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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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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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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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

基数，每 10 股派送现金 2.5 元（含税），剩余未分配利润全部结转下一年度，不送股；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方案为不转增。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为 1,721,160,272 股，以此为基

数计算本次共计分配利润 43,029.01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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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建工 600502 安徽水利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黄代 储诚焰 

办公地址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黄山路459号安建

国际大厦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黄山

路459号安建国际大厦 

电话 055162865300 055162865300 

电子信箱 ahjgzqb@163.com ahjgzqb@163.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2021 年，全国建筑业企业（指具有资质等级的总承包和专业承包建筑业企业，不含劳务分包

建筑业企业，下同）完成建筑业总产值 29.3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1.04%；完成竣工产值 13.45 万

亿元，同比增长 10.12%；签订合同总额 65.69 万亿元，同比增长 10.29%，其中新签合同额 34.46



万亿元，同比增长 5.96%；实现利润 8554 亿元，同比增长 1.26%。截至 2021 年底，全国有施工活

动的建筑业企业 128746 个，同比增长 10.31%；建筑业劳动生产率同比增长 11.89%。综合来看，

建筑行总产值、新签合同额、有施工活动的建筑业企业数量及建筑业劳动生产率，较上年同期仍

有明显增长，建筑业的支柱产业地位依然稳固，行业仍旧面临相对良好的市场环境。2021 年 12

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投资，加大了逆周期调节的力度，为建筑业带

来强劲增长预期。“长三角”一体化、 京津冀、成渝城市群等区域战略深入推进，以及城市更新、

乡村振兴、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等政策落地实施，将为建筑企业发展带来叠加利好。市场集中度将

进一步提升，大型建筑企业加速扩张，弱资质企业加速出清，行业内竞争将更加激烈。双碳约束

下，提前进行绿色转型以及在新能源工程建设领域有优势的企业有望在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市

场结构的调整和竞争格局的变化，要求建筑企业必须勇于变革转型，加快提升发展质量。 

1.基础设施建设 

“十四五”时期，我国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关键阶段，国

家将推出一批重大工程和项目，着力提升基础设施水平。新老基建共同发力，积极构建系统完备、

高效实用、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等，都给建筑业带来广阔的市场，尤其是基建

领域仍有较大的增长空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及全国两会明确提出“基础设施投资适度超前”、积

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基础设施建设在经济“稳增长”中的作用更加凸显。在经济稳增长目

标下，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及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投资将对基建投资起到拉动作用。 

2.房屋建筑工程 

2021 年，全国房屋新开工面积 19.9 亿平方米，同比下降 11.4%；全国房屋施工面积 97.5 亿

平方米，同比增长 5.2%；全国房屋竣工面积 10.1 亿平方米，同比增长为 11.2%。一方面，房地产

调控政策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房屋工程建筑市场，随着“三条红线”政策出台和“房住不炒”政策加力，

房建领域的增长慢于基建领域，房地产开发投资面临增长压力。另一方面，制造业产业结构调整、

新型城镇化建设带来的城市更新、旧城改造及保障房等项目的推出以及医疗等基础设施补短板将

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房地产政策对房建业务的影响，保障房建设、公建设施建设、智慧厂房建设、

传统厂房智能化改造升级等细分领域仍有较大发展前景。 

3.房地产开发 

2021 年，在“房住不炒、因城施策”总基调下，国家陆续出台多项房地产调控政

策，包括“三道红线”、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和两集中供地等，针对地方政府、房企、

银行三个主体全面监测和调控，对房地产行业的政策调控形成完整闭环。2021 年，全

国商品房销售额  18.19 万亿元，同比增长 4.8%，商品房销售面积  17.94 亿平方米，同

比增长 1.9%。虽然商品房交易规模达历史最高水平，但增速明显回落，房地产市场降

温明显。随着“房住不炒”理念逐渐深入，中央出台了一系列去金融化的配套政策，

房地产市场开始回归本源，房子更多体现为人们的居住需求。房地产行业正面临前所

未有的格局，虽高毛利红利不再，但市场的基本需求和合理的利润空间依然存在。  

4.装配式建筑 

随着碳达峰与碳中和各项工作的推进，建筑业绿色低碳发展已成必然。近年来绿

色、环保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加之现有建筑工人老龄化、年轻建筑工人断档、人工

费逐年提高，装配式建筑成为建筑业发展的必然趋势。目前我国装配式建筑渗透率对

比发达国家差距仍旧较大，政策逐渐向装配式建筑倾斜，陆续出台相关鼓励政策，助力行业

进一步发展。《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和《国务院办

公厅关于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的指导意见》提出到 2025 年左右，力争使装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面

