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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泉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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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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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四）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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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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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确保公司现金流充裕，进一步增强市场风险应对能力，保障公司可持

续发展，实现公司未来发展计划和经营目标，2016 年度公司拟不进行利润分

配。 

二、公司基本情况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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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阳泉煤业 600348 国阳新能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成晓宇 王平浩 

办公地址 山西省阳泉市北大街5号 山西省阳泉市北大街5号 

电话 0353-7078728 0353-7080590 

电子信箱 yqmy600348@sina.com Wph-72@163.com 

 

 



三、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 

公司主要从事煤炭生产、洗选加工、销售(仅限分支机构)。设备租赁；

批发零售汽车（除小轿车）、施工机械配件及材料；汽车修理；道路普通货物

运输；电力生产、销售、供应、承装（修、试）电力设备（仅限分公司）；热

力生产、销售、供应；煤层气开发、管道燃气（仅限分公司）；煤层气发电及

销售；粉煤灰、石膏生产及销售；电器试验检验、煤质化验、油样化验、机

电检修；城市公共交通运输。 

（二）公司经营模式 

公司经营模式：在经营管理方面，不断革新煤矿管控模式，建立以效益

效率为导向的激励约束机制，增强了煤矿的自主经营意识；在安全管理方面，

围绕构建“166”安全管理新体系，制定年度推进项目、推进措施和进度计划，

贯穿全年组织落实，杜绝重特大事故，最大限度预防零打碎敲事故；在采购

方面，坚持集中采购，建立仓储、运输、销售物资动态管理监督机制；销售

方面，推行集中销售模式，推进市场、价格、用户三个体系的创建；在资金

管控方面，实行以现金流管理为核心的经营管理模式，坚持动态测算开停平

衡点，严控内部借款。 

主要业绩驱动因素：报告期内，公司业绩主要来源于煤炭业务，煤炭利

润源于价格的上涨及采煤成本和其他管理成本的控制。 

（三）行业情况说明 

公司所属的煤炭采掘行业是重要的基础能源行业之一，是典型的资源和

劳动力密集型行业。相对于其他新兴产业，煤炭行业是一个成熟行业，发展

前景相对稳定，成长性一般，产品的市场需求在较大程度上受宏观经济状况

和相关下游行业发展的影响，属于需求拉动型市场。 

1.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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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793,026,941.47 33,822,022,573.98  23.57  31,877,628,767.42  

营业收入 18,701,417,547.78 16,863,908,099.20 10.90 20,960,840,028.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29,048,254.31 80,819,916.31 430.87  989,248,947.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96,102,387.55 92,008,407.75 547.88  902,348,760.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3,512,282,791.10 12,851,958,006.57 5.14  13,807,950,966.5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418,085,115.49 977,223,008.33 249.78 1,270,128,761.7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8 0.03 500.00 0.4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8 0.03 500.00 0.4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14 0.58 
增加2.56
个百分点 

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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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41,403,621.50 3,642,235,449.08 4,743,271,612.50 6,374,506,864.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873,754.10 74,049,284.94 42,051,526.21 302,073,689.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8,777,565.05 73,372,602.92 36,629,716.53 477,322,503.0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98,252,665.40 -1,621,923,698.05 1,716,738,889.30 3,721,522,589.64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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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01,58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05,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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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0 1,403,038,240 58.34 0 质押 169,500,000 国有法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0 30,881,700 1.28 0 未知 0 国有法人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一组合 12,799,864 12,799,864 0.53 0 未知 0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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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00,694 11,549,691 0.48 0 未知 0 其他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泰金鹰增长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11,000,032 11,000,032 0.46 0 未知 0 其他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资源行业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400,000 8,600,000 0.36 0 未知 0 其他 

中国建设银行－华夏红利混合型开放式证券

投资基金 
7,182,700 7,182,700 0.30 0 未知 0 其他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多策略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856,173 6,856,173 0.29 0 未知 0 其他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泰价值经典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6,800,000 6,800,000 0.28 0 未知 0 其他 

阳泉煤业集团多种经营总公司 0 6,740,440 0.28 0 未知 0 其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持有本公司 5%(含 5％)以上股份的股东为阳泉煤业（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2）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其他 9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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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致行动人关系；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泰金鹰增长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泰价值经典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LOF）的持有人为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其他流通股股东未

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

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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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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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一）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2016 年，公司原煤产量完成 3,250 万吨，与同期相比降低 2.11%；采购

