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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宏辉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之更正公告 
 

 

广东宏辉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8

年 4 月 26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信息披露平台

（www.neeq.com.cn ）披露了《2017 年度报告》，经再次复核，已

经披露的年度报告存在错漏，本公司现予以更正。 

一、 更正事项的具体内容 

（一）《2017 年年度报告》中“第四节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业

务概要”之“商业模式”。 

更正前： 

公司致力于打造以华南为基点，不断辐射全国乃至世界的专业石

油贸易经营网络。现有常量经营品种涉及燃料油、工业燃料油、调和

油、混合芳烃等多种石油化工制品，在资金充裕的情况下，成立子公

司积极开拓新的业务，以取得国外知名油田项目在国内油服物资的采

购权并签署长期服务协议。 

公司成立以来，秉承“优质服务、信誉第一”的优良传统,凭借

“务实进取、不断发展”的拓展精神,逐步扩大经营领域，目前已在

广州、香港及新加坡设立全资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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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资子公司广州通灿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目前从事油服物资出口

业务，利用母公司资金支持和国内企业的授信额度，根据客户需求采

购所需物资，公司致力于成为综合型国际石油工程技术服务供应商，

凭借良好的服务质量、差异化的市场定位和成本优势，建立起一个多

元化的国际市场和海外客户群。 

全资子公司宏辉（新加坡）目前主要从事燃料油的转口贸易，是

结合新加坡当地市场和中国转口贸易的行业领先企业。新加坡公司与

新加坡当地银行和企业具有良好的关系，可以为国内企业的转口贸易

提供银行信用证票据贴现的业务支持，为国内能源企业提供海外资金

和贸易平台。在理顺公司的经营渠道的同时，也将逐步扩大新加坡的

本地能源贸易经营规模。 

全资子公司宏辉（香港）目前主要从事油服物资出口业务兼部分

燃料油转口业务，是利用香港国际物流中心、国际贸易中心、自由港

等优势，辅助国内和新加坡子公司业务，为客户提供多一个贸易平台。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内容未发生变动，公司的商业模式较上

年度没有发生较大的变化。 

更正后： 

本公司的商业模式主要是从事油品贸易业务和油服物资出口业

务，为客户提供所需燃料油及经营范围内可经营的其他化工产品，同

时也为油气开发集团提供所需物资、设备及所需的服务。作为经销商，

公司拥有多位行业出身的资深员工。借助高管团队的行业背景，公司

与国际油气开发集团进行业务合作，已经进入油气田开发的服务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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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团队已经搭建三大操作体系，分别为：设备耗材订单整合管理体

系、物流通关操作体系、出口退税管理体系，在工作中对操作体系不

断优化，同时建立完善的跟单制度使得公司在油服物资供应行业有较

高的竞争力。 

公司采购模式是分为燃料油贸易采购模式和油服物资出口业务

采购模式，其中燃料油贸易为通过对市场需求的综合分析以及对价格

走势的判断，通过低买高卖的模式赚取差价。油服物资出口业务中公

司作为客户的主要供应商，通过收到客户的采购需求，公司在国内市

场为其采购与需求相匹配的设备和原材料，并在海关通关报关出口至

海外。公司通过对客户采购需求、历史销售记录、行业季度需求、油

气田开发进展等因素的分析和预判，为客户提供优化的采购方案，以

应对紧急采购需求。同时对合作过的供应商进行数据统计并评级，通

过和优质供应商的沟通，取得供应商的授信，确保下单即备货的方式，

保证所需设备和原材料能及时供应。 

公司收入来源主要为燃料油销售和油服物资出口业务销售，在

公司提供的产品符合客户要求后，客户会根据合同规定，在规定时间

内对公司销售的燃料油、油服物资和设备进行结算。 

公司销售模式和渠道从产品角度分为两类。一类为燃料油需求

方面，主要是针对客户提出采购需求，在市场行情发生变化的时候，

公司利用市场内供需双方信息不对称的特点，向市场寻找供应商，签

订销售合同和采购油品合同。目前公司的上下游企业主要为油品销售

批发商，主要采取直销的销售模式。作为石油化工流通领域的中间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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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商，公司主要通过燃料油及一般性化工产品贸易业务连通油品销售

