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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546     证券简称：山煤国际    公告编号：临 2019-039 号 

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 

事后审核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26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公函[2019]0539 号《关于对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以下简称“《问询函》”）。收

函后，公司积极组织相关各方就《问询函》中所涉及问题进行了认真分析，现将

相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关于公司经营情况 

1、公司经营业绩情况。公司本年实现营业收入 381.43亿元，同比减少 6.79%，

营业成本 305.02 亿元，同比减少 11.81%。公司全年共生产原煤 3440.70 万吨，

生产量比去年同期增加 793.60 万吨，同比增幅为 29.98%；全年销售煤炭 1.12

亿吨，销量较上年增长了 12.86%；煤炭库存较上年降低了 23.50%。请公司结

合煤炭行业形势变化及煤炭价格走势等因素说明本年在销售量及生产量增加的

情况下营业收入出现一定降幅的原因及合理性。 

说明： 

2018 年度，煤炭市场总体运行良好，煤炭价格走势保持平稳，中国煤炭价

格指数在 155.77 点至 169.45 之间波动，公司煤炭生产量与销售量呈现平稳增长

态势。在煤价走势平稳，公司煤炭产销两旺的情况下，公司营业收入出现小幅下

降，主要与公司业务结构变动有关，具体说明如下： 

公司主要业务包括煤炭生产业务、煤炭贸易业务和其他非煤业务，近两年营

业收入构成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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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主营业务分类 2018 年营业收入 占总收入比例 2017年营业收入 占总收入比例 

煤炭生产 1,059,627.99 27.78% 913,032.24 22.31% 

煤炭贸易 2,643,058.60 69.29% 2,844,279.13 69.51% 

其他 111,590.43 2.93% 334,870.64 8.18% 

合计 3,814,277.02 — 4,092,182.01 — 

从上表可以看出，受益于产能置换政策落地、河曲露天煤业全面投产，公司

报告期内煤炭生产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105.96 亿元，营业收入在总营业收入的权

重较上年同期有一定幅度增加，但总体未达到 30%；逾 70%的营业收入是由煤

炭贸易及其他非煤贸易业务产生，煤炭贸易业务营业收入变化对公司总收入的影

响较大。 

公司煤炭贸易业务具体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产品类别 
2018年 2017年 

销量 单价 营业收入 销量 单价 营业收入 

动力煤 5,702.35 276.03 1,574,004.25 4,799.52 313.05 1,502,510.54 

炼焦煤 1,627.84 556.56 905,997.05 2,382.65 523.96 1,248,405.94 

无烟煤 536.91 303.70 163,057.30 326.67 285.80 93,362.65 

合计 7,867.10 335.96 2,643,058.60 7,508.84 378.79 2,844,279.13 

如上表所示，公司煤炭贸易业务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 264.31 亿元，同比

减少 7.07%，实现贸易量 7,867 万吨，同比增加 4.77%。公司贸易量增加而收入

下降，一是公司贸易业务产品结构发生较大变化，价格较低的动力煤销量占比增

加，价格较高的炼焦煤销量占比下降；二是平均售价有所降低，主要是动力煤中

低热值煤种销量增加，拉低了平均单价。 

2、分季度业绩情况。2018 年，公司各季度营业收入分别为 103.15 亿、103.15

亿、153.11 亿、22.02 亿，归母净利润分别为 0. 82 亿、2.48 亿、0.73 亿、-1.83

亿，而经营活动现金流分别为 3.93 亿、3.86 亿、4.30 亿、25.52 亿，整体波动较

大。公司表示，因本年度收购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河曲旧县露天煤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河曲露天煤业）51%的股权，该煤矿已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公

司相应对报告期前三季度财务报表数据进行了追溯调整，由此导致公司分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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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财务数据与已披露的定期报告数据产生差异。请公司补充披露：（1）分季

度列示 2018 年河曲露天煤业营业收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等财务数据；（2）结合公司煤炭业务的开展情况、季节性特征、结算模式，说

明各季度营业收入、净利润、与经营活动现金流尤其是与第四季度变化不匹配

的原因及合理性。 

说明： 

（1）分季度列示 2018 年河曲露天煤业营业收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额等财务数据； 

河曲露天煤业 2018 年度分季度财务数据列示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备注 

营业收入 43,447.87 56,951.97 56,394.83 55,352.94 

河曲露天煤

业单户数据 

净利润 16,019.33 22,494.91 19,974.82 14,649.96 

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净利润 
16,487.48 22,847.88 19,972.83 14,445.35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758.22 2,311.04 610.32 9,522.98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4,965.99 6,973.42 7,634.24 7,471.48 

归属上市公

司数据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 

— — 3,671.49 7,367.13 

公司于 2018 年 8 月完成了从控股股东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山西

中汇大地矿业有限公司收购河曲露天煤业 31%、20%股权事项，按同一控制下企

业合并将河曲露天煤业纳入合并范围。 

2018 年 1 月至 8 月，公司按 31%的权益比例将河曲露天煤业净利润计入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018 年 9 月至 12 月，公司按 51%的权益比例将河

