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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梁习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文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王文建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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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089,887,215.38 879,738,730.66 23.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16,306,863.37 52,302,573.20 122.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15,223,133.87 53,044,889.95 117.2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08,501,472.20 4,554,405.38 2,282.3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09 0.0230 121.3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09 0.0230 121.3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2% 0.85% 0.97%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9,735,443,269.19 9,041,494,705.10 7.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481,682,070.19 6,281,696,648.06 3.18%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1,625,00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50,024.12  

减：所得税影响额 191,246.38  

合计 1,083,729.50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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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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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7,669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靖远煤业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46.42% 1,061,505,580 726,302,536   

天弘基金－工商

银行－华融国际

信托－华融融汇

31 号权益投资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3.94% 90,000,000    

平安大华基金－

平安银行－中融

国际信托－财富

骐骥定增 5 号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3.94% 90,000,000    

甘肃省煤炭资源

开发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 

国有法人 3.92% 89,700,000    

华安未来资产－

工商银行－华安

资产－未来之光

资产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3.50% 80,000,000    

诺安基金－兴业

证券－中国光大

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28% 74,949,026    

东方红鹭（北京）

国际投资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2.02% 46,138,331    

中国证券金融股

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81% 41,313,740    

安徽安粮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5% 28,649,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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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重阳 境内自然人 0.63% 14,470,00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靖远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35,203,044 人民币普通股 335,203,044 

天弘基金－工商银行－华融国际

信托－华融融汇 31 号权益投资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9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90,000,000 

平安大华基金－平安银行－中融

国际信托－财富骐骥定增 5号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9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90,000,000 

甘肃省煤炭资源开发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 
89,7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9,700,000 

华安未来资产－工商银行－华安

资产－未来之光资产管理计划 
8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0,000,000 

诺安基金－兴业证券－中国光大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74,949,026 人民币普通股 74,949,026 

东方红鹭（北京）国际投资有限公

司 
46,138,331 人民币普通股 46,138,331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41,313,740 人民币普通股 41,313,740 

安徽安粮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8,649,298 人民币普通股 28,649,298 

夏重阳 14,47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4,47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股东中控股股东靖远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

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其他股东

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无。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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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项 目 年末数 年初数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2,289,815,477.28 1,671,462,057.12 36.99% 理财产品到期回收 

应收账款 1,365,810,792.76 700,036,822.09 95.11% 货款拖欠金额增加 

其他应收款 11,547,246.27 8,308,708.75 38.98% 投标保证金增加 

其他流动资产 40,575,034.67 486,565,457.25 -91.66% 理财产品到期收回 

在建工程 69,178,273.42 48,357,937.69 43.05% 工程开工建设未竣工结算 

工程物资 1,354,579.28 2,944,322.76 -53.99% 工程建设领用工程物资 

应付票据 154,892,807.98 54,519,660.58 184.10% 签发银行承兑汇票 

应交税费 158,683,037.75 79,173,197.90 100.43% 计提税费增加 

专项储备 346,584,095.60 262,905,536.84 31.83% 计提安全费同比增加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营业税金及附加 43,407,303.54 23,566,254.07 84.19% 营业收入同比增加 

销售费用 28,087,705.10 21,595,608.21 30.06% 一票制运费增加 

资产减值损失 35,010,118.54 17,975,887.88 94.76% 应收账款余额增加，相应地坏账准备计

提增加 

投资收益 4,740,657.53  100% 理财产品收益同比增加 

营业利润 132,389,159.72 72,543,814.12 82.50% 煤炭售价上升，营业利润增加 

营业外收入 831,745.04 102,339.88 712.73% 收到增值税税收返还 

营业外支出 1,181,769.16 2,600,653.70 -54.56% 罚款减少 

利润总额 132,039,135.60 70,045,500.30 88.50% 煤炭售价上升，利润总额增加 

净利润 116,357,524.19 52,533,228.11 121.49% 煤炭售价上升，净利润增加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

