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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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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sse.com.cn 网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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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准确性、完整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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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信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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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拟定的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 

 

 

第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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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泰能源 600157 鲁润股份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 军 杨孟杨 

办公地址 
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亲贤北街9

号双喜广场26层 

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亲贤北街9

号双喜广场26层 

电话 0351-8366670 0351-8366507 

电子信箱 wteclzqb@126.com wt_ymy@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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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2.1 公司所处行业情况 

煤炭行业。2021 年，国内煤炭需求旺盛，煤炭价格始终高位运行，特别是进入

10 月后，煤炭价格快速上涨，连创历史新高。高企的煤炭价格大幅推高下游行业生产

成本，对电力供应和冬季供暖产生不利影响。国家有关部门密切关注煤炭市场动态和

价格走势，研究依法对煤炭价格实施干预措施，开展煤炭生产、流通成本和价格专项

调查；研究建立规范的煤炭市场价格形成机制，引导煤炭价格长期稳定在合理区间。

同时，市场监管部门加大执法检查力度，切实维护市场秩序。进入 11 月后，煤炭生

产企业全力增产增供，加快释放优质产能，煤炭价格快速回落，逐步回归合理区间。 

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信息：2021 年原煤产量 41.3 亿吨，同比增长 5.7%，全国煤

炭消费量同比增长 4.6%。根据国家海关总署统计信息：2021 年进口煤炭 3.2 亿吨，

同比增长 6.6%；煤炭出口 260 万吨，同比下降 18.4%。根据山西省统计局统计信息：

2021 年山西省规模以上企业原煤产量 11.93 亿吨，同比增长 10.5%。 

电力行业。2021 年，全国电力消费增速实现两位数增长，电力装机结构延续绿色

低碳发展态势。受电煤供应紧张等多重因素影响，9、10 月全国电力供需总体偏紧，

多地出现有序用电。国家高度重视并出台一系列能源电力保供措施。电力行业认真贯

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落实相关部门要求，全力以赴保民生、保发电、保供热，

采取有力有效措施提升能源电力安全稳定保障能力。2021 年 11 月 7 日起至 2021 年底，

全国有序用电规模基本清零，仅个别省份对部分高耗能、高污染企业主动执行有序用

电。 

根据中电联报告：2021 年，全国全社会用电量 8.31 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0.3%，

用电量快速增长主要受国内经济持续恢复发展、上年同期低基数、外贸出口快速增长

等因素拉动。2021 年，全社会用电量两年平均增长 7.1%，总体保持平稳较快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为：煤炭业务和电力业务，形成了以煤电互补为基础的

综合能源供应格局。 

2.2 公司主要业务情况 

2.2.1 煤炭业务 

公司始终致力于成为焦煤细分行业龙头企业及中长期内成为国内冶炼行业核心

供应商。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从事煤炭开采与销售业务，所属煤矿及煤炭资源主要分

布在山西、陕西、新疆、内蒙和澳洲地区。公司目前在产煤种均为优质主焦煤及配焦

煤，总产能规模为 990 万吨/年。公司拥有煤炭资源量总计 38.30 亿吨，其中：优质焦

煤资源量共计 9.06 亿吨，优质动力煤资源量共计 29.24 亿吨。公司所属在产煤矿均位

于山西省，煤炭产量多年保持在千万吨级水平。公司拥有山西灵石地区 33 座在产煤

矿中的 10 座矿，具有较强定价话语权，产品均为优质主焦煤及配焦煤，属于稀缺煤

种，与动力煤相比，焦煤价格优势明显，特别是低灰、低硫焦煤品种的市场价格较高、

销售情况良好，抵御市场波动能力更强。同时，公司积极推进所属矿井进行生产系统

技术改造和产能规模优化提升相关工作，并贯彻落实国家鼓励符合条件的煤矿核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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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能力政策，后续公司所属煤矿总产能规模还将有较大提升。 

