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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83                           证券简称：西山煤电                           公告编号：2017-009 

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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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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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315120000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11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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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山煤电 股票代码 000983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支亚毅 王晶莹 

办公地址 山西省太原市西矿街 318 号 山西省太原市西矿街 318 号 

传真 0351-6127282 0351-6127282 

电话 0351-6217296 0351-6217295 

电子信箱 zqb000983@163.com zqb000983@163.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本公司主营业务是煤炭的生产、洗选加工、销售及发供电，矿山开发设计施工、矿用及电力器材生产经营等。 

本公司的主要产品为煤炭、电力热力、焦炭及化产品等。煤炭产品主要是：焦煤、肥煤、瘦煤、贫瘦煤、气煤等。 

 公司煤炭销售的主要区域是东北、华北、南方地区的大型钢铁企业及发电企业。本公司所属矿区资源储量丰富，煤层赋存

稳定，属近水平煤层，地质构造简单，并且煤种齐全：有焦煤、肥煤、瘦煤、贫瘦煤、气煤等，特别是在冶炼煤中，公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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冶炼精煤具有低灰分、低硫分、结焦性好等优点，属优质炼焦煤品种，是稀缺、保护性开采煤种。从规模优势和质量优势而

言，公司的冶炼精煤在市场上有较强的竞争力，在国内冶炼精煤供给方面具有重要地位。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6 年 2015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4 年 

营业收入 19,610,944,279.51 18,658,268,402.61 5.11% 24,390,919,514.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34,076,508.64 141,047,720.88 207.75% 273,199,088.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18,023,688.16 123,819,491.25 237.61% 255,500,625.3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22,468,054.28 944,397,444.56 177.69% 934,449,664.1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77 0.0448 207.37% 0.08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77 0.0448 207.37% 0.08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67% 0.88% 1.79% 1.71% 

 2016 年末 2015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4 年末 

总资产 53,882,175,835.90 52,231,049,021.82 3.16% 48,196,952,318.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6,428,797,332.96 16,051,295,512.75 2.35% 15,850,010,292.12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4,240,694,613.32 4,342,889,324.70 4,377,858,302.52 6,649,502,038.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8,633,043.22 60,664,547.50 93,696,015.40 231,082,902.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7,043,862.36 64,965,013.70 73,474,286.77 234,076,401.6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52,932,216.28 -33,282,785.10 517,610,057.80 1,487,524,233.70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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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55,293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48,267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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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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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状态 数量 

山西焦煤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54.40% 

1,714,215,1

08 
1,714,215,108   

全国社保基金

一零八组合 
其他 2.25% 70,999,407 70,999,407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1.37% 43,174,500 43,174,500   

上海宝钢国际

经济贸易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1.35% 42,658,306 42,658,306   

新华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

－分红－团体

分红
-018L-FH001

深 

其他 0.57% 18,000,000 18,000,000   

太原市杰森实

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49% 15,355,600 15,355,600   

海通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中

融中证煤炭指

数分级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48% 15,133,216 15,133,216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富国中证国

有企业改革指

数分级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46% 14,369,079 14,369,079   

太平洋资管－

农业银行－卓

越财富股息价

值股票型产品 

其他 0.42% 13,081,200 13,081,200   

新华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

－传统－普通

保险产品
-018L-CT001

深 

其他 0.39% 12,439,949 12,439,94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太原市杰森实业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发起人股东。未知其余股东之间有无关联关系，也未知其

相互间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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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山西

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外，无持有公司 5%股份以上股东。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无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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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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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公司债券情况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2）公司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3）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 年 2015 年 同期变动率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本公司请投资者认真阅读本年度报告全文，并特别注意下列风险因素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是 

固体矿产资源业 

公司需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从事固体矿产资源相关业务》的披露要求 

2016年，国家与地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力，去产能成效显现，煤炭市场供求关系得到明显改善，煤价实现恢复性增长。

同时，全球经济增速持续放缓，我国煤炭消费临近峰值、煤炭产能整体供大于求、新能源替代步伐加快、环保压力加大等带

来的压力和挑战也不容忽视。 

面对机遇与挑战，董事会恪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各项制度，认真落实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紧紧围绕企

业“十三五”发展规划和年度工作目标，团结一致、真抓实干，去产能瘦身健体，调结构固本培元，强管理提质增效，主要生

产经营指标企稳回升，企业整体实现稳健发展。 

 

一、真抓实干，主要指标稳中向好 

报告期内，在市场自身调节和去产能政策的大背景下，公司做优做强主业，主动淘汰落后产能，置换释放先进产能，调

整销售策略，科学组织生产，矿井实现高效安全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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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煤产量2428万吨，同比减少360万吨，减幅12.91%； 

洗精煤产量1116万吨，同比减少174万吨，减幅13.49%； 

焦炭产量421万吨，同比减少27万吨，减幅6.03%； 

发电总量126.33亿度，同比增加7.9亿度，增幅6.67%； 

商品煤销量2361万吨，同比减少167万吨，减幅6.61%； 

商品煤综合售价407.29元/吨，同比增加46.43元，增幅12.87%； 

实现营业收入196.11亿元，同比增加9.53亿元，增幅5.11%； 

实现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4.34亿元，同比增加2.93亿元，增幅207.75%； 

每股收益0.14元，同比增加0.09元，增幅207.37%。 

 

1、报告期内公司产、销情况： 

 2016年产量 2015年产量 同比增减率（%） 

原煤（万吨） 2428 2788 -12.91% 

洗精煤（万吨） 1116 1290 -13.49% 

电力（亿度） 126 118 6.78% 

焦炭（万吨） 421 448 -6.03% 

焦油（万吨） 12 11 9.09% 

煤气（万立方米） 121990 133234 -8.44% 

 

