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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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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克功 工作原因  

董事 吴有增 工作原因  

 

 

4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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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拟以 2017年 12 月 31日总股本 2,991,409,2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2.87元（含税）。 

 

二 公司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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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雅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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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 0355-5968816 0355-5923838 

电子信箱 mao601699@163.com fan601699@163.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公司主营业务 

公司主营业务包括原煤开采、煤炭洗选、煤焦冶炼；洁净煤技术的开发与利用；煤层气开发；煤

炭的综合利用等、地质勘探等。公司开采煤层的主要煤种为瘦煤、贫瘦煤、喷煤。 



（二）公司经营模式 

    公司经营模式为煤炭的采掘-洗选-运输-销售为主，焦炭、焦炉气的生产销售为辅。 

（三）行业情况说明 

    公司所属的煤炭采掘行业是重要的基础能源行业之一，是典型的资本和资源密集型行业。煤

炭行业整体属传统周期性成熟产业,产品的市场需求在较大程度上受宏观经济状况和能源需求等

下游相关行业发展的影响。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7年 2016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5年 

总资产 66,473,879,928.45 57,823,582,302.90 14.96 50,620,106,983.16 

营业收入 23,543,556,034.52 14,229,368,334.73 65.46 11,155,397,237.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782,240,108.70 857,140,868.23 224.60 103,019,497.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779,917,037.92 810,345,766.21 243.05 100,343,647.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1,114,241,012.52 18,320,290,869.42 15.25 17,762,888,731.8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73,187,593.96 1,133,579,475.91 109.35 323,704,783.5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93 0.29 220.69 0.0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93 0.29 220.69 0.0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26 4.75 增加10.51

个百分点 

0.57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4,502,728,935.45 5,623,086,298.94 6,830,651,948.83 6,587,088,851.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09,396,216.43 633,125,732.70 758,575,550.64 881,142,608.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509,316,658.73 634,830,812.00 760,861,940.77 874,907,626.4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36,963,237.49 3,087,366,255.34 293,606,076.54 -2,244,747,975.41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88,192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01,542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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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 

持

有

有

限

售

条

件

的

股

份

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山西潞安矿业(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7,728,100 1,833,508,412 61.29 0 质押 900,000,000 国有法人 

山西潞安矿业(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7,728,100 1,833,508,412 61.29  冻结 628,000,000 国有法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96,262,025 96,262,025 3.22 0 无  国有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33,858,937 44,955,227 1.50 0 无  其他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0 31,745,500 1.06 0 无  国有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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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法人 

日照港集团有限公司 0 26,696,811 0.89 0 无  国有法人 

尹俊涛 22,477,898 22,477,898 0.75 0 无  境内自然

人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分红－团体分红－018L－

FH001沪 

21,686,323 21,686,323 0.72 0 无  其他 

叶怡红 17,777,770 17,777,770 0.59 0 无  境内自然

人 

上海宝钢国际经济贸易有限公

司 

0 15,353,385 0.51 0 冻结 1,227,189 国有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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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1 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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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本付息方式 

交易

场所 

 2017

年 公

司 债

券 

17

环

能

01 

1433

66 

2017.10.27 2022.10.27

     

6,000,000,

000.00 

5.34 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

年计息，不计复利，

逾期不另计利息。每

年付息一次，到期一

次还本。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5.2 公司债券付息兑付情况 

√适用□不适用  

本报告期内不需进行付息，公司债券兑付兑息不存在违约情况，未来亦不存在 按期偿付风险。 

 

5.3 公司债券评级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017 年 4 月 24 日，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出具了《山西潞安环能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债券

信用评级分析报告》，本次评级结果为：潞安环能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该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A。 

5.4 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主要指标 2017年 2016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资产负债率（%） 69.41 68.91 0.73 

EBITDA 全部债务比 0.10 0.06 66.67 

利息保障倍数 4.13 2.08 98.56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商品煤综合售价 541.62 元/吨，原煤产量 4160万吨，商品煤销量 3805 万吨。煤

