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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运营稳定性、供应商与客户结构、与供应商及客户的良好合作、套期保值业

务开展情况等经营因素等多重因素影响。倘前述因素发生不利变动都可能会对

公司的经营活动产生不利影响，进而使公司面临业绩下滑的风险，极端情况下

甚至可能导致公司上市当年营业利润较上年下滑50%以上甚至亏损的风险，提

请投资者注意发行人未来利润大幅波动的风险。

（八）新冠疫情带来的市场波动风险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于2020年1月在全国爆发并逐渐蔓延至全球， 对公

司上游采购及下游销售造成了一定不利影响。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出具日，

公司已恢复正常的业务经营，但若新冠疫情进一步反复或加剧，预计将对公司

上下游产业链造成冲击， 从而可能对公司的业务开展和盈利水平造成不利影

响。

（九）部分土地、房屋建筑物存在瑕疵的风险

公司及其子公司存在部分土地、房屋建筑物未办理权属证书及租赁的部分

土地、房屋建筑物存在瑕疵的情形，具体包括在未完成土地出让手续的土地上

开展建设活动、在租赁土地上建设未能将房产登记办理至公司名下、租赁使用

的集体土地出租方未能提供相应土地的权属证明等情况。

上述土地、房屋建筑物可能因产权瑕疵产生纠纷，给公司及其子公司造成

损失或产生额外支出（包括但不限于被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处以罚款，被责令拆

除或搬迁，被第三方索赔产生赔偿金，拆除或搬迁费用，停工停产损失等）。 尽

管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已承诺对于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因此而实际产生的经

济损失或者支出的费用以现金方式补偿，并将积极采取有效措施，促使各相关

企业业务经营持续正常进行，但是公司仍面临部分土地、房屋建筑物存在瑕疵

的风险。

八、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主要财务信息、经营状况及最近一期业绩预计

基于公司2021年1月（未经审计）已实现的经营业绩情况，并考虑到公司所

处行业的发展情况，公司2021年1-3月预计营业收入276,710.33万元-304,396.71

万元， 同比增长33.68%-47.05%， 公司2021年1-3月预计营业收入增加主要系

2020年1-3月受新冠疫情影响，下游客户停工等因素导致公司主营产品销售量

规模较低，2021年1-3月下游客户恢复运转且各类工厂纷纷加大力度实施 “煤

改气” 清洁能源改造，叠加公司LNG气化工程转固后拓宽了电厂企业、城燃公

司客户源等利好因素，使得2021年1-3月公司主营产品销售量规模预计将明显

提升；2021年1-3月预计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11,469.77万元-17,233.26万

元，同比增长17.13%-75.98%，公司2021年1-3月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上升

主要系2021年1-3月预计营业收入增加所致； 公司2021年1-3月预计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为 18,062.60万元-23,826.08万元，同比增

长40.41%-85.22%。前述财务数据不代表公司最终可实现收入和净利润，不代表

公司所做的盈利预测。

2021年1-3月公司经营情况良好，营业收入、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净利润等业绩指标较2020年同期均将有所增长， 不存在重大业绩下滑的情形。

公司的核心业务、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经营业务和业绩水准仍处于

正常状态，不会对公司持续盈利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第二节 本次发行概况

发行股票类型 人民币普通股（A股）

每股面值 人民币1.00元

发行股数、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 8, 296.9866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18.73%（本次发行的股份全部为新股，不涉及公开发售老股）

每股发行价格 【】元/股

发行市盈率 【】倍（按每股发行价格除以发行后每股收益计算）

发行后每股收益

【】元（按本公司2020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

以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发行前每股净资产 6.9809元（以2020年12月31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权益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元（按2020年12月31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加上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之和

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发行市净率 【】倍（按每股发行价格除以发行后每股净资产计算）

拟上市的证券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发行方式 采用网下向配售对象询价发行和网上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或采用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方式

发行对象

符合资格的网下投资者和在上交所开户的境内自然人、法人或其他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

买者除外），或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它对象；

本次发行股份的流通限制和锁定

安排

本次发行股份的流通限制和锁定安排请参见“第一节 重大事项提示” 之“一、关于股份锁定及减

持意向的承诺”

承销方式 余额包销

预计募集资金总额 【】万元

预计募集资金净额 【】万元

发行费用概算

本次发行费用总额为19, 090.53万元，其中：

保荐承销费用：16, 264.15万元

审计验资费用：1, 132.08万元

律师费用：1, 117.92万元

信息披露费用：410.38万元

发行手续费用及其他费用：166.00万元

以上费用均不含增值税

第三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资料

公司名称 江西九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J iang xi�J ovo�Energ y�Co., �Ltd.

注册资本 36, 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张建国

有限公司设立日期 2008年2月27日

股份公司设立日期 2018年2月7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1671830144D

法定住所 江西省赣州市于都县工业新区振兴大道西侧

董事会秘书 吉艳

联系电话 020-38103095

传真 020-38103095

邮政编码 342300

电子信箱 jx jf@jovo.com.cn

公司网址 ht tp : //www .jovo.com.cn/

二、发行人的历史沿革和改制重组情况

（一）发行人的设立方式

发行人系由九丰有限整体变更设立。2018年1月15日，九丰有限通过董事会

决议，同意由公司全体股东作为发起人，将公司由有限责任公司整体变更为股

份有限公司。 根据广会审字[2018]G17036470018号《审计报告》，全体发起人以

截至股改基准日2017年10月31日的经审计净资产101,334.11万元折股为7,500万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1元，剩余93,834.11万元计入资本公积。

