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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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 2018年不进行中期利润分配，无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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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能源 600508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段建军 黄耀盟 

电话 021-68864621 021-68864621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南路256号（华夏银行

大厦1101室） 

上海市浦东南路256号（华夏银行大

厦1101室） 

电子信箱 Sh600508@263.net Sh600508@26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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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82,087,449.01 14,277,308,085.96 3.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9,434,361,798.09 8,950,402,688.37 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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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4,289,926.37 310,251,462.18 114.11 

营业收入 3,420,120,338.23 3,056,443,533.19 11.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603,017,774.21 379,344,238.18 58.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607,489,879.66 362,893,030.96 67.4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6.55 4.37 增加2.1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83 0.52 59.62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83 0.52 5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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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741 

截止报告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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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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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62.43 451,191,333   无   

黄昌爱 境内自

然人 

1.06 7,669,425   未知   

上海宝钢国际经济贸易有限

公司 

国有法

人 

0.77 5,572,707   无   

温少如 境内自

然人 

0.74 5,378,392   未知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华润信托·捷昀 17号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0.43 3,080,865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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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0.43 3,080,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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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1,175   未知   

宋俊 境内自

然人 

0.22 1,600,000   未知   

阮宝仙 境内自

然人 

0.21 1,553,501   未知   

蔡志友 境内自

然人 

0.21 1,550,30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在上述股东中，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与其余

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

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其余股

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者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未

知。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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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以来，公司严格落实集团“改革创新、稳中提质”的总要求，紧紧围绕年度工作思路，抓

住宏观经济稳中向好、煤炭市场高位震荡的有利时机，狠抓安全管控，强化提质增效，主要产品

产量平稳运行，营业收入和利润总额大幅增长，改革创新和重点工作取得突破，取得了较好成效，

基本实现了“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目标。2018 年上半年，公司自产煤炭 396.12 万吨，洗精煤产量

278.46 万吨，自产煤炭销售量 282.21 万吨；发电量 10.52 亿度，铝材加工量 1.60 万吨，铁路货运

量 703.25 万吨，设备制修量 0.83 万吨。2018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420,120,338.23 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 11.90%；归属于上市公司的净利润实现 603,017,774.21 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58.96%。 

2018 年下半年，公司将统筹兼顾抓好安全生产、改革创新、重点工作、转型发展、和谐稳定

等工作，保持各项秩序稳定，全力以赴完成全年安全生产经营及改革创新暨重点工作目标任务。 

3.1.1 财务报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3,420,120,338.23 3,056,443,533.19 11.90 

营业成本 2,103,563,775.33 1,892,546,976.09 11.15 

销售费用 81,038,964.91 81,441,085.95 -0.49 

管理费用 285,312,464.56 247,352,347.37 15.35 

财务费用 46,203,713.73 49,099,147.64 -5.9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64,289,926.37 310,251,462.18 114.1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84,742,319.41 -202,863,001.93 138.95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3,569,388.98 -432,699,317.93 -55.26 

研发支出 27,856,572.77 17,722,384.43 57.1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较多，主要是本期煤炭销售

收入增加的影响；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本期较上年同期净流出增加较多，主要是同期收

到的资产处置资金较多的影响。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本期较上年同期净流出减少较多，主要是同期偿

还债务支付的资金较多的影响。 

研发支出变动原因说明: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是本期加大科技项目投入的影响。  

3.1.2 资产及负债状况 

单位：元 

项目名称 本期期末数 

本期期末

数占总资

产的比例

（%） 

上期期末数 

上期期

末数占

总资产

的比例

（%） 

本期期末

金额较上

期期末变

动比例

（%） 

情况说

明 

应收票据及

应收账款 

276,560,241.58 1.87 2,074,312,456.19 14.53 -86.67  

其他应收款 129,064,657.12 0.87 12,796,858.69 0.09 908.57  



其他流动资

产 

1,870,436,214.16 12.65 39,446,197.25 0.28 4,641.74  

预收账款   127,044,792.93 0.89 -100.00  

合同负债 126,875,116.78 0.86   100.00  

应付职工薪

酬 

255,475,675.24 1.73 182,103,905.33 1.28 40.29  

应交税费 307,644,549.45 2.08 464,544,260.92 3.25 -33.77  

其他应付款 726,265,083.22 4.91 495,861,930.98 3.47 46.47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比上期期末减少 86.67%，主要是本公司执行新会计准则，应收票据的

期末余额全部计入其他流动资产的影响。 

其他应收款：比上期期末增加 908.57%，主要是三供一业资产转让款暂未收到的影响。 

其他流动资产：比上期期末增加 4,641.74%，主要是本公司执行新会计准则，应收票据的期

末余额全部计入其他流动资产的影响。 

预收账款：比上期期末减少 100%，主要是本公司执行新会计准则，预收账款的期末余额全

部计入合同负债的影响。 

合同负债：比上期期末增加 100%，主要是本公司执行新会计准则，预收账款的期末余额全

部计入合同负债的影响。 

应付职工薪酬：比上期期末增加 40.29%，主要是中期暂未支付的绩效工资增加的影响。 

应交税费：比上期期末减少 33.77%，主要是所得税汇算清缴的影响。 

其他应付款：比上期期末增加 46.47%，主要是未到付款期地区费用等增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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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的母公司于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财政部于 2017 年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以下简称“新金融工具准则”)，

以及《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修订前的收入准则简称“原

收入准则”)。因此本公司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以下新收入准则和新金融工具准则，并

自该日起按照新收入准则和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确认、计量和报告本公司的收入和金融工

