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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52                           证券简称：靖远煤电                           公告编号：2019-045 

甘肃靖远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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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靖远煤电 股票代码 000552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滕万军 杨芳玲 

办公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红星巷 131 号靖煤大
厦六楼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红星巷 131 号靖煤大
厦六楼 

电话 0931-8508220 0931-8508220 

电子信箱 jingymd@163.com jingymd@163.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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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元） 2,031,081,235.22 2,193,575,780.38 2,193,575,780.38 -7.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76,342,562.27 340,198,785.18 340,198,785.18 -18.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74,264,855.75 336,963,134.07 336,963,134.07 -18.6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39,838,074.33 155,452,916.38 155,452,916.38 118.6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08 0.1489 0.1489 -18.8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08 0.1489 0.1489 -18.8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66% 4.66% 4.66% -1.00%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9,670,751,048.39 10,130,108,005.72 10,237,647,223.69 -5.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7,450,038,801.15 7,299,127,345.73 7,359,127,345.73 1.24%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5,483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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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靖远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46.42% 1,061,505,580    

满少男 境内自然人 3.94% 90,000,000    

平安大华基金－平安银行－中融国际信
托－财富骐骥定增 5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3.94% 89,999,900    

甘肃省煤炭资源开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3.92% 89,700,000    

诺安基金－兴业证券－中国光大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28% 74,949,026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81% 41,313,740    

白银有色（北京）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67% 38,140,000    

安徽安粮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25% 28,649,298    

#上海钧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3% 28,190,854    

夏重阳 境内自然人 0.99% 22,7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控股股东靖远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股东甘肃

省煤炭资源开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同属甘肃能源化工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子公司。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间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

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上述股东中，股东上海钧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通过证券公司客

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28,190,854 股。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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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19年上半年，我国经济总体平稳、稳中有进，随着国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进和
全省国资国企改革工作的深入推进，煤炭行业产能逐步释放，行业持续景气。公司围绕年度

经营目标，牢牢把握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按照“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字方针，以高

质量发展为主线，落实安全生产责任，继续调整优化采掘接续和生产布局，加强经营风险预

控管理，靠实目标责任精准市场营销，积极推动景泰白岩子等项目前期工作，稳步推进项目
建设，探索谋划改革创新，保持了公司平稳健康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煤炭产品产量443.32万吨、销量433.42万吨，火力发电量13.84亿千瓦时，

供热量336.5万吉焦，供汽46.53万吉焦。实现营业收入203,108.12万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27,634.26万元，每股收益0.1208元，期末每股净资产3.26元。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财政部于2017年3月31日分别发布了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境内上市企业自2019年1月1

日起执行。经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2019年01月03日决议通过，本公司于2019年1

月1日起开始执行前述新金融工具准则。 

本公司于2019年1月1日及以后将持有的部分非交易性股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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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报为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对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2018年12月31日（变更前）  2019年1月1日（变更后）  

项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项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 

以 成 本 计 量

（权益工具）  

8,508,083.35 其他权益工具

投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其

他综合收益  

8,508,08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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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19年5月27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靖煤集团景泰煤业

有限公司股权并按股权比例增加出资暨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由于景泰煤业白岩子矿井项

目取得了重要进展，为避免同业竞争，公司收购靖煤集团持有的景泰煤业60%股权并承接有

关股东权利和义务。经评估，双方协商确定转让价款为6025.986万元。同时，公司按持股比

例对其增加出资12000万元，并将依据项目工作进度和景泰煤业资金使用计划，分期履行出资

义务。本次收购完成后，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本报告期公司合并范围新增控股子

公司靖煤集团景泰煤业有限公司。 
 

 

 

 

 

 

 

 

 

 

 

                                                                   董事长：杨先春  

 

                                                

                                            甘肃靖远煤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8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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