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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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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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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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21年度公司合并报表实现净利润为2,625万元，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2,662万元。鉴于公司2020年度亏损额度较大、2021年虽实现扭亏为盈，但盈利额度较

少的实际情况，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2021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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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能源 600758 红阳能源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韩健 王莉 

办公地址 辽宁省沈阳市沈北新区建设路38号 辽宁省沈阳市沈北新区建设路38号 

电话 024-86131586 024-86131586 

电子信箱 hongyang600758@126.com hongyang600758@126.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近年来，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持续推进，我国煤炭产业的发展质量较过去有了明显提升，煤炭行业落

后产能加速清出，优质产能逐步释放，大型现代化煤矿已成为全国煤炭生产主体。煤炭企业的机械化、信息化、

自动化、智能化水平显著提升。 

从行业发展走势看，我国能源资源禀赋以煤为主，煤炭作为主体能源和重要工业原料的地位，短期内不会

改变。2021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强调，“要立足以煤为主的基本国情，抓好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增加新能



源消纳能力，推动煤炭和新能源优化组合”，明确了煤炭在能源结构中的定位，也表明了国家必将以更加理性的

态度和举措引领引导煤炭行业发展。 

公司下辖 7 个煤矿，即林盛煤矿、红阳二矿、红阳三矿、西马煤矿、蒙西煤矿、蒲河煤矿、呼盛煤矿，煤

炭产品核定生产能力达到 1160 万吨/年。各矿煤种以冶金煤为主，主要销售给大型钢铁企业。同时还有部分动

力煤，销售给电厂。 

公司下辖 2 个热电联产的电厂，即辽宁沈煤红阳热电有限公司和灯塔市红阳热电有限公司，电力总装机容

量为 708MW，其中包括 2×330MW 燃煤发电机组，4×12MW 煤矸石发电机组。电力产品主要销售给国家电网公

司。 

公司拥有与煤矿配套的铁路运输系统，共有准轨铁路 136 公里，内燃机车 13 台，年运输设计能力 1000 万

吨以上，主要从事矿区煤炭和原材料的运输，与主要客户生产基地相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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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81,033,041.70 15,134,487,699.90 0.97 15,602,435,359.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5,068,610,334.92 4,961,243,038.24 2.16 5,437,113,588.84 

营业收入 5,914,532,149.930000 5,054,687,828.430000 17.01 6,689,580,533.41 

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

收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

入后的营业收入 

5,907,232,661.010000 5,046,911,884.070000 17.05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26,622,270.92 -467,076,216.62 不适用 26,212,918.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1,195,415.32 -487,854,466.66 不适用 -63,166,549.2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872,163,825.69 787,395,558.84 137.77 707,599,223.1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0.53 -8.85 不适用 0.4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 -0.35 不适用 0.0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 -0.35 不适用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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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1,167,402.08 1,185,918,469.53 1,462,548,281.07 1,634,897,997.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8,869,662.59 -91,868,128.60 60,518,212.69 19,102,524.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27,328,345.54 -55,308,395.32 57,661,747.13 -8,486,282.0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1,326,469.28 3,634,293.15 481,478,881.49 1,315,724,18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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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638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54,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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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省能源产业控股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0 318,000,000 24.05 0 无 0 

国有

法人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 
-10,704,093 127,944,500 9.68 0 无 0 未知 

深圳市祥隆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0 127,011,601 9.61 0 无 0 未知 

辽宁交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11,111,692 111,111,692 8.40 0 无 0 
国有

法人 

辽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0 97,229,797 7.35 0 无 0 

国有

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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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56,005 21,162,339 1.60 0 无 0 未知 

沈阳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124,315,992 9,252,452 0.70 0 冻结 9,252,452 

国有

法人 

徐开东 9,053,400 9,053,400 0.68 0 无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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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6,800 4,382,900 0.33 0 无 0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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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4,200 3,969,700 0.30 0 无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辽能投资为辽能产控集团控股子公司；辽能产控集团受辽宁

省国资委委托对沈煤集团实施管理。2、辽能产控集团与辽交投

均为辽宁省国资委同一控制下企业。3、未知公司其他前十名股

东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具有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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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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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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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年完成商品煤产量 514.65 万吨，销量 512.26万吨；上网电量 24.8亿度；供暖收费面积 2838万平方米；



实现营业总收入 59.15亿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0.27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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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