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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代码：601216                                                  公司简称：君正集团 

 

内蒙古君正能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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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华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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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62元（含税），以截至2021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

8,438,017,390股计算，共计拟派发现金红利1,366,958,817.18元（含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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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正集团 601216 内蒙君正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杰 崔静 

办公地址 
内蒙古乌海市滨河新区海达君正

街君正长河华府办公楼 

内蒙古乌海市滨河新区海达君正

街君正长河华府办公楼 

电话 0473-6921035 0473-6921035 

电子信箱 junzheng@junzhenggroup.com  junzheng@junzhenggrou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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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1）氯碱化工及硅铁行业 

聚氯乙烯是五大通用合成树脂之一，广泛用于生产建筑、包装、电子材料和生活消费品。近

几年，我国氯碱行业由高速发展进入到高质量发展阶段，生产规模稳居全球首位，行业布局日趋

合理，产品结构不断优化，安全管理和环保水平不断提高，行业的整体盈利水平明显提升，创新

驱动和绿色发展成为行业重要的发展方向。截至 2021 年底，我国聚氯乙烯生产企业为 71 家，总

产能 2,713 万吨。目前，中国聚氯乙烯总产能约占全球总产能的 45%，在全球市场中占比最大。

同时，在由大至强的发展过程中，中国聚氯乙烯树脂正朝着专用化、高端化和差异化方向发展。

（数据来源：中国氯碱网） 

烧碱属于基础化工原料，其广泛应用于化工、冶金、化纤、造纸等众多行业。2021 年国内

疫情防控常态化，烧碱企业生产基本正常，除局部地区受疫情影响灵活调整开工和能耗“双控”

引起部分地区短时负荷降低外，其他时间装置开工负荷较足。2021 年我国烧碱企业新增 4 家，

退出 4 家，企业数量保持 158 家，分布于除北京市、海南省、贵州省和西藏自治区外的省、自治

区和直辖市，总产能 4,507.5 万吨，较前一年新增 109 万吨，退出 71.5 万吨，产能净增长 37.5

万吨。（数据来源：中国氯碱网） 

硅铁是有色金属冶炼和黑色金属冶炼的重要原材料，主要在金属冶炼时作为脱氧剂，硅铁行

业的下游主要是钢铁行业与金属镁行业。从价格来看，2021 年受政策影响，硅铁价格经历了大

涨大跌，全年价格低位在 6,300 元/吨左右，高位在 18,000 元/吨，全年均价 8,850 元/吨。从产量

来看，市场高价刺激了厂家开工积极性，整体产量在能耗双控背景下并没有减少，2021 年我国

硅铁全年产量 586 万吨，较去年增长 48 万吨，增幅 8.9%。从区域来看，甘肃区域产量 55.88 万

吨、内蒙古区域产量 179.22 万吨、宁夏区域产量 112.54 万吨、青海区域产量 110.42 万吨、陕西

区域产量 113.09 万吨。（数据来源：我的钢铁网） 

（2）化工物流行业 

化工物流行业系石化工业的配套行业，紧随着化工行业的产生而产生、发展而发展，是现代

物流产业的重要细分领域之一。化工物流运作复杂、安全性要求高、技术要求严格、设备专业化

程度高，主要服务对象是化工产品。其物流设施主要包括船舶、码头、管道、储罐、仓库以及公

路和铁路等。船舶主要负责在港口间运输化工产品，码头主要起到原料或产品船运时船舶的停靠

作用；管道主要是对液态或气态的油品、天然气或化工品的传输；而储罐和仓库分别提供不同形

态的油品、天然气或化工品的储存。 

我国是石化产品生产和消费大国，在石化产品的大量消费需求带动下，我国化工行业呈平稳

上行的趋势。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2021 年化工行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4%，增速同比

提高 4 个百分点。主要液体化工品中，乙烯产量 2,826 万吨，增长 18.3%；烧碱产量 3,891 万吨，

增长 5.2%；纯碱产量 2,913 万吨，增长 3.4%。化工行业的良好发展带动了化工物流需求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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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化工物流行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目前，亚太地区是最大的化工物流市场，占有大约

38%的市场份额，其次是北美和欧洲地区，共占有大约 42%的市场份额。 

从全球看，2020年全球化工物流市场规模达到了 10,808百万美元，预计 2027年将达到 14,075

百万美元，年复合增长率（CAGR）为 3.8%。全球化工品产量的稳定增长为全球化工品贸易和

化工品物流需求奠定了基础。随着全球化工行业产业结构的持续调整，化工生产中心逐渐向亚洲

地区转移，从而带动亚洲化工品物流需求的不断上升，促进了亚洲化工物流行业的发展。（数据

来源于 2021-2027 全球及中国化工物流行业研究及十四五规划分析报告） 

2020 年 2 月 26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全面加强危险化学品安全

生产工作的意见》，意见要求：完善和推动落实化工产业转型升级的政策措施。严格落实国家产

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及时修订公布淘汰落后安全技术工艺、设备目录，各地区结合实际制定修

订并严格落实危险化学品“禁限控”目录，结合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依法淘汰不符合安全生

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条件的产能，有效防控风险。这将进一步促进化学品物流行业的安全及合