公司煤炭业务的主要经营模式为：由公司制定年度生产与经营计划，各煤矿主体

企业按照计划组织生产与销售，根据市场行情确定煤炭产品销售价格。报告期内，公

司重点培育精煤、原煤战略客户群体，通过配煤、深加工拓展新客户群体，不断扩大

销售区域，2021 年长协战略用户占全年总体发运量 40%左右。一是利用铁路发运线

优势，保证战略用户需求量；二是稳步推进精煤产品长协长效机制，预防市场波动影

响，通过战略用户稳销量、市场用户提价格。 

报告期内，公司煤炭业务产品均为优质焦煤和配焦煤，主要用于钢铁冶金行业，

主要客户为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等大型国有企业及山西襄矿集团沁县华安焦化

有限公司等行业龙头生产企业，客户群体稳定且关系良好。公司煤炭业务利润主要源

自合理的煤炭产品市场价格以及对采煤成本和其他成本费用的控制。 

2.2.2 电力业务 

公司致力于成为优质的区域绿色清洁能源供应商。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从事电力

生产与开发和供热业务，所属电厂分布在江苏省与河南省境内，均为当地主力电厂。

公司所属电力业务控股总装机容量为 897 万千瓦（均为在运机组）、参股总装机容量

为 220 万千瓦（其中：在运装机容量为 200 万千瓦、在建装机容量为 20 万千瓦）。公

司所属在运机组较上年末大幅增加，主要系报告期内张家港华兴电力二期 2×44 万千

瓦燃机热电联产清洁能源项目于 2021 年 3 月双机投产，该项目具有技术先进、热效

率高、综合能耗及排放量低等优势，对促进区域小热电机组关停，提高地区供热可靠

性以及节能减排均具有积极意义，且有效优化调整了江苏省电源结构，增强了电网调

峰能力，提高了电网电源质量，目前项目商运状况良好。公司所属电厂装机容量大、

技术参数高，所属燃煤机组发电煤耗低，所有在运火电机组均实现了超低排放，属火

电行业的清洁能源，竞争优势明显；且地处经济发达的长三角地区和人口稠密的中原

经济区，区域内用电量大，电力业务需求和效益有保障，为所属区域主要电源支撑点。  

公司电力业务的主要经营模式为：坚持精细管理，细分电量结构，以优先计划分

配、市场直接交易和省内交易电量相结合，市场直接交易电量份额比重逐年加大。其

中：优先计划分配电量由国家电网公司统购统销，根据能源行政主管部门下达的各发

电企业年度优先电量计划，与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签署购售电

合同；交易电量由电厂、用户（售电公司）、电力交易中心签订三方合同，通过两省

国网公司进行结算。所有电量接受江苏省和河南省电网统一调度。 

公司热力销售业务的主要经营模式为：民用供暖由发电企业与热力公司按供热需

求签订供热合同，工业供汽由发电企业与工业蒸汽用户或热力公司签订供热合同。依

据供热合同组织生产供给，根据供热量与用户进行月度结算。 

报告期内，公司电力业务产品为电能和热能，主要为工业和民用提供能源供应。

公司电力业务利润主要源自售电量和售热量增加以及对发电成本和其他成本费用的

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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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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2020年 

本年比上

年增减(%) 
2019年 

总资产 104,306,207,849.05 104,133,134,714.24 0.17 106,485,157,848.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2,395,481,805.34 41,552,427,031.17 2.03 23,790,206,779.03 

营业收入 27,080,483,926.18 22,144,195,812.55 22.29 21,186,956,132.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64,098,152.52 4,484,669,792.13 -76.27 140,175,491.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63,995,324.58 195,279,150.95 291.23 91,714,562.5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119,368,505.74 5,019,089,657.18 2.00 5,168,793,681.5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5351 17.4030 
减少14.87

个百分点 
0.590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79 0.2019 -76.28 0.006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79 0.2019 -76.28 0.0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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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21,171,560.19 6,049,537,471.28 6,956,577,382.09 8,653,197,512.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8,209,734.05 246,108,536.67 261,658,570.25 348,121,311.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01,168,267.49 183,519,475.81 232,768,785.17 246,538,796.1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13,115,258.40 1,189,742,711.40 1,452,311,191.58 1,464,199,344.36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东情况 

4.1 报告期末及年报披露前一个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和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426,402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419,339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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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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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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永泰集团有限公司 0 4,027,292,382 18.13 0 质押 4,024,096,952 
境内非国
有法人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破
产企业财产处置专用账户 

