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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1011     股票简称：宝泰隆    编号：临2020-027号 

 

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主要经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十八号——化工》的相关规定，

现将公司 2019 年度主要经营数据披露如下： 

一、主要产品的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及产销量情况 

分行

业 

主要 

产品 
经营指标 单位 

经营数据 

（2019 年） 

经营数据 

（2018 年） 

比上年同

期增减

（%） 

煤焦

行业 

焦炭 

（含焦

粉、焦

粒） 

营业收入 元 1,990,494,583.83 2,628,749,836.36  -24.28 

营业成本 元 1,925,474,131.05 2,097,612,267.89  -8.21 

生产量 吨 1,332,486.73 1,510,596.00  -11.79 

销售量 吨 1,197,807.05 1,422,282.04  -15.78 

库存量 吨 86,095.24 139,667.64  -38.36 

沫煤 

营业收入 元 8,796,248.68 187,056,163.77  -95.30 

营业成本 元 10,402,818.72 162,532,048.98  -93.60 

生产量 吨 315,552.00 666,968.40  -52.69 

销售量 吨 16,791.00 370,742.64  -95.47 

库存量 吨 175,272.43 180,748.43  -3.03 

化工

行业 
粗苯 

营业收入 元 45,402,132.13 73,440,764.50  -38.18 

营业成本 元 6,315,700.42 6,739,454.45  -6.29 

生产量 吨 14,671.82 18,682.92  -21.47 

销售量 吨 14,899.92 18,390.02  -18.98 

库存量 吨 349.49 577.59  -3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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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醇 

营业收入 元 187,564,079.41 223,670,484.67  -16.14 

营业成本 元 85,607,530.54 62,173,576.58  37.69 

生产量 吨 107,884.90 97,589.51  10.55 

销售量 吨 101,669.78 95,221.96  6.77 

库存量 吨 6,951.29 736.17  844.25 

精制洗

油及沥

青调和

组分 

营业收入 元 187,260,270.43 163,586,128.02  14.47 

营业成本 元 71,438,689.59 56,741,674.81  25.90 

生产量 吨 112,415.13 102,992.10  9.15 

销售量 吨 56,870.70 42,787.91  32.91 

库存量 吨 10,916.74 6,530.11  67.18 

针状焦 

营业收入 元 123,487,474.02 108,193,828.77  14.14 

营业成本 元 38,227,651.47 29,996,034.50  27.44 

生产量 吨  28,510.00  36,460.51  -21.81 

销售量 吨 13,685.84 10,105.99  35.42 

库存量 吨 21,710.57 12,249.05  77.24 

热电

行业 

电力 

营业收入 元 35,746,570.02 24,246,651.38  47.43 

营业成本 元 24,631,404.68 18,509,094.64  33.08 

生产量 度  349,374,967.00  326,865,816.00  6.89 

销售量 度 111,521,599.00 77,875,720.00  43.20 

库存量 吨     

供热 

营业收入 元 92,421,351.50 85,229,878.23  8.44 

营业成本 元 86,215,628.13 74,713,864.96  15.39 

生产量 吉焦 3,039,734.00 2,664,683.00  14.07 

销售量 吉焦 2,884,487.00 2,595,236.00  11.15 

库存量 吨    

二、主要原材料采购量情况 

单位：吨 

名   称 原煤 精煤 

采购方式 自产 外购 自产 外购 

数 量 0.00 451,501.19 474,294.00 1,481,252.96 

三、主要产品和原材料的价格变动情况 

1、主要产品价格变动情况 

产品 比上年同期增减（%） 

焦炭 -11.94 

沫煤 3.83 

粗苯 -23.70 

甲醇 -21.46 

精制洗油 1# -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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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制洗油 2# -0.55 

沥青调和组分 -20.43 

电力 2.95 

供热 -2.44 

            针状焦（煅前） 14.44 

针状焦（煅后） -38.29 

2、原材料价格变动情况 

原材料 比上年同期增减（%） 

原煤（外购） 2.31 

精煤（自产） 21.51 

精煤（外购） -3.09 

四、其他对公司生产经营具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2019 年度未发生对公司生产经营具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 

以上经营数据信息来源于公司报告期内财务数据统计，且部分数

据已经审计，仅为投资者及时了解公司生产经营概况之用，敬请广大

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二 O 年四月二十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