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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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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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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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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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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煤能源 600792 *ST马龙 

公司债 上海证券交易所 13云煤业 122258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小可 杨忠明 

电话 0871-68758679 0871-68758679 

办公地址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环城南路777号

昆钢科技大厦7楼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环城南路777号

昆钢科技大厦7楼 

电子信箱 ymny600792@163.com ymny600792@163.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



调整后 调整前 
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5,584,140,461.58 6,413,511,916.25 5,807,080,743.43 -12.93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2,896,361,124.28 2,972,228,313.50 2,722,671,874.45 -2.55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

年同期增减(%) 调整后 调整前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767,834,748.98 -144,751,570.44 -126,905,824.62   

营业收入 1,837,964,005.03 1,456,903,480.11 1,300,231,374.96 26.16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78,134,765.07 -52,452,961.70 -34,314,368.76 48.38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109,650,136.26 -155,383,691.42 -79,085,393.52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2.66 -1.80 -0.03 减少0.86个百

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08 -0.05 -0.04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08 -0.05 -0.04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38,281 

截止报告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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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性

质 

持股比

例(%) 

持股 

数量 

持有有

限售条

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

量 

昆明钢铁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60.19 595,841,429 0 质押 248,000,000 

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

人 

10.31 102,083,000 0 无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长信量化先锋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未知 0.97 9,600,069 0 无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摩根士丹利华鑫多因

子精选策略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未知 0.58 5,762,018 0 无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中证煤炭等权指数分

级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0.37 3,710,785 0 无   



万乐萍 境内自

然人 

0.33 3,283,310 0 无   

曾荣 境内自

然人 

0.25 2,520,500 0 无   

姜卓嘉 境内自

然人 

0.25 2,440,000 0 未知 1,000,000 

领航投资澳洲有限公司－

领航新兴市场股指基金（交

易所） 

未知 0.24 2,410,493 0 无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未知 0.19 1,899,000 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十名股东之间、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公司

确认控股股东昆明钢铁控股有限公司和法人股东云天化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

是一致行动人，其他股东之间未知其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

是否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无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云南煤业能

源股份有限

公司 2013

年公司债券 

13 云煤业 122258 
2013 年 12

月 3 日 

2020 年 12

月 3 日 
2.5 7.80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主要指标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资产负债率 46.90 52.63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0.79 3.14 

 

关于逾期债项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17 年上半年，国内宏观经济趋于稳中向好的发展势头，煤化工行业较 2016 年保持回暖态

势，装备制造业处于平稳快速发展态势。报告期内，虽然市场经济回暖，但从公司实际出发，公

司面临煤焦市场供需矛盾，资金持续紧张、创新力度不够等重重困难。面对实际经营中发生的重

重困难，公司经营管理层及全体职工在董事会的领导下，积极把握市场机遇，紧紧围绕年度经营

目标，积极采取措施如下： 

（一）加大融资力度，确保资金链安全，缓解资金压力。公司正在积极筹备融资事宜；积极

推进公司债发行工作；加强销售货款回收，确保资金周转；（二）拓展采购渠道，增加原料煤供应，

确保股份公司的焦炭供应；（三）加强对标降本工作。通过优化配煤结构、二次资源利用、使用昆

焦停产调剂物资降低成本，但由于工序成本升高，导致上半年未完成对标降本工作目标；（四）安

全环保工作稳中有进，全面落实安全责任制度；（五）进一步推进人力资源优化工作。与 2016 年

年末相比，从业人员大幅减少，劳务派遣费用降低。同时，根据业务性质及产业发展需要，适时

调整操作技能人员岗位，从而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六）加强基础管理，清理完善公司管理制度，

与各分子公司、部门负责人签订业绩合同，通过抓关键少数推动各项工作落实。 

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18.38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3.81亿元；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7,813.48万元。 

为了实现年度经营目标，公司对下半年的工作安排如下： 

（一）加大对外合作，拓宽融资渠道，积极引进有实力的合作伙伴和投资者，努力提高融资

额度，全力盘活公司资产；（二）认真分析原料煤采购形势，做出正确的趋势判断，调整采购策略，

降低采购成本；（三）全力确保 180万吨产品产量目标实现，保证生产负荷，加强工艺和生产操作

管理，改善焦炭质量，确保稳定生产；（四）继续加大力度做好对标降本工作，控制工序成本；（五）

充分利用上市公司平台，在资本运作和并购项目上取得突破；（六）高度重视安全环保工作，进一

步提高安全风险辨识和隐患查出及整改能力，严格查处“三违”现象，加快推进环保项目实施，

巩固和维护良好的安全环保形势；（七）进一步加大力度，传导压力，压实责任，确保全年生产经

营任务目标实现；（八）加快推进新申报科技项目的研发、投入、见效和结题工作，在管理创新上

下功夫，加大对税收优惠、减免、困难企业补助、创新奖励等政府补助和政策的争取。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公司于 2017 年 4 月 2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及《公司

2017 年第一季度报告》，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33 号－合并财务报表》、企业会计准则第 40

号－合营安排》、《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长期股权投资》的规定，以及有限合伙投资协议、合伙

协议，判断公司对成都汇智信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股权投资款 50 万元，公司及公司全资

子公司师宗煤焦化工有限公司所持有的投智瑞峰有限合伙份额 35,000 万元，共计 35,050 万元的

投资款为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及重大影响，且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

的权益性投资，在按照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准则进行会计处理的情况下，采用成本法对该股权投

资进行后续计量处理，合并资产负债表中列示在“其他非流动资产”，金额为“350,500,000.00 元”。 

对于此类未予规范的其他权益性投资范围，结合公司的持有目的，应适用《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公司将于《2017 年半年度报告》披露时对上述投资会计核算科目

进行变更调整，由“其他非流动资产”调整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进行核算和列报。 

本次调整仅是资产负债表中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和其他非流动资产项目之间的调整，对公司 

2016 年期初、2016 年期末及本期末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和净资产以及 2016 年度及本期净利润未

产生影响。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董事长：张鸿鸣 

                                                    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8月 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