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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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同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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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除回购

专户中累计已回购的股份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30元（含税），不以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不送红股。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总股本扣除回购专户中累计已回购的股份为618,703,944股

，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共185,611,183.20元（含税）。 

该方案尚需提交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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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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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丰能源 605090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黄  博 刘苹苹 

办公地址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林和西路耀中广场

A座2116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林和西路耀中广场

A座2116 

电话 020-38103095 020-38103095 

电子信箱 jxjf@jovo.com.cn jxjf@jovo.com.cn 

二、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公司核心主业主要涉及清洁能源行业、能源服务行业、特种气体行业。 

（一）清洁能源行业 

1、天然气/LNG 行业 

（1）我国天然气行业基本情况 

天然气行业分为上游、中游、下游三个核心领域。其中上游主要涉及国内天然气勘探、开发等，

具有资金规模大、技术密集、风险高等特点，国内常规天然气及非常规天然气（如页岩气、煤层气、

煤制气等）开采主要由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等央企参与，近年来，在非常规天然气开采方面，

民营企业参与度持续提升；此外，PNG 进口和 LNG 进口构成国内天然气供应的重要补充。中游主

要涉及天然气输送领域，随着我国油气行业“X+1+X”模式推进及“全国一张网”改革思路的确立，

预计在未来较长时期内，我国将逐渐形成以国家管网公司为核心的主干管网资产运营主体，与省级

管网公司、区域管网公司并存的局面，共同推动中游天然气输配的高效率实施；此外，进口 LNG

相关的船舶和基础设施，以及天然气储气设施等也是中游环节重要的核心资产。下游主要涉及天然

气的应用，包括城镇燃气、工业燃料、化工原料、燃气发电、交通燃料等，参与主体主要包括城市

燃气公司、燃气运营商、LNG 汽车加气站等，市场竞争较为充分。 

图 1：我国天然气全产业链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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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我国天然气及 LNG 消费量需求持续提升 

近年来，随着我国对环境保护和碳排放的日益重视，加快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

体系成为当前社会发展的一项重要课题，国家及地方各级政府相继出台了鼓励使用天然气等清洁能

源的相关政策：对新上工业项目优先使用天然气等清洁能源；在重点用能领域（如居民用能、工商

业用能等）实施“煤改气”，用天然气替代煤、重油等高污染燃料；在交通燃料领域，推广液化天然

气重型货运车辆发展，开展沿海、内河液化天然气动力船舶应用；加快构建以绿色能源为主体的新

型电力系统的同时，因地制宜建设天然气调峰电站等。 

受上述因素影响，国内天然气需求呈现持续增长态势。2010 年-2022 年天然气表观消费量复合

增长率达 9.81%。2022 年，受国内天然气价格高企，叠加疫情影响下国内需求疲软等因素影响，全

国天然气表观消费量为 3,663 亿立方米，同比下降 1.7%。 

图 2：2010 年-2022 年天然气表观消费量 

单位：亿立方米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海关总署、国家发改委、LNG 行业信息） 

根据国家统计局、华经产业研究院数据，我国 LNG 表观消费量从 2015 年的 2,479.6 万吨增长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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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的 9,535.6 万吨。根据聚和咨询《2022-2023 中国天然气市场年度报告》相关数据，2022 年，

受国内 LNG 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影响，全年 LNG 表观消费量为 8,029.5 万吨，同比下降 15.79%。未

来随着清洁能源的推广使用，LNG 消费量有望进一步提升。 

图 3：2015 年-2022 年我国 LNG 表观消费量 

单位：万吨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华经产业研究院、聚和咨询） 

（3）国内自产天然气严重不足，进口 LNG 增速较快；国产 LNG 稳步增长 

受制于我国“富煤、缺油、少气”的能源国情，国产天然气规模长期不能满足消费需求增长，

需求缺口持续扩大。2010 年-2022 年，国内天然气产量的复合增长率为 7.01%。2022 年度，我国天

然气产量为 2,178 亿立方米，增幅为 6%，增量主要来自于鄂尔多斯、塔里木、四川等主要产气盆地。

近年来我国天然气的对外依存度持续攀升，从 2010 年的 10%快速上升至 2021 年的 45%；2022 年，

受海气价格持续高企及进口 LNG 规模下降影响，我国天然气对外依存度为 41.17%。 

图 4：2010 年-2022 年中国天然气产量、进口、消费及对外依存度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BP、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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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已形成了国产天然气、PNG 进口、LNG 进口等多元化供应格局。2010 年以来，我