   2016年销量 2015年销量 同比增减率（%） 

商品煤销量（万吨） 2361 2528 -6.61% 

其中：焦精煤 251 233 7.73% 

肥精煤 373 318 17.30% 

瘦精煤 186 187 -0.53% 

电精煤  37  

气精煤 367 365 0.55% 

原煤 129 81 59.26% 

洗混煤 979 1234 -20.66% 

煤泥 76 73 4.11% 

电力（亿度） 113 106 6.60% 

供热（万GJ） 955 442 116.06% 

焦炭（万吨） 425 450 -5.56% 

焦油（万吨） 11 11 0.00% 

煤气（万立方米） 121990 133234 -8.44% 

 

2、报告期内分煤种情况 

                                                                                                       单位：元/吨（不含税） 

项目 2016年平均售价 2015年平均售价 同比增减率（%） 

焦精煤 599.05  491.95  21.77% 

肥精煤 664.04  640.17  3.73% 

瘦精煤 437.90  452.26  -3.18% 

电精煤  358.08   

气精煤 398.59  354.82  12.34% 

原煤 179.27  165.50  8.32% 

洗混煤 309.80  282.26  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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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泥 120.22  67.52  78.05% 

商品煤综合售价 407.29  360.86  12.87% 

 

 

二、标本兼治，安全生产水平总体平稳 

安全生产是职工福祉和企业发展的保障。公司牢固树立红线意识和底线思维，完善落实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强化“三

基”（基础管理、基层组织、基本素质建设）建设，加强隐患排查治理，安全生产得到有力保障。 

夯实三基建设，建立完善安全生产责任体系。报告期内，领导直接带班管理效果凸显，推行全员安全准入和班组长聘任

制度，基层矿厂、车间、队组和班组的自主安全管理能力持续提高；扎实推进安全管理、操作行为、设备设施、作业环境、

手指口述等方面的质量标准化建设工作；启动首届“班组长节”，开展基本功建设和基层队伍达标竞赛，管理、技术、操作三

支队伍综合素质全面提升，企业各级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建设更加完善，“三基”建设台阶式提升第一年目标圆满完成。 

狠抓隐患整治，全面把握安全工作的主动权。针对去产能带来的新变化，公司科学组织生产，重点工程如期推进，西曲

矿南翼主运输系统完成调试，西铭矿引进单轨吊，镇城底矿八字山风井投运。深入开展“重大隐患整治年”活动，重点盯防“一

通三防”和地测防治水，加大安全精准投入，预防大事故、防范大风险能力稳步提升。 

三、提质促销，协同一体化发展成效显著 

面对市场起伏，公司充分发挥“煤—电—材、煤—焦—化”一体化协同发展优势，相互带动、风险对冲，资本有效运作、

项目全面推进，实现企业运营均衡平稳。 

煤炭板块运行良好。公司根据市场需求及煤质情况，灵活调整营销策略，严把生产、洗选、储装三个重点环节，处理好

质量、产量和销量三者之间的关系，做到以质增效，以质提价。晋兴公司产能置换手续获批，主动布局兴县煤电铝一体化，

积极推进相关项目调研。 

电力板块持续发力。发电公司紧抓全省电力体制改革机遇，积极争取大用户直供，提前30天完成全年任务。古交电厂三

期项目主厂房封顶，兴能发电一、二期机组供热改造完工，向太原市新增供热面积4600万㎡，经济与社会效益凸显。武乡电

厂二期前期报告编制工作顺利推进。 

焦化板块深入挖潜。煤气化公司立标对标，严格材料供应、工艺调节和仓储配煤等关键环节的管控，研判市场变化，抓

住有利时机提产增效，实现预付款发货和价格领先。京唐焦化项目运行平稳，经济与社会效益良好。 

建筑建材项目稳步实施。晋兴奥隆建材项目进入设备调试阶段，古交高掺量粉煤灰水泥项目取得环评批复。 

四、多措并举，综合效益不断提高 

公司把煤炭去产能与优化自身结构有机结合，妥善解决去产能涉及的重大问题，牢固树立过紧日子的思想，以经营管控

30条为统领，深入推进成本精细化管理，开展行业对标挖潜，实施“一矿一策、一厂一策”，全方位挖潜堵漏，深层次降本提

效。 

转岗创收增效益。报告期内，公司坚决执行去产能政策，稳妥推进转岗分流。西山煤气化实施主辅分离，转岗分流159

人；矸石电厂未雨绸缪，提早做好职工专业技术培训，在环保要求如期关闭的同时，转型组建电力检修公司，承揽内部电力

相关业务，219人重新走向新的工作岗位，成为众多转岗分流工作中的亮点。 

内部体制改革增效益。全面推行承包经营，下放管理权限，有效激发各经营主体活力。报告期内，各矿厂全面强化经营

管控，较好完成了承包经营指标。深入推进“三项制度”改革，压缩管理层级，西铭矿和镇城底矿施行厂矿合并，管理更加集

约高效。推进薪酬分配制度改革，实现薪酬分配与岗位责任、承担风险、工作绩效紧密挂钩，激发广大职工干事积极性。 

全面降本增效益。降本提效是一项系统工程。一是学习“阿米巴”管理思维，深入推进对标管理；二是坚持“量入为出”，

严格资金管控，加大风险防控力度，积极对接金融机构，提高资金运营效率，资金成本持续下降；三是抓住市场回暖有利时

机，加大清欠力度；四是用好政策增加收益，落实各种税费优惠；五是集中采购降低成本，严控“三项”费用开支。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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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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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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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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