曲露天煤业净利润计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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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属于非经

常性损益，河曲露天煤业 2018 年 1 月至 8 月贡献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非后

归母净利润为零。 

（2）结合公司煤炭业务的开展情况、季节性特征、结算模式，说明各季度

营业收入、净利润、与经营活动现金流尤其是与第四季度变化不匹配的原因及

合理性。 

公司分季度主要经营指标明细表： 

单位：万元、万吨 

项目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031,481.49 1,031,455.50 1,531,096.29 220,243.75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237.32   24,842.36   7,267.85   -18,336.9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9,343.28 38,563.91 42,983.12 255,213.14 

原煤产量 723.00 963.95 876.88 876.87 

从上表看，公司第二季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高，第四季度营业收

入和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两项指标较低，第四季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较高，各季度经营指标存在一定的波动，具体原因如下： 

① 第二季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高的原因 

公司自产煤全部实行市场化销售，各季度计划产量会结合季节、市场等情况

进行安排。第一季度受“双节”影响产量相对较小，第二季度产量相对较高，第

三、四季度产量相对均衡。公司利润主要来源于煤炭生产业务，第二季度煤炭产

量较高，因此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也相对较高。 

②第四季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低的原因 

公司第四季度归母净利润较低主要是因为四季度的营业外支出金额较大。

2019 年 2 月，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山煤国际能源集团晋城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晋

城公司”）收到陕西省高院判决书，一审判决晋城公司与中信银行、恒丰银行的

诉讼案件败诉，公司按谨慎性原则，将该事项作为期后调整事项在报告期内确认

了 39,606.57 万元预计负债，计入利润表营业外支出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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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第四季度营业收入较低、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高的原因 

近年来，公司在煤炭贸易业务中着力加大风险管控力度，尤其在第四季度主

动压缩贸易业务量，重点清收应收款项，使得第四季度营业收入较低。同时，公

司在第四季度对应收款项进行了集中清收，应收票据及应收款项从三季度的

61.06 亿元下降到年末的 41.58 亿元，剔除计提坏账准备 1.43 亿元影响外，实际

下降 18.05 亿元；预付款项从三季度的 30.73 亿元下降到 24.37 亿元，剔除计提

坏账准备 1.58 亿元影响外，实际下降 4.78 亿元。应收款项回笼情况较好，是第

四季度现金净流入比前三季度增加幅度较大的主要原因。 

3、煤炭生产业务情况。年报显示，公司煤炭生产业务的主要产品为原煤及

洗精煤。本年煤炭生产业务本年实现营业收入约 105.96 亿元，毛利率达到

66.33%。请公司结合各煤炭品种单位价格、综合成本等因素分析煤炭生产业务

毛利率较高的原因，并进行同行业对比，说明高毛利的合理性。 

说明： 

公司 2018年度煤炭生产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105.96亿元，毛利率达到 66.33%，

煤炭生产业务毛利率在同行业处于较高水平，公司及同行业 2018 年度煤炭生产

业务毛利率情况如下表所示：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煤炭毛利率（%） 主要涉及煤种 毛利率包含范围 

600546 山煤国际 66.33 
动力煤、焦煤、无

烟煤 
煤炭生产 

601101 昊华能源 59.98 动力煤、无烟煤 煤炭 

600157 永泰能源 57.72 焦煤 煤炭 

601898 中煤能源 57.10 动力煤、炼焦煤 自产商品煤 

600123 兰花科创 56.31 
无烟煤、动力煤、

焦煤 
煤炭业务 

000983 西山煤电 55.61 原煤、洗精煤 煤炭 

600188 兖州煤业 53.82 
动力煤、精煤、经

筛选原煤等 
自产煤业务 

数据来源：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zse.cn） 

综合分析，公司煤炭生产业务毛利率较高有以下原因： 

（1）煤炭品种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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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生产矿井按煤种可分为动力煤、炼焦煤、无烟煤，公司分煤种毛利率构

