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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37                               证券简称：冀中能源                       公告编号：2021 定-004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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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均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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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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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冀中能源 股票代码 000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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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温雅 李英 

办公地址 河北省邢台市中兴西大街 191 号 河北省邢台市中兴西大街 191 号 

传真 0319-2068666 0319-2068666 

电话 0319-2098828 0319-2068312 

电子信箱 jzny000937@sina.com jzny000937@163.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的主要业务及产品 

公司业务包括煤炭、化工、电力、建材四大板块，其中煤炭为公司的主要产品。2021年公司原煤产量2,586.34万吨，煤炭销

量2,909.31万吨，煤炭销售收入247.57亿元，主业煤炭收入占总营业收入比例79.00%；公司煤炭产品按用途分为炼焦煤和动

力煤。其中，炼焦煤具有低灰、低硫、粘结性强等特点，主要用于钢铁行业；动力煤具有低硫、低磷、高挥发分等特点，主

要用于发电、建材、化工等行业。 

二、行业发展情况 

公司主业为煤炭采掘业，主要产品为动力煤、炼焦煤，是河北省首家煤炭上市公司，河北省煤炭生产销售龙头企业，华北地

区重要的优质炼焦煤生产企业，所处煤炭能源行业高度依赖于国内经济增速和供需影响。2021年，受国际能源供需关系失平

衡、我国经济稳步增长用电需求快速增长、自然灾害增多等多重因素影响引发市场煤价大幅波动，市场价格总体在较高区间

运行，随着国家推动煤炭增产增供一系列政策措施落地见效，煤价逐步向合理区间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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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我国生产原煤40.7亿吨，同比增长4.7%，比2019年增长5.6%，两年平均增长2.8%；进口煤炭3.2亿吨，同比增长6.6%。

2021年中国炼焦煤产量为4.90亿吨，同比增长1%；2021年中国炼焦煤进口量为5470万吨，同比减少24.6%。 

2022年，在“双碳”背景驱动下新能源增速明显，煤炭能源消费量占比持续下降，保供政策新增产能贡献持续上升，同时受

国内疫情防控不稳定因素和疫情受益型经济效应下滑，国内经济承压和预期转弱压力明显，能源供给需求趋向平衡，预计煤

炭市场价格将保持相对平稳态势和趋向价格合理区间。 

三、行业宏观走势 

我国宏观经济形势总体向好，单当前国际环境复杂多变，全球新冠疫情未得到根本好转，全球经济各国发展不一，复苏程度

低于预期。我国经济发展虽然受到较大冲击，但制度优势显著，市场空间广阔，发展韧性十足，积极构建“畅通国内大循环，

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有效拉动宏观经济恢复性增长。 

十四五期间，煤炭在我国能源体系中的主体地位和压舱石作用不会改变，但随着“双碳”政策大力推进，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费

结构中的比重将持续下降，能源结构调整成为大势所趋。行业进一步迈向以绿色、低碳、智能为特征的高质量发展，煤炭清

洁高效开发利用成为重点。2022年，是“十四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之年。随着保供稳价政策的延续以及近年来核增产能的