-5,126,146,081 1,182,885,607 5.32 0 无 0 其他 

青岛诺德能源有限公司 0 989,847,716 4.46 0 
冻结 989,847,716 境内非国

有法人 质押 989,838,476 

襄垣县襄银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0 417,865,240 1.88 0 质押 416,005,962 其他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97,102,307 397,102,307 1.79 0 冻结 297,826,654 国有法人 

嘉兴民安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0 351,758,793 1.58 0 质押 351,758,793 其他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江西省分公司 

318,568,480 318,568,480 1.43 0 无 0 国有法人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37,466,800 274,933,692 1.24 0 冻结 206,200,244 国有法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国泰中证煤炭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47,967,780 147,967,780 0.67 0 无 0 其他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富国中证煤炭指数型
证券投资基金 

144,740,700 144,740,700 0.65 0 无 0 其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从公司已知的资料查知，永泰集团与其他股东无关联关系，也不属
于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有无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
属于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
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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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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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在债委会统一指导与安排下，公司全资子公司华晨电力股份公司已通

过重整化解了债务风险，并对“16 华晨 01”公司债券作出清偿安排；“16 华晨 01”公司

债券已于 2022 年 2 月 8 日起摘牌和退出登记。 
 

5.1 公司所有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报告期内债券的付息兑付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报告期内信用评级机构对公司或债券作出的信用评级结果调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2 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要指标 2021 年 2020 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资产负债率（%） 55.80 56.35 -0.5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763,995,324.58 195,279,150.95 291.23 

EBITDA 全部债务比 0.12 0.20 -40.00 

利息保障倍数 1.58 2.41 -3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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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1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

内发生的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1）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2021 年度，公司所属煤炭业务实现原煤产量 1,074.28 万吨、销量 1,071.27 万吨（其

中：对外销售 598.48 万吨、内部销售 472.79 万吨），营业收入 572,944.71 万元；洗精

煤产量 332.19 万吨、销量 331.58 万吨，营业收入 495,132.30 万元；煤炭贸易量 13.46

万吨，营业收入 17,129.53 万元；公司所属煤炭业务合计实现营业收入 1,085,206.54

万元。公司所属电力业务实现发电量 312.45 亿千瓦时，售电量 296.26 亿千瓦时，营

业收入 1,165,806.90 万元。公司所属石化业务实现石化产品贸易量 59.83 万吨，营业

收入 295,156.86 万元。 

2021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7,080,483,926.18 元，较去年同期 22,144,195,812.55

元增加 22.29%，主要原因系本期煤炭采选业务产销量同比增加及焦煤产品价格同比

上涨所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064,098,152.52 元，较去年同期

4,484,669,792.13 元下降 76.27%，主要原因系本期债务重组收益同比下降所致；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63,995,324.58 元，较去年同期

195,279,150.95 元增加 291.23%，主要原因系本期煤炭采选业务产销量同比增加及焦

煤产品价格同比上涨所致。 

（2）公司发展战略 

公司以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国家能源安全战略和“碳达峰、碳中和”

决策部署为指引，在深挖现有煤电传统产业潜力提质增效，保证公司基本盘稳定增长

的同时，坚定不移的向储能行业转型。公司将结合自身产业、管理优势，通过与央企、

地方国企、科研院所及储能行业头部企业合作，从储能材料资源整合、储能装备制造

到投资储能项目，为国家构建新型能源系统提供全方位、全产业链储能系统解决方案。

力争 1 年内储能产业取得实质性突破，3 年内形成规模，5~8 年进入储能行业第一方

阵。 

公司战略转型主要包括两方面： 

1、与海德股份共同投资电化学储能项目，推进储能材料资源整合、提纯冶炼、

储能新材料、装备制造和项目集成等全产业链产业，为新能源及传统电力系统提供全

套储能解决方案。 

2、加大储能电站和风光储绿色基地项目投资。与央企、地方国企等深度合作，

共同投资开发储能电站和风光储绿色基地项目。目前，公司已与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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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河南分公司、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三峡电能有限公司、国家能源（山

东）新能源有限公司签署合作协议。力争到 2030 年控股和参股的储能等新能源项目

装机规模达到 1,000 万千瓦以上。 

 

2 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

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董事长：王广西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4 月 2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