成情况如下： 

煤炭 

品种 

原煤产量 

（万吨） 

原煤销量

（万吨） 

营业收入

（亿元） 

营业成本

（亿元） 

单位销售价

格（元/吨） 

单位销售成

本（元/吨） 

毛利率

（%） 

动力煤 2,222.02 2,152.53 44.43 14.36 206.41 66.71 67.67 

炼焦煤 760.78 819.44 44.77 14.10 546.35 172.07 68.50 

无烟煤 457.90 389.69 16.77 7.21 430.34 185.02 57.01 

合计 3,440.70 3,361.65 105.96 35.68 315.20 106.14 66.33 

由上表可以看出，公司煤炭生产主要以动力煤为主，毛利率较高的煤种主要

是动力煤和炼焦煤。其中： 

动力煤产区主要煤种为长焰煤，主要作为动力和化工用煤。产区两座主力矿

井河曲露天矿和长春兴矿合计产能占产区总产能 80%以上，两矿均于 2018 年完

成先进产能置换，年产能增加 710 万吨，煤炭单位生产成本得到进一步摊低，特

别是河曲露天矿，采用自动化大型设备露天开采，生产人员约 180 人左右，劳动

生产效率较高，综合成本具有一定优势。 

炼焦煤产区主要煤种为贫瘦煤洗精煤，主要用于高炉强化冶炼及煤化工生

产。公司在该产区设有商品煤中心化验室，在各矿井均配套有现代化综采设备及

大型洗煤厂，原煤入洗率保持在 60%以上，开采效能及原煤入洗率较高，是该产

区煤炭生产业务毛利率较高的主要原因。 

（2）结算模式方面 

公司采用市场化销售模式，自产煤销售原则上采用价格随行就市策略，与同

行业其他煤炭生产企业多采用长协合同提前锁定煤炭价格有所区别。根据中国煤

炭资源网的数据，同品质煤炭市场价高于长协价。 

（3）原煤工效方面 

公司进入煤炭生产行业时间较短，生产矿井大多为新建矿井，后续投入成本

相对较低，所属矿井基本对照特级安全高效矿井和一级安全生产标准化矿井来建

设，矿井先进产能占比达到了 80%。因此公司生产矿井原煤工效较高。 

公司及同行业 2018 年度煤炭生产业务原煤工效情况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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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原煤产量（万吨） 工作天数 生产人数 原煤工效 

600546 山煤国际 3440.7 330 8134 12.82  

601101 昊华能源 1047 330 5972 5.31  

600157 永泰能源 976.61 330 5618 5.27  

601898 中煤能源 7713 330 25287 9.24  

600123 兰花科创 755.43 330 12404 1.85  

000983 西山煤电 2745 330 17594 4.73  

600188 兖州煤业 10590 330 36192 8.87  

数据来源：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zse.cn） 

原煤工效计算公式：原煤工效=矿井原煤产量/矿井生产天数/生产人数 

4、煤炭贸易业务情况。年报显示，公司煤炭贸易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264.31

亿元，同比下降 7.07%，毛利率为 1.94%。公司近三年煤炭贸易业务收入分别

为 380.61 亿元、291.93 亿元、264.31 亿元，总体业务规模呈逐步下降趋势。请

公司结合煤炭贸易业务开展情况，说明目前煤炭贸易业务开展是否存在一定困

难，是否存在滞销等情况，相关流动资产是否存在减值迹象，以及未来关于该

板块业务的定位及安排。 

说明： 

公司近三年的煤炭贸易量分别为 7,116 万吨、7,509 万吨、7,867 万吨，贸易

量小幅稳步增加；煤炭贸易业务收入分别为 380.61 亿元、291.93 亿元、264.31

亿元，呈逐步下降趋势。主要是公司煤炭贸易业务产品结构发生较大变化，售价

较低的动力煤销量占比增加，售价较高的炼焦煤销量占比下降，导致收入总额下

降。 

2018 年，煤炭市场总体运行良好，公司本期贸易业务销售煤炭 7,867 万吨，

同比增长 4.77%，期末贸易业务库存 141 万吨，较期初下降 8.91%，煤炭贸易业

务呈现稳中有进的态势，不存在经营困难或产品滞销的情况。报告期末，公司按

照会计政策对相关流动资产逐项进行减值测试，对于存在减值迹象的流动资产已

计提了减值准备。报告期内，公司计提存货跌价损失 466.17 万元。 

未来，公司仍将持续优化煤炭贸易业务，推动贸易业务模式由单一贸易向供

应链综合服务转变。具体定位如下：在严格控制风险的基础上，以提高产品附加

值为核心，以改革创新激励约束机制为手段，激发贸易业务活力和动力，构建煤

http://www.so.com/s?q=%E7%9F%BF%E4%BA%95&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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炭贸易、物流、仓储及配送一体化的煤炭全供应链服务的商业模式。 

5、关于上市公司子公司经营状况。年报显示，江苏山煤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山煤物流）系上市公司持股 51%的控股子公司。截至 2018 年年底，

公司总资产 16.78 亿元，负债 26.98 亿元；本年实现营业收入 39.67 亿元，同比

下降约 37.74%，实现净利润-2.70 亿元，同比增加 58.45%。该子公司作为公司

重要控股子公司，目前处于资不抵债且经营业绩情况不佳的状态。请公司：（1）

说明该子公司近年来持续亏损的具体原因；（2）补充披露山煤物流最近三年的

主要财务数据；（3）请说明子公司相关资产是否充分计提减值，请会计师就此

发表意见；（4）对该子公司是否有明确未来发展或处置的计划。 

说明： 

（1）说明该子公司近年来持续亏损的具体原因； 

山煤物流近年来持续亏损的具体原因如下： 

山煤物流于 2018 年 11 月 30 日收购公司所持有的山煤国际能源集团青岛有

限公司、山煤国际能源集团唐山有限公司、山煤国际能源集团华东销售有限公司、

山煤国际能源集团天津有限公司、山煤国际能源集团日照有限公司等 5 家贸易公

司 100%的股权，构成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山煤物流在 2018 年进行了报表合并，

