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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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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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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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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3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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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2020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合并净

利润475,477,299.52元，母公司实现净利润为592,511,116.26元；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以母公司实现的净利润为基数，弥补以前年度亏损，并按10%计提法定盈余公积后

，截止2020年12月31日，公司可供分配的利润为800,786,492.91元。 

根据《公司章程》有关规定，为切实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公司拟使用资金总额不低于

人民币1.5亿元（含），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含）的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公

众股份，鉴此，为保障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顺利实施，同时保证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和可持续发展

资金需求，公司2020年度拟不进行现金分配和送股，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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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淮河能源 600575 皖江物流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马进华 姚虎 

办公地址 安徽省芜湖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越秀路

北城水岸2号楼 

安徽省芜湖市经济技术开

发区越秀路北城水岸2号楼 

电话 0553-5840528 0553-5840085 

电子信箱 mjh1270@139.com whzqdb2010@163.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为：铁路运输业务、煤炭贸易业务、火力发电业务以及售电

业务。 

1.铁路运输业务，由公司铁运分公司开展。总设计运输能力达到 7,000 万吨/年，所辖铁路线

路 272.5 公里。目前，运输货源煤炭大部分来源于淮南矿区，铁运分公司主要根据过轨运量向运

输服务委托方收取过轨费，并直接与委托方客户结算，由发送站向客户一次性核收铁路线全程货

物运输费用。铁路运输费执行 19.60 元/吨，其业务收入基本保持稳定态势。此外，铁运分公司积

极推进“双轮驱动”转型发展战略，在铁路运输主业基础上拓展了铁路机车、车辆维修业务，努力



实现维修业务创收增效。 

2.煤炭贸易业务，主要由公司全资子公司电燃公司和电燃（芜湖）公司开展，主要从事煤炭

的加工、批发、零售；主要利润来源为煤炭贸易价差。 

3.火力发电业务，主要由公司全资子公司发电公司、控股子公司淮沪煤电及参股公司淮沪电

力开展，主要从事火力发电业务。其中发电公司产业实体包括：顾桥电厂、潘三电厂和新庄孜电

厂，均为资源综合利用电厂；淮沪煤电和淮沪电力采取的是煤矿和电厂共属同一主体的煤电联营

模式，产业实体包括田集电厂一期项目和二期项目以及配套的丁集煤矿，淮沪煤电下属的丁集煤

矿作为淮沪煤电煤电一体化项目配套煤矿，主要产品是动力煤，用于田集电厂一期和二期项目发

电用煤。所发电力按照国家有权部门批复的上网电价出售给电网公司，根据上网电价与售电量计

算电力销售收入，扣除发电及生产经营各项成本费用后获得利润。 

4.售电业务，由公司全资子公司淮矿售电公司和江苏售电公司（以下统称“售电公司”）开展，

主营业务为电量的批发零售业务。现阶段主要依托公司火力发电资源优势，开展与发电企业、电

力用户、售电企业之间的双边交易以及向大用户销售电力或代理中小用户参与市场交易，主要利

润来源为电量交易的价差。同时，售电公司积极探索电能管理业务，通过建立“互联网+”智慧电能

管理平台，采集相关电能数据，对线上大数据集中分析诊断，选定有电能管理需求，有一定节能

空间的目标客户企业，在容改需、谐波治理、变频改造等项目上，为客户量身定制切实可行的电

能管理实施方案，进一步提升客户企业用电效率，降低客户企业用电成本。 

（二）行业情况说明 

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布的《2020 年 4 季度上市公司行业分类结果》，公司行业大类为水上运输

业。按照公司主营业务实际，火力发电业务作为公司能源产业，其资产规模和管理体量最大，为

公司主营业务发展方向。 

1.电力是国民经济的先行基础产业，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具有广泛性和不可缺性。当前我

国电力发展基本呈现供需平衡、火力发电为主、用电量平稳增长、跨区送电规模持续扩大等特征。

当前国家电力体制改革持续深化，交易机构基本组建完成、输配电价改革持续扩大、售电侧竞争

机制初步建立、发用电计划有序放开以及电力现货市场平稳推进。在体制机制方面，未来，我国

电力市场将逐步过渡到中长期与现货相互补充的健全市场结构，最终在全国范围内融合为竞争充

分、开放有序、健康发展的电力市场体系。 

（1）发电公司所属的三个全资电厂均属于资源综合利用电厂，将进一步挖潜增效，提升机组

经济化运行水平，根据其循环硫化床锅炉特性，通过掺杂、混配等方式，提供最经济合理的低热

值煤，降低燃料成本；淮沪煤电作为煤电一体化企业，在采购、运输、储藏等固定成本支出及效

率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同时具有市场风险对冲的特性，公司将继续做好机组维护，控制煤耗，实

