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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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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煤业 601225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茹敏 石  敏 

电话 029-81772581 029-81772581 

办公地址 西安市高新区锦业一路2号 西安市高新区锦业一路2号 

电子信箱 shaanxicoal@shccig.com shaanxicoal@shccig.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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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53,804.44 9,368,910.49 6.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3,951,664.20 3,436,727.35 1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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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8,059.03 63,143.83 815.46 

营业收入 2,558,595.17 1,227,424.62 108.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547,280.71 25,064.55 2,083.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547,983.13 13,753.47 3,884.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4.60 0.79 增加13.8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55 0.0251 2,091.24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不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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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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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国有法

人 

63.69 6,369,285,416 0 无   

绵阳科技城产业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 

其他 5.85 585,100,000 0 未知   

三峡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

司 

国有法

人 

5.27 526,906,918 0 未知   

华能国际电力开发公司 国有法

人 

3.71 370,711,303 0 未知   

陕西有色金属控股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

人 

2.57 256,739,091 0 未知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

司 

国有法

人 

1.59 159,492,261 0 未知   

陕西黄河矿业（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35 135,000,000 0 未知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 国有法 1.00 100,000,000 0 未知   



限公司 人 

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国有法

人 

0.75 75,000,000 0 未知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国有法

人 

0.53 53,479,700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除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上述其他股东

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外，本公司未知上述其

他股东之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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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无优先股，无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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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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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煤业股

份有限公司

面向合格投

资者公开发

行  2017 

年公司债券

（第一期） 

17 陕 煤 

01 

 143234 2017 年  8

月 9-10 日 

2020 年  8 

月 10 日 

1,000,000,000 4.75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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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经济稳中向好，煤炭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效果愈发显现，煤炭价格较去年同

期涨幅明显，上半年环渤海动力煤平均价格指数 590.29 元/吨，同比涨幅 52%。面对上半年市场

价格维持高位，公司上下统一思想，明确方向，抓住机遇，主动作为，以安全生产为基础、以高

效管理为手段、以降本增效为主旨，实现了量价齐增、质效双高的经营目标。 



强化过程管控，夯实安全基础 

报告期内，公司按照陕西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对全省煤矿开展全面安全体检专项工作的

