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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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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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 2020年 12月 31 日，公司尚未弥补完以前年度亏损，因此 2020年度不分配股利。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安彩高科 600207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毛子炜 杨冬英 

办公地址 河南省安阳市中州路南段 河南省安阳市中州路南段 

电话 0372—3732533 0372—3732533 

电子信箱 achtzqb@acbc.com.cn achtzqb@acbc.com.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公司主营业务包括光伏玻璃和天然气业务。光伏玻璃业务主要经营光伏玻璃的生产和销售。

天然气业务经营西气东输豫北支线管道天然气运输业务，并开展压缩天然气（CNG）和液化天然

气(LNG)生产、销售和购销业务。 

（一）主要业务情况及经营模式 

1.光伏玻璃业务 

公司光伏玻璃业务属于玻璃制造行业，公司主要从事光伏组件封装玻璃的研发、生产及销售，

主要产品为光伏玻璃。光伏玻璃是生产太阳能光伏电池组件所需的封装材料，主要用作太阳能电

池组件的前、后盖板，具有高透光率、低吸收反射率、耐高温腐蚀、高强度等特点，可以起到提

高太阳能电池组件的光电转换效率，以及对电池组件进行长久保护的作用。 



报告期内，公司全资子公司安彩光伏新材料运营 900t/d 光伏玻璃生产线，年产光伏玻璃深加

工成品约 3,900 万㎡。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光伏玻璃产品主要原材料和动力能源为石英砂、纯碱和天然气、电，公

司(及全资子公司)具备太阳能光伏玻璃原片、钢化片、镀膜片全产品链的生产能力，主要销售太

阳能光伏电池组件用前、后盖板玻璃，公司销售对象主要为国内、外排名前列的光伏组件生产企

业，国内优先销往周边组件客户。 

2.管道天然气、LNG 和 CNG 

（1）管道天然气 

公司管道天然气业务主要为控股子公司安彩能源运营的豫北支线天然气运输管道，豫北支线

起点在焦作市博爱县境内，终点在安阳市中州路安彩高科厂区，管线全长约 206 公里，设计输气

能力 10 亿 m3/年，沿线建设有 10 座天然气阀室及 8 座天然气分输站，业务范围覆盖沿线 4 市 12

县，是豫北地区重要的能源动脉。 

管道天然气业务经营模式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安彩能源从上游天然气供应商购入管道天然气

（包括煤层气）通过豫北支线天然气运输管道输运至下游工商业客户和居民使用，主要客户是城

市燃气公司及包括安彩高科在内的工业企业，收入来源主要为天然气管道运输费用。 

（2）LNG 和 CNG 

公司 LNG 和 CNG 业务主要由安彩高科及全资子公司安彩燃气经营，包括日处理 10 万方液化

天然气（LNG）工厂一座、日处理 6 万方的压缩天然气（CNG）标准站一座，以及在安阳市及周边

县市自营或与合作方联营的 10 余个 LNG/CNG 加气站（含在建站点）经营业务及 LNG 贸易业务。 

LNG 即液化天然气，天然气经液化后有利于远距离运输、储存和使用，公司及安彩燃气主要

向上游 LNG 企业采购 LNG 液源，通过公司 LNG 加注站、加注撬、贸易配送等方式供应给工商业

用户、重卡、公交车作为动力能源；CNG 即压缩天然气，将天然气加压后气态储存在容器中，经

公司 CNG 加气站及槽车供应给市内及周边地区批发站点、出租车、公交车、家用车使用。 

(二)行业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上述业务经营较为稳定，公司所属行业的发展阶段、周期性特点以及公司所处

的行业地位详见“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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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2019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8年 

总资产 2,455,307,817.70 2,130,235,358.22 15.26 1,973,053,661.61 

营业收入 2,290,768,888.73 2,016,359,407.05 13.61 2,133,931,250.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11,092,861.60 19,887,043.96 458.62 -332,575,958.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06,475,897.37 -69,231,065.38   -315,266,670.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705,545,798.71 1,593,765,722.01 7.01 1,573,208,340.4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72,847,005.57 157,174,280.69 -53.65 100,305,197.72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287 0.0230 459.57 -0.3854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287 0.0230 459.57 -0.385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6.73 1.26 

增加5.47个

百分点 
-1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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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3,211,679.30 482,323,398.01 552,842,930.92 692,390,880.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297,233.87 13,364,246.27 27,734,844.03 49,696,537.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9,817,415.97 11,702,972.43 26,978,490.75 47,977,018.2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4,030,864.82 35,394,544.41 -142,029,017.51 263,512,34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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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13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39,933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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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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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 

  
407,835,649 47.26 

  
质押 85,000,000 

国有

法人 

富鼎电子科技（嘉善）

有限公司 

  

147,012,578 17.04 

  

无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郑州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 

  
25,943,396 3.01 

  
无   

国有

法人 

廖强 -456,000 9,821,028 1.14   未知   未知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 5,500,000 5,500,000 0.64   未知   未知 



