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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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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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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四）立信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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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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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2,405,0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按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80元（含税）。 

二、公司基本情况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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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阳泉煤业 600348 国阳新能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成晓宇 王平浩 
办公地址 山西省阳泉市北大街5号 山西省阳泉市北大街5号 
电话 0353-7078728 0353-7080590 
电子信箱 yqmy600348@sina.com Wph-72@163.com 

 

（二）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1.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 

公司主要从事矿产资源开采:煤炭开采;洗选加工、销售(仅限分支机构);

设备租赁;批发零售汽车(除小轿车)、施工机械配件及材料;汽车修理;道路普

通货物运输;电力生产、销售、供应、承装(修试)电力设备(仅限分公司);热

力生产、销售、供应;煤层气开发、管道燃气(仅限分公司);煤层气发电及销



售;粉煤灰、石膏生产及销售;电器试验检验、煤质化验、油样化验、机电检

修;城市公共交通运输。 

2.公司经营模式 

公司经营模式：在经营管理方面，不断革新煤矿管控模式，建立以效益

效率为导向的激励约束机制，强化现场管控，实施政策激励，充分调动积极

性，增强了煤矿的自主经营意识；在安全管理方面，创新提升“166”安全管

理体系，递进组织季度安全生产活动，扎实推进安全生产标准化达标创建，

扎实构建“7+3”瓦斯治理模式，坚持煤矿水害防治“六进”管理，夯实水害

预防管理基础；在采购方面，坚持集中采购，建立仓储、运输、销售物资动

态管理监督机制，借力 ERP 系统建设，提升效率；销售方面，推行集中统一

销售、铁路为主、长协为主的煤炭销售策略，推进市场、价格、用户三个体

系的创建；在资金管控方面，实行以现金流管理为核心的全面预算管理模式，

强化债务风险动态监测，实行资金动态平衡计划和现金流年度、季度、月度

规划，严防债券违约事件发生。 

主要业绩驱动因素：报告期内，公司业绩主要来源于煤炭业务，煤炭利

润源于价格的上涨及采煤成本和其他管理成本的控制。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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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典型的资源和

劳动力密集型行业。相对于其他新兴产业，煤炭行业是一个成熟行业，发展

前景相对稳定，成长性一般，产品的市场需求在较大程度上受宏观经济状况

和相关下游行业发展的影响，属于需求拉动型市场。 

三、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一）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8年 2017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6年 

总资产 46,127,765,281.45 41,996,772,123.61 9.84 41,793,026,941.47 

营业收入 32,683,712,211.90 28,146,397,227.78 16.12 18,701,417,547.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71,274,188.39 1,636,150,746.14 20.48 429,048,254.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1,733,169,934.41 1,635,138,464.50 6.00 596,102,387.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1,166,052,345.19 15,015,908,440.65 40.96 13,512,282,791.1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763,883,895.38 2,868,711,568.85 31.20 3,418,085,115.49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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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39,683,579.00 8,777,606,693.79 8,467,961,677.93 7,398,460,261.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00,739,911.28 384,945,934.40 518,794,699.17 566,793,643.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492,298,741.19 347,247,105.87 389,879,903.41 503,744,183.9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47,648,688.70 -547,534,657.70 795,270,476.90 2,568,499,387.48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四、股本及股东情况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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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373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95,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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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0 1,403,038,240 58.34 0 
质押 701,500,000 

国有法人 
冻结 18,284,436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0 30,881,700 1.28 0 未知 0 国有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2,608,126 26,867,874 1.12 0 未知 0 其他 

潘秀琴 5,463,866 16,211,975 0.67 0 未知 0 境内自然人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 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7,944,600 13,042,965 0.54 0 未知 0 其他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团
体分红－018L－FH001沪 

12,235,024 12,235,024 0.51 0 未知 0 其他 

郑嘉源 11,094,007 11,094,007 0.46 0 未知 0 境内自然人 

莫剑荣 8,186,868 8,186,868 0.34 0 未知 0 境内自然人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
人分红－018L－FH002沪 

7,999,971 7,999,971 0.33 0 未知 0 其他 

阳泉煤业集团多种经营总公司 0 6,740,440 0.28 0 未知 0 其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持有本公司 5%(含 5％)以上股份的股东为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2）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其他 9 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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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人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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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注：截止报告期末，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公司 18,284,436

股股份被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冻结，占其持有的公司股份总额的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82 0.68 20.59 0.1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82 0.68 20.59 0.1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57 11.49 增加 0.08个百

分点 
3.14 



1.30%，占总股本的 0.76%；其持有的公司 701,500,000股（包含“阳泉煤业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7 年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质押专户”所持股

份 176,000,000股）股份已办理了股份质押登记，占其持有的公司股份总额

的 49.9986%，占总股本的 29.168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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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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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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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一）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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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还本付息方式 交易场所 