积的比例达到 30%。《安徽省“十四五”装配式建筑发展规划》提出到 2025 年装配式建筑占到新

建建筑面积的 30%，其中：宿州、阜阳、芜湖、马鞍山等城市力争达到 40%，合肥、蚌埠、滁州、



六安等城市力争达到 50%。合肥市“十四五”装配式建筑发展规划也明确：到 2025 年，全市重点推

进地区装配式建筑实施比例达到 35%，积极推进区域装配式建筑实施比例超过 30%，实现全产业

链年产值 2000 亿元。一系列文件表明装配式建筑的相关顶层政策框架已逐步走向成熟。作为建筑

业未来，装配式建筑在环保要求不断提升以及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发展趋势十分明确。 

5.工程检测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全社会对研发、生产制造、产品质量、生活健康、环境保

护等方面关注程度和应用需求不断提高，检验行业在国内大循环中具有明显的为市场

经济和产品（服务）质量提供信用担保和背书的内涵，承担“信用证”职责，检验企

业通过业务开展推动企业管理水平和产品、服务质量提升，进而推动产业优化升级，

是国民经济中各行业技术升级的“先导者”。检测行业已逐渐渗透到社会生产和生活的

各个层面和环节，对工程建设实施全方位、分阶段的工程检测也成为了保证建设工程

质量的重要手段，无论是生态环境工程、建筑节能工程还是交通工程、港口工程，建

设工程质量检测工作均是工程质量管理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的建筑行

业发展正处于从追求建筑数量转变到建筑质量的转换期，工程检测未来发展可期。  

6.水电发电  

近年来，我国清洁能源发电持续快速发展，技术水平不断提升，成本显著降低，

开发建设质量和消纳利用明显改善。国家统计局《2021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

报》显示，2021 年我国清洁能源消费量占比为 25.5%，较 2017 年的  20.5%明显提升。

随着国家“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的实施，清洁能源发电行业将迎来新一轮发展高峰，

前景广阔。水电作为可再生能源，具有安全稳定、运行灵活的优势，高度契合国家构

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和“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在我

国“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中占有重要地位，行业发展呈上升趋势。  

 

公司主营业务为基础设施建设与投资、房屋建筑工程、房地产开发经营。此外，公司还拥有

装配式建筑、工程技术服务、水力发电、建材贸易等业务。 

业务板块 主要服务或产品 

基础设施建设

与投资 

市政公用工程、公路工程、水利水电工程、港口与航道工程施工总承包；桥梁

工程、公路路基工程、公路路面工程、隧道工程、城市园林绿化工程、河湖整

治工程专业承包；基础设施及环保项目投资、运营等。 

房屋建筑工程 
建筑工程、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建筑装修装饰工程、钢结构工程、建筑幕墙

工程、消防设施工程、建筑机电安装工程、起重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等。 

房地产开发 房地产开发、销售 

其他 

装配建筑 

水力发电 

工程检测，勘察、规划、设计、咨询等工程技术服务 

建筑材料的生产与销售，建筑设备制造、销售和租赁，金属结构加工、制作和

安装，酒店管理等。 

1.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与投资。公司基础设施建设业务涉及公路、市政、城市轨道交通、水利

水电、港口航道等领域。公司拥有公路、市政、港航工程总承包等 6 项特级资质及多项一级资质，

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具备突出的资质、业绩等优势。安徽水利有限、安徽路桥、路桥集团、安徽

路港、安徽交航等子公司均具有突出的专业优势和较强的市场竞争力。基础设施投资业务是基建

传统施工核心业务产业链的延伸，随着近几年我国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的变化，公司持续巩固“投



