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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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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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观昌 工作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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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公司无利润分配预案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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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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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 0355-5968816 0355-5923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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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信箱 mao601699@163.com fan6016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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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735,396,645.80 66,473,879,928.45 -4.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22,486,382,006.37 21,114,241,012.52 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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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3,689,907.18 4,324,329,492.83 -84.19 

营业收入 10,861,578,256.48 10,125,815,234.39 7.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391,323,897.57 1,142,521,949.13 21.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387,893,217.62 1,144,147,470.73 21.3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6.38 5.97 增加0.4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7 0.38 23.6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7 0.38 2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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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120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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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

量 

山西潞安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

人 

61.54 1,840,786,412 0 质押 900,000,00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4.90 146,548,038 0 无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

人 

1.06 31,745,500 0 无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

团体分红－018L－FH001沪 

其他 1.05 31,363,081 0 无   

山西潞安工程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1.02 30,420,000 0 无   

日照港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0.89 26,696,811 0 无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其他 0.55 16,549,933 0 无   

上海宝钢国际经济贸易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0.47 14,204,585 0 冻结 1,227,189 

天脊煤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0.38 11,245,000 0 无   



人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

个人分红－018L－FH002沪 

其他 0.37 11,052,568 0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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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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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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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公

司债券(第

一期） 

17 环能 01 143366 2017.10.27 2022.10.27 6,000,000,000 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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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96 69.41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5.27 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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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上半年，国际主要经济体复苏态势强劲，全球经济景气度改善型上升趋势明显；国内

经济延续总体平稳、稳重向好发展态势，支撑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的积极因素和有利条件稳步增

多，结构性矛盾得到缓解，国内经济合理区间运行。煤炭行业继续保持总体平稳态势，受益于国

家煤炭行业“低效产能退出、高端产能增加”等政策和行业企业自发性调整，以及下游地产、冶



金、能源消费等行业带动，煤炭供需局面基本稳定，煤炭价格继续保持高位稳定运行，煤炭企业

经营效益持续改善。 

下半年，面临中美贸易摩擦加剧、内需增速疲软、去杠杆、房地产风险累积等经济下行压力，

国内稳健货币和积极财政等政策精准预调，煤炭产能总体控制和置换升级等行业政策影响持续，

煤炭供给平稳偏宽松压力凸显，煤炭企业面临较大的经营压力。对此公司将保持清醒认识，充分

把握供给侧改革和能源革命时代脉搏，加快先进产能集聚和落后产能置换，着力推动煤炭绿色高

效安全开采，完善建设客户为中心营销新格局，保障企业生产经营稳健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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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估计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开 始 适

用 的 时

点 

备注(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

名称和金额) 

根据《山西省财政厅关于煤炭企业自行决定提取矿

山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和煤炭转产发展资金的通

知》{晋财综（2017）66 号}文件规定，本企业恢复

提取“两金” 

董事会 

2018 年

01 月 01

日 

对 2018 年报表影响：专项储

备增加 279,543,989.63  

元 ， 未 分 配 利 润 减 少

279,543,989.63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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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