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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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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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由于公司当年实现归属于本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负，董事会

建议2021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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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连热电 600719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沈军 郭晶 

办公地址 
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昆明街32号 

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昆明

街32号 

电话 0411-82298181 0411-82298188 

电子信箱 shenjun_dl@163.com dlrd_zqb@sina.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公司所处热电联产、集中供热公共事业行业，以民生供暖业务为主，是大连地区集中供热主

要企业，供热市场集中于主城区。随着国家环保减排、双碳战略的逐步推进，能源供给侧改革持

续推进，清洁供暖将成为城市供暖的主要发展方向，高污染低效率的小型燃煤供热企业将逐步淘

汰，环保高效的大型热电联产将得到进一步发展。 

随着电力市场改革的逐步推进，按照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国家能源局东北监管局政策要

求，公司发电业务将自 2022 年 1 月起正式参与省内电力市场化交易。 

公司主营业务为热电联产、集中供热。主要产品有电力和热力两大类，共有电力、工业蒸汽、

高温水和居民供暖四个品种。 



公司经营模式：公司业务模式主要有两种，一是通过燃煤锅炉燃烧煤炭原料生产热水对外供

热。二是采用热电联产方式供热，通过公司所属电厂和热源设备生产电力、蒸汽、高温水，通过

电网、热力管网输送对外供电、供热。供暖价格由政府物价部门确定，工业蒸汽、高温水价格由

双方协商确定，电价随电力市场交易变化。生产主要原料是煤炭，依靠外部采购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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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0,333,061.28 2,710,386,230.51 3.69 2,260,883,519.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597,158,063.30 743,614,625.00 -19.70 737,597,652.71 

营业收入 659,678,648.42 674,242,612.30 -2.16 766,922,47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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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2,095,692.44 670,751,141.46 -2.78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43,219,764.90 9,658,368.69 -1,582.86 11,271,241.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109,747,572.87 10,052,333.76 -1,191.76 21,555,162.1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64,623,803.97 154,712,035.61 -58.23 216,300,426.7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21.35 1.30 

减少22.65个

百分点 
1.5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54 0.024 -1,575.00 0.02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54 0.024 -1,575.00 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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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1,513,925.94 23,377,151.22 1,099,920.40 233,687,650.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3,504,581.66 -34,983,381.83 -49,912,118.26 -101,828,846.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43,474,778.30 -36,446,050.88 -50,024,423.01 -66,751,877.2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789,753.43 -132,879,750.64 -132,644,565.91 356,937,87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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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11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9,955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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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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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连市热电集团有限公司 0 133,133,784 32.91 0 无 0 国有法人 

上海星河数码投资有限公司 0 20,118,461 4.97 0 未知 0 国有法人 

周宇光 18,789,353 18,789,353 4.64 0 未知 0 境内自然人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530,670 3,952,054 0.98 0 未知 0 国有法人 

上海特玺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78,400 3,743,500 0.93 0 未知 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刘其昌 2,227,900 3,315,857 0.82 0 未知 0 境内自然人 

李伟华 3,026,000 3,026,000 0.75 0 未知 0 境内自然人 

骆申涛 0 2,168,920 0.54 0 未知 0 境内自然人 

林兆茂 -170,433 1,680,000 0.42 0 未知 0 境内自然人 

JPMORGAN CHASE BANK,NATIONAL 

ASSOCIATION 
1,503,908 1,503,908 0.37 0 未知 0 境外法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十名股东中，公司国有法人股股东和非国有法人股股东之间不存

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是

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

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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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公司完成上网电量 22,389万千瓦时，同比减少 7,933万千瓦时，降幅 26.2%。上网电量下

降的主要原因一是同期一季度东海热电厂发电机组仍在运行，本期东海热电厂发电机组停运；二

是采取以热定电、保供限电等措施，压缩产量，减少煤炭消耗，降低煤价暴涨影响。 

完成蒸汽销售量 30.6 万吨，同比减少 6.6 万吨，降幅 17.8%。完成高温水销售量 43.1 万吉焦，

同比增加 2.4万吉焦，增幅 6.1%。蒸汽销售量下降和高温水销售量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推进主城区

汽改水，蒸汽用户减少，高温水需求量增加。 

公司期末供暖面积 1782万平方米。 



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公司资产总额 28.10亿元，净资产总额 5.97亿元，比年初分别增长 3.69%、

减少 19.70%，资产负债率 78.75%。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6.60 亿元，降幅 2.16%，净利

润-1.43亿元，同比减少 158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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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