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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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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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3月9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大华审字[2023]002023号《审计报告》确认，2022

年公司合并报表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7,593.32万元，其中母公司的净利润为

15,053.82万元。截至2022年12月31日，公司合并报表累计可供分配利润为-80,328.35万元，其中母

公司累计可供分配利润为-74,868.40万元。依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的规定，公司计划2022

年度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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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石重装 603169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武锐锐 周怀莲 

办公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兰州新区黄河大道西

段528号 

甘肃省兰州市兰州新区黄河大道西

段528号 

电话 0931-2905396 0931-2905396 

电子信箱 zqb@lshec.com zqb@lshec.com 

二、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所处行业基本情况 

1.石油化工行业运行平稳，炼化一体化项目带来装备市场需求 

2022 年，中国石油化工行业运行总体平稳，油气生产平稳增长，根据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

合会发布的《2022 年中国石油和化工行业经济运行情况》，2022 年中国原油产量 2.05 亿吨，同比

增长 2.9%；天然气产量 2,177.9 亿立方米，同比增长 6.4%；原油加工量 6.76 亿吨、同比下降 3.4%，



炼油总产能已达 9.2 亿吨/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炼油大国；2022 年中国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

制造业产能利用率为 76.70%，同比下降 1.4 个百分点；烧碱、纯碱、合成树脂、化学肥料总量（折

纯）等产量同比小幅增长，硫酸、乙烯合成橡胶、合成纤维聚合物、轮胎等产量同比小幅下滑，

受石油化工行业运行影响，2022 年度能源化工装备行业市场稳定。 

2.煤化工市场呈现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 

2022 年在国家“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及党的二十大提出“深入推进能源革命，加强煤炭

清洁高效利用，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的影响下，煤化工市场总体向好发展。受相关政策

利好，2022 年内蒙古宝丰煤基新材料有限公司 4×100 万吨/年煤制烯烃示范项目一期 260 万吨/年

项目、内蒙古神马建元 120 万吨精己二酸一期项目、内蒙古华星新能源有限公司 40 亿立方米/年

煤制天然气项目一期 20 亿立方米/年工程项目、新疆山能化工有限公司准东五彩湾 80 万吨/年煤制

烯烃项目、新疆东明塑胶有限公司年产 80 万吨煤制烯烃项目、山西闽光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56万吨焦化转型升级项目及 4万吨高性能炭负极材料项目等多个大型煤化工项目相继开工建设，

煤化工装备需求增长。 

3.化工新材料市场在政策和下游领域需求爆发推动下将迎来快速增长 

2022 年 9 月，国家工信部、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联合发布了《原材料工业“三品”实

施方案》，要求实施关键基础材料提升行动和前沿材料前瞻布局行动，完善新材料生产应用平台，

优化上下游合作机制，提升高端产品有效供给能力，强化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国家重大工程的支

撑作用。受益于新能源、信息产业、航空航天、军工等新兴产业快速崛起，传统消费领域如汽车、

家电、工业、电子电器、医疗等消费升级、技术革新，化工新材料增长的驱动力丰富多元，发展

势头迅猛。据工信部预计，2025 年，我国新材料产业总产值将达到 10 万亿的规模，市场需求旺

盛，化工新材料装备制造产业迎来快速发展。 

4.“双碳”背景下，新能源装备发展前景广阔 

（1）核能方面。2022 年我国核准了 5 个核电项目共 10 台核电机组，是近十年核准核电项目

和机组最多的一年。根据国家能源局统计数据，2022 年，我国主要发电企业电源工程建设投资完

成 7208 亿元，同比增长 22.8%。其中，核电企业电源工程完成投资 677 亿元，同比增长 25.7%。

根据《中国核能发展报告》预测，我国将保持每年 6-8 台核电机组的核准开工节奏，核电装机规

模将进一步加快扩大。“十四五”期间我国核电运行装机容量预计将达到 7000 万千瓦，按每台核电

机组 100 万千瓦装机容量计算，核电市场空间每年或达千亿元以上；新燃料运输容器方面，从需

求端来看，在国产化的趋势下，2023-2030 年我国将新增约 1000 台新燃料运输容器，对应市场空



间约 15 亿元。 

（2）氢能方面。2022 年 3 月，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氢能产业发展中长期规