资+施工总承包”的业务模式，稳健发展基础设施项目投资业务，积极承揽高速公路、PPP、片区开

发项目等。公司基建投资业务覆盖交通工程、市政工程、水利建设、城镇综合开发等领域，业务

结构由“单一施工”为主转型为“投资、施工、运营”并举。 

2.房屋建筑工程。房屋建筑工程为公司传统施工主业之一，公司拥有 2 项建筑工程施工总承

包特级资质，先后承建了大批国家、省、市重点工程。所属安徽三建为省内房建行业龙头企业，

在省内外具有较高的品牌知名度。公司房建业务与房地产开发、设计、咨询、监理、物业管理等

相关业务协同，形成“开发+设计+施工+服务”的一体化优势。   

3.房地产开发。房地产开发为公司传统主业之一，不仅是公司重要的利润来源，而且强力带

动建筑施工、工程技术服务、建材贸易、仓储物流等关联业务发展。公司的施工和技术服务能力，

也为房地产开发业务提供坚实基础，形成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良好局面。公司房地产开发业务

顺应国家政策导向，不断优化项目业态结构，持续强化风险防控，更加重视投资安全和投资回报，

切实提升房地产项目开发效率和效益。 

4.装配式建筑。近年来，公司紧跟国家推广装配式建筑、推进新型建筑工业化的政策导向，

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业务，2014 年开始投资建设装配式生产基地，已建成并投产运营基地 5 个，

在建基地 1 个，筹建中 2 个。2015 年建成投产的肥东基地获评首批“国家级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

安徽建科获批“国家级装配式建筑研究基地”，建成“绿色建筑与装配式建造实验室”，经过数年运

营，已建立与建筑工业化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体系、管理模式和营销能力，并具有突出的设计、