规化运营。由于化工物流行业的高要求和规范性，伴随着相关监管政策的出台及实施，我国化工

物流体系的标准化建设亦将提速，从而将进一步规范行业运行标准，相关资质审批更加严格，资

质健全的优质企业将快速发展，没有达到标准以及没有取得相关资质的化工物流企业则被逐渐淘

汰。 

（3）能源化工板块 

1）业务范围：能源化工板块所处行业为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业务范围涵盖发电、

石灰石开采、生石灰烧制、电石生产、烧碱制备、乙炔法聚氯乙烯制备、硅铁冶炼等环节，主要

产品包括聚氯乙烯树脂、聚氯乙烯糊树脂、烧碱、电石、硅铁、水泥熟料等。公司作为内蒙古地

区氯碱化工行业的龙头企业，拥有聚氯乙烯产品产能 80 万吨，烧碱产品产能 55 万吨，硅铁产品

产能 30 万吨。 

2）经营模式：能源化工板块依托完整的“煤－电－氯碱化工”和“煤－电－特色冶金”一

体化循环经济产业链条，推行科学高效专业化管理，持续推进技术研发与创新，提升装备大型化、

自动化水平，实现资源、能源的就地高效转化，形成公司在资源、成本、技术、装备等方面的核

心竞争优势。 

（4）化工物流板块 

1）业务范围：化工物流板块所处行业为化学品物流运输行业，主要从事能源化工品船运、

集装罐、储罐码头等业务。业务范围包括物流、仓储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

技术服务，国际货物运输代理，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货物或技术进出口，自有设备

租赁，燃气经营，化工原料及产品（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

的销售等。 

2）经营模式： 

能源化工品船运业务：主要从事液体能源化工产品的船舶运输，主要运输产品为甲醇、对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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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苯、乙二醇、植物油、基础油等近百种液体化工产品。采取航次租船（程租）、期租、包运租

船（COA）、经营池（POOL）相结合的经营模式。其中，包运租船和航次租船是最主要的经营

模式。 

集装罐业务：主要利用罐式集装箱为客户提供物流和租赁服务。集装罐物流业务利用集装罐

为客户提供精细化工品全球范围内的“门到门”一站式运输服务，客户主要为全球知名化工企业，

公司网点遍布亚洲、欧洲、美洲、大洋洲的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实现了全球化运营。集装罐租

赁业务为全球客户提供罐箱租赁和技术服务，根据客户需求度身定制适装各类化学品的特种罐设

计、改造、清洗、维保等技术方案，并利用全球网络提供应急技术响应服务。 

储罐码头业务：主要为客户提供液体化工品内外贸易进出口中转、存储，码头、铁路和汽车

装卸等服务，凭借高标准的仓储码头设施和规范化管理，在物流关键枢纽为客户提供安全、稳定、

高效的物流支持。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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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091,903,146.97 33,680,148,224.09 7.16 31,547,935,821.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22,658,450,377.07 20,752,563,371.08 9.18 18,924,126,854.32 

营业收入 19,294,954,484.54 14,798,194,688.08 30.39 9,790,566,856.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4,536,074,324.33 4,815,093,586.23 -5.79 2,491,729,469.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4,277,385,893.02 2,738,383,242.72 56.20 2,402,279,980.1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6,438,754,485.80 3,577,130,670.82 80.00 2,650,808,073.5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21.06 24.56 

减少3.50

个百分点 
14.1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376 0.5706 -5.78 0.295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376 0.5706 -5.78 0.2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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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75,021,582.86 4,597,699,764.37 4,712,937,803.28 5,909,295,334.03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104,432,265.6 1,129,729,357.36 995,617,248.07 1,306,295,45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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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 

1,017,178,311.66 1,133,934,257.51 954,061,129.23 1,172,212,194.62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83,758,798.41 2,417,635,216.51 1,371,600,394.09 2,565,760,076.79 

说明：公司收回的货款中银行承兑汇票占比较高。在日常经营中公司根据资金需求安排承兑

汇票贴现，报告期第二季度和第四季度银行承兑汇票贴现额度较大，致使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不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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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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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183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68,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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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江涛 0 2,695,680,000 31.95 0 质押 1,322,197,467 
境内自

然人 

乌海市君正科技产业有

限责任公司 
0 1,806,566,400 21.41 0 质押 390,000,00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田秀英 0 766,080,000 9.08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

公司 
-8,214,728 405,208,169 4.80 0 无 0 未知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5,560,493 177,548,388 2.10 0 无 0 未知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证红利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67,283,235 67,283,235 0.80 0 无 0 未知 

黄辉 -8,391,300 34,002,300 0.40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青骓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青骓裕福五期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0 33,120,000 0.39 0 无 0 未知 

青骓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青骓裕福六期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0 33,120,000 0.39 0 无 0 未知 

青骓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青骓裕福四期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0 33,120,000 0.39 0 无 0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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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1、前 10 名股东中，君正科技股东为杜江波、郝虹、杜江涛，其中杜江波

系公司第一大股东杜江涛之兄，郝虹系杜江涛之妻； 

2、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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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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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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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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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92.95 亿元，同比增长 30.3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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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36 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2.77 亿元。报告期末，公司资

产总额 360.92 亿元，同比增长 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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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长：张海生 

内蒙古君正能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4 月 2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