通知》等文件精神，成立领导小组，明确工作责任，制定实施方案，开展煤矿全面“体检”工作和

自检自查工作。继续加强原煤质量、生产进尺、开拓进尺过程管控，加强应急救援能力建设和职

工安全培训，持续提升安全保障能力。 

推行全面预算，增强资金掌控 

报告期内，公司对所属各单位年度资金使用总额、专项资金使用额度、有息负债限额、内部

欠款额度等进行了总体测定与规划，并由专人对口负责各单位预算执行情况，按照月度、季度编

制财务分析报告，即时汇报预算执行进度及潜在风险。同时，公司坚持优先保障安全与民生原则，

严格管理专项资金使用情况，通过上述两方面举措，进一步增强了公司对资金使用状况的掌控力

度。 

坚持做优增量，释放优质产能  

报告期内，公司按照国家减量置换政策导向，科学利用产能核减、跨省调剂等途径，有效保

障了小保当一期 800 万吨/年减量置换工作顺利完成。未来随着靖神铁路（蒙华铁路重要配套支线）

的贯通，公司铁路外运比例将逐步提升，有利于陕北矿区优质产能进入华中市场，为鄂湘赣等地

区能源供应提供有力保障。 

创新营销模式，确保增销提效 

报告期内，公司借助与重庆市政府以煤炭产能置换为突破口，开创“产能置换+保障供给”的

深度合作模式，立足彬黄矿区，积极开拓西南市场。上半年，彬黄矿区销量 1718 万吨，同比增幅

28.02%。深化与六大电力集团的直供合作，不断提升中长协兑现率，市场集中度和用户支撑度显

著提升。上半年，公司自产煤售价 355.83 元/吨，同比上升 197.45 元/吨，增幅 124.67%。 

依托技术优势，实现科学开采 

报告期内，公司加大新技术和新成果的应用。在陕北、黄陵矿区等条件适宜的矿井推进

“110-N00”工法的应用，有效减少矿井巷道掘进量。同时，加快智能化工作面和辅助系统自动化的

建设工作。黄陵二号煤矿智能化无人工作面的安装工作已完成。黄陵一、二号煤矿地面变电站实

现了无人值守，红柳林主扇实现无人值守；黄陵二号煤矿、玉华矿等矿井进行了快速掘进技术研



究；文家坡矿开展了水库下开采技术研究，为矿井实现科学开采提供了技术支撑。 

履行社会责任，彰显陕煤担当  

报告期内，公司按照陕西省脱贫攻坚工作会议安排，分别派出七支扶贫工作队开展驻村扶贫，

对口扶贫安康市、榆林市、铜川市部分贫困地区。为安康市汉阴县龙垭村修建农田、公路、饮水

工程；为榆林市太和寨清水源村修建灌溉水渠、整修生产道路、搭建农村电商平台。此外，在公

司用工方面向建档立卡贫困户倾斜，帮助其解决就业问题。从养殖业产业扶持、基础设施建设、

就业支持与捐资助学等方面实现精准扶贫，彰显陕煤担当。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指标完成情况如下： 

1、产量与销量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煤炭产量 4,947 万吨，同比增加 453 万吨，增长 10.08%；商品煤销量 6,354

万吨，同比增加 509 万吨，增长 8.71%，期末商品煤库存 182.85 万吨。其中： 

商品煤产量（万吨） 2017 年 1-6 月 2016 年 1-6 月 变化率 

渭北矿区         430          683  -37.04% 

彬黄矿区       1,747        1,315  32.85% 

陕北矿区       2,770        2,496  10.98% 

合计       4,947        4,494  10.08% 

 

商品销售量（万吨） 2017 年 1-6 月 2016 年 1-6 月 变化率 

1、分矿区销量       

渭北矿区 415 715 -41.96% 

彬黄矿区 1,718 1,342 28.02% 

陕北地区 2,620 2,384 9.90% 

贸易煤 1,601 1,404 14.03% 

小计 6,354 5,845 8.71% 

2、分煤种销量       

原煤 5,425 5,136 5.63% 

洗煤 929 709 31.03% 

小计 6,354 5,845 8.71% 

3、分运输方式销量       

铁路运输 2,580 2,386 8.13% 

公路及其他运输 3,774 3,459 9.11% 

小计 6,354 5,845 8.71% 

2、售价与成本 

报告期内，公司商品煤综合售价 362.50 元/吨，同比上升 185.29 元/吨，增幅 104.56%，其中



自产煤售价 355.83 元/吨，同比上升 197.45 元/吨，增幅 124.67%；贸易煤售价 382.31 元/吨，同

比上升 145.50 元/吨，增幅 61.45%；公司原选煤完全单位成本（包含税金及附加，上年同期同口

径调整）为 168.71 元/吨,同比上升 22.63 元/吨,增幅 15.49%；较上年全年单位成本（同口径调整）

上升 4.61 元/吨，增幅 2.81%。  

3、收入与利润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55.86 亿元，同比增加 133.12 亿元，增幅 108.45%，其中煤炭

业务实现收入 247.37 亿元，占总收入的 96.68%，同比增加 131.86 亿元，增幅 114.15%；铁路运输

业务实现收入 2.93 亿元，占总收入的 1.15%，同比增加 0.17 亿元，增幅 6.15%；其他业务实现收

入 5.56 亿元，占总收入的 2.17%，同比增加 1.09 亿元，增幅 24.40%。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4.73 亿元，同比增加 52.22 亿元。 

3.2 主营业务分析 

1、财务报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2,558,595.17 1,227,424.62 108.45 

营业成本 1,165,414.16 794,872.34 46.62 

销售费用 192,241.10 137,948.76 39.36 

管理费用 186,302.58 166,250.62 12.06 

财务费用 13,975.31 27,160.37 -48.5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78,059.03 63,143.83 815.46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0,434.32 9,659.04 -622.15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76,044.42 -117,985.48  

研发支出 13,114.04 5,373.36 144.06 

 