2018年1月15日，国众联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出具了《江西

九丰能源有限公司拟股份制改制所涉及的江西九丰能源有限公司净资产价值

资产评估报告》，九丰有限股改基准日净资产评估值为161,156.90万元。

2018年1月26日，有限公司全体股东签署《发起人协议》，并于2018年1月29

日召开了创立大会暨第一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江西九丰能源股份有

限公司的筹备工作报告》、《关于设立江西九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并授权董事

会负责办理工商注册登记事宜的议案》、《关于制定 〈江西九丰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的议案》等议案。

根据致同会计师出具的《验资报告》，验证整体变更后的注册资本已实缴

到位。 2018年2月7日，赣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九丰有限变更为股份有限公

司，并换发《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671830144D）。 2018年2

月11日，江西省商务厅出具《外商投资企业变更备案回执》（赣商务外资管备

201800017），对上述事项进行备案。

（二）发起人及其投入的资产内容

公司设立时的总股本为7,500万股，发起人为九丰有限全体股东，包括九丰

控股、张建国、史带金融、蔡丽红、蔡丽萍、盈发投资、香港价值谷、汇天泽、广发

乾和、恒达投资、惠真投资、信德环保、蔡建斌、杨影霞、珠海浚协、京成东润、拓

溪投资、崇业投资、富盈投资、衡通投资、信德今缘、珠海康远。

股份公司成立时承继了九丰有限的整体资产及全部业务，拥有的主要资产

为九丰有限的经营性资产，包括储存接收LNG、LPG、甲醇的设施、DME生产装

置、运输设备、专利和商标等资产。

三、发行人股本情况

（一）总股本、本次发行的股份、股份流通限制和锁定安排

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为36,000万股，本次拟公开发行8,296.9866万股，发

行后总股本为44,296.9866万股。 公司本次公开发行的全部为新股。

关于发行前所持股份流通限制和自愿锁定股份的承诺的具体内容，请参见

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第一节 重大事项提示” 之“一、关于股份锁定及减持意向

的承诺” 。

（二）股东构成

本次发行前公司的股东中不存在国家股、国有法人股股东持股情形。 本次

发行前，公司发起人、前十名股东及自然人股东、外资股股东的持股情况如下所

示：

1、发起人

发起人持股数量及比例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九丰控股 143, 286, 120 39.80%

2 张建国 51, 879, 456 14.41%

3 史带金融 31, 169, 472 8.66%

4 蔡丽红 22, 234, 056 6.18%

5 蔡丽萍 19, 763, 602 5.49%

6 盈发投资 15, 156, 211 4.21%

7 汇天泽 9, 160, 306 2.54%

8 广发乾和 9, 160, 306 2.54%

9 香港价值谷 9, 160, 306 2.54%

10 恒达投资 8, 346, 058 2.32%

11 惠真投资 6, 412, 210 1.78%

12 信德环保 5, 317, 555 1.48%

13 蔡建斌 4, 940, 899 1.37%

14 杨影霞 4, 940, 899 1.37%

15 珠海浚协 4, 580, 150 1.27%

16 京成东润 3, 664, 123 1.02%

17 拓溪投资 2, 748, 091 0.76%

18 崇业投资 2, 035, 622 0.57%

19 富盈投资 2, 016, 936 0.56%

20 衡通投资 2, 016, 936 0.56%

21 信德今缘 1, 772, 520 0.49%

22 珠海康远 238, 166 0.07%

合计 360, 000, 000 100.00%

2、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公司前十名股东及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九丰控股 143, 286, 120 39.80%

2 张建国 51, 879, 456 14.41%

3 史带金融 31, 169, 472 8.66%

4 蔡丽红 22, 234, 056 6.18%

5 蔡丽萍 19, 763, 602 5.49%

6 盈发投资 15, 156, 211 4.21%

7 香港价值谷 9, 160, 306 2.54%

8 汇天泽 9, 160, 306 2.54%

9 广发乾和 9, 160, 306 2.54%

10 恒达投资 8, 346, 058 2.32%

3、前十名自然人股东情况

序号 股东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在公司担任的职务

1 张建国 51, 879, 456 14.41% 董事长、总经理

2 蔡丽红 22, 234, 056 6.18% 董事

3 蔡丽萍 19, 763, 602 5.49% 董事

4 蔡建斌 4, 940, 899 1.37% 董事

5 杨影霞 4, 940, 899 1.37% 董事、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

合计 103, 758, 912 28.82% -

4、外资股份情况

本次发行前，公司股东中香港价值谷系根据香港法律设立并合法存续的公

司；史带金融系依法在巴巴多斯注册并合法存续的公司。以上2名外资股东具体

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史带金融 31, 169, 472 8.66%

2 香港价值谷 9, 160, 306 2.54%

（三）本次发行前各股东间的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前各股东间的关联关系及持股比例如下：

