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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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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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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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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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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本期母公司

实现净利润 231,216,738.03 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6,513,718,695.25

元，扣除 2019 年已分配的 2018 年度普通股股利 202,361,040.00 元，

2019 年度母公司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6,542,574,393.28 元。 

公司以 2019 年底总股本 72,271.8 万股为基数，拟向公司全体股

东按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39 元（含税），共派发现金红利

172,729,602.00 元，母公司剩余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 6,369,844,791.28

元用于以后年度分配。 

本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公司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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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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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 021-68864621 021-68864621 

电子信箱 sh600508@263.net sh600508@263.net 

2．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经营模式 

公司主营业务范围：煤炭开采、洗选加工、煤炭销售，铁路运

输（限管辖内的煤矿专用铁路），火力发电，铝及铝合金的压延加工

生产及销售等业务。 

报告期内孔庄煤矿受冲击地压去产能政策影响压减产能 36 万吨

/年，公司在江苏徐州生产基地拥有三对煤炭生产矿井，年核定生产

能力由 805 万吨降至 769 万吨，煤炭品种为 1/3 焦煤、气煤和肥煤，

是优质炼焦煤和动力煤；本报告期内 106 煤矿正式投产，新增产能

120 万吨/年；选煤中心生产能力达 820 万吨。2019 年，公司原煤、

洗煤共实现销售收入 509985.92 万元，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的

68.63%，公司所属行业为煤炭采掘业。 

公司 2×350MW 热电厂投产后，报告期内公司新增装机容量

700MW；执行“上大压小”政策，先后关停发电厂 7 号、4 号、5 号、

8 号、9 号、6 号发电机组，退出装机容量 324MW，报告期内总装机

容量由 444MW 增加为 820MW；公司已取得供电类电力业务许可证，

进入电力交易市场。2019 年度，除内部自用外，公司电力板块实现

销售收入 122245.02 万元，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的 16.45%。公司铝

加工年生产能力为 10 万吨，2019 年度，公司铝产品加工实现销售收



入 99202.94 万元，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的 13.35%。公司自营铁路

181.9 公里，年运输能力为 1300 万吨；公司所属拓特机械制造厂从

事煤矿机械设备制造和修理，年设备制修能力 18000 吨。2019 年度，

公司自营铁路运输及设备制修等业务实现销售收入 11654.17 万元，

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的 1.57%。公司拥有较完整的煤电铝运一体化产

业链。 

（二）行业情况说明 

公司所属行业为煤炭采掘业。2019 年，随着煤炭行业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深入推进，煤炭市场供需基本平衡、价格走向合理，煤炭

企业盈利能力稳定。2020 年，随着优质产能释放，煤炭市场供给偏

宽松，价格将在合理区间内波动，公司经营业绩、区域市场地位基

本保持稳定。 

长期以来，公司以优质的炼焦煤、动力煤产品及服务，赢得了

煤炭用户的广泛赞誉，以诚信经营和良好的业绩获得了权威机构认

定的“AAA级”企业信誉等级，打造了企业煤炭品牌优势。 

3．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9年 2018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7年 

总资产 16,655,568,358.62 14,872,367,831.99 11.99 14,277,308,085.96 

营业收入 7,622,552,186.50 6,849,197,857.93 11.29 6,334,067,901.94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574,506,247.63 661,313,365.74 -13.13 518,901,080.60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573,103,901.76 577,264,350.63 -0.72 514,172,776.40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9,862,593,420.54 9,511,359,128.17 3.69 8,950,402,688.37 



产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2,011,653,461.76 1,010,909,584.46 98.99 732,257,422.02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79 0.92 -14.13 0.72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5.95 7.16 减少1.21个百

分点 

5.95 

 

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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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2,670,792.90 1,811,895,255.35 1,892,365,695.62 

2,055,620,442.6

3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242,925,032.40 238,666,526.62 186,543,125.46 -93,628,436.85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 

237,141,275.94 239,093,489.68 181,324,042.84  -84,454,906.70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904,734,239.62 223,047,244.59 724,834,899.51 159,037,078.04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股本及股东情况 

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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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057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45,777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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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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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 0 451,191,333 62.43 0 无   国有法人 



限公司 

上海宝钢国际经济贸

易有限公司 

0 5,572,707 0.77 0 无   国有法人 

温少如 -800 5,428,892 0.75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黄昌爱 -3,926,647 3,899,478 0.54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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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044 1,671,383 0.23 0 未知   其他 