到的现金 

812,496,122.20 468,499,584.82 73.43% 销售商品收到的现金增加 

收到的税费返还 236,728.38  100% 收到增值税税收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

有关的现金 

7,705,212.50 39,552,998.78 -80.52% 收到的投标保证金等其他经营活动有

关的现金同比减少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

工支付的现金 

324,195,904.58 152,188,281.71 113.02% 支付的工资、社会保险费等薪酬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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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

有关的现金 

17,459,432.43 27,250,303.16 -35.93% 支付的维修费等同比减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08,501,472.20 4,554,405.38 2282.34% 营业收入增加，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增加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750,000,000.00  100% 理财产品收回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

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

付的现金 

33,320,710.78 202,466,158.10 -83.54% 专项投资同比减少 

投资支付的现金 300,000,000.00  100% 短期理财产品投资支出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416,679,289.22 -202,466,158.10 305.80% 理财产品到期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300,000,000.00 436,000,000.00 -31.19% 本期银行借款现金流量减少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93,172,658.74 230,395,895.00 -59.56% 本期银行借款现金流入减少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

增加额  

618,353,420.16 32,484,142.28 1803.55% 营业收入增加，现金流增加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靖远煤业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减持价格承

诺 

靖远煤业持有靖远煤电的股份

在承诺锁定期满后，减持价格

不低于 6 元/股（若自股权分置

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至出售股

份期间上市公司发生分红、送

股、资本公积转增等除权事项，

应对该价格进行除权处理）。靖

远煤业如有违反承诺的卖出交

易，靖远煤业将卖出资金划入

上市公司账户归全体股东所

有。注：公司于 2008 年每 10

股现金分红 0.6 元，2009 年每

10 股现金分红 0.5 元，2010 年

2009 年 03 月

30 日 
9999-12-31 

截至目前，

靖煤集团

未减持公

司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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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10 股现金分红 0.3 元。2011

年每 10 股现金分红 0.3 元，

2012 年每 10 股现金分红 1.4

元同时每10股转增10股，2013

年每 10 股现金分红 1 元，2014

年每 10 股现金分红 0.3 元，

2015 年每 10 股送红股 1 股，

派现金 0.4 元，同时每 10 股转

增 9 股，上述承诺最低减持价

格调整为 1.3375 元。靖远煤业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出售的股份数量达到公司股份

总数百分之一的，自该事实发

生之日起两个工作日内将及时

履行公告义务。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

变动报告书中所作

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

诺 

靖远煤业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关于同业竞

争、关联交

易、资金占用

方面的承诺 

关于出让伊犁开发公司等五家

公司股权的承诺函：1、在甘肃

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甘肃金远

煤业有限公司、甘肃煤开投平

山湖煤业有限公司、靖煤集团

景泰煤业有限公司及其所属煤

矿各自满足以下全部条件后一

年内，靖远煤业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将配合靖远煤电启动收购

相应公司股权工作，以评估机

构评估并在国有资产监管部门

备案的评估价为股权收购价

格。（1）煤矿开发项目取得采

矿权许可证、安全生产许可证、

矿长资格证、矿长安全资格证

和营业执照；（2）煤矿开发项

目竣工后通过政府有关部门组

织的验收并取得政府有关部门

同意能够投产的批文；（3）上

述标的公司其他股东放弃优先

购买权。2、在靖远煤业伊犁资

源开发公司取得控股或参股的

煤矿开发项目，且其煤矿项目

同时满足本承诺第一条所列的

条件后一年内，靖远煤业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将配合靖远煤电

2014 年 03 月

31 日 
9999-12-31 

目前尚未

达履行条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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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收购其股权工作，以评估