序号 股东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关联关系

1 九丰控股 143, 286, 120 39.80

张建国与蔡丽红系夫妻关系；蔡丽红、蔡丽萍、

蔡建斌系兄弟姐妹关系；九丰控股的股东为张

建国、 蔡丽红； 盈发投资的主要合伙人为张建

国、蔡丽红，执行事务合伙人为蔡丽红

2 张建国 51, 879, 456 14.41

3 蔡丽红 22, 234, 056 6.18

4 蔡丽萍 19, 763, 602 5.49

5 盈发投资 15, 156, 211 4.21

6 蔡建斌 4, 940, 899 1.37

7 信德环保 5, 317, 555 1.48

信德环保和信德今缘的合伙人之一均为广发信

德， 广发乾和与广发信德均为广发证券的全资

子公司，珠海康远为广发信德的员工跟投平台

8 信德今缘 1, 772, 520 0.49

9 广发乾和 9, 160, 306 2.54

10 珠海康远 238, 166 0.07

四、发行人主要业务、主要产品和行业竞争地位

（一）公司主营业务和主要产品

公司是国内专注于燃气产业中游及终端领域的大型清洁能源综合服务提

供商，经营产品包括液化石油气（LPG）、液化天然气（LNG）等清洁能源以及

甲醇、二甲醚（DME）等化工产品，主要应用于燃气发电、工业燃料、城镇燃气、

汽车燃料、化工原料等领域，并为客户提供优质的国际能源供应及整体应用解

决方案。

（二）产品销售渠道和方式

公司销售以境内销售为主， 同时也通过转口及复出口等形式进行境外销

售。 作为华南地区进口LPG及LNG市场的重要参与者，公司产品在华南地区特

别是珠三角地区拥有较大的市场份额，建立了一个涵盖多层次的销售网络。 报

告期内，公司的销售类型包括批发及终端零售。

（三）所需主要原材料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主要原材料包括，LPG、LNG和甲醇等。 公司生产

经营过程中所需主要能源为电力、热力蒸汽、水等。

（四）行业竞争格局和公司在行业中的竞争地位

1、LPG的行业竞争格局和市场化程度

国内LPG行业的上游供应方主要是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海油、地方炼

厂和能源进口商等，除央企背景的公司外，部分能源进口商如九丰能源、东华能

源、新海能源等拥有接收码头等资源优势，接收储备等配套设施完善，物流配送

体系健全，经营方式灵活，有一定的上游采购资源及议价能力，一定程度上对国

内LPG市场起到风向标的作用，是LPG市场的重要参与方。 整体上，LPG市场是

竞争性市场，产品质量、供应保障能力、服务质量和销售价格、企业品牌等成为

LPG行业不同企业间竞争的关键因素。

2、LNG的行业竞争格局和市场化程度

国内LNG的上游供应主要来源于国际LNG进口和国内开采生产， 其中

LNG进口参与主体以中国石油、中国石化和中国海油等大型央企为主，为保障

民生需要，其进口LNG主要在气化后直接输入城市管网，少部分经槽车外运，

进入LNG流通市场。 近年来，为加速推进天然气调峰储备等基础设施的建设，

国家开始鼓励引导民营企业参与LNG产业链竞争。 截至目前，包括九丰能源、

广汇能源、 新奥能源等民营企业陆续参与到LNG储备接收设施的建设与运营

中，其接收的LNG主要通过槽车外运进入LNG流通市场。

3、公司的行业竞争地位

公司是我国LPG、LNG行业的重要参与者， 在华南地区拥有突出的行业地

位。LPG方面，以2020年LPG进口量计算，公司是我国第四大LPG进口商，是华南

地区第一大的LPG进口商。 LNG方面，公司是华南地区LNG流通市场的重要供

应商，享有稳定优质的国际气源采购渠道和较高的市场知名度。

五、发行人业务及生产经营有关的资产权属情况

（一）房屋所有权

截至2021年2月28日， 公司及子公司在中国境内共拥有取得房屋产权证书

及不动产权证书的14处房屋。此外，还有部分房屋未取得权属证书，但不会对发

行人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不会构成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的法律障碍。

（二）土地使用权

截至2021年2月28日， 本公司及子公司拥有17宗已取得权属证书的土地使

用权。此外，还有部分土地未取得权属证书，但不会对发行人经营造成重大不利

影响，不会构成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的法律障碍。

（三）主要知识产权

截至2021年2月28日，公司及其子公司共拥有18项商标、15项专利。

（四）海域使用权

2009年1月15日，东莞市海洋与渔业局下发“国海证084419013号”《海域使

用权证书》，用海类型为“交通运输用海” ，用海面积为16.59公顷，批准使用的

终止日期为2055年1月1日，海域使用权登记编号为OGG20090002。

（五）码头岸线

2005年3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出具了“交规划发[2005]98号” 批

复，同意东九能源按301米码头长度使用所对应的港口岸线。

（六）特许经营权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及其子公司共拥有3项特许经营权。

六、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

（一）同业竞争情况

公司实际控制人张建国、蔡丽红未从事任何与公司相同、相似的业务或活

动，与公司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 除直接和间接支配九丰能源64.60%表决权并