划（2021-2035 年）》，明确了氢能的能源属性及战略定位，并提出了氢能产业发展各阶段目标。

在“双碳”目标下，我国氢能产业加速发展，2022 年中国石化兆瓦级可再生电力电解水制氢示范

项目、仙湖氢谷特色小镇氢交通项目、仙湖氢谷特色小镇氢水种养殖系统展示项目、瀚洁氢能环

卫车项目等多个氢能产业项目宣布投产运营；中国石化新疆库车绿氢示范项目、三峡集团内蒙古

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纳日松光伏制氢产业示范项目、中国能建兰州新区氢能产业园项目（一

期）、申能集团包头市氢能产业与可再生能源一体化项目等多个氢能产业项目相继开工建设，氢能

装备需求增长。 

（3）光伏方面。根据工信部发布的 2022 年全国光伏制造行业运行情况，2022 年全年我国光

伏产业链各环节产量再创历史新高，全国多晶硅、硅片、电池、组件产量分别达到 82.7 万吨、

357GW、318GW、288.7GW，同比增长均超过 55%。行业总产值突破 1.4 万亿元。2022 年，国内

光伏大基地建设及分布式光伏应用稳步提升，国内光伏新增装机超过 87GW；全年光伏产品出口

超过 512 亿美元，光伏组件出口超过 153GW，有效支撑国内外光伏市场增长和全球新能源需求。

自 2019 年“双碳”政策提出以来，光伏市场经过了的三年高速建设期，目前多晶硅产量已达到年

产 120 万吨，2023 年预计还将释放产能 100 万吨，总产量预计达到历史新高点。受上下游供需关

系影响，未来一段时间内，市场新建项目及装备市场需求将有所减少。 

（4）光热方面。随着各地“十四五”能源及可再生能源规划接连出台，各地光热发电规划也

已明晰，多个包含光热的风光热互补新能源项目已正式获批并陆续启动建设。2022 年我国新增规

划、在建光热项目 30 余个，光热装机规模超过 3GW，较 2021 年新增装机规模超 3 倍，实现跨越

式增长。随着光热电站的建设，熔盐储能需求有望快速增加。 

5.工业智能领域快速发展，市场空间广阔。 

智能制造是制造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必然方向。当前，人类社会正快

速步入以机器人为核心的智能制造时代。以“人机一体”、“人工智能”、“智慧制造”为核心的新

一代机器人及智能制造技术正在悄然推动新一轮工业革命。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当前正处于产

业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各行业正在加快从“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转型，随着转型步伐的

加快，汽车、船舶、新材料、航空航天、军工等领域对快速锻造液压机组、特种机器人、5G+系

列化设备等工业智能设备需求将不断增加。 

6.国家政策带动环保市场，环保装备市场需求量增长。 



近年来环保行业整体需求快速增长，环保装备制造业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2022 年 1 月，工

业和信息化部等三部门联合印发《环保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2—2025 年）》，提出

到 2025 年，环保装备制造行业技术水平明显提升，环保装备制造业产值力争达到 1.3 万亿元。在

此背景下，公司板式换热器、微通道换热器、工业烟气净化设备、锅炉除尘脱硫脱硝设备、污水

处理设备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 

（二）新公布的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行业政策对所处行业的重大影响 

2022 年 1 月 29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十四五”新型储能发展实施方案》，

提出到 2025 年，新型储能由商业化初期步入规模化发展阶段，具备大规模商业化应用条件。到

2030 年，新型储能全面市场化发展。 

2022 年 3 月 22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十四五”现代能源体系规划》，

指出“十四五”时期要加快推动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大力发展风电、太阳能非化石能源发电。有序