具。 

 

 

收入准则 

 

本公司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新收入准则引入了收入确认计量的 5 步法，

并针对特定交易(或事项)增加了更多的指引。新收入准则要求首次执行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

首次执行当期期初(即 2018 年 1 月 1 日)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

不予调整。在执行新收入准则时，本公司仅对首次执行日尚未完成的合同的累计影响数进行调整。

对于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当期期初之前发生的合同变更，本公司予以简化处理，根据合同变更的

最终安排，识别已履行的和尚未履行的履约义务、确定交易价格以及在已履行的和尚未履行的履

约义务之间分摊交易价格。 

 

(i) 除了提供了更广泛的收入交易的披露外，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对当期期初的留存收益金额未

产生影响。本公司对 2018 年 1 月 1 日合并财务报表项目的影响如下，未受影响的报表项目未包含

在内： 



 

 

项目 注 
2017 年 

12 月 31 日 
重分类 重新计量 

2018 年 

1 月 1 日 

流动负债：      

预收账款  127,044,792.93 -127,044,792.93   

合同负债   127,044,792.93  127,044,792.93 

 

(ii)与原收入准则相比，执行新收入准则对当期财务报表相关项目的影响列示如下： 
 
 

项目 注 
新准则下 

期末余额 
调整 

原准则下 

期末余额 

流动负债：     

预收账款      -126,875,116.78 -126,875,116.78 

合同负债  126,875,116.78 126,875,116.78     

 
  
 

金融工具准则 
 

金融资产分类与计量方面，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金融资产基于其合同现金流量特征及企

业管理该等资产的业务模式分类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和“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

产”三大类别。取消了贷款和应收款项、持有至到期投资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等原分类。权

益工具投资一般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也允许企业将非

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但该指

定不可撤销，且在处置时不得将原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累计公允价值变动额结转计入当期损

益。 
 

金融资产减值方面，新金融工具准则有关减值的要求适用于以摊余成本计量以及以公允

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租赁应收款、应收账款、合同资产以及特

定未提用的财务担保合同。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采用预期信用损失模型以替代原先的已发生

信用损失模型。新减值模型要求采用三阶段模型，依据相关项目自初始确认后信用风险是否

发生显著增加，信用损失准备按 12个月内预期信用损失或者整个存续期的预期信用损失进行

计提。对于应收账款、合同资产及租赁应收款存在简化方法，允许始终按照整个存续期预期

信用损失确认减值准备。 

 

 

于 2018年 1 月 1日之前的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与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不一致的，本公司

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要求进行衔接调整。涉及前期比较财务报表数据与新金融工具准则要

求不一致的，本公司不进行调整。金融工具原账面价值和在新金融工具准则施行日的新账面

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 2018 年 1 月 1 日的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于 2018 年 1 月 1 日本

公司采用新金融工具准则的影响详见下表。 

 



 
 

2018年 1月 1日首次施行新金融工具准则的影响汇总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按原准则列示的账面价值 

2017 年 12 月 31 日 

施行新收入准则影响

合计 

施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影响 

按新金融工具准则列示的账面价值 

2018 年 1 月 1 日 
重分类 重新计量 

自原分类为贷款和应收款项类金融资

产转入 

（注 1） 

预期信用损失 

 

从摊余成本计量变为公允价值计量 

（注 1）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2,074,312,456.19  -1,884,551,117.23   189,761,338.96 

其他流动资产 39,446,197.25  1,884,551,117.23  -26,454,154.29 1,897,543,160.19 

其他综合收益     -26,444,605.53 -26,444,605.53 

少数股东权益 235,761,055.90    -9,548.76 235,751,50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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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自原分类为贷款和应收款项类金融资产转入 

 

本公司管理企业流动性的过程中会将收取的应收票据在到期前进行贴现或背书转让，因

此本公司管理其应收票据的业务模式是既以收取合同现金流量为目标又以出售该金融资产为

目标的。因此，于 2018 年 1 月 1 日，1,884,551,117.23 元的应收票据被重分类至其他流动

资产，原先以摊余成本计量的应收票据改按公允价值计量导致其他流动资产账面价值增加

1,858,096,962.94 元，并相应减少其他综合收益 26,444,605.53 元，减少少数股东权益

9,548.76元。 

 

于 2018 年 1 月 1 日，本公司对分类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应收账款项目根据原金融工具准则确认的损失准备确认的

准备与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确认的信用损失准备进行比较，结果无显著差异。 

 

 

于2018年1月1日，本公司首次施行上述新收入准则与新金融工具准则对本公司资产、负债和 

所有者权益的影响汇总如下： 

 

项目 2017 年 12 月 31 日 
施行新收入准

则影响 

施行新金融工具准

则影响 
2018 年 1 月 1 日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2,074,312,456.19  -1,884,551,117.23 189,761,338.96 

其他流动资产 39,446,197.25  1,858,096,962.94 1,897,543,160.19 

对资产影响总额 2,113,758,653.44  -26,454,154.29 2,087,304,499.15 

预收款项 127,044,792.93  -127,044,792.93  

合同负债   127,044,792.93 127,044,792.93 

对负债影响总额 127,044,792.93   127,044,792.93 

其他综合收益   -26,444,605.53 -26,444,605.53 

对所有者权益的影响总额 9,186,163,744.27  -26,454,154.29 9,159,709,589.9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合计 

8,950,402,688.37  -26,444,605.53 8,923,958,082.84 

少数股东权益 235,761,055.90  -9,548.76 235,751,50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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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大屯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包正明 

 

                                          2018 年 8 月 2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