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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1011     股票简称：宝泰隆    编号：临2022-026号 

 

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主要经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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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3 号——行业信息披露>第十三号—

—化工》的相关规定，现将公司 2021 年度主要经营数据披露如下： 

一、主要产品的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及产销量情况 

分行

业 

主要 

产品 
经营指标 单位 

经营数据 

（2021 年） 

经营数据 

（2020 年） 

比上年同

期增减

（%） 

煤焦

行业 

焦炭 

（含焦

粉、焦

粒） 

营业收入 元 2,742,675,575.86 2,028,148,411.87 35.23 

营业成本 元 2,402,612,884.91 1,821,403,017.75 31.91 

生产量 吨 1,153,963.00 1,207,791.00 -4.46 

销售量 吨 1,171,887.78 1,270,437.15 -7.76 

库存量 吨 5,524.31 23,449.09 -76.44 

沫煤 

营业收入 元 149,479,378.09 31,384,840.61 376.28 

营业成本 元 159,211,714.29 34,237,110.38 365.03 

生产量 吨 351,687.00 293,003.90 20.03 

销售量 吨 253,558.10 57,654.00 339.79 

库存量 吨 211,210.86 219,394.96 -3.73 

化工

行业 
粗苯 

营业收入 元 58,723,857.59 34,817,444.28 68.66 

营业成本 元 4,483,259.09 4,512,495.22 -0.65 

生产量 吨 14,156.00 14,987.00 -5.54 

销售量 吨 14,176.20 14,913.44 -4.94 

库存量 吨 402.85 423.05 -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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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醇 

营业收入 元 202,177,802.73 165,568,784.95 22.11 

营业成本 元 111,281,669.13 88,104,077.70 26.31 

生产量 吨 83,423.96 93,008.98 -10.31 

销售量 吨 90,435.30 102,124.00 -11.45 

库存量 吨 3,188.33 10,199.67 -68.74 

精制洗

油及沥

青调和

组分 

营业收入 元 51,522,486.66 125,512,673.35 -58.95 

营业成本 元 17,074,368.79 45,336,939.91 -62.34 

生产量 吨 21,417.50 57,581.50 -62.80 

销售量 吨 14,160.79 54,330.40 -73.94 

库存量 吨 5,382.47 9,298.40 -42.11 

新材

料行

业 

针状焦 

营业收入 元 50,294,743.06 40,587,367.52 23.92 

营业成本 元 31,254,958.15 42,427,502.96 -26.33 

生产量 吨 6,310.00 1,964.00 221.28 

销售量 吨 11,810.60 10,945.45 7.90 

库存量 吨 2,390.98 10,571.08 -77.38 

热电

行业 

电力 

营业收入 元 36,862,642.50 42,817,449.44 -13.91 

营业成本 元 74,739,532.96 43,308,777.47 72.57 

生产量 度 310,032,682.00 328,740,768.00 -5.69 

销售量 度 114,285,483.00 132,111,940.00 -13.49 

库存量 吨 - - - 

供热 

营业收入 元 89,158,009.13 88,248,649.93 1.03 

营业成本 元 66,906,521.73 84,637,753.43 -20.95 

生产量 吉焦 2,490,002.00 3,060,996.00 -18.65 

销售量 吉焦 2,248,428.00 2,907,159.00 -22.66 

库存量 吨 - -  - 

二、主要原材料采购量情况 

单位：吨 

名   称 原煤 精煤 

采购方式 自产 外购 自产 外购 

数 量 0.00 955,805.18 453,420.00 1,037,605.47 

三、主要产品和原材料的价格变动情况 

1、主要产品价格变动情况 

产品 比上年同期增减（%） 

焦炭（含焦粉焦粒） 46.60  

沫煤 8.30  

粗苯 77.43  

甲醇 37.89  

精制洗油 1# 3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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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制洗油 2# 51.51  

沥青调和组分 50.30   

电力 0.00  

针状焦（煅前） 39.71  

针状焦（煅后） -0.57  

2、原材料价格变动情况 

原材料 比上年同期增减（%） 

原煤（外购） 52.1 

精煤（自产） 55.86 

精煤（外购） 30.14 

四、其他对公司生产经营具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2021 年度未发生对公司生产经营具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 

以上经营数据信息来源于公司报告期内财务数据统计，且部分数

据已经审计，仅为投资者及时了解公司生产经营概况之用，敬请广大

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二二年四月二十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