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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代码：600546                                公司简称：山煤国际 

 

 

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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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霄凌 另有公务 马凌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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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内，公司不进行利润分配，不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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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煤国际 600546 中油化建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马凌云 韩鹏 

电话 0351-4645546 0351-4645546 

办公地址 山西省太原市长风街115号 山西省太原市长风街115号 

电子信箱 smzqb@shanxicoal.cn smzqb@shanxicoal.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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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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027,899,529.12 44,860,059,462.21 -4.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4,162,100,092.26 4,019,712,549.23 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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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939,036.33 164,295,138.38 15.61 

营业收入 23,037,074,976.22 21,349,048,076.57 7.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00,095,189.81 -442,276,537.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23,975,441.95 -443,573,481.8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2.46 -12.43 增加14.8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5 -0.22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5 -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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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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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有限

公司 

国有法

人 

57.43 1,138,532,430 0 质押 427,210,00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

司 

国有法

人 

1.92 38,060,171 0 未知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国有法

人 

1.07 21,215,800 0 未知   

张淑青 境内自

然人 

0.61 12,100,000 0 未知   

李军 境内自

然人 

0.60 11,800,000 0 未知   

许昌均 境内自 0.59 11,650,000 0 未知   



600546                                      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然人 

上海晨燕资产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晨燕 2号证券投

资基金 

未知 0.57 11,313,271 0 未知   

上海宽奇资产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宽奇精选

1号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0.51 10,080,000 0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中欧明睿新起点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0.50 9,860,647 0 未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易方达新丝路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0.37 7,300,071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

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所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未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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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经济发展呈现稳中向好的态势，在经济发展带动和国家供给侧改革影响

下，煤炭市场供需基本平衡，煤炭价格同比大幅回升，行业效益逐步好转。面对较好的市场机遇，

公司全面落实“固本培元、强身健体、先行先试、差异发展”的工作要求，在积极组织生产、持

续强化管理的基础上，以风险防范为主线，以资金链安全为保障，外拓市场，内强管理，科学决

策部署，生产经营工作总体保持健康平稳的运行态势。 

2017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30.37亿元，同比增长 7.91%，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权益的净利润 1.00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5.42亿元。 

报告期内，公司重点工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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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全面强化安全管控 

报告期内，公司坚守“发展决不以牺牲安全为代价”的红线，全面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

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的要求，积极构建 166 安全管控体系，全力抓好各类措施的制定和实

施，扎实推进煤矿的安全生产和发展。 

2. 科学组织煤炭生产 

报告期内，公司全力强化科学组织生产与精益管理，不断优化采掘衔接，坚持正规循环，按

照“一矿一策”的具体方案确保每个生产矿井科学组织生产。同时，公司全面强化煤质管理，在

霍尔辛赫，凌志达等矿推广煤泥干燥技术，加快洗煤厂和煤质化验室建设步伐，进一步提高了产

品附加值。此外，公司采取有力措施强化队伍建设，上半年，韩家洼矿完成了综采队和综掘队的

组建工作，成功进行了生产试运行。生产矿井和基建矿井的各项工作均得到了科学有序的推进。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原煤产量 919.20万吨，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煤炭开采业务实现营业收

入 34.63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15.98亿元。 

3、扎实开展贸易业务 

针对贸易单位点多面广，管理难度较大以及近年贸易风险频发等问题，报告期内，公司统一

部署，对所属公司分十大区域进行划片管理，各区域依托核心公司展开业务，充分发挥地域优势，

优化资源配置。同时各贸易单位高度重视品牌建设，在严控风险的基础上，优化业务质量，在拓

展培育优质客户方面取得了实质成效，与神华，大唐、浙电等稳定的优质客户建立了长期的战略

合作关系；同时，公司充分利用炼焦煤产销的团队资源，着力推进与大型钢厂等重点客户的业务

衔接与市场开发，巩固并扩大了与钢铁行业的合作规模，也为下一步逐步扩大非煤业务规模创造

了有利条件。 

2017年上半年，贸易业务完成营业收入 179.95 亿元，同比增长 11.47%。 

4. 持续优化资产质量 

报告期内，通过全面强化专业管理、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力促生产经营单位提质增效，公司

运营状况逐步好转。此外，公司在报告期内完成了下属子公司华南公司、忻州两公司的股权转让，

资产质量进一步得到优化。 

5、纵深推进内部改革 

报告期内，公司全面深化“管理执行年”和“改革推进年”两大主题，进一步强化管理，深

化改革。针对煤炭贸易公司凸显的贸易风险，公司出台了贸易“七条禁令”，实施了“黑名单制度”，

不断强化红线意识和底线思维，积极应对危机，切实防控风险；推行区域化管理，贸易单位管控

进一步“扁平化”；同时，公司认真开展了规章制度“回头看”工作，对各项制度进一步梳理，查

遗补漏，纠偏矫正，并在建立健全内控体系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执行和落实，公司管理水平得到

显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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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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