并对期初数和比较期间数据进行了追溯调整。 

山煤物流及所属子公司主要从事煤炭贸易业务，毛利较低，受应收款较高、

贸易纠纷案件等影响，相关的财务费用、资产减值损失、营业外支出较高，导致

近三年持续亏损。其中：2016 年净利润-1.70 亿元，财务费用、资产减值损失分

别为 1.00 亿元、0.88 亿元；2017 年净利润-6.49 亿元，财务费用、资产减值损失、

营业外支出分别为 1.62 亿元、4.45 亿元、0.42 亿元；2018 年净利润-2.70 亿元，

财务费用、资产减值损失分别为 1.49 亿元、0.90 亿元。 

（2）补充披露山煤物流最近三年的主要财务数据； 

按合并报表口径，山煤物流公司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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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8 年 12月 31日 2017 年 12月 31日 2016年 12月 31日 

资产总额 167,843.38 194,395.13 244,831.21 

负债总额 269,774.98 268,341.21 253,844.40 

所有者权益总额 -101,931.60 -73,946.09 -9,013.18 

项目 2018年度 2017年度 2016 年度 

营业收入 396,737.31 637,270.71 1,185,187.61 

净利润 -26,981.66 -64,932.90 -17,025.89 

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 501.07 -556.02 24,027.04 

（3）请说明子公司相关资产是否充分计提减值，请会计师就此发表意见；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山煤物流合并报表资产总额 16.78 亿元，其中：

应收账款、预付款项、其他应收款账面原值 15.42 亿元，账面净值 8.40 亿元，占

资产总额的 50.03%；存货账面原值 3.91 亿元，账面价值 3.72 亿元，占资产总额

的 22.17%；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账面价值 3.6 亿元，占资产总额的 21.45%；固定

资产账面价值 0.44 亿元（主要为房屋建筑物）、无形资产（主要为土地使用权）

账面价值 0.59 亿元，合计 1.03 亿元，占资产总额的 6.14%，其他资产 0.03 亿元，

占资产总额的 0.21%。主要资产情况分析如下： 

①应收账款、预付款项、其他应收款账面原值合计 15.42 亿元，已提坏账准

备 7.02 亿元，账面净值 8.40 亿元。 

其中：账面原值中 1.67 亿元为账龄 6 个月以内，按照公司坏账准备计提政

策，不计提坏账准备，扣除该部分原值后，账面原值为 13.75 亿元，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已提减值准备 7.02 亿元，占账面原值 13.75 亿元的 51.05%。 

②存货账面原值 3.91 亿元，期末采用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法计量，已计

提跌价准备 0.19 亿元，账面净值 3.72 亿元。 

③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账面价值 3.6 亿元，主要为山煤物流全资子公司山煤国

际能源集团青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公司”）持有的内蒙古准格尔旗柏树

坡煤炭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柏树坡煤矿”）股权，期末公司对该项资产进

行了分析，未发现减值迹象。同时，青岛公司聘请广实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

柏树坡煤矿采矿权进行评估，出具《采矿权评估报告》，评估结果高于账面价值。 

立信会计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事项发表了意见，对上述应收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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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货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执行了相关审计程序，认为：“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对山煤物流相关资产计提的减值准备是公允的。” 

（4）对该子公司是否有明确未来发展或处置的计划。 

为充分借助山煤物流各股东在港口贸易方面的经营管理优势，公司将山煤物

流作为公司盘活港口资源，优化业务结构的平台，由山煤物流对公司各港口贸易

公司进行整合管理，逐步激发恢复各港口公司经营活力，暂无对山煤物流的处置

计划。 

二、关于财务数据情况 

6、应收票据情况。年报显示，应收票据期末余额为 11.94 亿元，同比减少

49.33%。其中银行承兑票据余额为 11.66 亿元，商业承兑票据余额为 2748.90 万

元，公司报告期末对已背书或贴现且在资产负债表日尚未到期的应收票据 50.12

亿元进行终止确认。请公司：（1）结合公司报告期内销售收入、信用政策、结

算方式等的变动情况，具体分析公司应收票据明显下降的原因和合理性；（2）

公司本年对应收票据是否类同应收账款计提坏账准备，若未计提，请说明原因、

合理性，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3）公司终止确认的已背书或贴

现且在资产负债表日尚未到期的应收票据的交易背景，应收对象，是否附追索

权，和公司进行票据贴现或背书的对象和资金用途。 

说明： 

（1）结合公司报告期内销售收入、信用政策、结算方式等的变动情况，具

体分析公司应收票据明显下降的原因和合理性； 

公司根据客户采购量、结算方式的不同，设定了相应的销售政策，对于采购

量大、现金结算的客户有不同幅度价格优惠。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加强煤炭资源

的集中销售，鼓励客户优先选择现金支付方式，减少收款环节票据结算的比例，

使得期末应收票据降幅较大。 

（2）公司本年对应收票据是否类同应收账款计提坏账准备，若未计提，请

说明原因、合理性，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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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对应收票据计提坏账准备的方式与应收账款不同。公司期末对于应收票

