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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83                 证券简称：远兴能源              公告编号：2022-022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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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3,621,758,560 股为基数，向

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1.00元（含税），送红股 0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远兴能源 股票代码 000683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纪玉虎 陈月青 

办公地址 鄂尔多斯市东胜区鄂托克西街博源大厦 12 层 鄂尔多斯市东胜区鄂托克西街博源大厦 12 层 

传真 0477-8139833 0477-8139833 

电话 0477-8139874 0477-8139873 

电子信箱 yxny@berun.cc yxny@berun.cc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及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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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公司主营天然碱法制纯碱和小苏打、煤炭、煤制尿素、天然气制甲醇业务。报

告期内，公司进行了产业结构调整，退出了煤炭、天然气制甲醇及下游产业。目前主营天然

碱法制纯碱和小苏打、煤制尿素业务。 

纯碱下游主要集中在玻璃、冶金、造纸、印染、合成洗涤剂、食品医药等行业；小苏打

主要用于食品、饲料、医药卫生等行业；尿素主要用于各种土壤和农作物生长，可达到促进

农作物增产的作用；煤炭主要用于化工、发电、工业锅炉等行业；甲醇主要用于烯烃、甲醛、

醋酸等领域。 

报告期内，公司生产各类产品830.26万吨，其中纯碱154.54万吨，小苏打104.57万吨。

尿素164.98万吨，煤炭351.51万吨，甲醇54.66万吨；实现营业收入121.49亿元，归属于母公

司的净利润49.51亿元，扣非归母净利润28.29亿元，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39.10%，每股收

益1.36元。根据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262.38亿元，所有者权益171.00亿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153.24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4.23元。 

（2）公司所处行业发展情况 

报告期，公司主要从事天然碱法制纯碱和小苏打、煤炭、煤制尿素、天然气制甲醇等产

品的生产和销售。报告期内，公司进行了产业结构调整，战略性退出了煤炭、天然气制甲醇

及下游产业，目前主要从事天然碱法制纯碱和小苏打、煤制尿素等产品的生产和销售。 

①纯碱行业 

纯碱成分为碳酸钠（Na2CO3），又俗称苏打和洗涤碱等，纯碱根据用途不同，分为工业纯

碱和食品添加剂纯碱，目前国内产能约占世界产能的45%。工业纯碱基于密度的不同，分为轻

质纯碱和重质纯碱。纯碱主要应用于玻璃、冶金、造纸、印染、合成洗涤剂、食品医药等行

业，其中玻璃工业是纯碱的主要消费部门，每吨玻璃消耗纯碱约0.2吨，占比接近60%。除传

统行业需求外，随着光伏行业的快速发展，我国光伏玻璃对纯碱的需求量将保持较快增长；

随着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发展，产品可用于碳酸锂生产，进一步用于锂电池正极材料。 

2021年，我国纯碱在产产能2,988万吨，联碱法、氨碱法、天然碱法纯碱产能比重分别为

49.4%、45.6%、5.0%。2021年全年纯碱产量2,873万吨，同比增长3.0%。 

2022年，随着光伏和锂电拉动，汽车、建筑和其他终端使用行业需求的增长，加之纯碱

产能增长缓慢，纯碱市场需求预计仍有提升空间。 

②尿素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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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国内尿素行情走向源于供需和成本的双驱动。宏观经济方面，大宗商品价格大