蔡志友 0 1,550,300 0.21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张强 1,500,000 1,500,000 0.21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领航投资澳洲有限公

司－领航新兴市场股

指基金（交易所） 

0 1,156,850 0.16 0 未知   其他 

丁亮人 -221,000 1,144,000 0.16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阮友林 50,000 1,058,300 0.15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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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余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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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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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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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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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一）主营业务分析 

1．利润表及现金流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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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22,552,186.50 6,849,197,857.93 11.29 

营业成本 5,730,780,607.82 4,724,631,006.32 21.30 

销售费用 146,832,287.54 149,490,174.65 -1.78 

管理费用 737,623,976.01 698,244,357.60 5.64 

研发费用 7,301,468.77 4,460,813.62 63.68 

财务费用 146,224,741.75 96,658,685.05 51.2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11,653,461.76 1,010,909,584.46 98.99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84,849,826.22 -1,011,284,413.87 7.27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28,752,942.50 -359,875,211.32 74.71 

资产减值损失 58,098,831.23 490,022,910.28 -88.14 

财务费用：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加 51.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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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加 98.99%，

主要受本期票据贴现收到的现金增加的影响。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比上年同期现金流出增加

74.71%，主要受本期偿还债务支付的资金较多的影响。 

资产减值损失：本期比上年同期减少 88.14%。本年度公司继续

对出现减值迹象的资产进行了减值测试，经测试计提的资产减值损

失金额较同期减少。 

2．收入和成本分析 

□适用 √不适用  

（1）主营业务分行业、分产品、分地区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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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煤炭 

 

5,099,859,157.84 

 

2,999,201,826.82 

 

41.19 -2.65 7.01 减少 5.31

个百分点 

铝加工 992,029,404.31 1,011,825,106.31 -2.00 40.04 32.23 增加 6.02

个百分点 

电力 1,222,450,206.30 1,401,274,229.33 -14.63 115.25 86.82 增加

17.45 个

百分点 

其他 116,541,733.00 123,892,018.87 -6.31 -7.98 -9.04 增加 1.23

个百分点 

合计 7,430,880,501.45 5,536,193,181.33 25.50 11.88 24.29 减少 7.44

个百分点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煤炭业务） 

分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

比上年增

营业成本

比上年增

毛利率比

上年增减



减（%） 减（%） （%） 

江苏省 1,454,975,049.91 836,776,233.39 42.49 -15.03 -8.66 减少 4.01

个百分点 

上海市 1,598,686,646.58 919,426,756.21 42.49 2.42 10.10 减少 4.01

个百分点 

山东省 590,836,961.90 339,798,491.77 42.49 -25.41 -19.81 减少 4.01

个百分点 

安徽省 320,072,703.77 184,078,229.72 42.49 7.54 15.60 减少 4.01

个百分点 

其他 1,135,287,795.68 719,122,115.73 36.66 29.67 53.52 减少 9.84

个百分点 

合计 5,099,859,157.84 2,999,201,826.82 41.19 -2.65 7.01 减少 5.31

个百分点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铝加工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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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江苏 755,847,256.85 770,930,002.37 -2.00 64.56 55.38 增加 6.02

个百分点 

安徽 9,947,212.88 10,145,707.06 -2.00 6.88 0.92 增加 6.02

个百分点 

上海 58,409,272.57 59,574,815.19 -2.00 -31.44 -35.27 增加 6.02

个百分点 

其他 167,825,662.01 171,174,581.69 -2.00 8.57 2.53 增加 6.02

个百分点 

合计 992,029,404.31 1,011,825,106.31 -2.00 40.04 32.23 增加 6.02

个百分点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电力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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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江苏 1,222,450,206.30 1,401,274,229.3 -14.63 115.25 86.82 增加

17.45 个

百分点 

合计 1,222,450,206.30 1,401,274,229.33 -14.63 115.25 86.82 增加

17.45 个

百分点 

（2）产销量情况分析表 

√适用 □不适用  

主要产品 单位 生产量 销售量 库存量 

生产量比

上年增减

（%） 

销售量比

上年增减

（%） 

库存量比

上年增减

（%） 



原煤 万吨 14.89 16.79 3.72 0.61 30.56 -33.81 

精煤 万吨 499.98 494.00 7.2 -3.98 -5.51 421.74 

（3）成本分析表 

单位：元 

分行业情况 

分

行

业 

成本构成项目 本期金额 

本期占

总成本

比例(%) 