国天然气进口规模持续提升。2017 年开始，LNG 的进口量超过 PNG，并在我国天然气供应中占比

越来越高。根据聚和咨询《2022-2023 中国天然气市场年度报告》，2022 年度，我国天然气进口量合

计达 1,508 亿立方米，其中 PNG 进口 635 亿立方米，LNG 进口 873 亿立方米，占比分别为 42%及

58%。 

图 5：2010 年-2022 年我国天然气供应情况 

单位：亿立方米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海关总署、LNG 行业信息） 

国产 LNG 方面，随着 LNG 液化工厂产能逐步提升，国产 LNG 产量实现稳步增长。根据国家统

计局数据，2015-2022 年，我国 LNG 产量逐年递增，2022 年我国 LNG 累计产量为 1,742.70 万吨，

同比增长 12.8%。 

图 6：2015 年-2022 年国内 LNG 产量 

单位：万吨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4）进口 LNG 市场与国产 LNG 市场相互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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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 LNG 主要采用长约或现货方式在境外直接采购 LNG 产品，通过国际 LNG 船运，进入国

内沿海地区的 LNG 接收站，在接收站码头卸载并存储，以“液进液出”或“液进气出”的方式输

送到应用市场，该市场以城镇燃气、工业燃料、化工原料、燃气发电需求为主，交通燃料需求为辅；

在市场区域分布方面，进口 LNG 市场主要分布在沿海接收站码头半径覆盖范围内的槽运市场及进

入管网的管道气市场；在市场竞争方面，该领域涉及境外 LNG 供应的稳定性、国际结算、远洋运

输、接收与仓储、下游客户等环节，业务链条较长，具有一定进入壁垒，市场竞争相对较为缓和。 

国产 LNG 主要采购境内井口原料气或管道气，通过液化工厂分离、净化、液化等工序生产 LNG

产品，应用市场以 LNG 汽车加气站、船舶加气等交通燃料市场需求为主，城镇燃气、工业燃料、

化工原料、燃气发电市场需求为辅；在市场区域分布方面，国产 LNG 市场主要分布在原料气资源

丰富的西北、华北、西南地区；在市场竞争方面，该市场竞争较为充分，但在特定区域内，受 LNG

运输半径影响，先进入企业凭借先发优势，在市场竞争中会占据相对有利的竞争地位。 

2、LPG 行业 

（1）我国液化石油气消费量持续稳步增长 

2010 年以来，我国液化石油气（LPG）保持稳步增长趋势，2010 年-2022 年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10.36%。2022 年，我国 LPG 表观消费量 7,494 万吨，同比增长 7.23%。 

图 7：2010 年-2022 年液化石油气表观消费量 

单位：万吨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2）化工原料用气需求增长是带动 LPG 消费增长的主导因素 

我国 LPG 的用途包括化工原料、民用燃料、商用燃料、工业燃料和车用燃料。目前，化工原料

用气已成为占比最高的 LPG 消费用途，亦为我国 LPG 市场的主要增量。受近年来我国化工原料向

轻质化方向发展的影响，LPG 作为比石油脑、煤等经济性及环保性更优的原料被大量应用；随着 LPG

深加工装置产能的不断扩大，用于化工原料的 LPG 需求量得以持续增长。此外，随着我国城镇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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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战略的稳步推进，LPG 民用气消费量将保持基本稳定。 