据根据出票单位、承兑银行（单位）、票据到期日期等项目，逐笔进行风险排查，

对于兑付风险较大的应收票据，转入其他应收账款计提坏账准备。2018 年末，

公司对应收票据兑付风险较大的 2 份宝塔石化集团财务有限公司承兑的银行承

兑汇票 510 万元，转入了其他应收款按个别认定法全额计提了坏账准备。公司上

述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3）公司终止确认的已背书或贴现且在资产负债表日尚未到期的应收票据

的交易背景，应收对象，是否附追索权，和公司进行票据贴现或背书的对象和

资金用途。 

截至 2018 年期末，公司终止确认的已背书或贴现且在资产负债表日尚未到

期的应收票据共计 2,415 份，金额 50.12 亿元。其中：已背书未到期的银行承兑

汇票金额 44.01 亿元，已背书未到期的商业承兑汇票金额 0.42 亿元，主要用于煤

炭等大宗商品货款结算；公司下属各子公司贴现未到期的银行承兑汇票共计 5.69

亿元，主要用于补充各子公司流动资金。 

公司票据的应收对象主要有：日照港贸易有限公司、淮北矿业集团大榭能源

化工有限公司、河北省国和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等重点客户。公司向供应商付款时，

优先选择已收到的票据进行支付，主要背书对象有：四川省燃料有限责任公司、

大连中煤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海安国龙物流有限公司等供应商。 

关于票据追索权，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中未对该项权利进行单独约定，公司

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的规定行使相关权利。 

7、负债情况。年报披露，公司本年货币资金 102.17 亿元，负债总额为 383.65

亿元，资产负债率为 79.37%。短期借款 111.35 亿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55.27 亿元，流动负债 301.61 亿元；长期借款 64.12 亿元，非流动负债 82.05 亿

元；报告期内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7.61 亿元。公司本年财务费用达到

14.25 亿元，其中利息支出高达 14.17 亿元，是公司当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的 6.4 倍。公司利息费用支出较大。请公司补充披露：（1）上述短期借

款、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长期借款和非流动负债的主要构成及 2019 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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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到期情况；（2）说明公司在货币资金较充裕的情况下高负债的原因及合理

性。（3）结合公司流动资金、经营性现金流情况，说明相关债务偿付资金安排

以及是否存在债务偿付风险。（4）若公司存在相关债务风险，请说明公司拟采

取的应对措施。 

说明： 

（1）上述短期借款、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长期借款和非流动负债的

主要构成及 2019 年内债务到期情况； 

公司 2018 年末的短期借款、应付票据、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长期借

款明细情况见下表： 

单位：万元 

类型 债权人 金额 

短期借款 兴业银行 268,400.00 

短期借款 农业银行 209,059.63 

短期借款 交通银行 190,000.00 

短期借款 渤海银行 97,100.00 

短期借款 建设银行 90,000.00 

短期借款 邮储银行 78,000.00 

短期借款 光大银行 74,000.00 

短期借款 中国银行 54,999.55 

短期借款 浦发银行 30,000.00 

短期借款 其他 21,934.09 

小计 1,113,493.27 

应付票据 浦发银行 116,500.00 

应付票据 光大银行 112,000.00 

应付票据 华夏银行 60,000.00 

应付票据 晋中银行 45,000.00 

应付票据 交通银行 40,000.00 

应付票据 招商银行 21,000.00 

应付票据 尧都农商行 20,000.00 

应付票据 中信银行 20,000.00 

应付票据 其他 38,133.20 

小计 472,633.20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工商银行 175,000.00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兴业信托 100,000.00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交通银行 86,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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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华夏银行 62,900.00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中国银行 51,500.00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农业银行 26,800.00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 50,190.25 

小计 552,690.26 

长期借款 中国银行 227,700.00 

长期借款 民生银行 149,985.00 

长期借款 工商银行 78,500.00 

长期借款 农业银行 71,900.00 

长期借款 华夏银行 53,500.00 

长期借款 交通银行 25,900.00 

长期借款 太原农信社 20,000.00 

长期借款 其他 13,699.54 

小计 641,184.55 

合计 2,780,001.28 

备注：由于金融债权人数量较多，将金额相对较小部分进行汇总填列。 

上述债务中短期借款、应付票据及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将于 2019 年到

期，共计金额 213.88 亿元，各季度到期金额分别为 69.25 亿元、45.11 亿元、64.24

亿元、35.28 亿元。 

（2）说明公司在货币资金较充裕的情况下高负债的原因及合理性。 

2018 年末，公司货币资金余额 102.17 亿元，其中：受限货币资金 40.33 亿

元（主要为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 29.94 亿元、信用证保证金 9.76 亿元），可随时