上年同期金额 

上年同

期占总

成本比

例(%) 

本期金

额较上

年同期

变动比

例（%） 

情况 

说明 

煤

炭 

1.材料及动力 660,679,067.86 22.39 522,137,101.19 19.97 26.53  

 2.职工工资 723,826,711.19 24.53 636,491,248.36 24.34 13.72  

 3.安全及维简费 205,206,618.00 6.96 218,871,900.00 8.37 -6.24  

 4.其他支出 1,360,539,131.37 46.12 1,237,616,520.49 47.32 9.93  

 合 计 2,950,251,528.42 100.00 2,615,116,770.04 100 12.82  

（4）主要销售客户及主要供应商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五名客户销售额 334,832.81 万元，占年度销售总额 43.93%；

其中前五名客户销售额中关联方销售额 0 万元，占年度销售总额

0 %。 

前五名供应商采购额 110,680.70 万元，占年度采购总额 38.80%；

其中前五名供应商采购额中关联方采购额 56,070.60 万元，占年度采

购总额 19.66%。 

3．费用 

√适用 □不适用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所得税费用 162,889,977.88 44,481,104.05 266.20 

所得税费用：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加 266.20%，主要受上年同期计

提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的影响。 

4．研发投入 



（1）研发投入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本期费用化研发投入 46,997,127.63 

本期资本化研发投入  

研发投入合计 46,997,127.63 

研发投入总额占营业收入比例（%） 0.62 

公司研发人员的数量  

研发人员数量占公司总人数的比例（%）  

研发投入资本化的比重（%）  

（2）情况说明 

□适用 √不适用  

5．现金流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11,653,461.76 1,010,909,584.46 98.99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84,849,826.22 -1,011,284,413.87 7.27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28,752,942.50 -359,875,211.32 74.7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加 98.99%，

主要受本期票据贴现收到的现金增加的影响。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比上年同期现金流出增加

74.71%，主要受本期偿还债务支付的资金较多的影响。 

（二）非主营业务导致利润重大变化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三）资产、负债情况分析 

√适用  □不适用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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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期期末数 

上期期末

数占总资

本期期

末金额

情况

说明 



产的比例

（%） 

产的比例

（%） 

较上期

期末变

动比例

（%） 

货币资金 502,697,374.37 3.02 178,743,715.56 1.20 181.24  

应收账款 320,824,493.49 1.93 124,616,783.72 0.84 157.45  

应 收 款 项

融资 

1,031,305,959.46 6.19 2,037,659,475.17 13.70 -49.39  

其 他 流 动

资产 

38,280,010.32 0.23 101,189,907.05 0.68 -62.17  

长 期 应 收

款 

  56,930,676.34 0.38 -100.00  

固定资产 11,102,589,431.99 66.66 5,208,511,393.52 35.02 113.16  

在建工程 1,501,771,052.22 9.02 5,645,217,438.55 37.96 -73.40  

使 用 权 资

产 

408,408,697.28 2.45   100.00  

无形资产  789,227,734.86 4.74 583,014,140.44 3.92 35.37  

短期借款 800,000,000.00 4.80 300,000,000.00 2.02 166.67  

应付票据 254,265,345.92 1.53 118,080,000.00 0.79 115.33  

应 付 职 工

薪酬 

275,812,929.05 1.66 207,956,670.42 1.40 32.63  

一 年 内 到

期 的 非 流

动负债 

119,716,715.67 0.72 1,018,861,144.36 6.85 -88.25  

长期借款 267,200,000.00 1.60   100.00  

租赁负债 414,753,446.94 2.49   100.00  

长 期 应 付

款 

70,352,307.31 0.42 107,356,307.31 0.72 -34.47  

预计负债 963,679,027.66 5.79  390,210,451.51   2.62  146.96  

货币资金：比上期期末增加 181.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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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45%，主要受本年投产项目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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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39%，主要受本期票据贴现

金额同比增加使应收票据减少的影响。 

其他流动资产：比上期期末减少 62.17%，主要受留抵税金减少

的影响。 



长期应收款：比上期期末减少 1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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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16%，主要受本期 2×350MW 热

电机组、天山煤电等在建工程转入固定资产的影响。 

在建工程：比上期期末减少 73.40%，主要受本期 2×350MW 热

电机组、天山煤电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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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形资产：比上期期末增加 35.37%，主要受本期天山煤电、鸿