在公司任职外，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未从事任何与公司相同、相似的业

务，与公司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

（二）关联交易情况

1、经常性关联交易

（1）采购商品和接受劳务

报告期内，发行人向关联方采购商品或接受劳务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方

交易

内容

2020年度 2019年度 2018年度

金额 占营业成本比例 金额 占营业成本比例 金额 占营业成本比例

中油九丰 购买LNG 268.56 0.04% 892.44 0.10% 1, 138.56 0.11%

勤丰物流 物流服务 158.28 0.02% -- -- -- --

合计 426.83 0.06% 892.44 0.10% 1, 138.56 0.11%

报告期内， 发行人向关联方采购商品和劳务的合计金额分别为1,138.56万

元、892.44万元和426.83万元， 占当期营业成本的比例分别为0.11%、0.10%和

0.06%，占比较低，对关联方不存在重大依赖。

（2）出售商品和提供劳务

报告期内，发行人向关联方出售商品或提供劳务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方

注1

交易

内容

2020年度 2019年度 2018年度

金额

占营业

收入比例

金额

占营业

收入比例

金额

占营业

收入比例

中油九丰

销售LNG 1, 755.30 0.20% 10, 347.51 1.03% 21, 392.21 1.86%

提供LNG物流等

服务

31.15 0.00% 48.95 0.00% 387.06 0.03%

广能燃气注2

销售LPG - - 13, 866.47 1.38% 11, 954.46 1.04%

提供物流服务 - - 85.08 0.01% 73.84 0.01%

佛山公用注3 销售LNG - - - - 5, 401.65 0.47%

中国南玻注4 销售LNG 1, 449.58 0.16% 4, 672.08 0.47% 4, 673.92 0.41%

一汽巴士

能源

销售LNG 1, 232.58 0.14% 1, 691.14 0.17% 2, 074.17 0.18%

恩平珠江

销售LNG 21, 634.55 2.43% - - 34.76 0.00%

提供技术服务 40.00 0.00% 25.00 0.00% 33.77 0.00%

中电九丰

销售LNG 44, 454.41 4.99% 82.82 0.01% - -

提供服务 - - 5.70 0.00% - -

合计 70, 597.57 7.92% 30, 824.76 3.08% 46, 025.84 4.00%

注1：上述金额及占比为合并口径，包含关联方合并范围内的各主体。

注2：广能燃气曾为公司下属子公司，于2018年8月对外转让，自2018年8月

起不再纳入公司合并范围，因此关联交易起算日期为2018年8月。

注3： 佛山公用与发行人实际发生交易的主体包括其子公司佛山市天然气

高压管网有限公司、深圳前海佛燃能源有限公司。 发行人独立董事朱桂龙曾担

任佛山市公用事业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并于2017年11月离职，朱桂龙2018年开始

担任公司独立董事，因此2018年仍将佛山市公用事业控股有限公司认定为关联

方，公司与佛山公用子公司的交易作为关联交易披露，报告期其他各期的交易

不作为关联交易。

注4： 中国南玻与发行人实际发生交易的主体为其子公司清远南玻节能新

材料有限公司。发行人独立董事朱桂龙兼任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

事，关联交易起算日期即朱桂龙担任发行人独立董事的日期（2018年1月），因

此仅将2018年及之后的交易作为关联交易披露。

报告期内， 发行人向关联方出售商品或提供劳务的合计收入分别为46,

025.84万元、30,824.76万元和70,597.57万元， 占各期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4.00%、3.08%和7.92%，占比较低，公司收入不存在对关联方的重大依赖。

（3）租赁资产

本公司作为出租方：

单位：万元

关联方

租赁资产

种类

2020年度 2019年度 2018年度

金额 占营业收入比例 金额 占营业收入比例 金额 占营业收入比例

广能燃气 固定资产 -- -- 491.44 0.05% 347.20 0.03%

合计 -- -- 491.44 0.05% 347.20 0.03%

本公司作为承租方：

单位：万元

关联方 交易内容

2020年度 2019年度 2018年度

金额 占营业成本比例 金额 占营业成本比例 金额 占营业成本比例

中油九丰

租赁LNG挂车 - - - - 148.50 0.01%

租赁土地 - - - - 1.75 0.00%

合计 - - - - 150.25 0.01%

注：上述金额及占比为合并口径，包含关联方合并范围内的各主体

（4）许可协议

公司处置广能燃气股权后， 为保证广能燃气业务经营的稳定及有序过渡，

公司许可广能燃气在液化石油气储灌站及液化石油气钢瓶上无偿使用公司

“JOVO”“九丰”“ ” 等商标作为外观形象识别体系标识，许可期为两年；

广能燃气在许可期内完成对其液化石油气储灌站及液化石油气钢瓶外观形象

识别体系标识的变更，许可期满后不可继续使用公司的商标。 2020年7月，该商

标许可协议已终止。

（5）关键管理人员薪酬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0年度 2019年度 2018年度