集团及其子公司煤炭 3,589万吨，与同期相比增长 2.72%；其中收购集团原料

煤 1,340万吨。销售煤炭 6,583 万吨，与同期相比增长 4.79%。其中块煤 443

万吨，与同期相比降低 8.66%；喷粉煤 309 万吨，与同期相比降低 38.45%；

选末煤 5,612 万吨，与同期相比增长 9.82%；煤泥销量 218 万吨，与同期相比

增长 17.84%；发电量完成 102,128.42 万千瓦时，供热完成 412.91 万百万千

焦。 

煤炭综合售价 259.17 元/吨，与同期相比增长 6.95%。 

营业收入 1,870,142 万元，与同期相比增长 10.90%，其中煤炭产品销售

收入 1,706,046万元，与同期相比增长 12.06%。 



营业成本 1,423,126 万元，与同期相比增长 3.78%，其中煤炭产品销售成

本 1,323,019 万元，与同期相比增长 3.69%。 

利润总额 88,471 万元，与同期相比增加 70,566 万元，增长 394.1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42,905 万元，与同期相比增加 34,823 万

元，增长 430.87%。 

掘进总进尺 146,209 米，与同期相比减少 8,880米，降低 5.73%。 

（二）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三）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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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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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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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团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包括以下公司： 
公司名称 简称 级次 持股比例（%） 

阳泉煤业集团寿阳煤炭销售有限公司 寿阳销售公司 二级子公司 100.00 
阳泉煤业集团保德煤炭销售有限公司 保德销售公司 二级子公司 100.00 
阳泉煤业集团平定煤炭销售有限公司 平定销售公司 二级子公司 100.00 
阳泉煤业集团右玉煤炭销售有限公司 右玉销售公司 二级子公司 100.00 
阳泉煤业集团和顺煤炭销售有限公司 和顺销售公司 二级子公司 100.00 
阳泉煤业集团清徐煤炭销售有限公司 清徐销售公司 二级子公司 100.00 
阳泉煤业集团平鲁煤炭销售有限公司 平鲁销售公司 二级子公司 100.00 
阳泉煤业集团翼城煤炭销售有限公司 翼城销售公司 二级子公司 100.00 
阳泉煤业集团昔阳煤炭销售有限公司 昔阳销售公司 二级子公司 100.00 
阳泉煤业集团左权煤炭销售有限公司 左权销售公司 二级子公司 100.00 
阳泉煤业集团盂县煤炭销售有限公司 盂县销售公司 二级子公司 100.00 
阳泉煤业集团安泽煤炭销售有限公司 安泽销售公司 二级子公司 100.00 
天津阳煤煤炭销售有限公司 天津销售公司 二级子公司 100.00 
聊城鲁西燃料有限公司 鲁西燃料公司 三级子公司 60.00 
青岛阳煤煤炭销售有限公司 青岛销售公司 二级子公司 100.00 
阳煤集团寿阳景福煤业有限公司 景福公司 二级子公司 70.00 
阳煤集团寿阳开元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开元公司 二级子公司 100.00 
山西新景矿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新景公司 二级子公司 100.00 
山西平舒煤业有限公司 平舒公司 二级子公司 56.311 



公司名称 简称 级次 持股比例（%） 
阳泉天成煤炭铁路集运有限公司 天成公司 二级子公司 80.00 
阳泉煤业晋东物流有限公司 晋东公司 三级子公司 100.00 
阳泉煤业集团天泰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天泰公司 二级子公司 100.00 
阳泉煤业（集团）平定东升兴裕煤业有限公司 兴裕公司 三级子公司 100.00 
阳泉煤业（集团）平定裕泰煤业有限公司 裕泰公司 三级子公司 100.00 
阳泉煤业（集团）平定泰昌煤业有限公司 泰昌公司 三级子公司 100.00 
山西宁武榆树坡煤业有限公司 榆树坡公司 三级子公司 51.00 
阳泉煤业集团矸石山生态恢复工程有限公司 煤矸石公司 二级子公司 100.00 
阳煤股份和顺长沟洗选煤有限公司 长沟洗选煤公司 二级子公司 100.00 
阳泉煤业集团西上庄低热值煤热电有限公司 西上庄公司 二级子公司 100.00 
阳泉煤业集团创日泊里煤业有限公司 泊里公司 二级子公司 70.00 
晋中市阳煤扬德煤层气发电有限公司 扬德公司 二级子公司 51.00 

与上年相比，本年因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增加西上庄公司； 

详见本附注“八、合并范围的变化” 及本附注“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

益”相关内容。 

阳泉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王强  

2017 年 4 月 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