幅上涨。微观供需方面，原料煤炭价格上涨支撑，供给端产量减少，供应趋紧。需求方面，

农业消费保持平稳，玉米扩种带来增量需求，粮食产量与播种面积双增加。工业需求受海外

需求拉动，装置开工率提升，带动尿素消费。 

2021年，全国尿素产能7,165万吨，产量5,455万吨，同比增长2.45%，出口尿素529.9万

吨，同比下降2.8%，国内外尿素原料成本增加，国内厂商库存持续低位，尿素供需呈现紧平

衡格局，出口比例下降。 

2022年，预计国内尿素市场供需处于紧平衡状态。供应方面，国内尿素新增产能有限，

国内供应整体稳定。农业需求方面，中央一号文件将抓好粮食生产和重要农产品供给摆到首

要位置，粮食播种面积还将稳中有增，尿素在农业消费领域将稳定增长。工业需求方面，随

着海外制造业逐步恢复，人造板材、三聚氰胺等下游行业需求向好。 

③煤炭行业 

2021年，我国原煤产量40.71亿吨，同比增长4.7%。2021年国内煤炭市场在供需缺口影响

下煤炭价格创历史新高。供应方面，在“碳中和”背景下，煤炭生产面临更加严格的环保、

安全检查压力，导致煤炭供应整体偏紧；进口方面，受新冠疫情及海运费价格上涨等因素影

响，煤炭进口市场遇冷；需求方面，随着国内经济复苏，电力、水泥、化工等行业用煤需求

持续释放，煤炭供需失衡，煤价攀升。2021年四季度起，国家出台一系列保供措施，提高煤

炭产量、扩大进口，煤炭供需形势改善。 

④甲醇行业 

2021年，国内甲醇市场价格在原料煤价格带动下同步上升。2021年国内甲醇产能达10,026

万吨，同比增长3.5%，产量达6,749万吨。从下游消费结构来看，甲醇制烯烃仍处于甲醇下游

消费第一领域，2021年国内甲醇制烯烃产能达1,652万吨，消费甲醇量3,900万吨左右，约占

甲醇消费总量的53%。 

（以上数据采用相关行业协会对外提供的数据） 

（3）公司所处行业地位 

公司是国内最大的以天然碱法制纯碱和小苏打的生产企业，纯碱产能居全国第四位，小

苏打产能居全国第一位，尿素产能居全国第十位。 

（4）公司矿产资源情况 

截止2021年底，公司在河南桐柏县拥有安棚和吴城两个天然碱矿区，在内蒙古锡林郭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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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拥有查干诺尔碱矿，公司天然碱矿储量为19,403万吨。其中安棚碱矿拥有探明储量15,002

万吨，保有储量6,930万吨；吴城碱矿拥有探明储量3,267万吨，保有储量2,105万吨；查干诺

尔碱矿拥有探明储量1,134万吨，保有储量220.73万吨。公司持有银根矿业36%股权，银根矿

业阿拉善塔木素天然碱矿保有资源矿石量和可采储量分别为107,836.40万吨和29,690.01万

吨；公司持有蒙大矿业34%股权，蒙大矿业纳林河二号矿井煤炭保有资源量和可采储量分别为

11.57亿吨和7.11亿吨。 

报告期内，公司未进行重大矿产资源勘探活动。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元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9 年末 

总资产 26,238,278,546.91 23,254,776,294.85 12.83% 
23,519,258,707.

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5,323,715,384.98 10,227,129,098.37 49.83% 
10,203,543,508.

52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 12,148,532,861.96 7,698,057,885.71 57.81% 
7,693,220,353.7

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951,337,279.85 68,096,016.21 7,171.11% 673,477,464.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829,402,702.58 74,819,998.00 3,681.61% 661,184,857.6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489,241,181.35 1,989,263,178.42 75.40% 
1,521,607,499.4

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36 0.02 6,700.00% 0.1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36 0.02 6,700.00% 0.1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9.10% 0.66% 38.44% 6.85%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2,237,778,814.19 3,502,330,645.22 3,641,781,709.81 2,766,641,692.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33,047,270.98 921,866,573.93 824,799,162.03 2,871,624,272.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32,454,615.55 927,082,116.42 833,718,052.08 736,296,380.9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63,888,987.41 1,208,796,820.66 1,507,561,542.26 208,993,831.02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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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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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

通股股东总

数 

170,640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162,220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

状态 
数量 

内蒙古博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30.56% 

1,122,491,9

95 
333,475,587 

质押 
1,122,491,9

95 

冻结 429,644,076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73% 173,821,388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08% 76,582,406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分红－

团险分红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36% 49,999,994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20% 44,053,503    