关键管理人员薪酬 1, 379.12 1, 125.83 669.48

（6）目标责任经营合同

公司下属子公司东九能源股东九丰集团、盈安有限与广东广业分别于2018

年4月26日、2020年12月14日签署《股东目标责任经营合同》。

2、偶发性关联交易

公司报告期内偶发性关联交易主要包括关联担保、关联方资金往来等。

（1）关联担保

报告期内，公司的关联担保情况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主债权起

始日

担保主债权截止

日

截至2021年3月16日

是否履行完毕

最高担保额

1

张建国

（注1）

新加坡碳氢 2016/5/23 2028/10/31 否

5, 000（万港币）

2, 500（万美元）

2

张建国

蔡丽红

东九能源 2017/1/22 2018/1/21 是 20, 000

3

张建国

蔡丽红

广九燃气 2017/2/20 2018/1/25 是 5, 000

4

张建国

蔡丽红

九丰集团 2017/3/6 2018/3/5 是 5, 000

5

张建国

蔡丽红

九丰天然气 2017/3/6 2018/3/5 是 10, 000

6

张建国

蔡丽红

九丰天然气 2017/3/29 2018/3/29 是 12, 000

7

张建国

蔡丽红

九丰天然气 2017/4/24 2018/4/23 是 15, 000

8

张建国

蔡丽红

东九能源 2017/5/4 2018/5/4 是 5, 000

9

张建国

蔡丽红

九丰集团

广九燃气

2017/8/31 2018/8/8 是 42, 000

10

张建国

蔡丽红

东九能源 2017/12/20 2018/12/19 是 25, 000

11

张建国

蔡丽红

东九能源 2017/12/5 2018/12/31 是 9, 150

12

张建国

蔡丽红

广九燃气 2016/3/8 2019/3/7 是 10, 400

13

张建国

蔡丽红

东九能源 2018/3/19 2019/3/18 是 20, 000

14

张建国

蔡丽红

九丰天然气 2018/3/27 2019/3/20 是 15, 000

15

张建国

蔡丽红

九丰科技 2016/3/22 2019/3/21 是 2, 200

16

张建国

蔡丽红

九丰化工 2017/1/3 2019/3/29 是 7, 800

17

张建国

蔡丽红

九丰天然气 2015/8/1 2019/12/31 已终止 42, 844

18

张建国

蔡丽红

九丰天然气 2016/11/7 2020/11/7 是 4, 500

19

张建国

蔡丽红

九丰天然气 2009/11/20 2020/11/19 是 49, 000

20

张建国

蔡丽红

东九能源 2017/12/11 2020/12/31 是 27, 000

21

张建国

蔡丽红

九丰天然气 2017/6/13 2022/6/25 否 8, 736

22

张建国

蔡丽红

九丰天然气 2018/3/9 2019/3/8 是 2, 115（万美元）

23

张建国

蔡丽红

东九能源 2018/4/2 2019/4/1 是 10, 000

24

张建国

蔡丽红

广九燃气 2018/5/7 2019/3/1 是 5, 000

25

张建国

蔡丽红

东九能源 2018/7/30 2019/7/30 是 5, 000

26

张建国

蔡丽红

东九能源 2018/10/10 2020/8/19 是 3, 000（万美元）

27

张建国

蔡丽红

广九燃气

九丰集团

2018/12/17 2019/11/16 是 35, 000

28

张建国

蔡丽红

广九燃气 2018/11/26 2023/11/25 注2 10, 400

29

张建国

蔡丽红

九丰天然气 2018/11/26 2023/11/25 否 42, 844

30

张建国

蔡丽红

九丰集团 2018/8/6 2019/8/5 是 15, 000

31

张建国

蔡丽红

九丰天然气 2018/7/19 2019/7/18 是 20, 000

32

张建国

蔡丽红

九丰天然气 2018/7/20 2019/7/20 是 12, 000

33 张建国 九丰天然气 2018/7/16 2023/7/15 否 1, 300（万美元）

34

张建国

蔡丽红

九丰天然气 2018/10/10 2020/8/19 是 3, 000（万美元）

35

张建国

蔡丽红

九丰天然气 2018/11/13 2019/9/29 是 9, 000

36

张建国

蔡丽红

九丰天然气 2019/2/15 2020/2/14 是 10, 000

37

张建国

蔡丽红

九丰化工 2019/3/30 2024/3/30 否 7, 800

38

张建国

蔡丽红

九丰科技 2019/3/22 2024/3/30 注3 2, 200

39

张建国

蔡丽红

九丰天然气 2019/2/19 2020/2/19 是 15, 000

40

张建国

蔡丽红

九丰天然气 2019/4/8 未固定期限 否 2, 465(万美元)