推进风电和光伏发电集中式开发，加快推进以沙漠、戈壁、荒漠地区为重点的大型风电光伏基地

项目建设，积极推进黄河上游、新疆、冀北等多能互补清洁能源基地建设。积极发展太阳能热发

电。 

2022 年 3 月 23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氢能产业发展中长期规划

(2021—2035 年)》，明确了氢的能源属性，是未来国家能源体系的组成部分，充分发挥氢能清洁低

碳特点，推动交通、工业等用能终端和高耗能、高排放行业绿色低碳转型。同时，明确氢能是战

略性新兴产业的重点方向，是构建绿色低碳产业体系、打造产业转型升级的新增长点。 

2022 年 3 月 29 日，国家能源局印发《2022 年能源工作指导意见》，围绕 2022 年能源工作提

出三个主要目标、七方面重要工作，并明确 2022 年全国能源生产总量达到 44.1 亿吨标准煤左右，

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提高到 17.3%左右等具体要求。 

2022 年 5 月 14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促进新时代新能源高质量发展

的实施方案》，在新能源的开发利用模式、加快构建适应新能源占比逐渐提高的新型电力系统、完

善新能源项目建设管理、保障新能源发展用地用海需求和财政金融手段支持新能源发展等方面做

出了全面指引。 

2022 年 6 月 1 日，国家发改委等九部门印发《“十四五”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明确了 2035

年远景目标：可再生能源加速替代化石能源，新型电力系统取得实质性成效，可再生能源产业竞

争力进一步巩固提升，基本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 

2022 年 6 月 7 日，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推动新型储能参与电力市



场和调度运用的通知》。要求建立完善适应储能参与的市场机制，鼓励新型储能自主选择参与电力

市场，坚持以市场化方式形成价格，持续完善调度运行机制，发挥储能技术优势，提升储能总体

利用水平，保障储能合理收益，促进行业健康发展。 

2022 年 9 月 13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促进光伏产业链健康发展有关

事项的通知》，抢抓新能源发展重大机遇期，巩固光伏行业发展取得的显著成果，扎实推进以沙漠、

戈壁、荒漠为重点的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建设，纾解光伏产业链上下游产能、价格堵点，提升光伏

发电产业链供应链配套供应保障能力，支撑我国清洁能源快速发展。 

2022 年 11 月 1 日，国家发改委、国家统计局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原料用能不纳入能源消

