、企业供应以作日常防疫之用。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不适用

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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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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