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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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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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78,663,699.91 14,872,367,831.99 11.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9,757,364,207.42 9,511,359,128.17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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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7,781,484.21 664,289,926.37 69.77 

营业收入 3,674,566,048.25 3,420,120,338.23 7.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481,591,559.02 603,017,774.21 -20.14 



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476,234,765.62 607,489,879.66 -21.6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5.00 6.55 减少1.55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67 0.83 -19.28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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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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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无   

黄昌爱 境内自然人 1.09 7,906,02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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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无   

温少如 境内自然人 0.75 5,427,792 0 未知   

宋俊 境内自然人 0.28 2,000,000 0 未知   

蔡志友 境内自然人 0.21 1,550,3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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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8 1,292,093 0 未知   

珠海市聚隆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聚隆稳健 1 号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17 1,262,317 0 未知   

刘青 境内自然人 0.16 1,157,484 0 未知   

领航投资澳洲有限公司

－领航新兴市场股指基

金（交易所） 

其他 0.16 1,156,85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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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复杂的国内经济形势和更加困难的生产条件，公司按照“稳中提质、改革创

新”的总要求，紧紧围绕公司年度工作目标，团结依靠广大干部职工，加强产销组织，强化经营

管理，深化内部改革，推进重点工作，较好地完成了上半年安全生产经营目标和各项重点工作任

务。2019 年上半年，公司自产煤炭 376.58 万吨，洗精煤产量 248.60 万吨，自产煤炭销售量 247.21

万吨；发电量 14.01 亿度，铝材加工量 4.18 万吨，铁路货运量 667.28 万吨，设备制修量 0.88

万吨。 

2019 年下半年，公司将牢固树立“安全是前提、生产是源头、效益是中心、改革是手段、创

新是动力、发展是目标”的思路，以“保安全、保生产、保接续，提效益、提效率、提收入，抓

重点、抓素质、抓落实”为重点，坚持高质量发展不动摇，坚持完成年度目标任务不动摇，坚持

狠抓落实不动摇，攻坚克难，真抓实干，全力以赴完成全年工作目标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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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74,566,048.25 3,420,120,338.23 7.44 

营业成本 2,532,851,273.27 2,103,563,775.33 20.41 

销售费用 65,909,217.51 81,038,964.91 -18.67 

管理费用 319,342,796.79 285,312,464.56 11.93 

财务费用 74,185,274.08 46,203,713.73 60.56 

研发费用 1,712,080.95 1,230,627.00 39.1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27,781,484.21 664,289,926.37 69.77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48,293,249.24 -484,742,319.41 -7.52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853,455.36 -193,569,388.98 -102.51 

    财务费用变动原因说明: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受执行新租赁准则确认的融资费用以及票

据贴息增加的影响。 

研发费用变动原因说明: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受本期研发投入增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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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受本期支付的商

品、劳务、税费等现金较同期减少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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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受本期借

款收到的现金较同期增加较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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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货币资金 933,225,872.75 5.63 178,743,715.56 1.20 422.10  

应收账款 353,781,570.07 2.13 124,616,783.72 0.84 183.90  

应收款项融资 1,378,856,090.65 8.32 2,037,659,475.17 13.70 -32.33  

存货 411,822,725.52 2.48 314,507,053.80 2.11 30.94  

其他流动资产 47,605,193.97 0.29 101,189,907.05 0.68 -52.95  

长期应收款 6,116,807.03 0.04 56,930,676.34 0.38 -89.26  

固定资产 8,090,905,419.27 48.80 5,208,511,393.52 35.02 55.34  

在建工程 3,668,856,831.15 22.13 5,645,217,438.55 37.96 -35.01  

使用权资产 440,936,600.91 2.66   100.00  

应付票据 166,890,000.00 1.01 118,080,000.00 0.79 41.34  

应付职工薪酬 320,220,392.87 1.93 207,956,670.42 1.40 53.98  

应交税费 205,490,510.67 1.24 322,189,145.47 2.17 -36.22  

长期借款 272,800,000.00 1.65   100.00  

租赁负债 447,986,797.57 2.70   100.00  

 