支配的货币资金 61.84 亿元，与公司各季度到期债务基本匹配。公司货币资金较

为充裕，主要是为了确保能够按时偿付到期债务，并维持日常经营业务需要。 

（3）结合公司流动资金、经营性现金流情况，说明相关债务偿付资金安排

以及是否存在债务偿付风险。 

公司 2019 年初可随时支配的货币资金 61.84 亿元，2019 年一季度经营活动

现金流量净额 6.25 亿元，公司货币资金充足，经营业务有序开展，银行授信按

计划推进，不存在无法偿付到期债务的风险。 

8、在建工程情况。在建工程中，庄子河矿井建设项目原预算金额为 4.11 亿

元，实际累计投入 6.05 亿元，占预算比例达到 147%，工程进度为 98%。东古

城矿井整合工程建设项目原预算金额为 9.14 亿元，实际累计投入 12.33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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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预算比例达到 134.94%，工程进度为 99%，本期转入固定资产金额为 15.74

万元。请公司说明：（1）2017 年度年报显示，庄子河项目工程累计投入占预算

比例为 289%，完工比例为 98%。请核实本年年报中披露相关投入占预算比例

是否准确，并说明上述在建工程项目建设及投资进度、后续投资计划。（2）请

公司说明上述庄子河项目、东古城项目持续投入，进展缓慢的原因，是否存在

转固重大障碍，是否存在未及时转固的情形，相关资产是否存在减值风险。 

说明： 

（1）2017 年度年报显示，庄子河项目工程累计投入占预算比例为 289%，

完工比例为 98%。请核实本年年报中披露相关投入占预算比例是否准确，并说

明上述在建工程项目建设及投资进度、后续投资计划。 

庄子河项目相关投入占预算比例，以及上述在建工程项目建设及投资进度、

后续投资计划情况如下： 

①庄子河矿井建设项目原预算金额为4.11亿元，截至2017年末累计投入6.04

亿元，占预算比例达到 146.82%，工程进度为 98%；截至 2018 年末累计投入 6.05

亿元，占预算比例达到 147.18%，工程进度为 98%。因工作人员疏忽，在 2017

年报中披露的庄子河项目累计投入占预算比例计算有误，错写成 289.00%，应当

为 146.82%。 

②截至 2018 年 12 月，庄子河矿井建设项目累计投入 6.05 亿元，项目建设

及投资进度完成 98%，尚需投入资金 2.14 亿元，主要包括：矿建工程尚需投资

4,096 万元，土建工程尚需投资 2,685 万元，煤矿设备尚需投资 5,550 万元，安装

工程尚需投资 4,078 万元，其他费用支出尚需投资 4,942 万元。由于庄子河矿属

于资源整合矿井，建设周期相对较长，随着煤矿安全、环保、现代化水平标准不

断提高，原项目建设概算已不能满足当前项目建设需要，庄子河矿将尽快向相关

部门申请变更项目建设概算，按照批准变更后的概算重新计算投资进度。 

③截至 2018 年 12 月，东古城矿井整合工程累计投入 12.33 亿元，项目建设

及投资进度完成 99%，尚需投入资金 0.12 亿元，后续投资计划主要包括：矿井

水、生活污水处理车间收尾工程尚需投入 600 万元，综采设备库、矿井修理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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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尾工程尚需投入 320 万元，周边道路及排水系统尚需投入 70 万元，绿化工程

等尚需投入 190 万元，上述工程预计将于 2019 年上半年陆续完工。 

（2）请公司说明上述庄子河项目、东古城项目持续投入，进展缓慢的原因，

是否存在转固重大障碍，是否存在未及时转固的情形，相关资产是否存在减值

风险。 

庄子河项目、东古城项目持续投入，进展缓慢的原因，是否存在转固重大障

碍，是否存在未及时转固的情形，相关资产是否存在减值风险说明如下： 

①庄子河矿井项目 

庄子河矿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山西省长治经坊煤业有限公司与长治县兴盛煤

炭运销有限公司共同出资成立，山西省长治经坊煤业有限公司持有庄子河矿 51%

的股份，双方股东就煤矿建设、资金投入等方面尚在协商中，使得庄子河矿在建

工程项目进展较为缓慢。截止目前庄子河矿井的部分项目建设尚在积极推进中，

未达到竣工验收的条件，不存在未及时转固的情形。 

庄子河矿在以前年度累计计提减值准备 1,059.55 万元，报告期末公司未发现

庄子河矿井项目在建工程在报告期内存在减值迹象。2019 年 3 月，庄子河矿委

托山西中晋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庄子河矿井在建工程项目进行了评估，出具了

《资产评估报告》，评估基准日为 2018 年 12 月 31 日，评估值高于账面价值。 

②东古城矿井项目 

2018 年，东古城矿井由于当地政府“蓝天保卫战”要求以及竣工验收工作

项目多等原因使得上述在建工程项目进展缓慢，截止目前东古城矿井的部分项目

建设尚在收尾中，未达到竣工验收的条件，不存在未及时转固的情形，预计东古

城矿井整合工程全部在建工程将于 2019 年完成转固。 

报告期末公司未发现东古城矿井项目在建工程存在减值迹象，2019 年 2 月，

东古城矿委托山西中晋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东古城矿井在建工程项目进行了评

估，出具了《资产评估报告》，评估基准日为 2018 年 12 月 31 日，评估值高于

账面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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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请会计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 