（3）我国 LPG 供需缺口扩大，进口依存度提高 

我国 LPG 供给来源主要为国产和进口，其中国产 LPG 主要来自于石油炼厂，主要成分包括丙

烷、丁烷、丙烯、丁烯等；进口 LPG 通常以丙烷和丁烷成分为主，纯度高、杂质少，并可根据实际

需求进行不同比例配比。 

近年来，随着国内 LPG 深加工装置产能的不断扩张，诸多石油炼厂将产出的液化气用于 LPG

深加工领域，导致国内燃料用气供应下降，需要进口 LPG 进行填补；此外，PDH 等 LPG 深加工项

目的拓展也需要依赖大量的进口 LPG 作为原料气，故国内 LPG 需求对进口气依赖度逐渐提升。根

据卓创资讯数据，2022 年我国 LPG 进口总量 2,692.01 万吨，同比增长 19.68%，对外依存度达 36%。 

图 8：2015 年-2022 年我国液化石油气进出口数量 

单位：万吨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华经产业研究院） 

（二）能源服务行业 

1、能源物流服务 

公司能源物流业务主要涉及 LNG 船运、LNG 接收与仓储、LNG 槽运等领域。 

LNG 船运方面，LNG 船舶是国际公认的高技术、高难度、高附加值的“三高”产品，是国际

LNG 运输的唯一载体，具有较强的稀缺性。公开信息显示，截至 2022 年底，全球 LNG 船舶总数为

717 艘，合计运力 5,805 万吨。克拉克森研究数据显示，2022 年，全球 LNG 新船订单量超过 170 艘，

较 2021 年激增 95%，创下最近数十年来的新高。2022 年，中国 LNG 船舶新接订单 481 万修正总吨，

同比增长 480%，创下历史新高，市场份额从 2021 年的 12%增长至超 30%，沪东中华船厂、江南造

船厂、大连重工成为具备大型 LNG 船舶建造能力的国内船企。2022 年，受俄乌冲突、“北溪”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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泄漏、美国自由港 LNG 液化工厂爆炸等因素影响，国际 LNG 价格出现剧烈波动、连创新高，受此

影响，LNG 船舶运费屡破纪录，日运价最高超过 45 万美元。 

LNG 接收与仓储方面，LNG 接收站是“海气登陆”的唯一窗口，因此对于我国进口 LNG 市场

而言，LNG 接收站是关键性基础设施和中转加工设施，LNG 在接收站码头卸载并存储后，通过“液

进气出”或“液进液出”方式输送到应用市场。根据公开信息显示，截至 2022 年底，我国已投运

LNG 接收站 24 座，年设计接收能力达 10,957 万吨，储罐规模达 1,398 万立方米。2022 年，我国 LNG

接收站年设计接收能力新增 600 万吨，储罐规模新增 128 万立方米。近年来，由于我国 LNG 进口

量持续增加，使得 LNG 接收站利用率一直处于高位。随着国家管网公司相关 LNG 接收站基础设施

逐步向准入的托运商开放，LNG 接收与仓储设施的市场化服务水平进一步提升。 

LNG 槽运方面，LNG 槽车是 LNG 道路运输的载体，随着 LNG 行业的蓬勃发展，对 LNG 槽车

的需求量不断增加，截至 2022 年底，我国 LNG 槽车保有量约 1.98 万辆。LNG 槽运主要涵盖进口

LNG 运输及国产 LNG 运输，其中进口 LNG 中约 70%进行再气化并进入管道，约 30%经由 LNG 槽

车的形式运往下游消费市场；国产 LNG 预计全部由 LNG 槽车运往 LNG 加气站等下游市场。LNG

槽运运费方面，一般划分为华北/东北区域、华东区域、华南区域、西南区域、西北区域等不同区域，

并根据运距长短（如 200 公里以内、201-400 公里、401-600 公里、600 公里以上），单位运费有所不

同，一般来说，运距越长，单位运费越低；2022 年，受 LNG 价格上涨以及疫情反复期间车辆限行

影响，LNG 槽车运费均价在 0.75 元/吨/公里左右，较 2021 年同期提升 0.1 元/吨/公里。 

2、能源作业服务 

公司能源作业服务主要以作业者形式参与井口天然气回收利用配套服务。 

天然气上游开采过程中涉及大量的边远井、零散井、试采井（以下简称“三类气井”），由于三

类气井配套的天然气管网尚未建成或管网建设难度较大，以及相关气井远离天然气主管网及其联络

线，或铺设管网的经济价值不高等原因，井口天然气的回收利用配套服务应运而生，解决方案主要

分为压缩天然气（CNG）方式、液化天然气（LNG）等方式。由于压缩天然气方式存在周转量小、

运输成本高、运输半径短等不足，因此液化天然气方式成为井口天然气回收利用的主要方式。在能

源作业服务模式下，上游企业提供井口原料气资源，作业者提供井口天然气回收利用配套服务，并

收取服务费或通过能源购销价差方式结算“服务费”。该服务模式可以有效打通天然气零散资源收集

与销售环节，实现天然气资源“颗粒归仓”，具有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及良好的社会效益。随着我国

