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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83                           证券简称：西山煤电                           公告编号：2018-006 

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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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福忠 董事 因公出差 郭文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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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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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黄振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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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51-6217282 0351-6217282 

电话 0351-6211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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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7 年 2016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5 年 

营业收入 28,655,273,710.62 19,610,944,279.51 46.12% 18,658,268,402.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69,105,683.37 434,076,508.64 261.48% 141,047,720.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571,567,306.98 418,023,688.16 275.95% 123,819,491.2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434,718,237.12 2,622,468,054.28 107.24% 944,397,444.5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979 0.1377 261.58% 0.044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979 0.1377 261.58% 0.044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14% 2.67% 6.47% 0.88%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5 年末 

总资产 57,856,382,092.11 53,882,175,835.90 7.38% 52,231,049,021.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7,917,323,850.87 16,428,797,332.96 9.06% 16,051,295,51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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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12,554,650.65 6,720,298,008.01 7,400,397,282.12 7,622,023,769.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64,938,015.65 452,434,459.64 456,163,314.04 195,569,894.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76,170,159.48 412,652,722.37 422,394,989.21 260,349,435.9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82,433,997.14 688,288,346.79 1,330,817,695.36 3,033,178,19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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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801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55,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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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状态 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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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焦煤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54.40% 

1,714,215,1

08 
0   

全国社保基金

一零八组合 
其他 3.76% 118,609,702    

中国证券金融

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46% 46,124,696 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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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社保基金

一一七组合 
其他 0.79% 24,849,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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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59,928    

太原市杰森实

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49% 15,355,600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39% 12,150,087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中邮核心成

长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38% 12,034,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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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说明 

    报告期内，根据山西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山西国资委”）《山西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关于将持有的省属22户企业国有股权全部注入山西省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的通知》（晋国资发[2017]35号）

要求，山西国资委决定将所持有的公司控股股东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100%股权全部注入山西省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

限公司，目前，上述事项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公司实际控制人不变。 

5、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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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西山煤电股份

有限公司 2017 年面

向合格投资者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第一

期) 

17 西煤 01 112573 2022 年 08 月 24 日 220,000 4.90% 

山西西山煤电股份

有限公司 2017 年面

向合格投资者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第二

期） 

17 西煤 02 112581 2022 年 09 月 06 日 80,000 4.88% 

报告期内公司债券的付息兑 报告期内，不存在付息兑付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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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情况 

（2）公司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2017年8月11日，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出具《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面向

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信用评级报告》，评定主体信用评级为AAA，评级

展望为稳定；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AAA。 

2017年8月25日，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出具《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面向

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信用评级报告》，评定主体信用评级为AAA，评级

展望为稳定；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AAA。 

报告期内，公司债券的评级结果未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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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2016 年 同期变动率 

资产负债率 63.37% 64.03% -0.66% 

EBITDA 全部债务比 25.88% 19.78% 6.10% 

利息保障倍数 3.25 1.53 112.42%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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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全国经济稳中向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扎实推进，煤炭市场供需关系日趋平衡。公司抢抓市场机遇，坚定不移

淘汰落后产能，置换释放先进产能，深入开展瘦身健体，持续推动改革转型，开创了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董事会恪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各项制度，积极发挥核心作用，认真贯彻落实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各项决议，

团结一心、砥砺奋进，圆满完成年度工作目标，公司迈入稳步健康发展的新阶段。 

受益于煤炭去产能减产量系列政策，煤炭市场供求关系更趋稳定，煤价理性回归，企业经营环境持续改善。报告期公司

实现营业收入286.55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46.12%；实现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15.69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261.52%；每股

收益0.4979元。 

 一、坚持安全高效、清洁绿色发展理念，公司科学发展能力逐步显现 

安全生产上，公司树立红线意识和底线思维，构建完善安全风险分级管控、隐患排查治理和安全质量达标“三位一体”

安全生产标准化体系，深化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抓培训、提素质、强班组，夯实安全生产基本功，“三基”建设再上新台阶；

抓住矿井重点防治，强化矿井通风系统、瓦斯抽采和顶板的基础管理工作，马兰南九风井项目建设完成，镇城底矿八字山地

面瓦斯抽采系统顺利运转，安全生产管控力不断提升；紧盯安全生产薄弱环节，确保防灭火、综合防尘和运输提升等各类危

险源可管可控；高度关注各行业安全工作重点，针对性开展选煤厂、电厂和焦化厂的安全监管排查，提升地面安全管理水平。 

集约高效上，公司加快现代化先进矿井建设，加大矿井提质升级改造的资金投入，优化采区和工作面，加快“机械化换

人、自动化减人”步伐，人均效率稳步提升；以环节提升和系统改造为切入点，加快推广无煤柱开采等一批新技术新工艺，

积极开展煤层瓦斯参数测定及抽采等基础科研工作，促进产学研用深度融合。  

清洁绿色上，公司坚守环保红线，主动淘汰燃煤锅炉，实现清洁能源替代；焦化厂完成升级改造，污水深度处理、焦炉

烟气脱硫脱硝达到甚至超过国家标准；电力大机组实现超低排放改造，达标运行。 

报告期内，公司安全生产工作保持平稳发展态势，逐步走上安全高效、清洁绿色的发展道路。 

     