41

张建国

蔡丽红

东九能源 2019/1/28 2020/1/27 是 25, 000

42

张建国

蔡丽红

东九能源 2019/6/10 2020/4/29 是 10, 000

43

张建国

蔡丽红

九丰天然气 2019/4/11 2020/4/10 是 15, 000

44 张建国 东九能源 2019/4/29 2021/4/29 已终止 24, 000

45 蔡丽红 东九能源 2019/4/29 2021/4/29 已终止 24, 000

46

张建国

蔡丽红

东九能源 2019/11/18 2020/11/17 是 15, 000

47

张建国

蔡丽红

九丰天然气 2019/10/30 2020/10/29 是 9, 500

48 张建国 九丰天然气 2019/9/2 2020/9/1 是 15, 000

49 蔡丽红 九丰天然气 2019/9/2 2020/9/1 是 15, 000

50

张建国

蔡丽红

九丰天然气 2019/12/23 2020/10/13 是 15, 000

51 张建国 九丰科技 2020/3/4 2021/3/3 是 6, 500

52 蔡丽红 九丰科技 2020/3/4 2021/3/3 是 6, 500

53 张建国 九丰天然气 2020/3/4 2021/3/3 是 13, 000

54 蔡丽红 九丰天然气 2020/3/4 2021/3/3 是 13, 000

55 张建国 东九能源 2020/3/23 2021/3/22 否 25, 000

56 蔡丽红 东九能源 2020/3/23 2021/3/22 否 25, 000

57 张建国 东九能源 2020/3/27 2021/2/14 是 13, 400

58

张建国

蔡丽红

九丰天然气 2020/3/27 2021/3/27 否 15, 000

59

张建国

蔡丽红

东九能源 2020/4/8 2021/4/8 否 13, 000

60 张建国

九丰集团、九丰天然

气、九丰化工

2020/5/22 2021/4/7 否 28, 000

61 蔡丽红

九丰集团、九丰天然

气、九丰化工

2020/5/22 2021/4/7 否 28, 000

62

张建国

蔡丽红

九丰天然气 2020/6/15 2021/6/14 否 10, 000

63

张建国

蔡丽红

九丰天然气 2020/7/23 2021/7/22 否 13, 500

64

张建国

蔡丽红

九丰天然气 2020/11/17 2021/11/16 否 20, 000

65 张建国 九丰天然气 2020/8/12 未固定期限 否 500（万美元）

66 蔡丽红 九丰天然气 2020/8/12 未固定期限 否 500（万美元）

67 张建国 东九能源 2020/8/12 未固定期限 否 500（万美元）

68 蔡丽红 东九能源 2020/8/12 未固定期限 否 500（万美元）

69

张建国

蔡丽红

九丰天然气

九丰集团

东九能源

2020/8/19 2025/7/27 否 4, 500（万美元）

70

张建国

蔡丽红

东九能源 2020/8/28 2021/6/17 否 15, 000

71 张建国 东九能源 2020/10/30 2022/10/30 否 36, 000

72 蔡丽红 东九能源 2020/10/30 2022/10/30 否 36, 000

73 张建国 东九能源 2020/11/5 2023/11/5 否 15, 000

注1：张建国为新加坡碳氢向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借款提供保证担

保，就该担保分别于2016年5月23日、2017年9月29日签订担保契约。 2018年，双

方就该担保重新签订了期限为2016年5月23日至2028年10月31日的担保契约。

注2：2020年此担保合同项下授信合同没有续期。

注3：2020年此担保合同项下授信合同没有续期。

（2）关联方资金往来

报告期内，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资金拆借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方 项目

资金拆入

2020年度 2019年度 2018年度 利率

张建国

期初余额 - - 376.45

4.35%

当期增加 - - -

当期减少 - - 376.45

期末余额 - - -

香港

富建

期初余额 - - 717.31

每季度按照3个月Libor加计

5%浮动

计息

当期增加 - - -

当期减少 - - 717.31

期末余额 - - -

关联方 项目

资金拆出

2020年度 2019年度 2018年度 利率

中油

九丰

期初余额 - - -

无息

当期增加 - - 10.00

当期减少 - - 10.00

期末余额 - - -

恩平

珠江

期初余额 - - 253.48

无息

当期增加 - - 250.00

当期减少 - - 503.48

期末余额 - - -

（3）关联方应收应付款项

①报告期各期末，公司与关联方的应收项目余额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关联方名称 2020年12月31日 2019年12月31日 2018年12月31日

应收账款

中油九丰 0.30 - -

恩平珠江 4, 174.63 44.23 23.03

中国南玻 - 452.59 258.27

广能燃气 - - 9.12

中电九丰 90.48 83.06 -

其他应收款

广东广业 1, 000.00 1, 000.00 1, 000.00

中油九丰 - - -

恩平珠江 - - -

广能燃气 - - 0.69

注：公司对中国南玻的应收账款对象为其子公司清远南玻节能新材料有限

公司

②报告期各期末，公司与关联方的应付项目余额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关联方名称 2020年12月31日 2019年12月31日 2018年12月31日

应付账款 中油九丰 37.60 41.83 -

应付账款 勤丰物流 19.79 -- --

预收款项

中油九丰 -- 165.33 305.67

一汽巴士能源 -- 24.63 30.99

广能燃气 -- - 302.65

合同负债

中油九丰 105.52 -- --

一汽巴士能源 46.90 -- --

其他应付款 香港怡丰企业 - - 2.14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

债

广东广业 4, 596.57 2, 590.79 2, 590.79

长期应付款 广东广业 22, 564.98 -- 2, 590.79

（4）向关联方提供服务

发行人子公司九丰集团向史带金融就其申请享受税收协定待遇事项提供

表格填写、资料递交等程序性协助。因该项交易，发行人于2019年确认其他业务

收入2.83万元，金额与占比均极小。

（5）关联方资产购买及出售

单位：万元

序号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20年度 2019年度 2018年

1 中油九丰 受让固定资产 - - 801.79

（6）与关联方广东广业签订的协议或合同

九丰集团拟在虎门港立沙岛石化基地投建一座加气站项目，为增强投标实

力，九丰集团与广东广业签订了《联合体协议》，双方同意联合认购“立沙岛望

沙路油气合建站土地使用权的租赁权” ，认购价格不高于279.75万元/年，九丰

集团认购40%，广东广业认购60%。 根据《联合体协议》，在投得土地租赁权后，

九丰集团、广东广业分别投资、建设及运营汽车加气站项目和汽车加油站项目，

分别租赁使用的面积为该地块总面积的40%、60%，并按双方租赁使用的面积比

例分摊租金。 根据《联合体协议》，双方同意以广东广业为牵头人，由广东广业

牵头负责办理缴纳保证金事宜，保证金金额共300万元，九丰集团需将其承担的

120万元打入广东广业账户， 汇总后由广东广业缴纳至东莞市产权交易中心指

定的保证金账户，交易税费按各方租赁使用的面积比例分摊。

由九丰集团、广东广业组成的联合体成功投得上述招标项目，并于2016年6

月3日与土地使用权人东莞市虎门港公用事业有限公司签订了《东莞市虎门港

立沙岛油气合建站用地土地使用权租赁合同》，合同内容如下：

出租物

租赁面积

（㎡）

租赁用途 租金 租金支付方式

虎门港立沙岛石化基地控制

性详细规划47#地块 （立沙

岛望沙路旁）

8, 477.27

建设油气合建站 （一座

加油站和一座加气站）

起始279.75万元/年，每

5年增长10%

每年第一个月内一次性

支付当年租金

3、独立董事对公司关联交易的意见

独立董事对关联交易履行审议程序的合法性及交易价格的公允性发表了

意见。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最近三年发生的关联交易内容真实、合法、有效，交易

条件客观、公允、合理，符合诚实信用和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有利于公司的

发展，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有

利于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七、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一）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姓名 职务 性别