天然气开发速度的加快，三类气井数量及相关资源量将持续提升，与此对应的能源作业服务行业发

展前景十分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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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特种气体行业 

特种气体可分类为电子特种气体、高纯气体和标准气体等，为高技术及高附加值产品，在新兴

领域中应用广泛，包括半导体、光伏、光纤光缆、生物医药、航空航天、高端装备等。特种气体生

产过程涉及合成、纯化、混合气配制、充装、分析检测、气瓶处理等多项工艺技术，对纯度、品种、

性质有特殊要求（纯度大于等于 99.999%），具有较高的技术、人才、资金、资质等壁垒。 

随着我国产业逐步升级及技术进步，特种气体市场规模持续快速增长，品种不断丰富，国产替

代加快。根据亿渡数据信息显示，2016 年-2021 年期间，我国特种气体市场规模复合增长率达 17%；

2021 年，中国特种气体市场规模达到 342 亿元，较 2020 年增加了 60 亿元，同比增长 21.28%；预

期未来五年行业复合增速达到 19%，即到 2025 年，特种气体规模将增加至 691 亿元。 

图 9：中国 2016 年-2021 年特种气体市场规模 

                                                       单位：人民币亿元 

 

（数据来源：亿渡数据，中金公司研究部） 

公司特种气体业务主要涉及氦气、氢气，并积极向电子特气等其他气体领域拓展。 

1、氦气行业 

（1）氦气是用途广泛的资源性气体 

氦是一种无色无味、不可燃的稀有气体，也是已知沸点最低的气体，其具有不易液化、稳定性

好、扩散性强、溶解度低等性特点。由于其特殊的物理化学性质，氦气是一种不可替代、关系国家

资源安全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重要稀缺战略资源，被称为“气体芯片”、“气体黄金”。氦气的生产

方法包括天然气提氦，空气分离法、合成氨尾气分离法和铀矿石法，其中前两者应用较多。氦气被

广泛应用于受控气氛领域（如光纤、半导体、光伏等）、低温应用领域（如核磁共振、低温超导、国

防军工等）、焊接保护气领域、检测气体领域等。 

天然气中氦含量最高可达 7.5%，是空气中氦含量的 1.5 万倍，目前全球已发现的规模氦气储量

均为天然气伴生气，因此，天然气提氦是当前商业氦获取的唯一来源，解决方案主要包括 BOG 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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氦、管道气提氦等。由此可见，氦气具有较强的资源属性，拥有 BOG 资源或富氦天然气资源是氦

气获取的关键。 

（2）我国是“贫氦”国家，氦气供需缺口巨大 

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对氦资源的估计，全球氦气资源总量约 519 亿立方米。其中，美国拥有 206

亿立方米、卡塔尔拥有 101 亿立方米、阿尔及利亚拥有 82 亿立方米、俄罗斯拥有 68 亿立方米，该

四国资源量总和占全球总量的 88%。中国氦气资源量为 11 亿立方米，占全球氦气资源总量的 2.12%。

因此，我国是氦资源量短缺严重的“贫氦”国家。 

图 10：2020 年全球氦气资源分布格局 

 

（数据来源：美国地质勘探局） 

中国工业气体协会、中国海关总署、华经产业研究院数据显示，2014-2018 年，中国氦气消费

量快速增长，平均增速为 11%。近几年，我国氦气年消费量均在 2,000 万方以上，较为稳定，占全

球氦气消费总量的 11%左右，并与 2.12%的全球氦气资源占比形成鲜明对比。根据卓创资讯相关数

据，2022 年，我国氦气消费量约 4,250 吨（折合约 2,380 万方），较 2021 年增长 6.25%，其中国产

氦气约286吨（折合约160万方），进口氦气为4,009.961吨（折合2,246万方），对外依存度高达94.35%，

主要进口国为卡塔尔、美国、澳大利亚。 

（3）受俄乌战争因素影响，2022 年氦气价格持续高位运行 

由于我国氦气需求主要依赖进口，2022 年，受俄乌战争对氦气供应保障及市场预期的影响，国

际氦气价格出现较大幅度上涨，带动国内氦气价格涨幅较大。根据《中国稀有气体行业发展现状分

析与未来投资调研报告（2023-2029 年）》相关数据，2022 年，我国管束氦气价格较 2021 年上涨

178.98%，瓶装氦气价格较 2022 年上涨 174.04%。 

2、氢气行业 

（1）我国氢气产业链完善，氢气供应充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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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氢气相关的产业链如下： 