费总量控制有关工作的通知》。指出用于生产非能源用途的烯烃、芳烃、炔烃、醇类、合成氨等产

品的煤炭、石油、天然气及其制品等，属于原料用能范畴；若用作燃料、动力使用，不属于原料

用能范畴。 

三、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业务情况 

（一）主要业务 

公司主要业务包括：传统能源化工装备（炼油化工、煤化工、化工新材料等领域）、新能源装

备（核能、氢能、光伏光热、储能等领域）、工业智能装备（快速锻造液压机组、工业机器人等）

以及节能环保装备的研发、设计、制造、检测、检维修服务及工程总承包。 

（二）主要产品及其用途 

1．传统能源装备 

公司的主要产品是各类高端压力容器，主要用于炼油、化工、煤化工等领域。炼油领域主要

产品有重整反应器、加氢反应器（板焊式、锻焊式）、螺纹式换热器、隔膜式换热器、高压容器（热

高压分离器、冷高压分离器）、循环氢脱硫塔等；化工领域主要产品有高压列管反应器、大型塔器

等；煤化工领域主要产品有气化炉、费托反应器、变换炉、水洗塔、中间换热器、废热锅炉等；

精细化工领域主要产品有各种反应釜、冷却器、特材容器等。 

2．新能源装备 

核能装备：核能产业上游主要产品有核化工非标设备、核燃料贮运容器、贮槽、箱室设备等；

核能产业中游主要产品有核电站压力容器、储罐（核安全 2、3 级）、板式换热器（核安全 3 级）、

微通道换热器、高温气冷堆核电站乏燃料现场贮存系统、装卸系统及新燃料运输系统相关设备、

HTL 电加热器等；核能产业下游主要产品有核燃料循环后处理厂专用核安全设备（核安全 2、3

级），包括萃取设备、后处理首端专用设备、产品贮运容器、贮槽、箱室等储罐类设备及热交换器



设备。 

氢能装备主要为制氢、储氢和加氢站装备。具体产品有循环流化床加压煤气化制氢装置、渣

油 POX 造气制氢装置、丙烷脱氢技术装备、低压储氢容器、加氢站用微通道换热器（PCHE），正

在研发的 1000Nm3/h 碱性电解水制氢、98MPa 多层包扎式高压氢气储罐、45MPa 大流量氢气离子

液压缩机等产品。 

光伏装备主要为生产多晶硅所需的五大类核心静设备，包括冷氢化反应器、还原炉、换热器、

塔器、球罐。 

储能装备主要为公司正在开展市场化推广的高温熔盐储能储热系统集成设计及关键设备及正

在研发的新型氢（氨）储能等领域关键技术及核心设备。 

3．工业智能装备 

公司的主要产品有快速锻造液压机组、航空发动机高空模拟试验平台、重载转序机器人、5G+

系列化设备、特种打磨机器人等产品，产品广泛应用于汽车、船舶、航空航天、军工、石油化工、

新材料应用等重要行业或领域。 

4．节能环保装备 

公司有宽通道焊接式板式换热器，空气预热器，焊接式板式换热器，微通道换热器（PCHE）、

可拆式板式换热器、工业烟气净化设备、锅炉除尘、脱硫脱硝设备、污水处理设备等节能环保装

备，主要用于冶炼、发电、化工等行业大气污染治理，锅炉除尘、脱硫脱硝以及污水处理。 

（三）经营模式 

公司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客户为中心，通过与客户建立密切的日常沟通机制、目标客户针

对性走访、客户邀标及主动搜集等形式获取市场信息，以公平竞标的方式获得产品制造、检维修

服务和工程总承包合同订单。根据装备制造订单技术条件，公司逐步完成研发设计、工艺技术转

化、原材料采购、产品制造等环节，最终发运现场安装并交付用户；工程总承包业务通过招标方

式开展设计、采购、工程施工等工作，并对工程项目建设进行全过程管控。同时，公司利用技术

优势积极为客户提供持续优质的检维修服务，通过不断提升服务化水平，逐步搭建了能源行业“核

心装备制造+全产业链综合服务”的新型商业模式和综合竞争优势。 

1.销售模式 

公司采用以销定产的经营模式。公司紧盯下游行业投资信息，依托公司的核心技术、制造经

验与品牌优势，通过与国际国内总承包商、工程公司建立良好合作机制，向工程方与业主方提供

施工前期设计、技术咨询等方案，以投标报价的方式获取工程装置的核心设备订单；通过承揽的



EPC 工程总包，直接提供相关工程设备配套；通过为业主方提供最优的检维修方案及技术咨询服

务，获取检维修业务订单。 

2.定价模式 

基于公司所属的行业特性、产品结构及市场竞争环境，定价模式以成本导向定价法为主，结

合一定的竞争导向定价法。 

3.设计模式 

公司与客户签订的合同中包括技术协议，规定了具体的设计模式，主要为：一是根据客户提

供的工况条件和工艺参数的自主研发设计；二是由客户提供的外来设计图纸的原图审查设计，并

对不符合标准规范要求及无法满足制造工艺要求的内容，与原设计单位进行协商修改确认。 

4.采购模式 

公司设有采购中心专门负责兰州、青岛、新疆、嘉峪关四大基地的物资集中采购订货、实施

供应、统筹调配等工作，采购物资范围主要是公司产品用板材、管材、锻件、焊材等原材料、产

品用外购配套件及工程总包项目用材料和设备。针对公司产品单件小批量订单式生产、所用原材

料针对性强的特点，对所需材料及设备采取集中采购的模式。同时，公司搭建了动态、统一的合

格供应商管理体系，内部严格对供应商进行资格准入审查及 SRM 供应商平台管理，对大宗原材

料、主要辅助材料实行国内物资材料生产厂家直供模式，保证了原材料采购过程中的质量控制与

价格水平。 

5.生产模式 

由于公司主要产品为定制型的非标准化设备，用户对同一类产品的用料、参数、性能要求均

不同。公司的生产组织模式为“以销定产”模式，即完全根据客户的订货合同来安排、组织生产。

产品生产周期一般为 3-12 个月，产品在安装调试、功能验证、生产线打通、整体装置试车成功的

平均验收周期为 3-6 个月，综合订单执行周期平均为 6-18 个月。 

（四）产品市场地位及竞争优势 

公司是国内能源化工装备和工业智能装备细分领域的核心企业之一，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同时

