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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1011     股票简称：宝泰隆   编号：临2022-027号 

 

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一季度主要经营数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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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1-3 月主要经营数据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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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月） 

经营数据 

（2020 年 1-3 月） 

比上年同期

增减（%） 

煤焦

行业 

焦炭 

（含焦

粉、焦粒） 

营业收入 元  607,826,308.39   619,956,257.53  -1.96 

营业成本 元  544,136,483.74   511,865,306.09  6.30 

生产量 吨  244,982.00   334,308.00  -26.72 

销售量 吨  230,842.74   287,142.23  -19.61 

库存量 吨  19,663.57   70,614.86  -72.15 

沫煤 

营业收入 元  29,483,043.62   60,176,524.72  -51.01 

营业成本 元  27,067,511.41   64,483,717.17  -58.02 

生产量 吨  106,035.00   116,317.00  -8.84 

销售量 吨  36,544.60   105,076.14  -65.22 

库存量 吨  227,389.26   188,612.82  20.56 

化工

行业 
粗苯 

营业收入 元  16,021,769.39   10,542,161.43  51.98 

营业成本 元  1,270,785.14   1,023,328.14  24.18 

生产量 吨  3,448.00   4,266.00  -19.17 

销售量 吨  3,145.50   3,971.66  -2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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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存量 吨  705.35   717.39  -1.68 

甲醇 

营业收入 元  40,456,480.37   35,632,203.53  13.54 

营业成本 元  25,078,856.22   14,617,849.82  71.56 

生产量 吨  20,412.72   26,554.45  -23.13 

销售量 吨  18,750.86   18,861.20  -0.59 

库存量 吨  4,850.19   17,892.92  -72.89 

精制洗

油及沥

青调和 

营业收入 元  17,367,135.39   11,106,366.37  56.37 

营业成本 元  3,162,144.46   2,959,863.98  6.83 

生产量 吨  4,813.00   4,092.60  17.60 

销售量 吨 3,196.46   3,634.11  -12.04 

库存量 吨 4,682.41   9,363.43  -49.99 

新材

料行

业 

针状焦 

营业收入 元  11,754,353.71   10,900,491.33  7.83 

营业成本 元  6,641,367.90   17,619,680.51  -62.31 

生产量 吨  1,269.00   778.00  63.11 

销售量 吨  1,477.14   3,324.85  -55.57 

库存量 吨  2,182.84   6,993.23  -68.79 

热电

行业 

电力 

营业收入 元  11,856,381.42   4,139,333.06  186.43 

营业成本 元  18,996,774.55   4,779,523.88  297.46 

生产量 度  79,255,902.00   77,573,749.00  2.17 

销售量 度  35,646,224.00   12,882,285.00  176.71 

库存量 度  -    - - 

供热 

营业收入 元  37,620,252.46   39,165,714.62  -3.95 

营业成本 元  29,158,878.88   41,091,143.95  -29.04 

生产量 吉焦  1,034,708.00   1,565,923.00  -33.92 

销售量 吉焦  975,399.00   1,433,518.00  -31.96 

库存量 吉焦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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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279,447.76 167,916.00 168,52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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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5  

粗苯 91.89  

甲醇 1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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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制洗油 1# 65.51  

沥青调和组分 61.11  

电 3.13 

针状焦（煅前） 118.25  

针状焦（煅后） 162.98  

2、原材料价格变动情况 

原材料 比上年同期增减（%） 

原煤（外购） 21.72 

精煤（自产） 21.23 

精煤（外购） 64.14 

 

四、其他对公司生产经营具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2022 年第一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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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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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