图 11：氢气产业链上中下游分布 

 

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氢气生产国，根据中国煤炭工业协会数据，2022 年我国氢气产量

达 4,004 万吨，同比增长 32%，占 2021 年全球氢气产量的 28%。此外，我国可再生能源装机量全球

第一，在清洁低碳的氢气供给上具有巨大潜力。 

图 12：2016-2022 年我国氢气产量 

 

（数据来源：IEA、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 

（2）上游传统制氢技术较为成熟，绿氢技术进步较快 

从制氢技术来看，主要区分为三种技术路线，包括灰氢、蓝氢、绿氢。其中灰氢主要利用石油、

天然气、煤等化石能源重整制氢，蓝氢是在灰氢制备的基础上进行碳捕捉、利用、封存，可有效减

少制氢过程中的碳排放，两种制氢技术较为成熟，并得到较多应用。绿氢主要利用光伏、风电、水

电等可再生能源发电，进行电解水制氢，在制取过程中基本不会产生碳排放，实现“零碳氢气”，电

解水制氢技术路线主要包括碱性水电解制氢技术（ALK）、质子交换膜水电解制氢技术（PEM）、阴

离子交换膜水电解制氢技术（AEM）、固体氧化物水电解制氢技术（SOEC）等，并在材料、性能、

效率和成本方面不断取得突破，技术进步较快。 

现阶段，在全球范围内，天然气制氢、煤制氢、工业副产氢是氢气制取的主要方式。我国制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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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主要依赖化石能源以及工业副产氢，其中通过煤化工制取氢气的比例达到 61%，天然气制氢比例

约 19%。 

图 13：全球氢气来源分布 

 

图 14：国内氢气来源分布 

 

（数据来源：W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3）氢气下游应用较为广泛，发展空间巨大 

氢气兼具气体属性和能源属性，并广泛应用于半导体、化工、冶金、轻工业、航空航天、交通

等领域。在半导体领域，高纯度氢气作为半导体材料电子材料、集成电路及电真空器件生产过程中

的还原气、携带气和保护气；在化工领域，氢气是合成氨、甲醇等的主要原料之一，并被广泛用于

对石脑油、粗柴油、燃料油、重油的脱硫、石油炼制、催化裂化以及不饱和烃等的加氢精制以提高

油品的质量；在冶金领域，氢气作为色金属（如钨、钼、钛等）生产和加工中的还原剂和保护气，

同时，在硅钢片、磁性材料和磁性合金生产中，也需要高纯氢气作保护气，以提高磁性和稳定性；

在轻工业领域，氢气作为石英玻璃、人造宝石制造和加工、浮法玻璃生产中的燃烧气或保护气，也

可作为汽轮发电机的冷却剂；在航空航天领域，氢气是重要燃料和推进剂；在交通领域，氢气被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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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加氢站为燃料电池汽车加注能源。 

（一）公司业务概述 

公司定位为“具有价值创造力的清洁能源服务商”，立足于天然气、石油气等清洁能源产业，经

过 30 多年的发展，目前已涵盖清洁能源业务、能源服务业务、特种气体业务等三大业务板块，形成

“一主两翼”的业务发展格局。其中清洁能源业务是公司大力发展的核心主业，通过布局“海气+

陆气”双资源池，为广大客户提供用气保障能力强、具有成本竞争力的 LNG、LPG 产品及服务；能

源服务和特种气体业务是公司积极布局和重点发展的新赛道业务，也是清洁能源业务的延伸，对实

现公司持续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 

图 15：公司核心主业构成及分类 

 

