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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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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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公司于2022年4月15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二〇二二年第一次会议决议，因母公司累计

可供分配利润为负值，不具备利润分配条件，故公司2021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此预案需提交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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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安泰 600408 安泰集团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郭全虎 刘明燕 

办公地址 山西省介休市安泰工业区 山西省介休市安泰工业区 

电话 0354-7531034 0354-7531666 

电子信箱 securities_dpt@antaigroup.com securities_dpt@antaigroup.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2021 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也是“碳中和”国策落地元年，同时新冠疫情反复，国际形

势复杂多变，我国经济持续恢复后面临下行压力，2021 年各季度 GDP 增速逐渐放缓。钢材需求受

制于经济下行表现欠佳，但钢铁去产能“回头看”,能耗“双控”以及“碳中和”等政策强烈冲击

和影响供应面，钢铁行业呈现高钢价、高成本以及盈利改善局面。焦化行业大体趋同，一方面

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落后产能淘汰有序推进，绿色低碳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另一方面

积极应对原燃料价格高位运行等市场因素，全年总体运行平稳。 

（一）主要业务 

公司主要从事焦炭及其副产品、型钢产品的生产与销售。 



炼焦采用的是 JN60-6 型焦炉，设计产能为 240 万吨/年，产品主要销售给钢铁企业及焦炭

贸易商； 

H 型钢生产线采用了国内外成熟可靠的先进工艺技术与设备，设计产能为 120 万吨/年,可

生产各种 H 型钢 50 多个产品规格，主要以中大型 H 型钢为主，系国内乃至亚洲首条能够生产

特大规格 HN1000*300 系列的 H 型钢专业生产线。H 型钢产品作为一种新型建筑钢材品种，主

要应用于陆地和海洋钻井平台、大型桥梁、高层建筑、大型电力和水利建设、环保工业厂房等

重要领域； 

公司综合利用园区企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煤气、干熄焦余热等资源进行发电，所发电量主要是

满足园区内企业的生产运行所需。 

（二）经营模式 

多年来，公司致力于发展循环经济，推进节能减排，着力打造焦化钢铁生态工业园区。焦化、

型钢、电力等各产业之间以“物料平衡”为基础，以提高资源能源的利用率和转化率、减少污

染物的排放、提高环境绩效为目的，通过“工艺衔接”和循环经济产业链的“接环补环”方式，

使各工序与原材料和废弃物科学有机地组合为一体，使园区内的废水、废气、废渣以及余热余

压资源都得到了合理的应用，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安泰循环经济产业链。同时，公司为满足国家

及省、地、市各级政府对钢铁、焦化企业的环保要求，控制粉尘污染，降低污染物排放浓度，

近年来，公司投入大量资金进行环保项目建设，大大提高了公司的环境治理水平和环保效益。 

公司焦炭业务上游是煤炭行业，下游是炼铁、炼钢行业。公司炼焦所用的主要原材料煤炭

主要靠外购，生产的焦炭主要销售给包括新泰钢铁在内的钢铁生产企业及焦炭贸易商。炼焦过

程中产生的少量化工产品如焦油、粗苯、硫铵直接外销，而焦炉煤气、干熄焦余热则用来发电，

所发电力主要是满足园区内企业的生产运行所需。公司型钢业务主要是采购新泰钢铁的专属钢

坯（异形坯）生产 H 型钢，采购价格由双方按照独立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参考市场价格协商

确定交易价格。此交易模式可为双方节省采购成本，减少产品远销的运输成本，有利于提高安

泰工业园区循环经济产业链的综合利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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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74,323,616.09 5,568,171,294.71 -5.28 5,681,789,914.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2,813,232,679.07 2,543,748,127.83 10.59 1,948,469,066.76 

营业收入 12,989,937,497.51 8,789,875,724.74 47.78 9,563,363,329.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283,380,538.70 332,873,866.62 -14.87 456,806,727.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276,061,829.03 331,302,794.09 -16.67 193,747,868.6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485,029,465.61 704,261,273.35 -31.13 119,595,994.8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10.57 15.72 减少5.15个百分点 26.5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815 0.3306 -14.85 0.4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815 0.3306 -14.85 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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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6,355,098.24 3,040,443,515.01 3,750,609,715.49 3,552,529,168.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55,105,088.24 187,505,104.06 10,114,618.81 -169,344,272.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251,884,531.50 167,826,682.71 9,554,703.93 -153,204,089.1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5,481,166.41 7,234,191.69 120,046,783.97 182,267,32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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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459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52,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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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安民 0 317,807,116 31.57 0 质押 317,807,116 境内自然人 

董小林 -2,100,000 20,140,000 2.00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郑帮雄 1,021,100 13,042,472 1.30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吴绍金 3,781,780 8,945,680 0.89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马  驰 1,694,500 6,243,500 0.62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李友珍 -302,351 3,667,400 0.36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张艳娟   3,647,613 0.36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郑宋娟   3,636,300 0.36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张小杰   3,615,800 0.36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陈渤玲   3,511,093 0.35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

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李安民先生为公司控股股东兼实际控制人，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除此之外，公

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不知道其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

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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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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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实际控制人与控股股东同为自然人李安民先生，控制关系见上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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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重要事项 

1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 

2021年，公司上下紧跟国家经济形势和行业发展大局，全面围绕公司年初提出的总体工作

部署，凝心聚力，奋力拼搏，再创佳绩。一是克服原材料大幅上涨，市场形势跌宕起伏的不利

因素，全力以赴抓经营，确保全年生产稳定顺行；二是全面启动“践行双碳使命，引领绿色发

展、打造能效标杆”行动方案，多项环保节能提标改造项目完工投运。同时积极探索“碳减排”

有效方式，合作推进“微藻养殖”等减碳项目，助力公司实现双碳目标、树立能效标杆；三是

深入推进公司 TPM管理、安全管理提升、精益成本管理三大咨询项目的实施，夯实管理基础，

全方位提升公司精细化管理水平；四是围绕公司因与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形成的经营性欠款问

题，以及关联担保事项，积极落实整改措施，加强内控管理，截至报告期末，经营性欠款已全

部收回，关联担保余额较上年末也有所降低，尽最大努力消除对上市公司持续经营能力的不确

定性影响。 

一年来，公司上下在新形势下坚定发展信心，保持战略定力，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

开新局，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真抓实干，奋力拼搏，全力以赴确保各项目标任务圆满完成。

全年共生产焦炭 218.20万吨、型钢 144.38万吨；销售焦炭 218.37万吨、型钢 142.90万吨。

全年共实现营业收入 129.90 亿元，同比增加 47.78%；受三季度以来，主要产品的原材料价格

高位运行、产品价格下滑等因素影响，全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83亿元，同比减少

14.8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2.76亿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1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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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