                                                   报告期内公司产、销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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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分煤种情况表                                                 

                                                                                                             单位：元/吨 

 
二、契约化管理激发改革动力，企业经济质量和效益显著提升 

2017年，在市场自身调节和去产能政策的大背景下，公司通过契约化管理激活竞争力，聚焦精细化管理，坚持中长协稳

定煤炭价格，激发企业发展动力与活力。  

契约化试点成效显著。报告期内，公司调整管理理念，引入契约化管理机制，理顺总部与矿厂之间的管理关系。确定

煤气化公司为试点单位，采取契约合同的形式，充分给予用人、经营和薪酬三大政策支持，刚性考核，奖惩兑现。煤气化公

司签订契约后，主动精简机构，压缩管理层级，层层分解目标，逐级传递压力，各级责任人责权利对等，公司面貌焕然一新。

2017年，煤气化公司吨焦加工费同比降低43元，实现扭亏为盈。 

加强精细化管理工作。公司从严落实经营管控三十条措施，全面加强预算管控，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严控成本费用，

可控费用同比下降；积极争取税收优惠政策，全年减免税款1505万元；完善业绩考核和绩效评价体系，着力提升风险防控能

力，企业经营管控取得实效。 

坚定执行大客户战略。2017年，公司坚定执行煤炭购销中长期合同，稳定炼焦煤市场价格，中长协客户履约率达90%以

上，呈现销量和收入同比增加，应收账款持续下降的良好态势；优化产品结构，最大限度发挥稀缺资源优势，晋兴公司生产

的兴优号产品，全年港口销售实现高价格、低库存和零欠款健康运行。 

报告期内，公司煤炭产品销售稳中有进、稳中提质，主要经营指标大幅提升。 

商品煤销量2385万吨，同比增加24万吨，增幅1.02%； 

商品煤综合售价663.23元/吨，同比增加255.94元，增幅62.84%； 

实现营业收入286.55亿元，同比增加90.44亿元，增幅46.12%； 

实现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15.69亿元，同比增加11.35亿元，增幅261.52%； 

每股收益0.4979元，同比增加0.3602元，增幅261.58%。  

三、深化规范运作制度建设，公司法人治理水平持续提升 

党委领导内嵌法人治理结构。报告期内，公司将党组织职责、机构设置、运行机制写入章程，嵌入法人治理结构，把

党组织研究讨论作为董事会、经理层决策重大问题的前置程序，明确了“三会一层一核心”职责权限和议事规则，充分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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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和政治核心作用，支持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依法行使职权，进一步规范企业重大事项决策程序

和方式，建立完善权责明确、有效制衡的治理结构。  

完成董事会换届工作。报告期内，公司完成了董事会的换届工作，聘任新一届的管理团队。公司高管具备专业而丰富

的管理经验，新任的独立董事或是行业专家，或是学者教授，将对公司的生产经营、管理等重大事项作出专业的判断和意见，

有效维护公司的整体利益。公司还相应调整了战略发展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和薪酬与考核委员成员，各委员会

均按照相关实施细则开展工作。根据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的相关建议，结合自身实际，公司修订完善了《公司章程》和

《议事规则》，从制度上为维护中小股东权益提供了保障。 

有效发挥内部控制作用。报告期内，公司对内部控制进行了自我评估，并开展了内部控制专项审计。审计结果表明，

公司及所属单位均建立了覆盖公司所有业务环节、关键控制点和风险领域的内控制度，未发现重大内控缺陷，未出现重大违

规违纪事项及由此造成的重大经济损失。公司严格执行国家法律、法规，履行职责，加强风险防范制度建设，积极维护了公

司的合法权益；加强合同管理，2017年合同履约率100%。 

务实规范做好日常工作。报告期内，公司共召集年度股东大会1次，临时股东大会4次、董事会10次，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21项议案，董事会审议通过47项议案，发布公告69份。所有会议如期正常召开，信息披露及时、准确、完整。注重股东

回报，分享企业发展红利，根据2016年度股东大会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如期完成年度分红工作。做好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

公司通过深圳交易所互动平台及时回复投资者关注的问题，通过参加策略会和研讨会等方式，接待各类投资者400多人次；

公司高管亲临省内业绩说明会，并与投资者互动、回答提问，回复率保持100%；公司领导走出山西，参加辖区内上市公司

协会组织的深圳集体考察交流活动，与比亚迪、华为和平安证券的高管面对面深度交流，学习中国标杆企业成功的管理经验。  

合规透明做好经费支出。2017年，公司共支出董事会经费415万元。其中，信息披露费40万元，上市年费15万元，董

事会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等相关专业机构和中介费用支出329万元（不含控股子公司），独立董事津贴等23万元，董事会及