具有能源化工行业工程、技术、工艺设计总包资质和核心装备制造能力的企业。“兰石”产品在市

场中具有良好的口碑，部分重要产品和技术具备重要市场影响力。 

1.在传统能源化工装备方面 

公司是中国建厂最早的炼油、化工、煤化工高端压力容器制造企业，凭借自身实力填补了国

内能源装备领域百余项技术和产品空白，是传统能源化工装备制造领域领军企业。公司是国内最



大直径、最大吨位螺纹换热器制造商，是国内炼油行业四合一连续重整反应器设备独家供应商，

代表着国内重型压力容器的领先制造水平。同时，在锻焊式压力容器制造领域，公司可生产单台

重达 2000 吨级的大型锻焊式加氢反应器，打破了国内少数企业在千吨级以上大型锻焊式压力容器

制造领域中的垄断地位。 

2.在新能源装备方面 

在光伏多晶硅装备领域，公司相继攻破了厚壁镍基合金 No8810 和难度更高的 No8120 材料制

造冷氢化反应器的多项技术难题，形成了多项该材料制造专有技术，并制定了国产镍基合金

No8810 和 No8120 材料冷氢化反应器设计选材技术规范、材料焊接、热处理等制造技术规程及多

项企业标准，大幅缩短了交货周期、降低了产品成本，实现了国内光伏多晶硅行业关键设备制造

的创新性突破，引领着多晶硅装备国产化发展方向。在核能装备领域，公司是国内首家实现国产

替代的民用核级板式换热器设计生产企业，子公司中核嘉华在核燃料贮运容器细分领域具有较高

的市场占有率，制造了中国首座 50 吨核乏燃料后处理中间试验厂的绝大多数非标设备。报告期内，

公司成功取得中国特种设备 A1 级多层压力容器生产许可证，为公司拓展氢气储存、军工及合成

氨等高压装置业务领域，加快公司高压氢气储罐的研制及市场化推广提供有力支撑。 

3.在工业智能装备方面 

公司具有多年使用、设计、制造锻压机组装备方面的经验，在国内快锻压机市场占有优势份

额。“快速锻造液压机组、径向锻造机、重型全液压三辊、四辊卷板机”等系列产品均属机、电、

液一体化工业大型设备，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研发的智能化立体仓库、立体车库、打磨机器人、