阳泉煤业

（集团）股

份有限公

司公开发

行 2018年

可续期公

司债券（第

一期） 

18阳煤 Y1 143960 2018年 4月 2日 2021年 4月 2日 11.50 7.00 在公司不行使递延支付

利息权的情况下，每年付

息一次。本金兑付：在本

期债券的某一续期选择

权行权年度，公司若不续

期，则选择全额兑付本期

债券。 

上海证券

交易所 

阳泉煤业

（集团）股

份有限公

司公开发

行 2018年

可续期公

司债券（第

二期） 

18阳煤 Y2 143979 2018年 6月 1日 2021年 6月 1日 5.00 7.00 在公司不行使递延支付

利息权的情况下，每年付

息一次。本金兑付：在本

期债券的某一续期选择

权行权年度，公司若不续

期，则选择全额兑付本期

债券。 

上海证券

交易所 

阳泉煤业

（集团）股

份有限公

司公开发

行 2018年

可续期公

司债券（第

三期） 

18阳煤 Y3 143921 2018年 7月 30日 2021年 7月 30日 13.50 6.90 在公司不行使递延支付

利息权的情况下，每年付

息一次。本金兑付：在本

期债券的某一续期选择

权行权年度，公司若不续

期，则选择全额兑付本期

债券。 

上海证券

交易所 

阳泉煤业

（集团）股

份有限公

司公开发

行 2018年

可续期公

司债券（第

四期） 

18阳煤 Y4 155989 2018年 12月 10日 2021年 12月 10日 20.00 6.50 在公司不行使递延支付

利息权的情况下，每年付

息一次。本金兑付：在本

期债券的某一续期选择

权行权年度，公司若不续

期，则选择全额兑付本期

债券。 

上海证券

交易所 

阳泉煤业

（集团）股

份有限公

司公开发

行 2019年

公司债券

（第一期） 

19阳煤 01 155229 2019年 3月 21日 2024年 3月 21日 15.00 4.68 每年付一次，到期一还

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

一起支付 

上海证券

交易所 

（二）公司债券付息兑付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公司债券评级情况 

√适用  □不适用  

1.2018 年 1 月 18日，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根据本公司报告期情

况，对阳泉煤业公开发行 2018年可续期公司债券（第一期）作出如下评级：

本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A，评级展望为“稳定”，本期债券信用等级

为 AAA；该资料已于 2018 年 3 月 30 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2018 



年 5 月 25 日，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根据本公司报告期情况，对阳泉煤

业公开发行 2018 年可续期公司债券（第二期）作出如下评级：本公司主体长

期信用等级为 AAA，评级展望为“稳定”，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 AAA；该资

料已于 2018 年 5 月 30 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2018 年 7 月 20日，

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根据本公司报告期情况，对阳泉煤业公开发行

2018年可续期公司债券（第三期）作出如下评级：本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

为 AAA，评级展望为“稳定”，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 AAA；该资料已于 2018 

年 7 月 26 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根据监管部门和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对跟踪评级的有关要求，大

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将在债券存续期内，在每年阳泉煤业发布年度报告

后两个月内出具一次定期跟踪评级报告，并在债券存续期内根据有关情况进

行不定期跟踪评级。  

报告期内，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未对本公司及本次公司债券进行

不定期跟踪评级。 

2.2018 年 10 月 22 日，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根据本公司报告期情况，

对阳泉煤业公开发行 2018 年可续期公司债券（第四期）作出如下评级：本公

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A，评级展望为“稳定”，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 AAA；

该资料已于 2019 年 12 月 5 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根据监管部门和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对跟踪评级的有关要求，联合信

用评级有限公司将在债券存续期内，在每年阳泉煤业发布年度报告后两个月

内出具一次定期跟踪评级报告，并在债券存续期内根据有关情况进行不定期

跟踪评级。  

报告期内，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未对本公司及本次公司债券进行不定

期跟踪评级。 

3.2019 年 3 月 1日，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根据本公司报告期情

况，对阳泉煤业公开发行 2019年公司债券（第一期）作出如下评级：本公司

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A，评级展望为“稳定”，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 AAA；

该资料已于 2019 年 3 月 15 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根据监管部门和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对跟踪评级的有关要求，大

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将在债券存续期内，在每年阳泉煤业发布年度报告

后两个月内出具一次定期跟踪评级报告，并在债券存续期内根据有关情况进

行不定期跟踪评级。  

报告期内，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未对本公司及本次公司债券进行

不定期跟踪评级。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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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2017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资产负债率（%） 52.49 62.73 -10.24 

EBITDA全部债务比 0.23 0.19 20.84 

利息保障倍数 5.63 4.41 27.59 

六、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一）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2018 年，公司原煤产量完成 3,854 万吨，与同期相比增长 8.72%；采购