（二）公司业务经营模式 

1、清洁能源业务经营模式 

公司清洁能源业务主要经营模式为“购销顺价模式”，具体体现在资源池、下游客户、资源配置、

顺价能力等四个方面。 

公司资源池包括海气和陆气。海气资源主要分为长约采购和现货采购，公司与马石油和 ENI 已

签订 LNG 长约采购合同，约定年度基础提货量、计量方式、价格计算公式、结算方式等，LNG 气

源为供应商所属的马来西亚及印度尼西亚本土井口气，能最大程度保证公司能源供应的稳定性；同

时公司与国际市场诸多知名能源供应商达成合作协议，凭借良好的国际信用，根据国内外气价变动

情况及需求缺口，灵活进行 LNG 与 LPG 的国际现货采购。陆气资源主要包括自产 LNG 和外购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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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公司通过布局能源作业服务项目及传统 LNG 液化工厂，可以自主控制的 LNG 产能规模达到 70

万吨；外购气方面，公司根据需求缺口及价差，灵活采购部分 LNG 及 PNG 作为补充。根据资源的

保障程度和成本优势差异，海气长约和自产 LNG 为公司资源池的核心资源，海气现货和国内外购

气为公司资源池的调节资源。 

在下游客户方面，公司实行不同资源匹配不同客户的基本业务逻辑，在核心资源方面，首先长

约气匹配国内直接终端用户，主要包括工业企业（如陶瓷厂、玻璃厂、食品厂、五金厂等）、工业园

区、燃气电厂、大客户等；其次，自产 LNG 匹配 LNG 加气站客户，包括控股、参股、承包、保供、

协议合作等供应诸多 LNG 加气站。在调节资源方面，一方面为上述核心客户做资源补充，另一方

面匹配国际、国内的中间商客户。此外，公司 LPG 资源主要匹配国内客户，其中应用于终端居民用

气的比例预计超过 80%，化工原料用气占比预计未来将持续提升。 

在资源配置方面，由于天然气为标准的能源产品，LNG 与 PNG、进口气与国产气在用户端使

用方面基本没有差异，公司在上述资源与目标客户匹配的基础上，对核心资源与调节资源进行持续

优化，内外互补、高效配置，进一步降低公司资源综合成本，确保在客户端供应的稳定性和成本竞争力。 

在顺价能力方面，鉴于公司对核心资源与目标客户进行了针对性匹配，公司通过成本控制、配

置效率、一体化模式、自持终端、价价联动、背靠背交易、协议顺价等方式，在兼顾客户利益与自

身顺价收益方面取得平衡，不断提升客户黏性。自 2018 年以来，国际 LNG 价格出现了较大的周期

性波动，但公司海气长约核心资源单吨毛差保持整体稳定，顺价能力得到充分体现。 

2、能源服务业务经营模式 

（1）能源物流服务 

公司能源物流服务主要经营模式为“核心资产+服务”。 

该模式下，公司依托于自身 LNG 船舶、LNG 接收站及仓储设施、LNG 槽车等核心资产，除自

用外，为境内外客户及第三方提供运输、物流、周转、仓储等能源基础设施服务，并根据服务的具

体内容，如 LNG 载重量及航距、LNG 接收窗口及卸载量、LNG 槽运距离等，定量结算相应服务费。 

图 16：公司 LNG 船舶、接收站、储罐及槽车等能源物流相关核心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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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NG 船舶方面，目前公司自主控制 8 艘运输船，其中 4 艘 LNG 船舶（2 艘自有，1 艘待交付，

1 艘在建），4 艘 LPG 船舶（2 艘租赁，2 艘在建），经测算，全部 LNG、LPG 船舶投运后，年周转

能力预计达 400-500 万吨。 

LNG 接收站与仓储方面，公司在东莞市立沙岛拥有一座 LNG、LPG 接收站，码头岸线 301 米，

海域面积 16.59 公顷，最大可靠 5 万吨级船舶，共设有 3 个泊位；同时配套 16 万立方米 LNG 储罐、

14.4 万立方米 LPG 储罐、12.5 万立方米甲醇储罐等，可实现 LNG 年周转能力 150 万吨，LPG 年周

转能力 150 万吨。 

LNG 槽车方面，截至 2022 年末，公司在运营的 LNG 槽车过百台。 

（2）能源作业服务 

公司能源作业服务主要经营模式为“技术+投资+运营”。 

在该模式下，公司利用长期在混合制冷领域沉淀的技术和工艺，在天然气井周边（主要为边远

井、零散井等）投资建设整套天然气分离、净化、液化整套装置及附属设施，并长期运营，为上游

资源方提供井口天然气回收利用配套服务。 

图 17：公司能源作业服务工艺流程图 

 