新煤业采矿权资产增加的影响。 

短期借款：比上期期末增加 166.67%，主要受本期取得银行借款

增加的影响。 

应付票据：比上期期末增加 115.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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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63%，主要受本期暂未支付

的绩效工资增加的影响。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比上期期末减少 88.25%，主要受本

期偿还中期票据的影响。 

长期借款：比上期期末增加 100.00%，主要受本期项目借款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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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应付款：比上期期末减少 34.47%，主要受子公司长期应付



款将于一年内到期重分类的影响。 

预计负债：比上期期末增加 146.96%，主要受本期计提矿山地质

环境治理恢复基金的影响。 

2．截至报告期末主要资产受限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其他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四）行业经营性信息分析 

√适用  □不适用  

公司主营业务为煤炭开采、洗选加工、煤炭销售。公司所属行

业为煤炭采掘业。公司江苏徐州生产基地现拥有三对煤炭生产矿井，

新疆生产矿井一对、在建煤矿项目一个。 

公司主要煤炭生产基地位于苏鲁交界的江苏省徐州市沛县境内

的大屯矿区。大屯矿区交通方便，有徐（州）沛（屯）铁路专用线，

在沙塘站与陇海铁路接轨，全长 82.87Km，有矿区支线到达各煤矿。

区内公路四通八达，徐州—济宁省级公路纵贯矿区南北。京杭大运

河从矿区东部通过，可供 100 吨级机船常年航行，水路交通较为方

便。大屯矿区地处华北石炭二叠系聚煤区的东南部，为滨海平原环

境含煤沉积，含煤地层是上石炭统太原组（C3t）及下二叠统山西组

（P1sh），煤系厚度一般在 208～323 米,含煤层(或煤线)14～18 层。

可采煤层 4 层，可采煤层总厚度约 6.25～12.7 米，至 2019 年末保有

资源储量 69,981.89 万吨。大屯矿区水文地质类型、地质类型均为中

等，开采工艺为综采放顶煤及综采。大屯矿区煤炭品种为 1/3 焦煤、

气煤和肥煤，是优质炼焦煤和动力煤，其中，冶炼用六级、九级精



煤分别获得国家优质产品银质奖和部优产品称号。 

公司新疆煤炭生产基地位于新疆准南煤田呼图壁白杨河矿区，

拥有两对矿井（基建矿井苇子沟煤矿、生产矿井 106 煤矿）。106 煤

矿开采工艺分别是综采放顶煤和综采，目前开采煤层为西山窑组 6

号煤。新疆白杨河矿区煤系地层为侏罗系西山窑组，主要可采煤层

有四层：5 号煤属于大部～局部可采较稳定中厚煤层，平均厚度 2.22

米；6 号煤属于大部～局部可采较稳定中厚煤层，平均煤厚 2.73m；

7 号煤属于全区可采稳定型厚煤层，平均煤厚 9.24 米；8 号煤属于全

区可采稳定型厚煤层，平均煤厚 5.03 米，至 2019 年末两矿保有资源

储量 65,642.00 万吨。矿井地质类型中等，水文地质条件中等，属低

瓦斯矿井，可采煤层煤种为不粘煤。 

本报告期，公司自产原煤 813.44 万吨，累计完成掘进综合进尺

31576 米。本报告期，公司实现煤炭销售营业收入 509,985.92 万元，

自产煤销售 510.79 万吨。本报告期，公司未开展贸易煤业务。 

煤炭行业经营性信息分析 

1．煤炭主要经营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煤炭品种 产量（吨） 销量（吨） 销售收入 销售成本 毛利 