锤替代压机等设备应用于各相关领域；“重型四辊全液压卷板机”技术水平达到了世界领先，使我

国成为继德国之后世界上第二个可制造此类大型装备的国家。在压延装备所属的自由锻领域，公

司的整体技术能力、智能化和信息化程度处于国内领先地位。 

4.在能源化工行业工程总包方面 

公司是能源行业压力容器制造企业中唯一一家同时拥有前端石化工程设计院、核心装备制造

能力及综合服务能力的产业链全流程覆盖企业。子公司瑞泽石化拥有化工工程、石油及化工产品

储运、炼油工程三个专业的甲级设计资质和石化、化工行业工程咨询资质，现拥有 92 件自主研发

的授权专利，完成石化工程设计项目百余个，涉及我国石化行业 130 多个炼油化工企业。其研发

的两段离心逆流连续重整技术，打破了国外连续重整技术的垄断；同时，依托悬浮床加氢工艺包

技术，完成了新一代悬浮床渣油（重油）加氢技术的工业化应用，在能源清洁高效利用领域具有

重大的引领示范效应。 



（五）主要的业绩驱动因素 

1.市场驱动 

报告期内，传统炼油化工市场平稳运行，煤化工市场受政策支持稳中向好，化工新材料市场

在政策和下游市场需求推动下迎来快速增长，核能、氢能、光伏光热、储能等新能源装备市场需

求旺盛，在国家积极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背景下，公司依托深耕能源化工装备制

造领域 70 年积累的技术底蕴、新能源装备制造领域的前瞻性布局和先发优势，市场开拓取得明显

成效，全年新增订单同比大幅增加。 

2.转型驱动 

报告期内，公司加快推动由传统能源化工装备制造向新能源装备制造领域拓展转型，紧盯产

业发展政策，在聚焦能源化工行业核心装备制造、巩固传统市场的优势地位、保持传统核心产品

市场份额的基础上，持续加大细分市场领域开拓，促进细分市场规模化、专业化发展。报告期内，

公司取得新能源装备订单 18.25 亿元，同比增长 81.23%；布局纳米磷酸铁锂、碳纤维、生物医药、

单晶硅、二氧化碳捕集封存等专项领域，取得市场订单 9,373 万元，为公司经营业绩增长开辟新

的航道。 

3.管理驱动 

报告期内，公司加强董事会建设，有效提升治理能力和治理效能；转变经营管理理念，推进

实施“阿米巴”经营管理模式，划小经营单元，建立超经营目标奖励机制，深化全面预算管理，

发挥预算考核的激励作用，经营效率明显提升，管控效力不断增强；健全市场化选用制度，持续

发挥经理层成员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的效能；完善市场化薪酬分配机制，突出绩效考核，完善超

经营目标奖励分享机制，实现薪酬分配的差异化。大力开展人才选拔培养，完善内部激励机制，

创新产业工人培训体系，快速培育壮大专业技能人才队伍。 

4.技术引领驱动 

报告期内，基于战略定位和“十四五”发展规划，公司立足业务发展，聚焦主业，聚合研发

要素资源，搭建协同高效的创新体系，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在充分研判上下游能源行业发展趋

势的基础上，全年累计研发投入 1.51 亿元，同比增长 64.10%，参与制修订审定国家、行业和团

体标准 26 项，获得各类授权专利 71 件。全年开展科技创新项目 95 个，专项计划实施率达 95.78%，

“国产化高温高压临氢环境符合密封结构换热器”“超大型 PTA 结晶器研制”“加氢高压设备单层

堆焊焊材国产化开发及应用研究”等 10 个项目斩获省市级以上奖励；实现科技成果转化 16 项，

转化订单 5.17 亿元，切实发挥科技创新对公司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引领和支撑作用。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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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06,128,124.70 12,116,478,786.17 -3.39 10,541,020,007.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140,220,519.63 2,962,436,120.26 6.00 1,538,968,904.40 

营业收入 4,980,330,938.98 4,037,060,987.70 23.37 2,900,840,838.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5,933,175.85 122,728,595.54 43.35 -284,740,601.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25,023,321.81 80,502,627.16 55.30 -338,113,441.8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08,643,067.31 131,944,670.24 133.92 666,300,874.2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77 7.67 减少1.90个百分点 -16.9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47 0.1167 15.42 -0.270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47 0.1167 15.42 -0.2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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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6,662,478.26 1,145,368,226.49 1,014,064,143.37 1,914,236,090.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7,833,938.83 79,479,084.35 37,560,552.33 31,059,600.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22,671,998.00 53,577,512.50 27,436,052.75 21,337,758.5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1,180,037.32 162,459,110.18 48,999,492.17 36,004,427.64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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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313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77,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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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州兰石集团有限公司 -64,008,298 616,431,406 47.19 0 质押 340,000,000 国有法人 

兰州兰石集团兰驼农业装备

有限公司 
64,008,298 64,008,298 4.90 0 无  国有法人 

中信国安集团有限公司 0 17,000,000 1.30 0 质押 17,000,000 国有法人 

南方工业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2,647,200 6,931,344 0.53 0 无  国有法人 



青岛市科技风险投资有限公

司－青岛华资汇金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5,753,217 5,741,035 0.44 0 无  其他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富国天惠精选成长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LOF） 

5,005,257 5,005,257 0.38 0 无  其他 

秦皇岛金核投资有限公司 -6,787,208 4,707,044 0.36 0 无  
境内非国

有法人 

财通基金－协众创新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财通基金玉泉

协众创新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0 4,131,576 0.32 0 无  其他 

张益博 2,163,200 3,885,820 0.30 0 无  
境内自然

人 

青岛市科技风险投资有限公

司－青岛华资盛通股权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828,600 3,834,235 0.29 0 无  国有法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兰州兰石集团兰驼农业装备有限公司为兰州兰石集团

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6.3.3

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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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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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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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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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紧紧围绕年度经营目标，认真贯彻落实董事会各项决策部署，多项经营指标再创历

史新高，公司高质量发展按下“快进键”，经营业绩实现了快速增长，实现营业收入 49.80 亿元，

比上年同期增加 23.37%；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6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43.35%；

实现新增产品订货 67.09 亿元、同比增长 71.98%。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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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