批发商，为供需双方提供贸易服务，从而赚取差价获得利润。公司根

据国内成品油定价机制、成品油出厂价格和市场需求情况制定销售价

格，定价依据基本上以市场价格为准。公司通过自身的采销渠道寻找

商机，及时捕捉市场行情获取盈利空间。一类为油服物资需求，公司

根据燃料油业务客户群扩展商机，获得客户在油服物资方面的需求。

公司通过自身信息优势、资金优势和采购优势，连接上下游客户。目

前公司采取“以销定采”的采购管理模式且不经过仓储，采购后直接

销售。同时通过对客户提供联系货代准备报关事宜等附加服务增加客

户粘性，联系船舶代理准备海运、清关事宜。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内容未发生变动，公司的商业模式较上

年度没有发生较大的变化。 

 

（二）《2017 年年度报告》中“第四节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二、

经营情况回顾”“（三）财务分析”之“1、资产负债结构分析”。 

（1） 更正前： 

（三）财务分析 

资产负债结构分析 

单位：元 

项目 

本期期末 上年期末 本期期末与上年

期末金额变动比

例 
金额 

占总资产

的比重 
金额 

占总资产

的比重 

货币资金 13,489,822.24 5.25% 76,286,115.03 83.58% -82.32% 

应收账款 181,826,966.24 70.75% 14,654,531.38 16.06% 1,140.76% 

存货 - - - - - 

长期股权投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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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固定资产 2,812.31 0.00% 1,507.49 0.00% 86.56% 

在建工程 - - - - - 

短期借款 - - - - - 

长期借款 - - - - - 

资产总计 256,997,134.73 - 91,269,760.64 - 181.58% 

 

资产负债项目重大变动原因： 

 

1、报告期内货币资金同比减少 82.32%，主要是由于资金用于公司及子公司

新业务的开展。 

2、 报告期内应收账款同比增长 1,140.76%，主要是由于公司及子公司期内

业务多元化发展，其中油服物资出口业务发展较快同时又需先垫资采购物资设

备，且客户应收账款账期为半年。 

3、 报告期内资产总计同比增长 181.56%，主要是因为期末应收账款大幅度

增长造成。 
 

 

（2） 更正后： 

（三）财务分析 

1. 资产负债结构分析 

单位：元 

项目 

本期期末 上年期末 本期期末与上年

期末金额变动比

例 
金额 

占总资产

的比重 
金额 

占总资产

的比重 

货币资金 13,489,822.24 5.25% 76,286,115.03 83.58% -82.32% 

应收账款 181,826,966.24 70.75% 14,654,531.38 16.06% 1,140.76% 

预付账款 50,231,535.79 19.55% - - - 

其他应收款 10,803,718.75 4.20% 256,040.87 0.28% 4,119.53% 

应付账款 114,979,800.21 - 3,644,000.00 - 3,055.23% 

预收账款 31,750,351.12 - - - - 

其他应付款 6,850.33 - 74,741,455.61 - -99.99% 

存货 - - - - - 

长期股权投

资 

- - - - - 

固定资产 2,812.31 0.00% 1,507.49 0.00% 86.56% 

在建工程 - - - - - 

短期借款 - - - - - 

长期借款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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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总计 256,997,134.73 - 91,269,760.64 - 181.58% 

 

资产负债项目重大变动原因： 

 

