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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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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或其他事项段的

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对相关事项已有详细说明，请投资者

注意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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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目前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2016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2016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

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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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有能源 600403 欣网视讯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建强 董海 

办公地址 河南省义马市千秋路6号 河南省义马市千秋路6号 

电话 0398-5886075 0398-5888908 

电子信箱 dsh@hndyny.com dsh@hndyny.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公司主要从事原煤开采、 煤炭批发经营、 煤炭洗选加工。 公司现有 11 座生产矿井和

7 个生产辅助单位，所产优质长焰煤、焦煤、贫煤、洗精煤广泛应用于发电、造气、工业锅

炉、炼焦、建材等行业，产品主要销往河南、湖北、华东等 20 个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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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 2015年 

本年比

上年 

增减(%) 

2014年 

总资产 14,567,814,505.65 15,574,040,071.78 -6.46 16,183,275,569.46 

营业收入 5,181,052,960.45 4,624,303,998.30 12.04 7,480,841,273.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62,631,327.82 -1,288,326,036.81   110,566,855.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675,689,566.14 -1,042,905,633.85   194,779,680.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614,535,638.80 8,491,419,273.91 -22.10 9,851,619,303.0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0,665,579.30 -132,147,383.21   97,793,043.9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82 -0.54   0.0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82 -0.54   0.0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6.13 -14.07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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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9,737,157.50 898,873,482.73 1,047,002,630.47 2,545,439,689.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472,361,611.67 -487,288,809.61 -326,484,630.29 -676,496,276.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353,266,740.43 -444,779,460.60 -285,862,518.62 -591,780,846.4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41,985,944.84 -103,306,962.02 -5,659,075.56 411,617,56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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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82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8,544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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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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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马煤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0 1,507,183,566 63.04 0 质押 170,000,000 

国有

法人 

义马煤业集团青海义

海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0 560,300,845 23.44 0 无 0 

国有

法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

限公司 
0 40,235,387 1.68 0 无 0 

国有

法人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 
0 21,812,867 0.91 0 无 0 

国有

法人 

上海富欣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 
-13,428,499 17,694,660 0.74 0 无 0 

国有

法人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 
0 15,242,802 0.64 0 无 0 

国有

法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 
0 14,642,000 0.61 0 无 0 

国有

法人 

中广有线信息网络有

限公司 
0 12,627,784 0.53 0 无 0 

国有

法人 

陈国华 2,527,250 6,527,250 0.27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张铁   5,027,523 0.21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义煤公司系义马煤业集团青海义海能源有限责任

公司的母公司，与其他上述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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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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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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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公司债券情况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受国内外宏观经济增速放缓、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国家和河南省化解煤炭过剩产能以及

公司主力矿井耿村煤矿因事故停产整改等因素影响，公司 2016 年商品煤产量出现下降。公

司全年生产原煤 1266.65 万吨，同比减少 323.61 万吨，下降 20.35%；商品煤销量 1613.39

万吨，同比增加 166.22 万吨，上升 11.49%;受销量增加和第四季度煤炭价格上涨的影响，

公司营业收入较 2015 年度实现增长，2016 年公司营业收入 51.81 亿元，同比增加 5.57 亿

元，上升 12.04%。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1、公司于 2013年 10月 23日收到中国证监会《调查通知书》（编号：豫调查通字 1359 

号）。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中

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进行立案调查。 

2015 年 10 月 15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处罚字[2015]80

号） ，中国证监会拟对公司及相关人员进行相应行政处罚。如公司因该立案调查事项被中

国证监会最终认定存在重大信息披露违法行为，公司股票将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并暂停上

市。公司已申请于 2015 年 11 月 27 日召开了听证会，截止报告日， 中国证监会尚未出具

正式处罚通知书。 

2、公司 2015 年度、2016 年度两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连续为负值，根据《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3.2.1 条第（一）款的规定，公司股票交易将被实行“退市风

险警示”。如果公司 2017 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继续为负值，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的相关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可能暂停公司股票上市。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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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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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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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报告期末，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子公司共计 11 家，较上年增加 1 家，为本公

司本期新设全资子公司河南崤函电力供应有限责任公司。本公司设立河南崤函电力供应有限

责任公司主要原因为抢抓国家电力改革新机遇，大力推进本单位电力产业发展，培育新的利

润增长点。该公司于 2016 年 11月 17日注册，目前仅完成出资程序，实际业务尚未开展，

对合并财务报表不产生影响。 

 

 

 

 

 

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贺治强 

2017年 3月 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