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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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昊华能源 601101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关杰 赫春江 

电话 01069839412 01069839412 

办公地址 北京市门头沟区新桥南大街2号 北京市门头沟区新桥南大街2号 

电子信箱 bjhhyzqb@163.com bjhhyzqb@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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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15,808,946.56 20,516,441,034.13 2.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7,945,912,904.72 7,466,318,494.80 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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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3,019,684.40 755,481,811.89 124.10 

营业收入 3,004,932,198.69 3,189,407,717.40 -5.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637,974,366.76 480,362,113.36 32.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30,779,601.99 445,946,061.16 41.4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8.28 6.95 增加1.3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3 0.40 32.5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3 0.40 3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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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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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京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62.30 747,564,711 0 无 0 

首钢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86 22,319,545 0 未知   

中国中煤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86 22,314,258 0 未知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其他 1.74 20,876,800 0 未知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0.54 6,431,600 0 未知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中

证煤炭等权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0.35 4,213,661 0 未知 

  

赖敏 其他 0.25 3,039,976 0 未知   

何冬海 其他 0.21 2,470,000 0 未知   

顾力平 其他 0.19 2,323,500 0 未知   

煤炭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19 2,231,426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未知上

述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

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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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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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4 年北京昊华

能源股份有限公

司公司债券（第

14 昊

华 01 
122365 2015 年 3 月 26 日 

2022 年 3 月 26 日，若投

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

回售部分债券的到期日

15 5.50 



一期） 为 2020 年 3 月 26 日 

2014 年北京昊华

能源股份有限公

司公司债券（第

二期） 

14 昊

华 02 
136110 2016 年 1 月 22 日 

2023 年 1 月 22 日，若投

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

回售部分债券的到期日

为 2021 年 1 月 22 日 

15 5.85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不适用  

主要指标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资产负债率 41.04 42.34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11.63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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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董事会、股东大会会议和决议执行情况 

2018年上半年，公司共召开董事会会议 3次，审议通过了 31项议案；召开股东大会 2次，审

议通过了 16 项议案。议案包括了工作报告、定期报告、利润分配、关联交易、更换董监高和法人

代表、融资担保等。 

截至目前，公司已披露了年度报告和一季度报告以及其他 61 项公告或文件；完成了董事监事

的更换和高管人员的任免，以及法人代表的更换；关联交易正在按股东大会决议执行中；利润分配

工作已于今年 7月完成，等等。 

2、继续狠抓安全不放松，确保安全生产保持稳定 

2018 年上半年，公司认真贯彻落实安全生产是企业最大效益的理念，持续推进“五精”管理

和“三基九力”团队建设，努力提升安全管理水平、夯实安全生产各项基础。公司通过持续规范、

完善和落实安全生产管理制度，不断强化 PDCA 闭环管理流程控制，做到管理不放松；持续强化安

全、生产、技术基础工作，以过程标准化为抓手，做到标准不降低；持续强化责任追究，做到考核

更严格；持续强化风险分级管控和变化管理，提高安全生产基础保障能力，做到投入有保障；持续

强化“隐患零容忍”的工作态度，做到安全氛围更浓厚；不断强化风险源识别，严防“三违”，做

好隐患排查和风险防控，践行“零理念”；持续践行“理性反思找短板、明确目标定责任、创新提

升求改进”，提升安全生产过程变化的预判力、解决问题的策划力、实施过程的管控力，提升全员

安全意识和安全行为文化水平，持续夯实企业安全发展基础。 

2018 年上半年，共计工伤 2 起，其中：高家梁煤矿发生工亡事故 1 起，工亡 1 人；京西矿区

轻伤事故 1起。 

3、京西退出矿井人员安置有序进行，继续保持稳定 

昊华能源 2018年上半年共计安置 1,112人，使用奖补资金 10,519万元，其中：中央奖补资金

5,075万元、北京市奖补资金 2,722万元、企业自筹 2,722 万元。在人员安置过程中未发生劳动争

议，实现了人员安置依法、稳定、有序的目标。 

4、精细管理、节支降耗 

一是加强材料成本管理，通过进一步加强材料回收复用和修旧利废的力度，不断强化材料消耗



的事前、事中控制和材料消耗的考核与分析，同时对京西退出矿井可利用设备材料进行调剂，减少

浪费，取得了明显成效。 

二是公司严控可控费用的支出，较去年同期有较大降幅。 

5、加强京西煤炭市场维护、确保实现稳定收益 

受赋存条件和京西煤矿逐步退出的共同影响，京西煤炭产量持续减少，销售工作十分艰巨。今

年上半年，公司加强对市场研判和分析，充分利用与日、韩用户多年所建立起来的良好合作关系，

出口煤谈判取得良好成效，为公司冶金煤提供了稳定的市场份额和较高的价格。报告期内，京西矿

区出口煤炭 100万吨，占京西矿区销量的 84.89%，为公司赢得了良好效益。 

6、加强外埠项目运营管理，努力实现有序接替 

一是高家梁煤矿业绩提升。今年上半年，高家梁煤矿紧抓机遇、创新提升，扎实推进“五精管

理”、创建“三基九力”团队，各项工作有序进行。高家梁煤矿上半年共实现销售收入 9.91亿元、

利润 3.38亿元，为公司业绩持续向好做出了突出贡献。报告期内，高家梁煤矿发生一起工亡事故、

死亡 1人，说明在安全生产管理基础工作中还存在不足和薄弱的地方，公司和煤矿已经对事故做出

了严肃的处理，并将汲取事故经验教训，持续夯实企业安全生产管理的基础工作，全面提升安全生

产综合保障能力，确保安全生产的稳定。 

二是东铜铁路运量收入双提升、经营效益继续向好。东铜铁路紧紧围绕煤炭、运输市场变化，

坚持“量价挂钩，以量为主，一事一议，灵活经营”的策略，紧紧抓住车皮供应主要矛盾，持续提

升现场管理水平和装车效率，不断增大煤炭铁路运量。报告期内，累计运量 315.14 万吨，其中高

家梁 187.57万吨，王家塔 127.57万吨；累计实现收入 6,832万元，利润 2,473万元。 

三是国泰化工紧抓市场良机，经营良好。国泰化工紧抓甲醇价格高企的良机，克服了停产检修

十多天的不利因素，通过积极内部挖潜、外拓市场，报告期内累计完成甲醇产量 21.26万吨，完成

甲醇销量 22.46万吨；实现收入 4.92亿元，利润 6,982万元。 

四是红庆梁煤矿开始试生产，成为公司转移的另一有利接替。红庆梁煤矿于今年 4月取得了《关

于杭锦旗西部能源开发有限公司红庆梁矿井及选煤厂建设项目联合试运转的批复》，正式进入试生

产阶段。试生产期间，红庆梁煤矿不断强化现场管理、持续改进生产技术和工艺，洗精煤率和煤炭

商品质量不断提高。6月末，红庆梁煤矿已完成各项转固工作，下半年起将进入正常经营期，将为

公司全年业绩提升提供更加坚实的保障。 

五是继续有序推进巴彦淖项目前期工作。报告期内，公司积极推进煤炭资源配置落实和呼吉尔

特矿区总体规划修编工作。 

六是 MCM 公司减亏明显。MCM 公司 2017 年收购泛非资源煤炭公司后，已形成了较为稳定的收

入和现金流，减亏效果明显。公司将继续关注和积极推进 MCM公司收购新的盈利矿井以及开发南非

北部资源的工作，以期 MCM 公司早日实现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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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