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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52                            证券简称：靖远煤电                            公告编号：2017-025 

甘肃靖远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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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靖远煤电 股票代码 000552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滕万军  

办公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红星巷 131 号靖煤大

厦六楼 
 

电话 0931-8508220  

电子信箱 jingymd@163.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940,738,853.38 1,434,519,896.24 35.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79,455,010.88 76,202,101.76 266.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76,400,403.66 76,072,604.29 26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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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748,897.20 206,294,060.17 -99.1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23 0.0335 265.0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23 0.0335 265.0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31% 1.24% 3.07%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9,935,619,512.13 9,041,494,705.10 9.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653,748,228.25 6,281,696,648.06 5.92%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9,976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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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靖远煤业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46.42% 1,061,505,580 726,302,536   

天弘基金－工

商银行－华融

国际信托－华

融融汇 31 号权

益投资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94% 90,000,000    

平安大华基金

－平安银行－

中融国际信托

－财富骐骥定

增 5 号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94% 89,999,900    

甘肃省煤炭资

源开发投资有

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3.92% 89,700,000    

华安未来资产

－工商银行－

华安资产－未

来之光资产管

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49% 79,740,000    

诺安基金－兴

业证券－中国

光大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28% 74,949,026    

东方红鹭（北

京）国际投资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2.02% 46,138,331    

中国证券金融

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81% 41,313,740    

安徽安粮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25% 28,649,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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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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60% 13,704,86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目前，公司控股股东靖远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股东甘肃省煤炭资源开发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同属甘肃能源化工投资有限公司子公司；公司未知其他股东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

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无。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17年上半年，国内实体经济稳中向好，伴随着国家供给侧改革的深入推进，以及国家

安监总局对煤矿全面开展安全“体检”，煤炭供应量受限，煤炭市场供求关系持续改善。报告

期内，公司紧紧围绕年度生产经营目标，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以强化基础管理为工作方向，

全面落实安全基础管理，不断创新市场营销，灵活调整销售策略，强化内控管理，加大经营

管控，外拓市场，内控成本，实现了各项工作的平稳运行。 

报告期内，公司生产商品煤518.61万吨，销售商品煤491.10万吨，发电量13.89亿度，售

电12.89亿度。实现营业收入194,073.89万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7,945.50万元，每

股收益0.1223元，期末每股净资产2.91元。 



甘肃靖远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4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董事长： 杨先春 

 

 

                                                           甘肃靖远煤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8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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