现机组节能、高效运行。 

（2）公司全资子公司淮矿售电公司和江苏售电公司依托公司全资子公司发电公司、控股子公

司淮沪煤电以及参股公司淮沪电力火力发电资源优势，积极开展与发电企业、电力用户、售电企

业之间双边交易，以及向大用户销售电力或代理中小用户参与市场交易。目前已经形成以发电公

司、淮沪煤电、售电公司为平台，主营电力生产和贸易业务的能源产业体系。 

     2.物流产业是支撑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先导性产业。我国物流产业总体规模快

速增长，物流服务水平显著提高，发展的环境和条件不断改善，为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

了有力支撑。随着我国支持发展产业供应链物流相关政策相继出台并实施，极大地改善了我国物

流行业的发展环境，提高了物流效率，降低物流成本，为物流企业健康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 

（1）公司铁运分公司积极推进“双轮驱动”转型发展战略，创新发展模式，改变传统单一的煤

炭运输业务，向机车、车辆维修业务延伸，实现了“运输主业+维修辅业”同步发展、协调推进。 

（2）公司全资子公司电燃公司和电燃（芜湖）公司以拓展煤炭市场份额为抓手，延伸煤炭物

流上下游供应链，依托公司控股和参（均）股的煤炭、电力、港口和铁路基础设施，以及电燃公



司销售网络等优势资源条件，拓展煤炭水运通道，形成了沟通煤炭资源区与消费区高效率的煤炭

物流供应链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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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2019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8年 

总资产 17,622,591,033.37 17,097,771,304.62 3.07 16,777,282,840.35 

营业收入 12,921,063,044.51 11,491,515,947.84 12.44 11,087,945,636.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475,477,299.52 880,204,435.99 -45.98 416,078,314.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43,797,194.03 148,308,587.28 131.81 247,419,078.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9,648,552,163.47 9,544,608,462.22 1.09 8,662,001,995.3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315,621,473.58 1,130,381,048.58 16.39 1,317,218,710.4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 0.23 -47.83 0.1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 0.17 -29.41 0.1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4.97 9.67 减少4.7个百

分点 

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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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624,718.93 2,880,649,459.27  3,471,613,519.83  4,564,175,346.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64,337,276.18 228,835,775.31  168,415,091.10  13,889,156.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40,943,313.32 188,483,455.00  131,142,437.58  -16,772,011.8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83,911,763.48 257,298,021.76  266,731,143.25  707,680,545.09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41,514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41,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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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淮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0 2,200,093,749 56.61 0 无   国有

法人 

上海淮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72,372,600 258,875,405 6.66 0 质押 186,502,805 国有

法人 

冯春保 0 56,382,745 1.45 0 未知   未知 

芜湖飞尚港口有限公司 0 55,620,000 1.43 0 质押 55,620,000 未知 

余迪春 11,119,939 18,300,000 0.47 0 未知   未知 

李杰 9,600,000 9,600,000 0.25 0 未知   未知 

包春花 9,445,000 9,445,000 0.24 0 未知   未知 

上海嘉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嘉

恳兴丰 3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8,969,700 8,969,700 0.23 0 未知   未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

证 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7,390,800 7,876,200 0.20 0 未知   未知 

袁芳 -26,882,100 7,717,900 0.20 0 未知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淮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上海淮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同受

淮河能源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控制，存在关联关系，属于一致行

动人。其他股东之间未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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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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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129.21亿元，利润总额 5.46亿元，净利润 5.15亿元。完成铁

路货运量 4,827.85 万吨，煤炭贸易量 1,300.15万吨；累计完成发电量 98.30 亿度，其中全资电

厂累计发电量 51.41 亿度，淮沪煤电累计发电量 46.88 亿度；售电公司（包括淮矿售电公司及江

苏售电公司）累计完成交易电量 54.05亿度。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企业会计准则变化引起的会计政策变更 

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财政部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以下简称

“新收入准则”)。根据相关新旧准则衔接规定，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首次执行日执行新准

则的累积影响数追溯调整本报告期期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 

执行新收入准则对公司 2020 年 1 月 1 日财务报表的主要影响如下： 

 



单位：元 

项目 资产负债表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新收入准则调整影响 2020 年 1 月 1 日 

预收款项 62,544,944.77 -62,544,944.77  

合同负债  55,349,508.65 55,349,508.65 

其他流动负债  7,195,436.12 7,195,436.12 

2.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财政部于 2019 年度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3 号》，该项

会计政策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本公司将淮矿电力燃料有限责任公司、淮沪煤电有限公司、淮南矿业集团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淮矿电力燃料（芜湖）有限责任公司、皖江售电江苏有限责任公司、淮南矿业集团售电有限责任

公司和安徽淮富煤炭贸易有限公司 7 家子公司纳入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情况详见公司财务报

表附注八和九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