有序释放，煤炭供需紧张态势已得到缓解，未来煤炭供需或将进一步回归平衡，煤价将加快向理性回归。 

四、公司市场竞争优势 

1、资源优势 

我国焦煤资源非常稀缺，公司所处华北地区煤炭资源丰富、煤质优良，拥有较丰富的主焦煤、1/3焦煤、肥煤、气煤、动力

煤等，煤种齐全，品质优良，其中主焦煤、1/3焦煤为国家保护性稀缺煤种。公司出产的炼焦精煤具有低灰、低硫、低磷、

挥发分适中、粘结性强的特点，被誉为“工业精粉”。特别是河北省内的煤炭资源大部分为煤质优良的炼焦用煤，具有较强的

市场竞争力。 

2、区位优势 

我国煤炭消费地区主要分布在沿海等经济发达地区。煤炭价格中运费所占比重大，煤炭的运输距离和运输的便利程度对煤炭

生产企业在一定区域内的竞争能力有很重要的影响。公司煤炭资源主要分布在京津唐环渤海经济圈腹地，京九铁路、京广铁

路、京深高速和107国道等干线穿境而过，交通运输极为便利。此外，区域内焦化、钢铁、发电等煤炭下游产业发达，具有

明显的经济区域优势。 

3、生产技术优势 

公司开采历史悠久，积累了丰富的煤炭开采技术和大量基础管理人才储备。在生产技术研发方面，大采高综采、薄煤层综采

技术，厚煤层一次采全高和放顶煤开采工艺居煤炭行业前列；煤巷锚杆支护成套技术、下组煤承压水上开采技术和建下充填

开采技术居煤炭行业领先地位。在人才管理方面，公司拥有一支业务能力强、素质高、经验丰富的煤炭生产经营管理人才队

伍，保证了公司经营管理和业务拓展的顺利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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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936,991,044.63 50,109,863,788.67 -0.34% 47,007,600,752.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0,817,599,356.41 19,577,080,078.63 6.34% 19,774,250,729.03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 31,424,241,158.19 20,642,554,379.76 52.23% 22,527,153,168.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739,346,330.99 785,510,679.90 248.73% 782,887,735.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530,849,616.74 799,785,700.14 216.44% 917,113,537.1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018,810,655.08 6,639,715,519.64 -24.41% 3,578,735,131.5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7752 0.2223 248.72% 0.221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7752 0.2223 248.72% 0.221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58% 3.89% 9.69% 4.09%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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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5,975,597,988.63 6,992,309,622.50 9,012,164,588.44 9,444,168,958.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0,963,518.83 498,645,370.91 707,306,506.23 1,372,430,935.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36,991,713.63 357,010,377.68 609,484,229.34 1,427,363,296.0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20,191,808.37 -296,891,569.18 2,285,413,320.67 2,210,097,09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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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928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79,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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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冀中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32.81% 1,159,245,197 526,797,385 
质押 540,000,000 

冻结 195,903,960 

冀中能源峰峰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6.90% 597,142,952 100,149,623 质押 375,609,648 

河北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4.43% 510,000,000    

黄中能源邯郸矿业集团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6.88% 243,252,041  质押 13,252,041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3.00% 105,872,218    

冀中能源张家口矿业集团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0.57% 20,000,000  冻结 20,000,0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富国中证红利指数增强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31% 10,979,50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

中证煤炭等权指数分级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30% 10,533,689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天弘

中证 500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26% 9,319,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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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0.26% 9,253,03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 10 名股东中，峰峰集团、邯矿集团和张矿集团为冀中能源集团的控股子

公司；公司未知其他前 10 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本公司股票为融资融券标的证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中，冀中能源集团通过信

用担保账户持股数量为 335,000,000 股，峰峰集团通过信用担保账户持股数量为

94,128,524 股，邯矿集团通过信用担保账户持股数量为 117,914,4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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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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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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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1）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

元） 
利率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第一期） 

17 冀中 01 112557 2017 年 07 月 26 日 2022 年 07 月 26 日 17,036.55 3.00% 

报告期内公司债券的付息兑付情况 

2021 年 7 月 26 日，公司完成了公司债券"17 冀中 01"上一计息期间的利息支

付相关事宜。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了公司债券“16 冀中 01”和"16 冀中 02"上一计息期间的

利息支付及本金兑付相关事宜，“16 冀中 01”和“16 冀中 02”已摘牌。 

（2）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2021年6月28日，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评定公司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维持AA+，评级展望维持稳定，“16 冀中 02”、“17 

冀中 01”的信用等级维持 AAA。 

以上评级报告详见本公司于2021年6月29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评级报告。 

 

（3）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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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率 50.97% 53.98% -3.0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253,084.96 79,978.57 216.44% 

EBITDA 全部债务比 27.93% 14.28% 13.65% 

利息保障倍数 7.57 3.3 129.39% 

三、重要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未发生重大变化，相关事项请参阅公司2021年度报告全文。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04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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