集团及其子公司煤炭 3,744万吨，与同期相比增长 3.26%；其中收购集团原料

煤 952 万吨。销售煤炭 7,128 万吨，与同期相比增长 6.59%。其中块煤 478万

吨，与同期相比降低 0.21%；喷粉煤 360 万吨，与同期相比增长 19.97%；选

末煤 6,063 万吨，与同期相比增长 6.69%；煤泥销量 227万吨，与同期相比增

长 0.89%；发电量完成 102,739.28 万千瓦时，供热完成 383.38 万百万千焦。 

煤炭综合售价 436.99 元/吨，与同期相比增长 9.25%。 

营业收入 3,268,371 万元，与同期相比增长 16.12%，其中煤炭产品销售

收入 3,114,837万元，与同期相比增长 16.45%。 

营业成本 2,655,103 万元，与同期相比增长 19.51%，其中煤炭产品销售

成本 2,516,863万元，与同期相比增长 20.09%。 

利润总额 281,927万元，与同期相比增加 19,561万元，增长 7.4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97,127 万元，与同期相比增加 33,512万

元，增长 20.48%。 

掘进总进尺 154,900 米，与同期相比减少 5,588米，降低 3.48%。 

（二）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三）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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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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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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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团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包括以下公司： 
公司名称 简称 级次 持股比例（%） 

阳泉煤业集团寿阳煤炭销售有限公司 寿阳销售公司 二级子公司 100.00 

阳泉煤业集团保德煤炭销售有限公司 保德销售公司 二级子公司 100.00 

阳泉煤业集团平定煤炭销售有限公司 平定销售公司 二级子公司 100.00 

阳泉煤业集团和顺煤炭销售有限公司 和顺销售公司 二级子公司 100.00 

阳泉煤业集团清徐煤炭销售有限公司 清徐销售公司 二级子公司 100.00 

阳泉煤业集团平鲁煤炭销售有限公司 平鲁销售公司 二级子公司 100.00 

阳泉煤业集团翼城煤炭销售有限公司 翼城销售公司 二级子公司 100.00 

阳泉煤业集团昔阳煤炭销售有限公司 昔阳销售公司 二级子公司 100.00 

阳泉煤业集团左权煤炭销售有限公司 左权销售公司 二级子公司 100.00 

阳泉煤业集团盂县煤炭销售有限公司 盂县销售公司 二级子公司 100.00 

阳泉煤业集团安泽煤炭销售有限公司 安泽销售公司 二级子公司 100.00 

天津阳煤煤炭销售有限公司 天津销售公司 二级子公司 100.00 

聊城鲁西燃料有限公司 鲁西燃料公司 三级子公司 60.00 

青岛阳煤煤炭销售有限公司 青岛销售公司 二级子公司 100.00 

阳煤集团寿阳景福煤业有限公司 景福公司 二级子公司 70.00 

阳煤集团寿阳开元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开元公司 二级子公司 100.00 

山西新景矿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新景公司 二级子公司 100.00 

山西平舒煤业有限公司 平舒公司 二级子公司 56.311 

阳泉天成煤炭铁路集运有限公司 天成公司 二级子公司 80.00 

阳泉煤业晋东物流有限公司 晋东公司 三级子公司 100.00 

阳泉煤业（集团）平定东升兴裕煤业有限公司 兴裕公司 二级子公司 100.00 

阳泉煤业（集团）平定裕泰煤业有限公司 裕泰公司 二级子公司 100.00 

阳泉煤业（集团）平定泰昌煤业有限公司 泰昌公司 二级子公司 100.00 

山西宁武榆树坡煤业有限公司 榆树坡公司 二级子公司 51.00 

阳泉煤业集团矸石山治理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煤矸石公司 二级子公司 100.00 

阳煤股份和顺长沟洗选煤有限公司 长沟洗选煤公司 二级子公司 100.00 

阳泉煤业集团西上庄低热值煤热电有限公司 西上庄公司 二级子公司 100.00 

阳泉煤业集团创日泊里煤业有限公司 泊里公司 二级子公司 70.00 

晋中市阳煤扬德煤层气发电有限公司 扬德公司 二级子公司 51.00 

山西阳煤芬雷选煤有限公司 芬雷公司 二级子公司 51.00 

山西（阳泉）国际陆港集团有限公司 陆港公司 二级子公司 40.00 

山西阳煤国华选煤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国华选煤公司 二级子公司 51.00 

阳泉阳煤电力有限公司 阳煤电力公司 二级子公司 100.00 



公司名称 简称 级次 持股比例（%） 

阳泉煤业集团香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香港国贸公司 二级子公司 100.00 

与上年相比，本年因注销减少右玉销售公司，本年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新增子公司香港国贸公司。 

本年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及其变化情况详见本附注“六、合并范围的变更” 

和 “七、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 

 

阳泉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杨乃时  

2019 年 4 月 1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