营业收入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销量增加、煤炭价格上升，影响煤炭业务销售收入增加。 

营业成本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煤炭业务中贸易煤采购成本较同期增加。 

销售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运输费增加，影响销售费用增加。 

管理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修理费等费用增加，影响管理费用增加。 

财务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贷款减少利息支出减少，影响财务费用减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经营活动收入增幅大于经营活动支出的增长

幅度。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本期购建固定资产等支付的现金较上期减少

4.06亿元、上期重组影响投资活动净额比本期多 10.73亿元，导致投资活动净额减少 6.67亿元。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取得借款减少的幅度大于偿还借款减少的幅

度。 

研发支出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本期研发资金投入增加所致。 

 

2、 资产、负债情况分析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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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收账款 6,373,588,880.37 6.40 4,523,474,717.76 4.83 40.90 应收煤款及运费款增加所致 

预付账款 1,654,388,363.75 1.66 822,223,768.90 0.88 101.21 预付铁路运费等增加所致 

其他应收

款 
223,815,282.45 0.22 505,522,961.31 0.54 -55.73 清理资产处置交割余款所致 

工程物资 16,959,082.73 0.02 4,335,523.94 0.00 291.17 尚未安装的设备增加所致 

短期借款 3,503,650,000.00 3.52 6,585,000,000.00 7.03 -46.79 偿还到期借款所致 

应付利息 125,557,478.98 0.13 73,841,499.58 0.08 70.04 已计提未支付利息增加 

应付股利 1,320,624,010.41 1.33 164,688,968.55 0.18 701.89 已宣告尚未支付的股利增加 

专项储备 1,347,583,605.17 1.35 571,022,241.09 0.61 135.99 

提取尚未使用的专项储备增加

以及专项储备计划建设项目尚

未完工结转所致 

（2）截至报告期末主要资产受限情况 

2017 年 6 月末公司受限货币资金 11,590 万元，主要是定期存单质押和国开发展基金；受限应

收票据 71,434.93 万元，主要是质押给财务公司换开的票据。 

 

 

3、 主要控股参股公司分析 

主要子公司：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所处行

业 

主要产

品或服

占被投

资公司
注册资本 总资产 

归属于母公

司净资产 
营业收入 

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务 的权益

比例

（%） 

陕西陕煤铜川

矿业有限公司 

煤炭采

掘业 
煤炭 100 160,900.00 1,348,256.06 588,715.26 489,242.05 134,636.52 

陕西陕煤黄陵

矿业有限公司 

煤炭采

掘业 
煤炭 100 390,000.00 1,308,930.68 966,365.63 349,820.70 121,893.17 

陕西陕煤陕北

矿业有限公司 

煤炭采

掘业 
煤炭 100 26,100.00 244,268.59 207,613.58 113,855.35 24,252.45 

陕西陕煤彬长

矿业有限公司 

煤炭采

掘业 
煤炭 100 442,526.70 1,729,654.17 580,171.68 317,157.71 84,539.36 

陕煤集团神木

红柳林矿业有

限公司 

煤炭采

掘业 
煤炭 51 90,891.04 733,839.16 571,777.74 256,688.87 63,537.15 

陕西建新煤化

有限责任公司 

煤炭采

掘业 
煤炭 51 87,522.00 247,271.63 153,165.37 63,469.37 13,077.26 

陕煤集团神木

张家峁矿业有

限公司 

煤炭采

掘业 
煤炭 55 60,738.30 608,398.59 416,055.28 192,915.79 49,081.72 

 

铜川矿业主营业务收入 478,593.86 万元，主营业务利润 339,294.22 万元； 

张家峁矿业主营业务收入 192,321.73 万元，主营业务利润 138,228.26 万元； 

黄陵矿业主营业务收入 346,926.16 万元，主营业务利润 231,601.80 万元； 

红柳林矿业主营业务收入 256,573.44 万元，主营业务利润 186,231.28 万元； 

彬长矿业主营业务收入 307,570.64 万元，主营业务利润 176,774.55 万元。 

 

