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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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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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2017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6,536,179,022.63元，

实现净利润 1,110,266,020.92 元，其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04,749,084.82 元。根

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法定盈余公积 513,066,930.69元，为注册资本的 51.31%，

超过注册资本的 50%，本年未提取法定盈余公积。加上滚存的未分配利润，截止 2017年末，经审

计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2,689,412,492.32元。 

鉴于公司目前经营情况良好，经综合考虑投资者的合理回报和公司的长远发展，在保证公司正常

生产经营业务发展的前提下，董事会拟定如下分配预案：公司拟以 2017 年末总股本 100000407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3.6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360,001,465.20元（含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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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恒源煤电 600971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朱四一 马开峰  王克艳 

办公地址 安徽省宿州市西昌路157号 安徽省宿州市西昌路157号 

电话 0557-3982147 0557-3982147 

0557-3982062 



电子信箱 905939872@qq.com 905939872@qq.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从事煤炭开采、洗选、销售等业务，公司主营业务以及经营模式与往年没有

变化。报告期内，受益于煤炭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积极影响，公司煤炭价格同比涨幅较大，

使本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大幅上升。 

公司所处行业情况请见本报告“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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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 2016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5年 

总资产 14,245,715,683.41 13,546,468,567.11 5.16 12,972,642,397.44 

营业收入 6,536,179,022.63 4,625,612,358.36 41.3 3,966,256,238.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104,749,084.82 35,286,631.23 3,030.79 -1,383,291,468.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087,976,622.70 -8,044,649.47 13,624.23 -1,480,349,036.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6,914,879,503.70 5,667,866,777.33 22 5,536,186,981.0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754,881,707.48 1,938,220,022.90 42.13 -230,154,282.49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1.10 0.04 2,650 -1.38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1.10 0.04 2,650 -1.3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7.56 0.63 增加16.93个

百分点 

-2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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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2,244,331.95 1,690,019,768.25  1,833,780,460.50  1,420,134,461.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287,630,756.12  343,737,891.07  320,395,423.98   

  

152,985,013.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290,210,906.16  346,613,156.77  310,773,693.22  

  

140,378,866.55  



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65,157,704.77  623,272,635.03  754,281,605.86  1,112,169,76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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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291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48,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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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省皖北煤电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0 549,615,741 54.96 0 质押 292,766,588 国有

法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0 21,176,000 2.12 0 未知  未知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9,982,000 10,543,850 1.05 0 未知  未知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11,773,790 7,077,150 0.71 0 未知  未知 

蔡伟民  3,557,831 0.36 0 未知  未知 

葛中伟  2,695,800 0.27 0 未知  未知 

广东梅雁吉祥实业投资股

份有限公司 

 2,600,000 0.26 0 未知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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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0,401 2,452,026 0.25 0 未知  未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中证 500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60,400 2,173,180 0.22 0 未知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申万菱信量化小盘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2,108,720 0.21 0 未知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皖北煤电集团与其他前十名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2、公司未知

其他前十名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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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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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2017年，公司认真贯彻落实国家推进煤炭供给侧改革的部署、要求，大力推进去产能和经济效益

型生产，深入推进精细化管理，不断优化产品结构、强化市场开拓，公司盈利能力大幅增强，业

绩大幅改善，企业发展持续向好。 

截至 2017年 12月 31 日，公司总资产 142.46 亿元，同比增加 5.1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69.15亿元，同比增加 22%；报告期内，生产原煤 1199.37万吨，销售商品煤 959.84万吨；

实现营业收入 65.36 亿元，同比增加 41.3%；利润总额 12.58 亿元，同比增加 2654.01%；实现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05 亿元，同比增加 3030.79%；每股收益 1.10 元，同比增加

2661.86%。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严管安全，筑牢发展基础。编制实施“一矿一策”重大安全风险管控方案，出台瓦斯管理特别规

定，定期开展重点区域分析预警及综合排查，杜绝了“一通三防”及防治水事故；加强安全生产

标准化建设，钱营孜煤矿通过国家一级安全生产标准化现场验收并命名公告，其它矿井达到国家

二级安全生产标准化水平，有效提升了各矿安全保障能力。 

精细管理，提升运营质量。实施计划、目标台阶式管理，建立以价格变动为基础的利润分级、经

济分成制度，保证经营政策的连续性、经营目标的刚性，激发挖潜主动性；持续完善二级内部市

场，大力实施物资全面超市化、大型材料设备定置化等措施，加大集中招标、规模采购力度，积

极开展电力直接交易，强化工程造价结算审计，加强修旧利废，压缩四项费用，推行物资采购价

格动态管控、材料设备供应调剂管理，实现节支降耗。 

对接市场，拓展发展空间。实行产销捆绑，根据市场变化有序安排采场生产衔接，紧跟市场及时

优化产品结构，适时调整销售策略。充分发挥各矿配套选煤厂的功能作用，适时调整电煤、精煤

结构；抢抓煤炭市场复苏、煤炭价格回暖的机遇，强化市场开拓，积极与煤电央企、省属企业、

大型民企签订供煤合同，稳定客户源的同时，有效抵御价格波动风险、控制销售风险。 

改革创新，增强发展动力。认真落实国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扎实开展去产能工作，刘桥一

矿关井闭坑顺利通过去产能验收；着力实施“一井一面”、“一井两面”生产模式，减少活动采区、

生产系统；推进“机械化换人，自动化减人”，引进挖掘式装载机、巷道修复机，全面推广综掘机

机载临时支护装置，提高掘进临时支护质量和施工效率，有效提高采掘机械化程度，提升单产、

单进，提高安全系数。 

以人为本，保障职工权益。稳妥实施化解煤炭过剩产能人员分流安置工作，及时化解去产能矿井

不稳定因素。员工收入同比实现较大幅度增长；持续强化员工培训，提升员工的岗位技能和业务

能力；坚持开展“两节”送温暖、大病医疗互助、“金秋助学”活动，有力增强员工的归属感、幸

福感。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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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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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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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 12月 31日止，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如下： 

子公司名称 

淮北新源热电有限公司（简称“新源热电”） 

宿州营鼎建材有限责任公司（简称“营鼎建材”） 

安徽恒力电业有限责任公司（简称“恒力电业”） 

恒源芬雷选煤工程技术（天津）有限公司（简称“恒源芬雷”） 

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没有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