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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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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度报告全

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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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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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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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证券交易所 郑州煤电 600121 *ST郑煤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陈晓燕 冯松江 

电话 0371-87785116 0371-87785121 

办公地址 郑州市中原西路66号 郑州市中原西路66号 

电子信箱 zce600121@163.com zce600121@163.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 

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13,987,739,093.76 12,735,916,699.56 9.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504,298,764.30 3,383,630,584.79 3.57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 

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05,096,315.14 146,272,140.25 -308.58 

营业收入 1,981,702,482.87 2,388,810,148.89 -17.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541,487.54 102,746,773.03 -89.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949,993.14 71,624,176.62 -94.4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31 3.00 减少2.6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04 0.1012 -89.7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04 0.1012 -89.72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47,307 

截止报告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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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性质 

持股

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郑州煤炭工业(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63.83 648,059,213 0 质押 285,000,00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0.45 4,558,657 0 无 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中证煤炭等权指

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40 4,109,994 0 无 0 

施柏明 境内自然人 0.39 3,990,000 0 无 0 

陈源 境内自然人 0.24 2,439,314 0 无 0 

万洪涛 境内自然人 0.23 2,304,300 0 无 0 

龙峰 境内自然人 0.22 2,268,700 0 无 0 

史建新 境内自然人 0.20 2,058,800 0 无 0 

沈秀云 境内自然人 0.20 2,043,031 0 无 0 

刘洁 境内自然人 0.18 1,831,00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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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无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以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为主攻方向，按照年初董事会工作部署，强化安全生产，创新经营管理，

深化企业改革，巩固主业发展根基，增强内部管理效率，提升内生发展动力，落实“基础建设年”

各项措施，公司经济运行基本平稳，实现了安全生产，但主要经济指标受地质和生产条件影响，

较上年同期有较大幅度下降。 

强化安全管理，科学组织生产。报告期内，面对新郑煤电和白坪煤业等主力矿井接连出现回

采工作面切巷出现全岩现象和过薄煤带等地质条件问题，公司高度重视，在保障矿井安全生产的

前提下，采取了科学安排生产接替、全力加强煤质管控和促销稳价等一系列措施，力争将各种不

利因素降到最低，同时积极配合上级各类专项监察，全面细致开展隐患排查整改，稳步推进安全

生产标准化建设，合理安排接替，加强生产调度，科学组织生产，力保原煤产量，实现安全生产。 

开展管理创新，推进降本增效。一是开展科技创新增效益。白坪煤业挖掘“大师工作室”科

技创新潜力，坚持一季度一联评、一表彰，在刘广坛大师工作室为辐射和带动下，引导区队积极

开展创新行动，上半年先后完成了 JX-A 型防尘雾炮车等创新项目 28 项，创造经济效益 155 万元。

芦沟矿大力开展有效实用的科技创新活动，先后发明“瓦斯钻孔集流器改制”、“悬移支架双针

抗震压力表保护装置”等一批新成果，上半年节约资金 44.7 万元。二是管理降本增效。加强材料

管控，降低材料消耗；严控电力消耗，提高设备运行效率；规范招标管理，降低采购成本；严控

各类开支，降低费用支出；创新管理模式，提高增效能力。三是人力降本增效。加强用工管理，

杜绝人力资源浪费；优化人力资源，提高工时工效。 

优化考核体系，激发企业活力。积极构建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和绩效考核体系，健全激励

约束机制，制订下发了《单位负责人经营绩效考核办法（试行）的通知》和《生产费考核支付办

法》等，实行“一企一策”差异化考核，对考核指标进行全方位调整引导各单位经营管理重点及

企业发展方向，充分调动管理者积极性。 

创新营销模式，抓好煤炭销售。在强化煤质的基础上，今年以来为应对市场变化，公司提出

了尊重矿工劳动、尊重市场规律、尊重客户需求的“三个尊重”营销理念，提高服务水平，打造



“郑煤煤炭”品牌。一是坚守市场定位，稳定煤炭销售。坚持把市场重心放在郑州区域，守好家

门口，上半年郑州地区用煤量占到总销售量的 73%。二是采取多种措施，实现增收增效，继续实

施承兑加价，推行筛上品等竞价销售，做到透明、公开、公正。三是实行货款回收终身负责制，

压实货款回收责任，保障资金安全。 

抓好关键环节，推进项目建设。按照年初下达的建设工程计划，优化设计，精心组织，严把

工程质量关，合理加快技改建设进度，确保项目按期完成。白坪西翼开采工程上半年矿建工程完

成进尺 185.6m，西翼主通风机控制室等土建工程、西翼副井井筒装备、井架、提升机、井上下操

车、风井井筒装备、主通风机等安装工程竣工验收，《安全专篇（修改）》取得河南省煤监局批

复。告成矿产业升级项目矿建工程南翼副井井底硐室、中央变电所、主排水泵房、-410m 北轨运

输大巷等工程的加固扩修，变电站二次接线完成，第三趟线路施工完成。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原煤产量 381万吨，发电量 1.09 亿千瓦时，营业收入 19.82亿元，归属

于母公司净利润 1054 万元，每股收益 0.01 元。 

原煤产量、销量及吨煤售价整体情况如下图：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2019 年 1 月 1 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调减
52,245,000.00 元、其他权益工具投资调增
52,245,000.00 元。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董事长：于泽阳 

 

日期：2019 年 8 月 2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