1. 报告期内货币资金同比减少 82.32%，主要是由于资金用于公司及子公司

新业务的开展。 

2. 报告期内应收账款同比增长 1,140.76%，主要是由于公司及子公司期内

业务多元化发展，其中油服物资出口业务发展较快同时又需先垫资采购物资设

备，且客户应收账款账期为半年。 

3. 报告期内预付账款同比增加 5，023 万（上年预付账款余额为 0），主要

是由于公司新增油服物资出口业务中采购所需物资，由于多数供应商均为首次合

作，均需公司预付部分采购款方可安排生产和备货。 

4. 报告期内其他应收款同比增长 4,119.53%，主要原因有 2 点：（1）公司

2017 年底应收未收出口退税 423 万。（2）公司在开展外贸销售业务中，与进杰

发展有限公司签订长期合作协议，其协议内容包括为客户垫付部分临时款项，且

该部分款项已在 2018年陆续收回。 

5. 报告期内应付账款同比增长 3,055.32%，主要是由于公司新增油服物资

出口业务，公司购买材料、商品及接受劳务供应等经营活动大幅增加。 

6. 报告期内预收账款同比增加 3,175 万（上年预收账款余额为 0），主要

是由于油服物资出口业务中主要客户根据合同规定，收到客户的预先支付的款

项。 

7. 报告期内其他应付款同比下降 99.99%，主要是由于公司 2016 年其他应

付款余额均在 17 年还清,2016 年末余额主要为尚未完成股份登记的增资款，目

前增资款已到位。 

8.报告期内资产总计同比增长 181.56%，主要是因为期末应收账款大幅度增

长造成。 
 

 

（三）《2017 年年度报告》中“第四节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二、

经营情况回顾”“（四）投资状况分析”之“2、委托理财及衍生品投

资情况”。 

（1）更正前： 

内容无。 

（2）更正后： 

为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在确保公司日常经营所需资金和保证资



公告编号：2018-027 

金安全的前提下，公司在报告期内利用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

2017 年累计购买理财产品 40,000,000.00 元，已于 2017 年 12 月 31

日前收回全部本金和应收理财收益 125,827.55 元。购买理财产品的

决议经过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的审议并通过，公司已于 2017 年 1 月 26

日发布公告编号为 2017-008 的《关于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

财产品的公告》。 

（四）《2017 年年度报告》中“第十一节财务报告”“五、合并

财务报告项目注释”“（二）合并利润表项目注释”之“8.其他收益”。 

（1）更正前： 

8. 其他收益 

项  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计入本期非经常

性损益的金额 

新三板挂牌补贴 1,000,000.00  1,000,000.00 

天河科技园 2016 年度园区

优势发展奖励金 
800,000.00  800,000.00 

员工育儿产假津贴 5,591.73  5,591.73 

稳定岗位补贴 3,155.50  3,155.50 

公积金返还 124.16  124.16 

合计 1,808,871.39  1,808,871.39 

本期计入其他收益的政府补助情况详见本财务报表附注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其

他之政府补助说明。 

（2）更正后： 

8. 其他收益 

项  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计入本期非经常

性损益的金额 

天河科技园 2016 年度园区

优势发展奖励金 
800,000.00  800,000.00 

员工育儿产假津贴 5,591.73  5,591.73 

稳定岗位补贴 3,155.50  3,155.50 

公积金返还 124.16  12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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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808,871.39  808,871.39 

本期计入其他收益的政府补助情况详见本财务报表附注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其

他之政府补助说明。 

 

二、其他相关说明 

以上内容变动产生的原因： 

经核查发现报告中经营模式描述不够清晰，新增预付账款、其他

应收款、应付账款、预收账款、其他应付款变动分析，公司委托理财

及衍生品投资情况遗漏介绍内容，其他收益注释中重复填写新三板挂

牌补贴与实际数据不符。 

除上述内容外，2017 年年度报告其他内容及数据均未修改，且

不会给公司经营业绩带来影响，更正后的《2017 年年度报告》在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的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

披露。 

我们对上述更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广东宏辉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 年 11 月 1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