在服务费结算方面，根据公司加工处理的 LNG 资源量（LNG 回收利用量），并与上游资源方建

立价价联动机制（即在一定的市场价格之上，以稳定的单位加工成本收益为标准，进行资源购销结

算）或地板价机制，进而实现较稳定的服务性质收益。公司加工处理的 LNG 资源，具有自主销售

权，纳入公司核心资源池。 

截至 2022 年底，公司能源作业服务的加工处理产能达 40 万吨，全年实际处理量约 30 万吨。 

3、特种气体业务经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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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特种气体业务主要经营模式为“自主生产+销售”。 

在氦气方面，公司利用 LNG 生产过程中 BOG 气体对天然气伴生氦气的自然提浓作用，收集

LNG 生产过程伴生的氦气，经过净化去除杂质后得到合格的纯氦，再通过提纯系统，提纯至高纯度

氦气（纯度达 99.999%），向下游直接终端用户及气体中间商销售，价格随行就市确定。 

图 18：公司氦气生产工艺流程图 

 

截至 2022 年底，公司高纯度氦气设计产能为 36 万方/年，全年氦气产量约 18 万方。 

氢气方面，公司正积极探索氢气短中长期发展规划，具体情况请查阅本节“六、公司关于未来

发展的讨论与分析”相关内容，并构建具有竞争力的“自主生产+销售”经营发展模式。 

三、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一）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2年 2021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20年 

总资产 11,309,351,401.89 7,744,089,715.16 46.04 4,352,463,733.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941,797,356.80 5,738,200,132.46 20.98 2,513,124,850.02 

营业收入 23,953,640,233.96 18,488,338,961.68 29.56 8,913,521,081.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89,925,387.25 619,745,395.30 75.87 767,643,499.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57,124,807.33 638,871,471.18 65.47 765,593,238.4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95,802,175.80 89,508,400.53 1,794.57 824,832,47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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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67 14.17 
增加3.50个

百分点 
32.4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76 1.09 61.47 1.5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76 1.09 61.47 1.52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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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17,080,309.39 5,942,205,490.31 7,248,777,214.02 3,745,577,220.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392,758,566.96 248,809,769.56 299,216,357.37 149,140,693.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389,560,264.93 255,908,774.00 304,027,422.32 107,628,346.0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758,045,748.78 240,040,236.36 224,433,838.21 473,282,352.45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四、股东情况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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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985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35,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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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九丰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 
57,314,448 200,600,568 32.07 200,600,568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张建国 20,751,782 72,631,238 11.61 72,631,238 无 0 境内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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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RR FINANCIAL 

(BARBADOS) I, INC. 
6,271,249 37,440,721 5.99 0 无 0 境外法人 

蔡丽红 8,893,622 31,127,678 4.98 31,127,678 无 0 境内自然人 

蔡丽萍 7,905,441 27,669,043 4.42 27,669,043 无 0 境内自然人 

广州市盈发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6,062,485 21,218,696 3.39 21,218,696 无 0 其他 

汇天泽投资有限公司 4,114,523 13,274,829 2.12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9,328,390 9,328,390 1.49 0 无 0 境外法人 

江西九丰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

计划 

7,000,000 7,000,000 1.12 0 无 0 其他 

杨影霞 1,976,360 6,917,259 1.11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蔡建斌 1,976,360 6,917,259 1.11 6,917,259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张建国与蔡丽红系夫妻关系；蔡丽红与蔡丽萍、蔡建

斌系兄弟姐妹关系；九丰控股的股东为张建国、蔡丽红；盈发投资

的主要合伙人为张建国、蔡丽红，执行事务合伙人为蔡丽红。除此

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不适用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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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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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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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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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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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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公司《2022 年年度报告》之“第三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一、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之“（一）公司 2022 年度总体经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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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