司约定购回式证券交

易专用证券账户 

周剑萍 1,283,518 2,384,598 0.28   未知   未知 

黄怡钦 296,400 1,892,033 0.22   未知   未知 

都富强 65,900 1,244,572 0.14   未知   未知 

高炳显 167,200 1,053,485 0.12   未知   未知 

领航投资澳洲有限公

司－领航新兴市场股

指基金（交易所） 

  

1,024,750 0.12 

  

未知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与其他 9名无限售流通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

系或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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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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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2020年，安彩高科广大干部员工紧紧围绕“谋发展提信心，稳经营增效益”总体工作思路，

坚定发展目标不动摇，在全力做好防疫工作的前提下，防范化解安全、环保、经营等风险，稳定

经营,较好完成各项工作任务。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2.91 亿元，同比增长 13.61%；实

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1.11 亿元，同比增长 458.62%；每股净利润 0.1287 元。截止报告期末，

公司总资产 24.55亿元，同比增长 15.2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7.06亿元，同比增长

7.01%。公司主营业务行业状况及经营情况分析如下： 

（1）光伏玻璃业务 

政策加持抵消新冠疫情影响。2020年上半年突发的新冠疫情给光伏行业发展造成一定影响，

各国为控制疫情蔓延先后采取封城等控制人员流动措施，光伏产业链供应及项目建设中断或延期。

随着疫情逐渐得到有效控制，各国加强了光伏行业政策支持力度，将光伏项目建设作为快速恢复

经济增长、提振市场信心的重要手段。在全球能源结构持续转型的背景下，光伏发电成本大幅下

降，装机量增长。CPIA数据显示，2020年全球光伏市场新增装机量 130GW，同比增长 13%。 

国内政策支持光伏产业发展。2020 年 3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下发《关于 2020 年光伏发电上

网电价政策有关事项的通知》，继续对集中式光伏发电制定指导价，明确分布式光伏发电补贴标准，

并鼓励各地出台针对性扶持政策，支持光伏产业发展。2020年 6月，国家能源局公布《2020年光

伏发电项目国家补贴竞价结果的通知》显示，2020 年光伏竞价补贴入围项目共 434 个，总规模

25.97GW，同比增长 14%。两份《通知》的发布稳定行业预期，有效助推了光伏产业健康有序发展。

据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2020年国内光伏新增装机规模 48.2GW，同比增长 60%，连续 8年位居全

球首位。 

组件扩产加速，大尺寸、双面化趋势明显。根据 CPIA 的不完全统计，2020 年各主要组件企

业扩产达到 382GW。而双面组件较常规组件拥有更高发电量，在不同环境条件下，可以获得 5%-30%

的发电量增益，且性能、适用性与质保期均优于常规组件，获得市场的认可，市场占比不断提高。

2020年双面组件市场占比较 2019年上涨 15.7个百分点至 29.7%，增长趋势明显。2020年我国光

伏组件产量 124.6 GW，同比增长 26.4%，其中光伏组件出口约 78.8GW，同比增长 18%，出口量继

续攀升。 

宽版、薄型玻璃需求加速，玻璃总需求稳步增长。组件大尺寸、双面化的发展趋势，推动宽

版和薄型玻璃需求增加。166mm及以下电池片组件玻璃宽度在 1100mm以下，182、210mm规格电池

片组件的玻璃宽度在 1130mm 和 1300mm左右，大部分存量玻璃窑炉无法满足 182 mm 以上电池片组

件玻璃需求，需要新建或改造窑炉来满足需求。受玻璃需求稳步增长影响，光伏玻璃窑炉产能同

步增长，根据卓创资讯统计，截至 2020年 12月底，国内超白压延玻璃生产线 173 条，产能 29,540 

t/d，同比增加 16.48%。报告期内，公司光伏玻璃在产产能为 900t/d，按照卓创资讯数据统计，

规模居行业在产窑炉产能第七位。 



 
本报告期，全资子公司安彩光伏新材料 900t/d 光伏玻璃项目顺利投产，公司通过迁建实现了

技术升级、产品升级、环保升级，项目取得较好经济效益。公司开展的主要工作包括：一是结合

光伏行业发展形势，发挥自身玻璃制造技术和人才优势，积极谋划发展项目，目前正在加快推进

控股子公司焦作安彩年产 18 万吨光伏玻璃项目建设工作；二是公司紧跟市场需求，加大差异化、

高附加值产品研发力度，成功开发光伏玻璃双层镀膜、光伏背板玻璃丝网印刷和激光打孔等产品，

实现 2.0mm-5.0mm 厚度产品规格覆盖，能够满足大尺寸高功率组件产品市场发展趋势，生产能力

提升，产品结构进一步优化；三是优化销售模式，综合考虑国内外疫情因素情况，抓住国内光伏

玻璃行业发展良好势头，加大对国内排名前列客户和近距离客户战略销售，提升光伏玻璃业务盈

利能力；四是强化管理创新，优化从原材料进厂到生产工序的自动化装备流程，提升智能化、信

息化管理水平；通过带指标竞岗选拔任用干部，注重提升考核管理水平；培养技术人才队伍，招

聘大学生，增强团队活力；五是积极克服疫情带来的物流管控、物流不畅、上游原材料企业复工

延期及原辅材料供应不足等因素，全力抓好疫情防控和生产经营工作，积极打通原材料供应及产

品出口物流通道，有效保障了生产经营稳定运行。本报告期，公司光伏玻璃业务产能规模由 250t/d

增加为 900t/d，实现销售收入 10.32 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74.62%。 