炭分煤种产销量见下表（一）（2）.产销量情况分析表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本年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主体共 29户，具体包括： 

公司名称 子公司类型 级次 持股比例（%） 表决权比例（%） 



山西潞安集团余吾煤业有限责任

公司（余吾煤业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子公司        100.00      100.00  

山西本源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本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三级子公司        100.00      100.00  

山西潞安集团潞宁煤业有限责任

公司(潞宁煤业公司) 
控股子公司 二级子公司         57.80       57.80  

山西潞安环能五阳弘峰焦化有限

公司（弘峰焦化公司） 
控股子公司 二级子公司 85.69  85.69  

山西潞安元丰矿业有限公司（元丰

公司） 
控股子公司 二级子公司         90.00       90.00  

山西潞安温庄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温庄煤业公司） 
控股子公司 二级子公司         71.59       71.59  

山西潞安环能上庄煤业有限公司

(上庄煤业公司) 
控股子公司 二级子公司         60.00       60.00  

山西潞安集团蒲县伊田煤业有限

公司（伊田煤业公司） 
控股子公司 二级子公司         60.00       60.00  

山西潞安集团蒲县黑龙煤业有限

公司（黑龙煤业公司） 
控股子公司 二级子公司         60.00       60.00  

长治市潞安潞欣投资咨询有限公

司（潞欣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子公司        100.00      100.00  

山西潞安长泰永诚工贸有限责任

公司（永诚工贸公司） 
控股子公司 二级子公司         80.00       80.00  

山西潞安天脊化工有限公司（潞安

天脊公司） 
控股子公司 二级子公司         50.10       50.10  

山西潞安东能煤业有限公司（东能

煤业公司） 
控股子公司 二级子公司         70.00       70.00  

山西潞安集团蒲县黑龙关煤业有

限公司（黑龙关煤业公司） 
控股子公司 二级子公司         55.00       55.00  

山西潞安集团蒲县常兴煤业有限

公司（常兴煤业公司） 
控股子公司 二级子公司         82.87       82.87  

山西潞安集团蒲县新良友煤业有

限公司（新良友煤业公司） 
控股子公司 二级子公司         80.00       80.00  

山西潞安集团蒲县开拓煤业有限

公司（开拓煤业公司） 
控股子公司 二级子公司         60.00       60.00  

山西潞安集团蒲县后堡煤业有限

公司（后堡煤业公司） 
控股子公司 二级子公司         60.00       60.00  

山西潞安集团蒲县隰东煤业有限

公司（隰东煤业公司） 
控股子公司 二级子公司         80.00       80.00  

山西潞安集团蒲县宇鑫煤业有限

公司（宇鑫煤业公司） 
控股子公司 二级子公司         70.00       70.00  

山西潞安焦化有限责任公司（潞安

焦化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子公司        100.00      100.00  



山西潞安集团潞宁孟家窑煤业有

限公司（孟家窑煤业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三级子公司        100.00      100.00  

山西潞安集团潞宁前文明煤业有

限公司（前文明煤业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三级子公司        100.00      100.00  

山西潞安集团潞宁大木厂煤业有

限公司（大木厂煤业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三级子公司        100.00      100.00  

山西潞安集团潞宁忻峪煤业有限

公司（忻峪煤业公司） 
控股子公司 三级子公司         51.00       51.00  

山西潞安集团潞宁忻岭煤业有限

公司（忻岭煤业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三级子公司        100.00      100.00  

山西潞安集团潞宁大汉沟煤业有

限公司（大汉沟煤业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三级子公司        100.00      100.00  

山西潞安集团潞宁忻丰煤业有限

公司（忻丰煤业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三级子公司        100.00      100.00  

山西潞安集团潞宁静安煤业有限

公司（静安煤业公司） 
控股子公司 三级子公司         51.00       5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