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司代码：601699                                公司简称：潞安环能 

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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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公司无利润分配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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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潞安环能 601699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毛永红 王剑波 

电话 0355-5968816 0355-5923838 

办公地址 山西省襄垣县侯堡镇潞安环能

董事会秘书处 

山西省襄垣县侯堡镇潞安环能

证券部 

电子信箱 mao601699@163.com lawj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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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60,218,576,068.29 57,823,582,302.90 4.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9,688,384,064.88 18,320,290,869.42 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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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24,329,492.83 165,795,898.45 2,508.22 

营业收入 10,125,815,234.39 5,075,852,579.81 99.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42,521,949.13 51,491,584.88 2,118.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144,147,470.73 50,232,894.22 2,177.6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97 0.29 增加5.6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8 0.02 1,80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8 0.02 1,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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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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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潞安矿业(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60.99 1,824,376,512 0 冻结 628,000,00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国有法人 1.06 31,745,500 0 无   

山西潞安工程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2 30,420,000 0 无   

日照港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89 26,696,811 0 无   

尹俊涛 境内自然人 0.78 23,452,898 0 无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其他 0.57 17,129,355 0 无   

上海宝钢国际经济贸易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0.51 15,353,385 0 冻结 1,227,189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分红－个险分红 

其他 0.47 14,199,862 0 无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银华富裕主题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41 12,300,092 0 无   

天脊煤化工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38 11,245,000 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除山西潞安工程公司、天脊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是山西

潞安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全资和控股份子公司外，

其他流通股股东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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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受益于国家煤炭去产能减产量系列政策，2017 年以来，煤炭经济运行保持总体平稳的态势，

煤炭价格稳中趋降但处于合理区间，行业效益整体好转，企业经营环境持续改善。但市场环境瞬

息万变，公司董事会清醒认识到，当前，能源革命加速推进，资源环境约束不断强化，清洁能源

替代步伐加快，煤炭消费总量和需求强度“双降低”，煤炭产能过剩、煤市供大于求的局面仍未发

生根本变化。因此，公司坚持贯彻落实国家化解煤炭行业过剩产能系列决策部署，加快退出落后

产能，努力发展先进产能；加快结构调整，促进转型升级，依靠科技进步，转变煤炭生产方式，

提高全要素劳动生产率，推动煤炭绿色高效开发；准确研判形势，努力稳定市场，全面分析煤炭

市场走势，理性对待价格波动，将推动中长期合同履行作为企业发展的重要基础性工作；科学安

排生产组织，保障安全生产，加强煤炭库存管理，满足生产销售正常周转需要。报告期内，公司

董事会严格遵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制度规范运作，生产经营安全稳定运行，实现营业收

入 101.26 亿元，实现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11.43 亿元，每股收益 0.38 元。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比

上年增减（%） 

营业成本比

上年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

增减（%） 

采掘业 8,493,961,069.66 4,997,152,145.95 41.17  81.31 46.23  
增加 14.11 个

百分点 

煤化工业 1,073,779,792.27 1,002,565,283.02 6.63  217.65 205.40  
增加 3.74 个百

分点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比

上年增减（%） 

营业成本比

上年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

增减（%） 

煤炭 8,493,961,069.66 4,997,152,145.95 41.17 81.31 46.23  
增加 14.11 个

百分点 

焦化 1,073,779,792.27 1,002,565,283.02 6.63 217.65 205.40  
增加 3.74 个百

分点 

主营业务分行业和分产品情况的说明： 

报告期公司商品煤综合售价 526.66 元/吨，原煤产量 2001.87 万吨，商品煤销量 1612.81 万吨。



其中混煤销量 1067.49 万吨，喷吹煤产量 637.82 万吨，销量 482.63 万吨，其它洗煤产量 53.74 万

吨，销量 47.41 万吨，冶炼用精煤产量 15.25 万吨，销量 15.28 万吨，焦化产品产量 82.57 万吨，

销量 75.21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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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