（2）天然气业务 

报告期内，中国天然气产业随着国内防疫措施有效实施，企业有序复工复产，国内天然气需

求全年实现正增长。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 年，生产天然气 1,888 亿 m³，同比增长 9.8%。

进口天然气 1.02 亿吨，同比增长 5.3%。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运行快报统计，2020 年中国天然

气表观消费量 3,240 亿 m³，同比增长 5.6%。近年，我国持续推进天然气市场化改革，通过上游放

宽市场准入，组建国家油气管网公司及深化天然气价格改革等措施，推动天然气行业发展。随着

国家能源结构调整及天然气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国内天然气产业将继续稳步运行并迈向高质量

发展。 

○1 管道天然气 

公司控股子公司安彩能源运营西气东输一线工程的豫北支线是豫北地区天然气管道运输能源

动脉，肩负着保障豫北地区 4 市 12 县居民生活用气和直供工业用户稳定生产的重任。安彩能源与

中石油签订供气合同，后成功引入山西煤层气源，并已实现与安阳－洛阳天然气管道、焦作博爱

—郑州薛店天然气管道和安阳华润天然气管道的互联互通，形成中石油、山西煤层气和中石化天

然气“三气并举，互为补充”的气源供应格局和“以豫北为核心，辐射周边地区”的多渠道输送

模式，对促进豫北地区天然气市场发展形成有利影响，也为未来整体市场发展提供了可靠保障。 

报告期内，安彩能源克服新冠疫情及采暖期上游供应量收紧等不利影响，增强市场服务意识，



优化快速反应机制，树立“供气稳定、服务优质”理念，为下游用户提供增复产保障。安彩能源

在稳定现有生产经营同时，开展气源供应渠道拓展工作，于 2020 年 11 月投资设立子公司推进西

气东输与中石化榆济线对接工程项目建设相关工作，项目实施后，将有助于巩固安彩能源多气源

优势，增强气源供应保障能力，提升经营效益。本报告期，管道天然气业务销售量保持稳定。 

○2 LNG 和 CNG 

报告期内，中国进口天然气均价较上年大幅下降，其中，进口管道天然气价格相对稳定，进

口 LNG 价格跌幅相对明显。海关数据显示，2020 年，中国天然气进口量 10,166.1 万吨，同比增长

5.3%；进口金额 2,314.9 亿元，同比减少 19.4%。豫北地区 LNG 市场价格创出历史新低。 

本报告期，公司业务销售范围除原有豫北市场外，向省内其他城市（地区）拓展。公司依托

自有加气站点规模及终端分销能力优势，在液源采购方面，积极寻求低价液源，继续推进 LNG 集

中采购，降低采购成本，提升竞争优势；在燃气贸易方面，本着“紧跟市场，服务客户”的销售

策略，做好客户保供工作，加大市场开拓协同能力，提升贸易量。终端零售方面，优化零售站点

布局，扩大零售规模，巩固市场份额。报告期内，公司 LNG 销售量 12.37 万吨，同比增长 55%。

在豫北地区，公司 LNG 销量占比约 50%。 

公司 CNG 产品主要供应市区及周边地区。报告期内，受 LNG 市场挤压及经营区域电力新能源

汽车替代基本完成影响，营业区域内 CNG 市场需求大幅减少,对公司 CNG 业务造成较大影响。公

司通过对周边工业客户挖潜开发和增强同区域网约车平台互动加大终端站点的营销力度，保持

CNG 经营业务持续运营。 

本报告期，公司天然气业务整体销售收入 12.01 亿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14.82%。主要原因为

安彩能源管道天然气全年购销均价同比下降、下游管道天然气用户一季度受疫情影响停产，销售

收入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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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

和金额) 

财政部于 2017 年 7 月 5 日发布《企业会

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财会[2017]22 号）

（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并要求境内

上市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根

据准则要求，公司作为境内上市企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 

安彩高科第七届

董事会第四次会

议、第七监事会第

四次会议审议通

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0 年年度报

告全文“第十一节财务报告”附注

“五、44.（3）首次执行新收入准

则、新租赁准则调整首次执行当年

年初财务报表相关项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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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0年 12 月 31日，本公司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共三家，详见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

全文“第十一节财务报告附注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