立信会计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事项发表了意见，对于庄子河和东古

城的在建工程账面价值确认执行了相关审计程序，认为：“公司上述在建工程项

目的列示和账面价值的金额是适当的。” 

9、应付票据情况。年报显示，公司本年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比期初增加

37.35%，主要是报告期内票据结算业务增加，应付票据增加 18.90 亿元所致。

请公司补充说明：（1）结合业绩和采购的变动情况等，分析公司应付票据和应

付账款增长的原因；（2）公司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前五大对象的具体名称、交

易背景、对应的采购货物入库和销售情况等；（3）公司应付商业承兑汇票大幅

增加，说明其交易背景、应付对象及其关联关系等。如是，说明具体情况、相

关成本及合法合规性。 

说明： 

（1）结合业绩和采购的变动情况等，分析公司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增长的

原因； 

2018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81.43 亿元，较同期下降 6.79%，营业成本 305.02

亿元，较同期下降 11.81%。期末，公司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项目余额 74.93 亿元，

较期初增加 20.37 亿元，主要原因是应付票据较期初增加 18.91 亿元。 

公司开具的银行承兑汇票，主要在煤炭贸易业务的采购环节使用。报告期内，

公司应付票据增加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公司为了进一步降低财务费用，减少

银行借款等带息负债，相应增加了应付票据；二是随着公司对风险把控能力提升，

货款支付环节的议价能力不断增强，增加了应付银行承兑汇票的支付比例。 

（2）公司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前五大对象的具体名称、交易背景、对应的

采购货物入库和销售情况等； 

公司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前五大对象的具体名称及交易内容见下表： 

单位：万元、万吨 

单位 交易类型  数量   含税采购额  

五寨县隆泰煤焦化有限责任公司 采购煤炭  1,133.36   467,59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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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燃料有限责任公司 采购煤炭  829.48   288,873.20  

大连中煤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采购煤炭  697.83   211,909.53  

海安国龙物流有限公司 采购煤炭  462.84   127,097.36  

四川省商业物资有限责任公司 采购煤炭  358.42   120,767.19  

公司前五大供应商具备较强经营实力，信用记录良好，在煤炭贸易业务方面

与公司建立了良好稳定的合作关系，采购煤炭均已对外销售，期末无库存。 

（3）公司应付商业承兑汇票大幅增加，说明其交易背景、应付对象及其关

联关系等。如是，说明具体情况、相关成本及合法合规性。 

公司期末无应付商业承兑汇票情况。公司应付银行承兑汇票大幅增加的原因

详见本条回复（1）和（2）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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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关于诉讼披露情况。年报显示，公司本年因未决诉讼项目使得预计负债增加约 3.78 亿元，公司下属多个子公司存在多笔大额诉讼

事项。请公司结合下属子公司生产经营及财务情况，说明相关涉案公司是否存在银行账户被冻结、主要资产等被司法查封等影响公司

持续经营能力的情况。 

说明： 

截至 2018 年底，公司共有下属 10 家子公司涉及 23 起大额诉讼事项，涉案公司相关诉讼情况及主要经营指标见下表： 

单位：万元 

序

号 
单位 案件名称 

涉案 

金额 

是否存在主要资

产被查封情况 

是否存在银行账

户被冻结情况 

 财务情况（截至 2018 年 12月 31 日）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1  

山煤国际能源集

团华东销售有限

公司 

华东公司与兖州煤业股

份有限公司案 
3996.94 否 

是，冻结资金

7.92万元。 
36,795.61 49,018.15 -12,222.54 29.36 -4,314.62 

  

2  

山煤国际能源集

团晋城有限公司 

晋城公司与恒丰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案 
16461.27 否 是，无冻结资金。 

43,457.15 93,119.22 -49,662.07 16,732.38 -47,440.71 
晋城公司与中信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案 
16273.28 是，查封办公用

房账面价值 290

万元。 

是，冻结资金

81.07万元。 

晋城公司与邱向东、秦

建文、李欣翘案 
1701.86 否 

  

3  

内蒙古山煤晟达

贸易有限公司 

晟达公司与秦皇岛睿港

煤炭物流有限公司案 
2386.82 否 是，无冻结资金 

14,807.53 25,065.41 -10,257.88 — -5,368.15 
晟达公司与天津国电海

运有限公司案 
2016.38 否 是，无冻结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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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山煤国际能源集

团晋中有限公司 

晋中公司与平安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案 
3000 否 

是，冻结资金

3.91万元。 

39,798.91 51,802.17 -12,003.26 110,186.15 -2,705.42 

晋中公司与浙江物产民

用爆破器材专营有限公

司案 

1684.75 否 否 

晋中公司与上海生晶能

源有限公司案 
9566.55 否 否 

  