动力煤 5,148,688.95 5,107,919.84 51.00 29.99 21.01 

焦煤      

合计 5,148,688.95 5,107,919.84 51.00 29.99 21.01 

2．煤炭储量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主要矿区 资源储量（吨） 可采储量（吨） 

大屯矿区 699,818,900 259,264,800 

新疆矿区 656,420,000 385,420,000 

合计 1,356,238,900 644,684,800 



注：公司所属大屯矿区煤种为：气煤及 1/3 焦煤；所属新疆矿区

煤种为：不粘煤。 

3．其他说明 

√适用  □不适用  

（一）公司在安全管控方面采取的主要措施 

公司始终把安全生产放在各项工作的首位，坚持“五零”安全目标

理念不动摇，持续强化安全过程从严管理，以巩固提升安全生产标

准化水平为重点，以持续创建安保型企业为主线，强化责任落实、

狠抓现场管控，安全形势保持平稳发展。本部三矿安全生产标准化

全部保持国家一级水平；救护大队标准化保持国家特级。 

一是创新安全管理方式方法，推进安全重点项目建设。试点应

用井下违章识别抓拍系统，在姚桥煤矿、106 煤矿试点实施了井下违

章智能识别抓拍系统建设，在井下重要作业地点布置高清探头的基

础上，引入人工智能和大数据计算，以技防手段倒逼职工规范作业。

创新安全培训教育方式，开发应用了员工素质提升 APP，为安管人

员、岗位员工构建了一套供日常培训、学习、考试的信息化新平台。

大力推进 106 煤矿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确保实现投产即达国家一

级。 

二是从严落实安全主体责任，安全形势保持平稳发展。及时做

好安全部署，有序开展安全活动。开展了“平安一季度”、“警示三月

行”、安全大整顿等主题安全活动，以安全活动不断线有力推动全年

安全目标的顺利实现。坚持安全目标管理，强化安全履职考核。从

严落实安全责任考核，持续用好重奖重罚、安全账户等经济政策，

始终保证了安全严管理、严考核、严问责。 



三是深化双重预防机制建设，落实安全管控超前预防。坚持狠

抓事故防范，有序开展灾害治理。深入开展了高风险煤矿安全“体检”、

全省矿山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等专项行动；实施系统优化项目、

“四化”建设项目，开展“一通三防”、机电运输、供配电等系统改造工

程；认真贯彻落实国家防突、防冲实施细则，确保安全生产依法合

规。加强风险分级管控，坚持隐患闭环管理。公司重点对 18 条重大

安全风险，实行了挂牌督办。公司重点对 26 条 C 级隐患实行了建档

管理，跟踪解决直接影响安全生产的隐患，杜绝了重大隐患。强化

安全包保管理，加强外部煤矿安全管理。对新疆 106、苇子沟煤矿实

行了公司领导安全包保，按规定开展了安全包保、安全检查、安全

生产标准化指导等工作。 

四是多措并举完善管理体系，巩固提升安全生产标准化水平。

坚持高标准严要求，不断完善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体系。制定年度

规划，统领工作开展。制定了公司年度安全生产标准化工作安排意

见、巩固提升方案，对各职能部室的专业管理进行了职责划分，细

化分解了季度标准化巩固提升目标。完善考评体系，强化激励约束。

修订了公司安全生产标准化考核细则，对各专业逐项细化了检查方

式及内容。加强日常管理，推动动态达标。要求各单位把标准化工

作做在日常和平时，公司的动静态检查考评一律不允许停产、停工

准备，做到动态达标。 

五是优化安全培训教育，持续提升全员安全素质。深化日常安

全培训教育。围绕安全培训“双百”目标，公司组织一线职工及安全生

产管理人员，开展了安全应知应会知识精准抽考，提升一线职工的

专业安全素质。坚持“三违”整治教育。通过宣贯和学习考试等形式，



组织全员重温特别严重“三违”双 42 条和公司“三违”处罚实施办法，

各单位持续深化无“三违”区队班组创建，建成无“三违”班组 169 个，

促进职工自觉拒绝违章、遵循按章操作。认真落实安全培训责任。

坚持“教考分离”，严格季度考核，开展了煤矿安全培训规定、防冲细

则、防治水细则的对标学习。 

（二）环境保护情况说明 

1．环保税缴纳情况 

根据环保税法规定， 2019 年共缴纳环保税 467 万元，未因重大

环境保护违法行为受到环保监管部门处罚。 

2．环保设施投资情况 

2019 年公司在环境保护方面共投资 10038.79 万元，包括污水处

理运营费 2421.61 万元，购买脱硫脱硝剂 5717.99 万元，环保治理设

施项目投资 1899.19 万元。 

3．环境治理情况 

2019 年，公司加强环保设施运行管理，加大环保设施改造投资，

重点完成了中心选煤厂防尘治理，拓特机械制造厂浸漆、烘漆废气

治理，姚桥选煤厂原煤系统粉尘治理，发电环保视频监控系统建设，

铁路管理处污水处理系统提标改造等项目。项目实施后运行良好，

有效改善了公司环境质量。 

四、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五、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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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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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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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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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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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8 月 2 日召开的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并通

过了《关于设立江苏大屯电热有限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设立江苏

大屯电热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 1 亿元。2019 年

4 月公司完成对电热公司 1 亿元的出资，并将其纳入合并范围。 

 

 

 

董事长：包正明 

 

上海大屯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3 月 1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