相关人员差旅费5万元，其它费用3万元。以上经费支出，保障了董事会的正常运行。 

四、资本运作取得新突破，公司融资平台作用不断放大 

公司抢抓国企改革窗口期，资源资产化、资本化、证券化迈出重大步伐。 

成功发行30亿元公司债券。2017年，公司在市场去杠杆、严监管及国内利率波动风险较大的经济背景下，尤其身处煤

炭类企业融资难、融资成本高的大环境，仍然以4.89%的年化利率成功发行公司债，达到同比利率较低的水平，财务费用每

年节约近6000万元。本次发债融资，进一步拓宽了公司资本市场融资渠道，优化了债务结构。 

资产注入再次启动。公司以现金1.95亿元收购古交配煤厂标的资产，加强对发电业务上游关键生产设施的控制，夯实“煤

电材”产业链，生产组织更加协调有序。此举是公司时隔八年之后，再次收购集团资产，标志着公司将进一步加快产业优化

重组步伐。 

产融结合持续深入。拓宽融资渠道，为武乡电厂、临汾能源等子公司日常运营提供资金支持，为古交电厂三期、西山

华通水泥等一批重点工程如期投产提供项目资金保障。 

开展证券创新业务。抓住资本市场新股申购风险可控、收益稳定的时机，利用公司持有的山西焦化市值，积极开展网

下新股申购工作，全年此项业务的净收益实现248万元。 

五、聚焦做强做优核心产业，企业协同发展能力进一步提升 

2017年，公司聚精会神做强做优做精主业，以“煤电材、煤焦化”两条产业链为重点，加强上下游产业融合，促进企业各

板块协调发展。 

积极开展产能置换。报告期内，公司贯彻落实产能置换政策，淘汰落后产能，释放先进产能。庆兴公司90万吨矿井关闭

置换，收购集团公司下属煤矿产能227.4万吨，释放斜沟矿等一批先进矿井的产能，切实发挥煤炭主业竞争优势。 

强化重点项目引领。循环经济建设取得实效，作为山西省和太原市重点工程的古交电厂三期，承担着为太原市和古交市

的集中供热任务，目前5号机组已经试运行，项目建成后将对太原市和古交市改善环境质量、打造青山绿水宜居环境发挥重

要作用；西山义城实现投产，西山登福康验收通过；履行中润项目增资义务；西山华通水泥和晋兴奥隆建材等项目稳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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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煤炭 
15,814,740,216.2

6 
9,113,843,624.88 57.63% 64.49% 73.98% 3.14% 

电力热力 3,282,353,380.93 -206,506,688.18 -6.29% 9.29% -156.83% -18.39% 

焦炭 7,043,200,959.93 414,088,089.43 5.88% 55.51% 9.62%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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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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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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营业收入本期2865527万元，比上年同期1961094万元，增加904433万元，增幅46.12%。主要是

煤炭价格上涨影响收入增加。 

2、营业成本，本期1906945万元，比上年同期1344288万元，增加562657万元，增幅41.86%。主要

是材料及工资上涨所致 

3、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本期156911万元，比上年同期43408万元，增加113503万元，增幅261.48%。

主要是产品综合售价大幅提升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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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财政部于2017年度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修订后的准则自2017年6月12日起施

行，对于2017年1月1日存在的政府补助，要求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于2017年1月1日至施行日新增的政

府补助，也要求按照修订后的准则进行调整。 

    财政部于2017年度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对一般企业财务报

表格式进行了修订，适用于2017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 

本公司执行上述规定的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

目名称 

本期金额 
调增（+）调减（-） 

上期金额 
调增（+）调减（-） 

（1）在利润表中分别列示“持

续经营净利润”和“终止经营净

利润”。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持续经营净利润 1,837,668,954.43 450,951,064.34 

（2）与本公司日常活动相关的

政府补助，计入其他收益，不

再计入营业外收入。比较数据

不调整。 

其他收益 50,245,755.00  

营业外收入 -50,245,755.00  

（3) 在利润表中新增“资产处

置收益”项目，将部分原列示为

“营业外收入”的资产处置损益

重分类列示至“资产处置收益”

项目，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资产处置收益 无 无 

营业外收入 无 无 

 

2、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1）公司对会计估计变更适用时点的确定原则：董事会批准执行日 

（2）本期主要会计估计变更 
会计估计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开始适用时点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 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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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母公司下属四个生产矿井的生产安全

费用计提标准进行调整 

董事会决议 董事会批准执行日 存货  -7,565,345.66 

主营业务成本 -88,394,8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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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