5  

山煤国际能源集

团天津有限公司 

天津公司与中钢德远矿

产品有限公司系列案 
6173.51 

是，查封办公楼

账面价值

8369.84万元。 

是，无冻结资金 

52,725.52 107,815.02 -55,089.50 832.96 -7,259.37 

天津公司与中信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滨海新区分

行案 

1900 否 否 

中信银行滨海新区分行

诉天津公司案 
8800.51 否 否 

天津公司与天津中钜锐

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案 
4137.24 否 是，无冻结资金 

天津公司介休市北辛武

煤化有限公司案 
1853.47 

是，查封镍矿购

置金额 5123.47

万元。 

否 

天津公司与石家庄北方

冶金炉料有限公司系列

案 

2830 否 否 

天津公司与北京金泰恒

业燃料有限公司案 
8118.75 否 是，无冻结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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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公司与武钢集团国

际经济贸易有限公司案 
4385.40 否 否 

  

6  

山煤国际能源集

团青岛有限公司 

青岛公司与淄博淄矿煤

炭运销有限公司案 
2299.98 

是，查封房屋账

面价值 6.12万

元。 

是，无冻结资金 

51,612.71 78,204.85 -26,592.14 6,093.84 -9,726.23 

青岛公司与晋浙国际能

源贸易有限公司案 
1255.94 

是，查封房屋账

面价值 161.94万

元。 

是，冻结资金

3.97万元。 

7 
山煤国际能源集

团日照有限公司 

日照公司与广西物资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案 
1933 

是，查封房产账

面价值 1236.81

万元。 

是，无冻结资金 20,461.42 24,605.38 -4,143.96 165,095.46 -3,523.88 

8 
山西长治经坊镇

里煤业有限公司 

镇里煤业与山西国新能

源长治煤炭有限公司 
4049 否 否 25,908.15 39,068.34 -13,160.18 — -529.39 

9 
山西省长治经坊

煤业有限公司 

经坊煤业与山西省长治

县古佛堂案 
3990 否 否 539,380.07 176,968.02 362,412.05 138,164.29 34,637.65 

10 

山西煤炭进出口

集团河曲旧县露

天煤业有限公司 

河曲露天煤业与鄂尔多

斯市林海矿业工程设计

有限责任公司案 

2082.09 否 否 274,843.22 164,251.35 110,591.87 212,147.62 73,139.01 

上述诉讼案件中，涉案公司被冻结资 0 金 96.87 万元，被冻结资金占公司货币资金 0.009%，占比较小；被司法查封资产 15,188.18

万元，占公司资产总额的 0.31%，占公司净资产的 1.52%，占比较小；被冻结资金和被司法查封资产合计 15,285.05 万元，占公司资产

总额的 0.32%，占公司净资产的 1.53%，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不会构成较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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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 

11、年报披露，公司煤炭产品主要销售给山西、东北、四川、新疆等地的大

型钢厂和山西、山东、河南、河北等周边地区的发电厂。请公司：（1）根据《上

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三号——煤炭》，细化收入、成本及毛利的具体构

成，按地区披露营业收入、营业成本、毛利率（额）等指标及其与上年同期的

变化；（2）结合地区、煤炭品种、煤炭来源情况等说明各地区毛利率是否存在

差异及合理性。 

说明： 

（1）根据《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三号——煤炭》，细化收入、成

本及毛利的具体构成，按地区披露营业收入、营业成本、毛利率（额）等指标

及其与上年同期的变化； 

公司煤炭产品分地区销售情况见下表： 

单位：万元 

分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比上

年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

年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增减

（%） 

华北地区 2,728,492.30 2,008,561.43 26.39 -12.47 -20.49 增加 7.43 个百分点 

华东地区 816,522.43 778,182.62 4.70 24.03 24.78 减少 0.57 个百分点 

华中地区 89,391.98  88,047.31  1.50 89.83 89.59 增加 0.13 个百分点 

西南地区 72,836.10  71,496.14  1.84 -58.55 -58.22 减少 0.76 个百分点 

华南地区 57,471.74  55,546.74  3.35 53.32 53.16 增加 0.10 个百分点 

东北地区 27,192.39  26,404.64  2.90 -33.64 -33.52 减少 0.18 个百分点 

西北地区 22,370.08  21,972.10  1.78 43.81 44.69 减少 0.60 个百分点 

（2）结合地区、煤炭品种、煤炭来源情况等说明各地区毛利率是否存在差

异及合理性。 

2018 年，公司煤炭业务整体销售毛利率为 20.37%，比去年增加 3.93 个百分

点，其中：煤炭生产业务销售毛利率为 66.33%，比去年增加 4.52 个百分点；煤

炭贸易业务销售毛利为 1.94%，比去年增加 0.06 个百分点。 

公司煤炭业务在全国各主要区域均有开展，主要经营区域为华北、华东地区，

而公司自产煤主要向华北地区销售，因此该地区的毛利明显高出其他区域；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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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 2018 年煤炭生产产量增长，毛利增加，华北地区的毛利率增加 7.43 个百分

点；其他区域毛利率较上年相比无明显变化。 

根据本次问询涉及到的问题，公司已对 2018 年年报进行了补充修订，详见

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山煤国际 2018 年年度报告》（修订版）。 

特此公告。  

 

 

 

 

 

 

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5 月 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