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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83                           证券简称：西山煤电                           公告编号：2018-019 

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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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山煤电 股票代码 000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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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振涛 王晶莹 

办公地址 山西省太原市西矿街 318 号 山西省太原市西矿街 318 号 

电话 0351-6211511 0351-6217295 

电子信箱 zqb000983@163.com zqb00098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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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55,884,143.28 13,632,852,658.66 11.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115,432,373.26 917,372,475.29 21.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126,852,298.73 888,822,881.85 2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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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744,448,103.93 1,070,722,343.93 249.7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540 0.2911 21.6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540 0.2911 21.6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01% 5.39% 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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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933,654,220.88 57,856,382,092.11 1.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9,193,333,063.59 17,917,323,850.87 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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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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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焦煤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54.40% 1,714,215,108 1,714,215,108   

全国社保基金

一零八组合 
其他 3.94% 124,009,559 124,009,559   

中国证券金融

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61% 50,579,465 50,579,465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1.37% 43,174,500 43,174,500   

上海宝钢国际

经济贸易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1.33% 42,064,306 42,064,306   

全国社保基金

一一七组合 
其他 0.96% 30,349,794 30,349,794   

太平人寿保险

有限公司－传

统－普通保险

产品
-022L-CT001

深 

其他 0.50% 15,799,924 15,799,924   

太原市杰森实

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49% 15,355,600 15,355,600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47% 14,903,801 14,903,801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中邮核心成

长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38% 12,034,540 12,034,54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太原市杰森实业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发起人股东。未知其余股东之间有无关联关系，也未知

其相互间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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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

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外，无持有公司 5%股份以上股东。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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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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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山西西山煤电

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面向合

格投资者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

(第一期) 

17 西煤 01 112573 2022 年 08 月 24 日 220,000 4.90% 

山西西山煤电

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面向合

格投资者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

（第二期) 

17 西煤 02 112581 2022 年 09 月 26 日 80,000 4.88% 

（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末增减 

资产负债率 61.40% 63.37% -1.97%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6.3 5.91 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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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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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随着整体经济环境的复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深入，煤炭市场供求关系更趋稳定,企业经营环境持续改善。公司

深化改革创新，加速提质增效，奋力开创高效率运行、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董事会恪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各项制度，积极发挥核心作用，认真贯彻落实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各项决议，

凝心聚力、真抓实干，较好完成了各项任务，达到了预期目标。实现营业收入153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11.91%；实现归属

于母公司的净利润11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21.59%；每股收益 0.354元。 

 

 

1、报告期内公司产、销情况： 

  2018年上半年产量 2017年上半年产量 同比增减率（%? 

原煤（万吨） 1337 1304 2.53% 

洗精煤（万吨） 591 533 10.88% 

电力（亿度） 72 60 20.00% 

焦炭（万吨） 224 206 8.74% 

焦油（万吨） 6 5 20.00% 

煤气（万立方米） 55168 61125 -9.75% 

  2018年上半年销量 2017年上半年销量 同比增减率（%? 

商品煤销量（万吨） 1218 1149 6.01% 

其中：焦精煤 90 107 -15.89% 

肥精煤 188 168 11.90% 

瘦精煤 96 74 29.73% 

气精煤 202 156 29.49% 

原煤 86 51 68.63% 

洗混煤 517 573 -9.77% 

煤泥 39 20 95.00% 

电力（亿度） 64 54 18.52% 

供热（万GJ? 1349 895 50.73% 

焦炭（万吨） 220 209 5.26% 

焦油（万吨） 6 5 20.00% 

煤气（万立方米） 55168 61125 -9.75% 

2、报告期内分煤种情况 

                                                             单位：元/吨（不含税） 

项目 2018年平均售价 2017年平均售价 同比增减率 

焦精煤 1048.59 1030.16 1.79% 

肥精煤 1161.91 1162.66 -0.06% 

瘦精煤 786.99 759.55 3.61% 

气精煤 658.03 668.7 -1.60% 

原煤 289.97 321.05 -9.68% 

洗混煤 512.58 470.46 8.95% 

煤泥 91.53 162.18 -43.56% 

商品煤综合售价 668.81 657.23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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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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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