中国工商银行－广发策略优选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88% 32,387,785    

北京中稷弘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88% 32,300,995  质押 30,600,0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前

海开源沪港深创新成长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84% 30,721,791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

欧价值智选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79% 29,154,701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

成新锐产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63% 23,070,32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除公司控股股东内蒙古博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北京中稷弘立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外，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也未知其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

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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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100%

15.30%

0.88%30.56%

戴连荣

内蒙古博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中稷弘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社会公众股东

68.56%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2021年，公司纯碱、尿素板块生产装置高效运行，主导产品平均销售价格较上年大幅上

涨；煤炭板块对公司利润贡献较上年增长较大。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21.49亿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57.81%；净利润49.51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7,171.11%，经营业绩较上年同

期大幅上升。公司其他重大事项如下： 

1.博源联化甲醇装置恢复生产 

2020年11月4日，受冬季民用高峰供气量影响，天然气制甲醇装置开始停车。2021年3月

上旬，因天然气民用气量的下降，天然气供应压力逐渐缓和，博源联化一套40万吨/年甲醇装

置正式恢复生产，2021年4月上旬，博源联化另一套60万吨/年甲醇装置正式恢复生产，至此

博源联化100万吨/年天然气制甲醇装置已全部恢复生产。公司于2021年3月11日、2021年4月7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控股子公司恢复生产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1-010、临

2021-018）。 

2021年12月15日，公司召开2021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控股子

公司内蒙古博源联合化工有限公司80%股权的议案》，截止2021年12月31日，公司已完成博源

联化股权过户手续。 

2.参股子公司银根矿业取得采矿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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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6月中旬，公司参股子公司银根矿业取得由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自然资源局颁发

的采矿许可证。根据经内蒙古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备案的储量核实报告，阿拉善右旗塔木素天

然碱矿总含矿面积42.1平方公里，固体天然碱（122b+333）矿石量10.78亿吨，矿物量

(Na2CO3+NaHCO3)7.09亿吨，平均品位65.76%。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矿产行业标准（DZ

／T0212.1—2020），该矿属于大型天然碱矿床。公司于2021年6月16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

于参股子公司取得采矿许可证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1-045）。 

3.转让博源煤化工70%股权 

公司为推进战略调整，优化产业结构，聚焦天然碱主业，进一步提升核心竞争力，将所

持博源煤化工70%股权对外转让，该事项经公司2021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于

2021年9月15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转让控股子公司内蒙古博源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70%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1-071）。截止2021年12月31日，公司已完成博源煤化工股

权过户手续。 

4.清算注销远兴江山 

公司为整合现有资源，优化产业结构，降低管理成本，提高管理效率，对远兴江山进行

清算注销，该事项经公司2021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于2021年9月23日在巨潮

资讯网披露了《关于清算注销全资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1-077）。截止2021年12

月31日，公司已完成远兴江山注销手续。 

5.收购银根矿业股权并对其增资 

根据公司聚焦天然碱主业的战略发展需要，公司以111,150.00万元收购蜜多能源持有的

银根矿业9.5%股权，收购完成后，公司以137,109.38万元对银根矿业进行单方面增资。该事

项经公司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于2021年7月26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

《关于收购参股子公司内蒙古博源银根矿业有限责任公司部分股权并对其增资暨关联交易的

公告》（公告编号：临2021-053）。截止2021年12月31日，公司已完成银根矿业股权过户手续。

目前公司持有银根矿业36%股权。 

6.重大资产重组 

公司拟以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纳百川持有银根矿业14%股权、拟以现金37.25亿元对银根

矿业进行增资。该交易合计对价为58.11亿元。该次交易实施前，公司持有银根矿业36%的股

权；该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持有银根矿业60%的股权，实现对银根矿业的控制。该事项经公

司八届二十次董事会、八届十九次监事会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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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公司年度报告披露之日，公司已就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二部下发的问询函

所涉及的问题进行回复，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工作正在积极推进中。 

 

 

 

 

 

 

法定代表人：宋为兔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二○二二年三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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