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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关于广西桂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一次反馈意见的回复 

 

大信备字[2017]第 5-00028号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贵会《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171788号）已收悉，大信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会计师”或“本所”）作为广西桂东电力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桂东电力”或“公司”）的审计师，根据贵会要求，本所对贵会在反馈意见

中提出的涉及的会计与审计问题进行了认真核查，现对有关事项答复如下： 

 

反馈意见 4中所述内容 

最近一年及一期，申请人贸易业务收入分别为34.88亿元、33.02亿元，占主营业务收入

的比重分别为67.04%、80.93%，毛利率分别为2.45%、2.84%。请补充说明贸易业务的主要内

容、运营模式及盈利模式，请提供最近一年及一期贸易业务的主要财务数据，并请说明贸易

业务与申请人电力业务之间的关系。请说明在贸易业务毛利率水平较低的情况下，持续扩大

贸易业务规模的原因及合理性。请保荐机构、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  

一、补充说明贸易业务的主要内容、运营模式及盈利模式，最近一年及一期

贸易业务的主要财务数据 

（一）贸易业务的主要内容 

最近一年及一期，申请人全资子公司永盛公司拥有国家商务部颁发的成品油批发经营资

质，为申请人的贸易业务平台，永盛公司贸易业务交易内容主要为柴油、汽油及汽柴油组分

等化工产品，其他交易内容为煤炭。最近一年及一期，公司贸易业务的具体交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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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内容 2017 年 1-9 月 

占比 

 

 

2016年度 占比 

柴油 51,866.58  8.95% 21,206.54 6.08% 

汽油 357,781.41  61.74% 121,453.62 34.82% 

汽柴油组分 169,884.06  29.31% 206,141.46 59.10% 

煤炭 8,354.93  1.44% - -  

贸易收入合计 579,532.05 100.00% 348,801.62 100.00% 

注：汽柴油组分具体包括乙烯、芳烃、异辛烷、甲基叔丁基醚（MTBE）等化工产品。 

（二）贸易业务的运营模式 

成品油及化工产品贸易业务是永盛公司根据客户需求信息，向石油炼化企业或其他供应

商采购油品或化工产品，并由具备相关资质的第三方运输商承运或供应商组织运输至指定地

点，向客户提供相关产品的一种贸易方式。依托自身丰富的供应商渠道和优质行业资源，永

盛公司致力于为客户提供各类高品质成品油及化工产品。永盛公司的成品油及化工产品贸易

业务的客户对象，主要是行业内的下游经销商，如中海油广东销售有限公司、广东中石油国

际事业有限公司、中化石油广东有限公司等。 

（三）贸易业务的盈利模式 

永盛公司的成品油及化工产品贸易业务主要采用“以销定购”的方式。在与下游客户洽

谈或投标确定采购意向和采购价格后向上游供应商进行询价，并在正式合同中约定交付安排

和支付周期,最终通过衔接上下游的供需双方，赚取中间差价。 

二、最近一年及一期贸易业务的主要财务数据 

最近一年及一期，申请人全资子公司永盛公司拥有国家商务部颁发的成品油批发经营资

质，为申请人的贸易业务平台，永盛公司专门从事贸易业务，最近一年及一期其主要财务数

据如下： 

单位：万元 

科目 2017 年 1-9月 2016 年度 

营业收入 589,109.66 348,803.4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739.65 12,350.4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3,479.13 -10,76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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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2017年 9月 30日 2016年 12月 31日 

资产总额 177,798.51 100,833.83 

负债总额 160,540.52 82,727.6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资产 17,186.65 18,106.20 

注 1：永盛公司 2017 年 1-9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注 2：报告期内，永盛公司营业收入中分别包含超期卸货滞期费及价外费 1.86 万元、

1,222.68万元； 

注 3：2016年永盛公司出售债权实现收益 12,065.54 万元。 

三、说明贸易业务与申请人电力业务之间的关系 

公司的电力业务包括电力生产与电力供应。具体为：公司及下属从事水力发电的公司利

用天然水能资源进行电力生产，并将水电厂发出的电力输送至公司电网或其他外部电网；公

司主要利用自有电网及配套设施向贺州市八步区、平桂管理区，钟山县、富川县、昭平县、

苍梧县旺甫镇，以及梧州市部分直供用户提供电力供应服务。 

公司贸易业务主要内容为成品油及化工产品，公司从事贸易业务的全资子公司永盛公司

通过衔接上下游的供需双方，赚取向下游客户销售价格与向上游供应商采购价格之间的差价。 

公司贸易业务与电力业务的内容、盈利模式、运营模式、客户资源等都存在较大差异，

因此，公司成品油及化工产品贸易业务与公司电力业务之间不存在直接联系。 

四、说明在贸易业务毛利率水平较低的情况下，持续扩大贸易业务规模的原

因及合理性 

公司最初进入成品油及化工产品贸易业务的主要的目的是充分利用永盛公司拥有的国家

商务部颁发的成品油批发经营资质，考虑从成品油及化工产品贸易做起，建立独立的采购体

系和销售体系，同时逐步发展向零售消费者的加油站零售业务，最后实现成品油及化工产品

上下游产业链的整合升级，从而为上市公司实现新的盈利增长点。2017 年开始，永盛公司在

广东省肇庆市和广西贵港市以自营的模式开展了向零售消费者的加油站零售业务。由于公司

在 2017年仅处于加油站业务起步阶段，因此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以从事成品油及化工产品贸