其他说明 

货币资金：比上期期末增加 422.10%，主要受本期票据贴现收到的资金增加的影响。 

应收账款：比上期期末增加 183.90%，主要受尚在信用期内的销售款项增加的影响。 

应收款项融资：比上期期末减少 32.33%，主要受本期票据贴现金额增加的影响。 

存货：比上期期末增加 30.94%，主要受本期 2×350MW 热电机组燃料煤增加的影响。 

其他流动资产：比上期期末减少 52.95%，主要受留抵税金减少的影响。 

长期应收款：比上期期末减少 89.26%，主要受本期收回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的影响。 

固定资产：比上期期末增加 55.34%，主要受本期 2×350MW 热电机组在建工程转入固定资

产的影响。 

在建工程：比上期期末减少 35.01%，主要受本期 2×350MW 热电机组在建工程转入固定资

产的影响。 

使用权资产：比上期期末增加 100.00%，主要受本公司执行新租赁准则，确认使用权资产的

影响。 

应付票据：比上期期末增加 41.34%，主要受本期增加使用票据结算的影响。 

应付职工薪酬：比上期期末增加 53.98%，主要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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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22%，主要受所得税汇算清缴的影响。 

长期借款：比上期期末增加 100.00%，主要受本期新增的热电项目借款的影响。 

租赁负债：比上期期末增加 100.00%，主要受本公司执行新租赁准则，确认租赁负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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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租赁准则 

本公司自 2019 年 1 月 1 日(“首次执行日”)起执行财政部于 2018 年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1 号——租赁》(以下简称“新租赁准则”，修订前的租赁准则简称“原租赁准则”)。 

对于首次执行日前已存在的合同，本公司在首次执行日选择不重新评估其是否为租赁或者包

含租赁。 

对首次执行日之后签订或变更的合同，本公司按照新租赁准则中租赁的定义评估合同是否为

租赁或者包含租赁。 

本公司作为承租人根据首次执行新租赁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首次执行日留存收益及财务

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不调整可比期间信息。 

对于首次执行日前的经营租赁，本公司根据每项租赁选择采用下列一项或多项简化处理： 

• 将于首次执行日后 12 个月内完成的租赁，作为短期租赁处理； 

• 计量租赁负债时，具有相似特征的租赁采用同一折现率； 

• 使用权资产的计量不包含初始直接费用； 

• 存在续租选择权或终止租赁选择权的，本公司根据首次执行日前选择权的实际行使及其

他最新情况确定租赁期； 

• 作为使用权资产减值测试的替代，本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3 号——或有事项》评

估包含租赁的合同在首次执行日前是否为亏损合同，并根据首次执行日前计入资产负债表的亏损

准备金额调整使用权资产； 

• 首次执行日之前发生租赁变更的，本公司根据租赁变更的最终安排进行会计处理。 

于首次执行日，本公司因执行新租赁准则而做了如下调整： 

本公司于 2019 年 1 月 1 日确认租赁负债人民币 538,687,995.00 元、使用权资产人民币

473,464,504.53 元。对于首次执行日前的经营租赁，本公司采用首次执行日增量借款利率折现后的

现值计量租赁负债，该等增量借款利率的加权平均值为 4.90%。 

本公司于 2019 年 1 月 1 日确认的租赁负债与 2018 年度财务报表中披露的重大经营租赁承诺

的调节信息如下： 

 

单位：元 

项目 注 2019 年 1 月 1 日 

一、2018 年 12 月 31 日经营租赁承诺  720,130,148.88 

按首次执行日增量借款利率折现计算的租赁负债  538,687,995.00 

执行新租赁准则确认的与原经营租赁相关的租赁负债  538,687,995.00 

二、2019 年 1 月 1 日租赁负债  538,687,995.00 

列示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60,485,382.17 

租赁负债  478,202,612.83 

 

2019 年 1 月 1 日使用权资产的账面价值构成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9 年 1 月 1 日 

使用权资产：  

对于首次执行日前的经营租赁确认的使用权资产 473,464,504.53 

 

 



按类别： 

单位：元 

项目 2019 年 1 月 1 日 

土地使用权 405,780,688.21 

房屋建筑物 67,683,816.32 

合计： 473,464,504.53 

 

本公司对于其作为出租人的租赁无需任何过渡调整，而是自首次执行日起按照新租赁准则进

行会计处理。 

 

执行新租赁准则对本公司 2019 年 1 月 1 日留存收益的影响列示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9年 1 月 1 日执行新租赁准则的影响 

确认使用权资产 473,464,504.53 

确认租赁负债 (538,687,995.00) 

所得税影响 16,305,872.62 

少数股东权益 - 

合计 (48,917,61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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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8 月 2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