检测等配套服务能力。 

基地名称 产品类别 投资额 占地面积 设计产能 

合肥肥东基地 PC 构件 2.50 亿元 192 亩 年产构件 16 万方 

合肥北城基地 
PC 构件、轨道交通

管片 
2.20 亿元 133 亩 

年产构件 5 万方和管

片 5 万方 

蚌埠基地（一期） PC 构件 4.08 亿元 465 亩 年产构件 16 万方 

芜湖钢结构基地 桥梁钢结构 2.92 亿元 300 亩 年产 8 万吨 

长丰吴山基地 轨道交通管片 1.70 亿元 100 亩 年产管片 11 万方 

铜陵基地（在建） PC 构件 2.96 亿元 224 亩 年产构件 15 万方 

六安基地（筹建） 桥梁钢结构 2.37 亿元 规划 150 亩 年产 5 万吨 

淮北基地（筹建） PC 构件 2.39 亿元 规划 148 亩 年产构件 10 万方 

5.检测业务。公司检测类业务覆盖房建、交通、水利、市政、轨道交通、建筑机械设备等检

测领域，所属共 8 家检测公司，其中检测二站、路桥检测、环通检测综合实力相对突出。房建类

检测方面，检测二站检测类别、检测参数、综合检测能力均在全省领先。基建类检测方面，路桥

检测和环通检测在公路、市政、轨道交通等领域的检测能力居全省前列，均已获批公路工程检测

综合甲级资质，全省仅有五家。 

企业名称 服务类别 资质类别 备注 

安徽省建筑工程质量

第二监督检测站 
房建工程检测 

见证取样资质、检测参数全

省领先 
高新技术企业 

安徽省路桥试验检测

有限公司 
路桥工程检测 交通检测综合甲级资质 高新技术企业 

安徽环通工程试验检

测有限公司 
交通工程检测 交通检测综合甲级资质 高新技术企业 



6.水力发电。公司响应国家低碳环保的号召，积极发展绿色清洁能源，控股运营水电站 7 座，

总装机容量 24.61 万 KW，权益装机容量 18.81 万 KW，年设计发电量约 10 亿 KWH，已全部建成

发电，电站分别位于安徽省霍山县、金寨县和云南省怒江州贡山县。公司在水力发电领域深耕近

20 年，现有的七座水电站均是由公司投资、建设和运营，具备投融建运一体化能力。培育了一批

建设、投资和运营专业人才，形成了稳定的人才队伍。团队人员管理、运营经验丰富，具备深厚

的专业功底和突出的敬业精神，并具有战略性、前瞻性的眼光和格局。公司在水力领域积累的人

才、技术、管理等优势，为公司未来进一步拓展绿色能源业务奠定了坚实基础。 

地点 权益比例 电站名称 运营时间 装机容量 

安徽金寨 51.01% 流波水电站 2006 年 6 月 2.5 万 KW 

安徽霍山 100% 白莲崖水电站 2009 年 10 月 5 万 KW 

云南怒江

州贡山县 
73.26% 

丹珠河一级水电站 2014 年 5 月 8 万 KW 

丹珠河二级水电站 2014 年 5 月 1.71 万 KW 

丹珠河三级水电站 2016 年 11 月 3.2 万 KW 

东月各河一级水电站 2016 年 11 月 2.1 万 KW 

东月各河二级水电站 2016 年 11 月 2.1 万 KW 

7.建筑材料。所属子公司安徽建材科技主要从事商品混凝土、干粉砂浆等相关产品的生产与

销售，钢材、水泥、沥青等建筑材料的贸易。安徽建材科技系公司主要建筑材料集中采购供应平

台，有利于公司施工业务降本增效。同时，该公司重视对外开拓业务，深耕省内 16 个地市，持续

开拓省外市场，与多家大型企业集团建立长期合作关系，进一步提升了发展规模和盈利能力。该

公司先后获评“中国建材企业 20 强”、“中国最具成长性建材企业 100 强”、“安徽省服务业企业 100

强”、“合肥服务业企业 20 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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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2020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9年 

总资产 126,875,679,293.43 105,806,669,990.16 19.91 90,435,503,647.10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11,187,517,180.69 10,166,956,350.95 10.04 8,512,234,048.17 

营业收入 71,339,872,336.00 56,972,444,417.50 25.22 47,265,560,036.00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095,791,110.82 815,788,533.84 34.32 596,160,727.59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

1,030,822,958.05 755,709,541.82 36.40 572,354,854.55 



利润 

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5,491,885,424.45 -4,656,337,498.76 17.94 -6,698,055,187.30 

加权平均净

资产收益率

（%） 

10.41 9.01 
增加1.40个

百分点 
6.53 

基本每股收

益（元／股） 
0.64 0.47 36.17 0.35 

稀释每股收

益（元／股） 
0.64 0.47 36.17 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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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12,509,238.66 17,542,387,926.98 18,065,282,022.99 21,619,693,147.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291,085,653.23 285,478,306.72 291,478,299.43 227,748,851.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281,065,337.45 274,903,134.30 284,149,377.37 190,705,108.9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932,037,513.95 -1,667,866,545.70 -1,064,985,065.79 173,003,70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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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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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559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69,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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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建工集团控股有

限公司 
0 556,265,118 32.32 0 无 0 

国有

法人 

安徽高新毅达皖江产

业发展创业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 

-13,720,900 56,153,194 3.26 0 无 0 未知 

凤台县永幸河灌区管

理中心 
0 36,192,922 2.10 0 质押 17,000,000 

国有

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

司 
25,644,330 35,807,938 2.08 0 无 0 未知 

安徽水利开发股份有

限公司－2016年度员

工持股计划 

-64,770,281 27,926,966 1.62 0 无 0 其他 

安徽省盐业投资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0 27,522,935 1.60 0 无 0 

国有

法人 

金寨水电开发有限责

任公司 
0 25,024,897 1.45 0 无 0 

国有

法人 

安徽高新金通安益二

期创业投资基金（有

限合伙） 

0 22,935,779 1.33 0 无 0 未知 

邓兆强 13,107,600 19,407,600 1.13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景顺长城沪

深 300指数增强型证

券投资基金 

12,716,446 12,716,446 0.74 0 无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本公司控股股东和前十名其他股东没有关联关系,不存在

一致行动关系，本公司未知前十名中其他无限售条件的股

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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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公司所有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安徽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第一期) 

22安建 01 185225 2027-01-10 6 3.90 

报告期内债券的付息兑付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报告期内信用评级机构对公司或债券作出的信用评级结果调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2 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要指标 2021年 2020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资产负债率（%） 84.51 83.61 0.9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1,030,822,958.05 755,709,541.82 36.40 

EBITDA全部债务比 4.14 4.55 -9.01 

利息保障倍数 1.70 1.69 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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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围绕战略规划和年度经营计划，牢牢把握“三新一高”发展导向，抢抓发展



机遇，深化企业改革，整合内部资源，防范化解风险，保持了平稳较快发展的良好态势。全年实

现营业收入 713.40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25.22%；实现利润总额 18.04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4.5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96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34.32%，各项主要经济

指标较快增长，“十四五”实现良好开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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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