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司代码：600508                                公司简称：上海能源 

上海大屯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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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董事 杨世权 工作原因 义宝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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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能源 600508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戚后勤 黄耀盟 

电话 021-68864621 021-68864621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南路256号（华夏银

行大厦12层） 

上海市浦东南路256号（华夏银

行大厦12层） 

电子信箱 Sh600508@263.net Sh600508@26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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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13,766,925,283.73 13,989,470,182.47 -1.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8,799,021,886.11 8,502,601,936.72 3.49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310,251,462.18 618,881,069.71 -49.87 

营业收入 3,056,443,533.19 2,362,731,138.85 29.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379,344,238.18 287,175,649.51 32.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362,893,030.96 1,649,758.14 21,896.7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4.37 3.52 增加0.85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52 0.40 3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52 0.4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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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295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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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62.43 451,191,333   无   

温少如 境内自

然人 

1.07 7,696,992   未知   

上海宝钢国际经济贸易有限

公司 

国有法

人 

0.77 5,572,707   无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南方大数据 100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59 4,230,633   未知   

蔡志友 境内自

然人 

0.35 2,511,000   未知   

刘文涛 境内自

然人 

0.31 2,257,844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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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0.23 1,679,902   未知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分红－个人分红－005L－

FH002沪 

其他 0.20 1,435,199   未知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

融中证煤炭指数分级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19 1,388,036   未知   

杨伟健 境内自

然人 

0.17 1,213,546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在上述股东中，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与其余

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

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其余股

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者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未

知。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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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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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宏观经济向好，煤炭市场高位震荡，本部矿井地质条件异常复杂、安全压

力巨大的情况下，公司广大干部职工迎难而上、顽强拼搏，强化安全管控，努力提质增效，深化

改革创新，加强项目攻坚，主要产业板块产品产量、经营指标超额完成计划，实现了时间过半、

任务过半目标。2017 年上半年，公司自产煤炭 390.36 万吨，洗精煤产量 267.32 万吨，自产煤炭

销售量 257.56 万吨；发电量 11.67 亿度，铝材加工量 1.15 万吨，铁路货运量 659.96 万吨，设备制

修量 0.90 万吨。2017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056,443,533.19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29.36%；

归属于上市公司的净利润实现 379,344,238.18 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32.09%；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62,893,030.96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21,896.74 %。 

2017 年下半年公司将着力破解思想、协调服务、外部项目管理、管理流程、责任担当、政策

研究 6 个方面难题；扎实推进安全生产、改革创新、经营管控、专项工作、转型发展 5 项重点工

作，确保完成全年各项任务目标。 



3.1.1 财务报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3,056,443,533.19 2,362,731,138.85 29.36 

营业成本 1,892,546,976.09 1,973,772,546.51 -4.12 

销售费用 81,441,085.95 71,005,346.05 14.70 

管理费用 247,730,839.67 194,933,963.69 27.08 

财务费用 49,099,147.64 56,079,403.59 -12.4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10,251,462.18 618,881,069.71 -49.87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2,863,001.93 -201,882,387.59 -0.49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32,699,317.93 126,743,584.97 -441.4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 本期较上年同期减少较多，主要是本期销售收

到的承兑汇票增加和支付的各项税费增加的影响。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本期较上年同期减少较多，主要是本期取得的贷

款净额较同期减少的影响。 

 

 

3.1.2 资产及负债状况 

单位：元 

项目名称 本期期末数 

本期

期末

数占

总资

产的

比例

（%） 

上期期末数 

上期期

末数占

总资产

的比例

（%） 

本期期

末金额

较上期

期末变

动比例

（%） 

情况

说明 

货币资金 431,537,424.52 3.13 676,511,431.87 4.84 -36.21   

应收票据 1,587,559,701.84 11.53 1,104,703,009.40 7.90 43.71   

其他应收款 16,439,364.96 0.12 380,652,504.55 2.72 -95.68   

存货 328,158,684.47 2.38 242,275,178.67 1.73 35.45   

短期借款 400,000,000.00 2.91 750,000,000.00 5.36 -46.67   

其他应付款 522,743,688.05 3.80 363,319,024.99 2.60 43.88   

应付职工薪酬 260,672,252.11 1.89 109,620,514.41 0.78 137.80   

递延所得税负债 76,360,135.72 0.55 157,558,705.12 1.13 -51.54   

 

其他说明 

货币资金：比上期期末减少 36.21%，主要是本期偿还短期借款的影响。 

应收票据：比上期期末增加 43.71%，主要是本期销售收入增加影响。 

其他应收款：比上期期末减少 95.68%，主要是收回原子公司四方铝业欠款的影响。  

存货：比上期期末增加 35.45%，主要是库存商品增加的影响。 

短期借款：比上期期末减少 46.67%，主要是本期偿还短期借款的影响。 



其他应付款：比上期期末增加 43.88%，主要是未到付款期地区费用增加的影响。 

应付职工薪酬：比上期期末增加 137.80%，主要是期末暂未支付的绩效工资增加的影响。 

递延所得税负债：比上期期末减少 51.54%，主要是所属控股子公司山西玉泉煤业计提资产减

值准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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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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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大屯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义宝厚 

  

                  

                                        2017 年 8 月 2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