年龄（出生

日期）

任期起止

日

简要经历

2020年

度薪酬

（万元）

直接持有

公司股份

比例

间接持股

比例

与公司

的其他

利益

关系

张建国

董事

长、总

经理

男

1963年7月

出生

2021年

1月至

2024年

1月

张建国先生，1963年7月出生，中国

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历任珠海

百能纺织有限公司总经理、珠海经

济特区南珠实业总公司总经理、香

港怡丰企业董事、香港富建董事等。

现任九丰能源董事长兼总经理、九

丰集团董事长、九丰天然气董事长、

九丰科技董事、九丰化工董事长兼

经理、盈安有限董事长兼经理、东九

能源副董事长、宗明源投资执行事

务合伙人等。

258.72 14.41% 39.70% 无

蔡丽红 董事 女 1968年9月

2021年

1月至

2024年

1月

历任珠海经济特区南珠实业总公司

副总经理、九丰有限董事长、广九燃

气监事等。现任九丰能源董事、九丰

集团董事、盈安有限董事、九丰控股

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盈发投资执行

事务合伙人、九丰科技监事会主席

56.52 6.18% 3.62% 无

蔡丽萍 董事 女 1965年4月

2021年

1月至

2024年

1月

历任珠海经济特区南珠实业总公司

行政总监、 珠海九丰阿科能源有限

公司董事兼高级副总经理、 中油九

丰董事长、广九燃气执行董事等。现

任九丰能源董事、九丰集团董事、东

九能源董事、九丰化工董事、九丰天

然气董事、九丰科技副董事长等

11.79 5.49% - 无

蔡建斌 董事 男 1977年6月

2021年

1月至

2024年

1月

历任珠海九丰阿科能源有限公司IT

部软件工程师、 珠海九丰阿科能源

有限公司国际液化气采购代表等。

现任九丰能源董事、盈安有限董事、

九丰集团董事、九丰科技董事，九丰

化工监事、九丰天然气监事、东九能

源常务副总经理、采购总监、业务副

总经理

274.93 1.37% - 无

杨影霞

董事、

副总经

理、财

务总监

女 1971年4月

2021年

1月至

2024年

1月

历任海国投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副

总经理。现任九丰能源董事、副总经

理兼财务总监、九丰集团董事、副总

经理兼资金管理中心总监、 东九能

源董事、九丰化工董事、九丰科技董

事、新加坡碳氢董事、九丰天然气董

事、中油九丰监事、香港怡丰董事、

香港海湾董事、 深圳市图微安创科

技开发有限公司董事等

175.10 1.37% - 无

吉艳

董事、

副总经

理、董

事会秘

书

女 1976年1月

2021年

1月至

2024年

1月

历任温州大学教师、 上海托普信息

技术职业学院教师、 上海协进管理

学院战略合伙人、 北大纵横管理咨

询有限公司合伙人、马上马（上海）

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等。 现任九

丰能源董事、 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

书、九丰集团经理兼副总裁、中油九

丰董事长、 广东广海湾能源控股有

限公司副董事长兼经理、 新加坡航

运董事等、新加坡船运董事

213.68 - - 无

陈玉罡

独立董

事

男

1976年

11月

2021年

1月至

2024年

1月

历任哈尔滨工业大学博士后， 中山

大学管理学院讲师、副教授、广东真

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广

州善石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 现任九

丰能源、 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 广东广州日报传媒股份有限公

司、 江西沃格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等

公司的独立董事、 广州招宝投资咨

询有限公司监事、顾问、广州估值狗

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监事、 广州财商

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监事、 珠海估值

狗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 广州善

石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执行

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 中山大学管

理学院教授

10.00 - - 无

朱桂龙

独立董

事

男

1964年

11月

2021年

1月至

2024年

1月

历任广州白云山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 广东美的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等多家上市公司独立董事。 现

任九丰能源、 广州金域医学检验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广电运通金

融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南玻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等公司的独立董事、 广州诺