机构评估并在国有资产监管部

门备案的评估价为股权收购价

格。3、若标的公司符合上述转

让条件且靖远煤电同意受让，

但因该股权转让事宜未获得甘

肃省国资委同意，或其他因素

导致股权转让无法进行，靖煤

集团将在 1 年内将标的公司股

权转让给其他股东或与靖煤集

团无关联关系的第三方，以解

决该标的公司与靖远煤电同业

竞争问题。 

靖远煤业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关于同业竞

争、关联交

易、资金占用

方面的承诺 

1、除在本承诺函生效日前所拥

有的资产和进行的业务以外，

靖煤集团及其投资的企业将来

不会直接或间接经营任何与靖

远煤电及其下属公司经营的业

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

业务，也不会投资任何与靖远

煤电及其下属公司经营的业务

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其

他企业。但是，同时满足下列

条件的除外：（1）由于国家法

规、政策等原因，由政府行政

划拨或定向协议配置给靖煤集

团及其所投资企业煤炭资源

的；（2）某个特定矿业权招标

或出让、转让条件中对投标人

或受让人有特定要求时，靖远

煤电不具备而靖煤集团具备该

等条件的。2、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完成后，靖煤集团不再直接

从事煤炭生产经营业务，如靖

煤集团及其投资的企业为与靖

远煤电及其下属公司经营的业

务产生竞争，靖煤集团及其投

资的企业将以停止经营相竞争

业务的方式，或者将相竞争业

务纳入到靖远煤电经营的方

式，或者将相竞争业务转让给

无关联关系的第三方的方式避

免同业竞争。3、对于因符合本

承诺第一条所述除外条件而取

2013 年 01 月

01 日 
9999-12-31 

持续履行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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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的煤炭资源开发项目的经营

性资产或权益类资产，可由靖

煤集团及其投资的企业先行投

资建设，一旦靖远煤电认为该

等项目的经营性资产或权益类

资产具备了注入靖远煤电的条

件，靖煤集团将在收到靖远煤

电书面收购通知后，立即与靖

远煤电就该收购事项进行协

商，将该等项目的经营性资产

或权益类资产转让给靖远煤

电。在双方就收购达成一致意

见前，该等项目的经营性资产

或权益类资产委托靖远煤电经

营管理。4、靖煤集团及其投资

的企业违反以上任何一项承诺

的，将补偿靖远煤电因此遭受

的一切直接和间接的损失。 

靖远煤业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规范关联交

易承诺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靖

煤集团将继续严格按照《公司

法》等法律法规以及靖远煤电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行使

股东权利，在股东大会对有关

涉及本公司事项的关联交易进

行表决时，履行回避表决的义

务。靖煤集团或其控股、实际

控制的其他企业将严格规范与

靖远煤电之间的关联交易。在

进行确有必要且无法规避的关

联交易时，保证按市场化原则

和公允价格进行公平操作，并

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履行交易程序及信息

披露义务。保证不通过关联交

易损害靖远煤电及其他股东的

合法权益。靖煤集团和靖远煤

电就相互间关联事务及交易所

做出的任何约定及安排，均不

妨碍对方为其自身利益、在市

场同等竞争条件下与任何第三

方进行业务往来或交易。靖煤

集团愿意承担因违反上述承诺

而给靖远煤电造成的全部经济

损失，并承诺在靖煤集团为靖

2013 年 01 月

01 日 
9999-12-31 

持续履行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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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煤电关联方期间持续有效，

且均不可变更或撤销。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

融资时所作承诺 
      

股权激励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

东所作承诺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是 

如承诺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应当详细

说明未完成履行的

具体原因及下一步

的工作计划 

不适用，公司不存在超期未履行完毕承诺事项。 

四、对 2017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7 年 03 月 31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报告期内接待投资者电话沟通 56 余

次，主要咨询公司定期报告业绩、分红、

公司经营情况、行业发展状况、煤炭价

格情况、股东情况、非公开发行项目运

行情况等。 

2017 年 03 月 31 日 书面问询 个人 
报告期内接待投资者书面问询 17 余

次，详见互动易平台。 



甘肃靖远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12 

八、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九、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董事长： 梁习明 

 

 

                                                           甘肃靖远煤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4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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