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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780                          证券简称：平庄能源                          公告编号：2019-0013 

内蒙古平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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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4,306,324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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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庄能源 股票代码 000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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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晓惠 尹晓东 

办公地址 
内蒙古赤峰市元宝山区平庄镇哈河街平庄

能源公司 

内蒙古赤峰市元宝山区平庄镇哈河街平庄

能源公司证券部 

传真 0476-3328220 0476-3328220 

电话 0476-3323008 0476-3324281 

电子信箱 nmgpzny@163.com pznyyxd@163.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本公司主营业务为煤炭开采销售，公司煤炭品种为老年褐煤，变质程度低，为优质动力

褐煤，多用于发电、生产、取暖及民用。2018年以来，国家积极倡导推进先进产能的有序释

放，各部委相继出台了煤炭保供应、促进优质产能释放、铁路运力挖潜等一系列政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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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行业在积极淘汰落后煤炭产能的同时，着力推动产能减量置换，加快优质产能释放，优

化煤炭生产结构，不断提高煤炭有效供给质量，国家总体调控政策由“总量性去产能”转变为

“结构性去产能、系统性优产能”，对稳定煤炭供需形势，促进行业健康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2018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2.24亿元，同比减少20.79%；实现净利润-2.51亿元，同比减

少利润151.89%。2018年末，公司总资产52.05亿元，比年初减少11.74%；所有者权益41.59亿

元，比年初减少9.73%。2018年煤炭销售结构为地销煤销量占70.76%，市场煤销量占26.09%，

电煤销量占3.15%。 

        2018年，公司亏损的原因为：同比煤炭销售数量大幅下降,且同比煤炭平均销售价格小

幅度下降，从而降低了公司煤炭销售收入，净利润减少。公司2018年煤炭销售数量为496.78

万吨，与上年同期643.97万吨相比减少147.19万吨，下降幅度22.86%，公司2018年煤炭平均销

售价格为337.85元/吨，与上年同期356.67元/吨相比下跌18.82元/吨，下跌幅度5.28%。因煤炭

售价降低减少煤炭销售收入9,349.48万元，因煤炭销量下降减少煤炭销售收入52,498.09万元。

公司2018年煤炭产量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较多，其中受古山矿关闭退出的影响，减少煤炭产

量70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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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 

营业收入 2,224,328,716.52 2,807,990,425.98 -20.79% 2,166,666,415.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51,022,382.59 483,797,872.03 -151.89% -323,606,543.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10,630,134.85 337,895,339.78 -191.93% -325,518,652.3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9,688,506.94 1,178,241,254.38 -116.95% 253,338,275.3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50 0.480 -152.08% -0.3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50 0.480 -152.08% -0.3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73% 11.13% -16.86% -7.71%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总资产 5,205,074,349.18 5,897,454,983.21 -11.74% 5,308,803,437.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158,912,974.94 4,606,960,182.55 -9.73% 4,085,122,47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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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5,850,892.25 548,826,184.03 428,073,745.53 711,577,894.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040,857.68 -19,063,400.72 -28,891,477.00 -199,026,647.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9,059,674.32 -28,037,752.60 -33,622,868.50 -229,909,839.4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92,482,427.77 25,879,853.01 90,818,645.72 276,095,42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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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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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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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043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47,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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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平庄煤

业（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61.42% 622,947,287 622,947,287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0.92% 9,299,400 9,299,400   

北京紫光通信

科技集团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0.90% 9,110,401 9,110,401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华

宝标普中国 A

股红利机会指

数证券投资基

金（LOF） 

其他 0.63% 6,439,510 6,439,510   

梁卓荣 境内自然人 0.52% 5,280,152 5,280,152   

梁晓雲 境内自然人 0.51% 5,166,059 5,166,059   

林要兴 境内自然人 0.37% 3,759,435 3,759,435   

穆俊霖 境内自然人 0.31% 3,188,880 3,188,880   

姚建平 境内自然人 0.22% 2,266,080 2,266,080   

李加云 境内自然人 0.21% 2,148,900 2,148,9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内蒙古平庄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其他流通股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公司其

余股东未知其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其是否为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前十大股东中，股东“姚建平”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85900 股，通过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

账户持有 2080180 股，合计持有 226608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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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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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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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2.24亿元，同比减少20.79%；实现净利润-2.51亿元，同比减

少利润151.89%。2018年末，公司总资产52.05亿元，比年初减少11.74%；所有者权益41.59亿

元，比年初减少9.73%。2018年煤炭销售结构为地销煤销量占68.51%，市场煤销量占25.30%，

电煤销量占6.19%。 

公司2018年亏损的原因有三方面：一是煤炭销售数量同比大幅下降,且煤炭平均销售价格

同比小幅度下降，从而降低了公司煤炭销售收入，净利润减少。公司2018年煤炭销售数量为

496.78万吨，与上年同期643.97万吨相比减少147.19万吨，下降幅度22.86%，公司2018年煤炭

平均销售价格为337.85元/吨，与上年同期356.67元/吨相比下跌18.82元/吨，下跌幅度5.28%。

因煤炭售价降低减少煤炭销售收入9,349.48万元，因煤炭销量下降减少煤炭销售收入52,498.09

万元。二是受去产能政策及资源枯竭的影响，公司古山矿关闭，处于人员安置分流阶段，以

致公司内养职工人数增多。公司全年预进内养职工辞退福利7,341万元。三是公司西露天矿由

露天开采方式转井工开采尚未取得相关部门批复，目前仍处于停产阶段，相应支出部分矿井

维护费用。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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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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8,406,700.40 1,114,815,450.61 33.58% -26.93% -1.23% -17.28% 

其他 545,922,016.12 451,717,536.47 17.26% 6.81% 5.24%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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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2.24亿元，同比减少20.79%；实现净利润-2.51亿元，同比减

少151.89%。营业收入、净利润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为：同比煤炭销售数量大幅下降,且同比

煤炭平均销售价格小幅度下降，从而降低了公司煤炭销售收入，导致营业收入、净利润减少。

二是受去产能政策及资源枯竭的影响，公司古山矿关闭，处于人员安置分流阶段，以致公司

内养职工人数增多，公司全年预进辞退福利增加；三是公司西露天矿由露天开采方式转井工

开采尚未取得相关部门批复，目前仍处于停产阶段，相应支出部分矿井维护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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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0月26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及第十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财政部于2018年6月15日发布《企业财务报表格式通知》（财会（2018）

15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根据该通知要求，公司对资产负债表中“应收票据”和“应收

账款”合并列示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合并列示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应

收利息”和“应收股利”并入“其他应收款”列示；“应付利息”和“应付股利”并入“其他应付款”列示；“固定资产

清理”并入“固定资产”列示；“工程物资”并入“在建工程”列示；“专项应付款”并入“长期应付款”列示。公司

在利润表中新增“研发费用”项目，将原“管理费用”中的研发费用重分类至“研发费用”单独列示；在利润表

中财务费用项下新增“其中：利息费用”和“利息收入”项目。公司在利润表中新增“资产处置收益”项目，将

公司出售划分为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金融工具、长期股权投资和投资性房地产除外）或处置组（子公

司和业务除外）时确认的处置利得或损失，以及处置未划分为持有待售的固定资产、在建工程、生产性生

物资产及无形资产而产生的处置利得或损失。债务重组中，因处置非流动资产产生的利得或损失和非货币

性资产交换中换出非流动资产产生的利得或损失在此项目列示。该会计政策的变更不会对当期和会计政策

变更之前公司总资产、负债总额、净资产及净利润产生任何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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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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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