主要参股公司：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所处行业 
主要产品

或服务 

占被

投资

公司

的权

益比

例（%） 

注册资本 总资产 
归属于母公司

净资产 
营业收入 

本期净利

润 

陕西煤业化

工集团财务

有限公司 

其他金融 金融服务 20 100,000 1,271,146.53 136,890.77 24,331.16 10,739.13 

榆林神华能

源有限责任

公司 

煤炭采掘业 煤炭 49.9 139,500 660,505.19 319,485.15 166,796.06 24,153.53 



陕西煤业化

工集团孙家

岔龙华矿业

有限公司 

煤炭采掘业 煤炭 30 26,000 344,286.27 210,446.21 131,104.87 67,952.92 

陕西中能煤

田有限公司 
煤炭采掘业 煤炭 34 160,000 403,357.56 203,059.41 8,083.27 4.57 

陕西煤业集

团黄陵建庄

矿业有限公

司 

煤炭采掘业 煤炭 40 36,100 256,320.95 117,606.81 85,136.99 34,860.01 

 

3.3 报告期内核心竞争力分析 

一是产能优势。目前，公司所属 15 对生产矿井中，先进产能矿井 7 对；达到一级安全质量标

准矿井共 13 对，占公司总产能 90%，公司年产规模基本不受工作日调整制度影响。此外，公司两

对地处陕北矿区在建矿井小保当矿、袁大滩矿均属优质产能，随着上述两矿陆续建成投产，公司

产能优势将愈发明显。 

二是资源优势。公司煤炭资源储量丰富，按照目前产量，公司煤炭资源足够开采 100 年以上，

位列同行业公司前列。煤炭资源品质优良，97%以上的煤炭资源位于陕北、彬黄等优质煤产区，

呈现一高三低（高发热量、低硫、低磷、低灰）的特点，平均热值 5500 大卡/千克以上，是优质

的环保动力、冶金及化工用煤。 

三是区位优势。从地理位置来看，陕西省相较山西、内蒙煤炭主产地，距鄂湘赣以及川渝等

主要消费市场具备运距优势。作为蒙华铁路重要集疏运系统的靖神铁路已全线开工，未来将与冯

红铁路、红柠铁路、榆横铁路实现直连直通，与蒙华铁路、瓦日铁路以及神朔线、大秦线实现互

联互通，形成陕北煤炭富集产区的铁路大环线，实现亿吨优质煤炭的战略南下和通江达海。 

四是技术优势。公司所属黄陵矿业成功举办全国首届“煤矿智能化开采黄陵论坛”，依托旗下

煤矿智能化开采技术创新中心，开展智能化综采技术研究与实践、薄煤层智能化开采技术研究，

并积极探索“110-N00 工法”与智能化综采相结合的国际领先采掘技术。张家峁矿业通过水力压裂

技术、连采机快速掘进技术、帷幕注浆技术的成功实现，进一步提升了安全生产管理质量。 

五是平台优势。公司依托旗下陕西煤炭交易中心，实现“网上交易、异地交割”等线上线下

相结合的交易模式，构建区域煤炭交割库和物流配送体系。上半年实现网上交易量达 3929 万吨，

同比增幅 43.4%。借助交易中心线上竞价机制，实现地销煤和省内电煤线上竞价交易，提高交易



价格；利用价格发现和信息汇聚功能，结合各矿区、各矿井的生产、库存情况，科学研判未来煤

价走势，抢先一步实现价格的精准调整，提高销售收益。 

公司立足煤炭主业，致力于打造国内成本最低、质量最好、服务最优的清洁能源供应商。公

司严格按照上市公司治理要求，建立了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规章制度和内控体系。通过强化过

程控制，持续提升安全保障能力，通过指导煤矿转型升级，合理优化产品结构。公司的管理团队

拥有着丰富的经验和卓越的能力，长期专注于能源行业，致力于为股东创造价值。 

 

3.4 其他披露事项 

预计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末，公司累计净利润较上年同期相比将大幅度增长。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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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财会〔2017〕15 号）修订的规定，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与企业日常活动有关的政府补助计入“其他收益”，与企业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计入营

业外收入。 

影响：1、营业外收入减少 10,961,487.71 元；2、其他收益增加 10,961,487.71 元。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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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