易业务为主。公司从事加油站零售业务的下属公司所拥有的相关资质如下： 

公司 资质 颁发机关 编号 有效期限 类别/等级 

广西永盛石

油化工有限

公司广西贵

危险化学品经

营许可证 

贵港市安全

生产监督管

理局 

桂 贵 安 经 字

[2017]007号 

2017.03.29-

2020.03.28 

经营方式：

零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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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资质 颁发机关 编号 有效期限 类别/等级 

港木格加油

站 成品油零售经

营批准证书 
广西商务厅 

油零售证书第

4508010116 号 

2017.04.28-

2022.04.28 

批准从事：

成品油零售

业务 

德庆县悦城

星海加油站

有限公司 

危险化学品经

营许可证 

德庆县安全

生产监督管

理局 

粤肇德安经字

[2017]0007号 

2017.09.07-

2018.07.02 

经营方式：

不带储存设

施经营危险

化学品 

成品油零售经

营批准证书 

广东省经济

和信息化委

员会 

油零售证书第

44H60424号 

2015.10.26-

2020.10.26 

批准从事：

汽 油 、 柴

油、煤油零

售业务 

桂东电力属于地方性发供电企业，并以水力发电为主，受气候和供电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以及电力开发、需求等因素制约较大，因此希望通过适当进入电力以外的其他产业以实现新

的盈利增长点。从目前业务情况及市场环境来看，永盛公司在未来几年内的盈利能力具有持

续性与稳定性，持续扩大贸易业务规模有助于提升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从而维护上市公司

股东利益，其合理性分析如下： 

（一）石化产品需求量的增加带动了石油化工贸易业务的发展 

石油化工行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命脉之一，其产品广泛渗透于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的各个

领域。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经济的不断发展带动石油化工行业各类产品的需求量均有不同程

度增长。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自 2011年至 2016 年，国内原油能源消费总量从 4.40亿吨

增长至 5.56 亿吨，增长了 26.36%。包括成品油、芳烃、异辛烷和 MTBE 等各类成品油及化工

产品的产量和销量都获得了较大幅度的上升，由此带动了成品油及化工产品贸易量的整体上

升。 

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中高速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未来石化行业相关产品的

需求量将得到进一步释放。永盛公司深耕成品油及化工产品贸易业务，积累了深厚的行业资

源和较好的客户口碑。因此，永盛公司的成品油及化工产品贸易业务预计将会稳步增长，为

上市公司带来新的盈利点。 

（二）地方及民营炼化企业的发展带动了石油化工贸易业务的发展 

国内市场石化产品贸易主要是起到生产企业与终端用户或分销商间的纽带作用，解决石

油化工产业链上的产销信息的不对称、各原油加工环节资源调配信息的不对称。贸易商通过

链接石油产业链上产、供、销的信息资源，以增加产业链运作效率，减少运转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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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地方及民营企业炼制、生产的成品油及化工产品的质量不断提高，产量出

现了较大幅度的增长，从而带动了成品油及化工产品贸易市场的交易量。具有良好采购、销

售渠道的贸易商的竞争力和市场份额得到加强。 

（三）加油站零售业务盈利能力具备可持续性 

2015 年以来，国内成品油批发与售零差价整体趋势上行，加油站零售企业的利润空间较

为充足。同时我国成品油消费量也同步保持稳定增长，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国内的成品油

表观消费量从 2011 年至 2016 年增加了 19.72%。永盛公司及其下属公司拥有成品油终端零售

业务所需的各种资质，并拥有加油站运营和项目用油直供业务的经验。截至本反馈意见回复

签署日，永盛公司已在广东省肇庆市和广西贵港市以自营的模式开展了向零售消费者的加油

站零售业务，2017年 1-9月加油站零售业务累计实现营业收入 778.24万元。此外，永盛公司

拟通过自建、收购、租赁等方式进一步拓展加油站零售业务。预计未来永盛公司的加油站零

售业务规模将稳步增长。维持一定的贸易业务规模，将为永盛公司开展加油站零售业务打好

基础。 

（四）永盛公司拥有良好的口碑和经验丰富的管理团队 

通过近年来深耕行业及区域市场，永盛公司与山东、辽宁、华南地区的众多油品炼制企

业、成品油及化工产品生产企业、成品油及化工产品贸易商、分销商等建立了长期的供应及

采购合作关系。 

永盛公司拥有经验丰富的成品油及化工产品贸易业务团队，可以确保永盛公司业务、管

理体系高效运转。同时，当前永盛公司中高层管理人员均具有长期的从业经验，对行业有着

深刻理解，在业务布局整体规划方面具备前瞻性，能够精准把握市场机会并持续高效运营管

理。 

核查意见: 

我们查阅了发行人在上交所网站披露的定期报告及其他公告文件，对公司管理人员、销

售人员、财务人员进行了访谈，对公司贸易业务签订的贸易合同、协议等文件进行了审阅，

以及对贸易业务客户及供应商进行了走访。经核查，我们认为： 

公司成品油及化工产品贸易业务的主要内容、运营模式、盈利模式符合行业特点，总体

较为合理； 

公司成品油及化工产品贸易业务与公司电力业务之间不存在紧密的联系； 

公司拓展贸易业务的目的在于开拓新的盈利点，虽然在现阶段，成品油及化工产品贸易

业务毛利率水平较低，但考虑到持续扩大贸易业务规模有助于提升上市公司的盈利规模，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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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司未来在加油站零售业务方面的布局做好铺垫，因此公司扩大贸易业务规模有助于维护

上市公司股东利益，具备合理性。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北京                        中国注册会计师：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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