诚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中科沃

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广东易积网

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华南理工大

学教授。

10.00 - - 无

王建民

独立董

事

男

1972年

11月

2021年

1月至

2024年

1月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 曾任广

州股权交易中心第一届、 第二届企

业挂牌审核委员会委员， 多次参加

过中国证监会、审计署特派办、财政

专员办等机构的专项稽查业务。 历

任深圳比科斯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独

立董事。现任九丰能源独立董事、山

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鸿利智

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珠

海耀泰丰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董事

10.00 - - 无

慕长鸿

监事会

主席

男 1978年5月

2021年

1月至

2024年

1月

历任深圳电信实业公司会计、 财务

分析经理， 深圳电信实业信息分公

司财务总监， 广东省通信产业服务

公司风险管理经理。 现任九丰能源

监事会主席、 九丰集团风险管理中

心总监兼审计部总监、 广东广海湾

能源控股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盈

安有限监事等

81.66 - 0.017% 无

刘载悦 监事 女 1970年1月

2021年

1月至

2024年

1月

历任四川德阳通工汽车厂生产调

度、 远程集团有限公司行政经理及

人事部长、 广州机械展贸有限公司

办公室主任等。现任九丰能源监事、

九丰集团人力资源高级经理等

34.33 - - 无

李力

职工代

表监事

男 1981年7月

2021年

1月至

2024年

1月

历任广东阜康汽车营销服务 （集

团）有限公司营销经理、兰州阜康

金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总经

理、 广东九丰燃气科技有限公司高

级经理等。 现任九丰能源职工代表

监事、于都九丰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江西区域副总监

25.24 - - 无

蒋广生

副总经

理

男 1957年1月

2021年

1月至

2024年

1月

历任广东省岭南机械厂 （南海分

厂）生产调度、广东国营岭南机械

厂（燃气炉具分厂）厂长、广东国营

岭南机械厂（饲料机械分厂）厂长、

广东国营岭南机械厂销售经理、广

东国营岭南机械厂副厂长等。 现任

九丰能源副总经理、 九丰集团副总

裁、九丰化工董事、东九能源董事及

总经理、九丰天然气董事

217.16 - 0.35% 无

（二）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兼职情况

截至2021年2月28日，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兼职情况及所兼

职单位与发行人的关联关系情况如下：

姓名 其他单位兼职情况 兼职单位职务 所兼职单位与发行人的关联关系

张建国

九丰集团 董事长 子公司

盈安有限 董事长、经理 子公司

东九能源 副董事长 子公司

九丰化工 董事长、经理 子公司

九丰天然气 董事长 子公司

九丰科技 董事 子公司

宗明源投资 执行事务合伙人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公司

蔡丽红

九丰控股 执行董事、总经理 直接控股股东

盈发投资 执行事务合伙人 股东

九丰集团 董事 子公司

盈安有限 董事 子公司

九丰科技 监事会主席 子公司

蔡丽萍

九丰集团 董事 子公司

东九能源 董事 子公司

九丰化工 董事 子公司

九丰天然气 董事 子公司

九丰科技 副董事长 子公司

蔡建斌

九丰集团 董事 子公司

盈安有限 董事 子公司

九丰化工 监事 子公司

九丰天然气 监事 子公司

东九能源

总经理、采购总监、业务副

总经理

子公司

新加坡碳氢 董事 子公司

九丰科技 董事 子公司

杨影霞

九丰集团

董事、副总经理、资金管理

中心总监

子公司

东九能源 董事 子公司

九丰科技 董事 子公司

九丰化工 董事 子公司

新加坡碳氢 董事 子公司

九丰天然气 董事 子公司

中油九丰 监事 参股公司

香港怡丰 董事 子公司

香港海湾 董事 子公司

深圳市图微安创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董事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担任董事的

公司

吉艳

中油九丰 董事长 参股公司

广东广海湾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副董事长、经理 参股公司

九丰集团 经理、副总裁 子公司

新加坡船运 董事 子公司

新加坡航运 董事 子公司

陈玉罡

中山大学 教授 无

广州招宝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监事、顾问 公司独立董事持有50%股权的企业

珠海估值狗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 公司独立董事担任委派代表的企业

广州估值狗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监事 无

广州财商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监事 无

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 公司独立董事担任独立董事的企业

广东广州日报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 同上

江西沃格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 同上

王建民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广东分所 合伙人 无

广州股权交易中心 审核委员会委员 无

鸿利智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 公司独立董事担任独立董事的企业

珠海耀泰丰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 公司独立董事担任董事的企业

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 公司独立董事担任独立董事的企业

朱桂龙

华南理工大学 教授 无

广州金域医学检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 公司独立董事担任独立董事的企业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 同上

广东易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公司独立董事担任董事的企业

中科沃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 同上

广州广电运通金融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 公司独立董事担任独立董事的企业

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 公司独立董事担任独立董事的企业

广州诺诚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公司独立董事担任董事的企业

蒋广生

九丰天然气 董事 子公司

东九能源 董事 子公司

九丰集团 副总裁 子公司

九丰化工 董事 子公司

慕长鸿

盈安有限 监事 子公司

九丰集团

风险管理中心总监兼审计

部总监

子公司

广东广海湾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监事会主席 参股公司

李力 于都九丰

总经理、执行董事、江西区

域副总监

子公司

刘载悦 九丰集团 人力资源高级经理 子公司

八、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简要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为九丰控股，实际控制人为张建国和蔡丽红，张建国与蔡丽

红系夫妻关系。张建国直接持有公司14.41%股权，蔡丽红直接持有公司6.18%股

权，张建国、蔡丽红通过九丰控股间接持有公司39.80%股权，通过盈发投资间控

制有公司4.21%表决权，合计支配公司64.60%的表决权。

张建国先生，1963年7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历任珠海百能

纺织有限公司总经理、珠海经济特区南珠实业总公司总经理、香港怡丰企业董

事、香港富建董事等。 现任九丰能源董事长兼总经理、九丰集团董事长、九丰天

然气董事长、九丰科技董事、九丰化工董事长、盈安有限董事长兼经理、东九能

源副董事长、宗明源投资执行事务合伙人等。

蔡丽红女士，1968年9月出生，中国国籍，拥有美国永久居留权，厦门大学工

商管理硕士（EMBA）。 历任珠海经济特区南珠实业总公司副总经理、九丰有限

董事长、广九燃气监事等。现任九丰能源董事、九丰集团董事、盈安有限董事、九

丰控股执行董事兼总经理、盈发投资执行事务合伙人、九丰科技监事会主席。

九、财务会计信息

（一）财务报表

1、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2020年12月31日 2019年12月31日 2018年12月31日

资产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1, 262, 819, 554.93 1, 261, 325, 388.78 1, 070, 588, 430.87

交易性金融资产 941, 480.00 -- --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 -- 1, 075, 710.77

应收票据 174, 194, 128.19 18, 774, 071.60 77, 072, 482.27

应收账款 160, 275, 204.13 212, 560, 204.77 146, 666, 565.61

预付款项 77, 652, 584.05 22, 508, 964.18 260, 214, 817.19

其他应收款 24, 307, 277.87 24, 272, 692.46 24, 081, 996.85

存货 404, 434, 106.45 321, 032, 366.42 579, 548, 439.26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 6, 392, 231.28 -

其他流动资产 130, 200, 873.50 94, 154, 729.98 153, 584, 622.49

流动资产合计 2, 234, 825, 209.12 1, 961, 020, 649.47 2, 312, 833, 065.31

非流动资产：

（上接A14版）

（下转A16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