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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28                               证券简称：露天煤业                     公告编号：2020026 

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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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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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谷清海 董事 公务原因 刘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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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1,573,493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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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露天煤业 股票代码 002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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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泉 -- 

办公地址 
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机关

办公楼 

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机关

办公楼 

电话 0475-6196970 -- 

电子信箱 ltmy@vip.163.com ltmy@vip.163.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 

1.主要业务范围、产品、用途 

（1）公司主要业务为煤炭产品生产和销售；火力发电，所采煤炭及发电量分别向内蒙古、

吉林、辽宁地区输送。公司产品包括褐煤、火电等。煤炭产品主要销售给内蒙古、吉林、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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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等地区燃煤企业，用于火力发电、煤化工、地方供热等方面； 

（2）电力产品主要销售给国家电网东北分部，用于电力及热力销售等。 

（3）铝产品生产、销售主要包括铝液、铝锭和多品种铝。其中，铝液主要销售给周边铝

加工企业，铝锭及多品种铝主要销往东北、华北地区。 

报告期内，露天煤业收购了内蒙古霍煤鸿骏铝电有限责任公司51%股权。目前露天煤业

业务包括煤炭和铝、电业务等。 

2.经营模式、工艺流程 

（1）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扎鲁特旗扎哈淖尔煤业有限公司目前煤炭核准产能共计4600万

吨。 

生产模式：公司煤炭生产采用单斗汽车-半固定式破碎站-带式输送机半连续工艺，剥离

生产采用单斗汽车间断工艺、单斗汽车-半固定式破碎站-带式输送机-排土机工艺半连续工艺、

轮斗连续工艺等，机械化程度100%。 

销售模式：销售渠道既有直接向电厂、供热公司等终端的销售，也有向贸易商销售，再

由贸易商向终端用户销售。但以直接向五大发电集团、大型供热企业及上市公司等终端用户

销售为主。公司始终坚持科学规划，合理布局，整合资源，加强资源衔接，严格实行“统一订

货、统一请车、统一发运、统一结算”原则。 

工艺流程：煤炭生产工艺为单斗汽车-半固定式破碎站-带式输送机半连续工艺，剥离生

产工艺为单斗汽车间断工艺、单斗汽车-半固定式破碎站-带式输送机-排土机工艺半连续工艺、

轮斗连续工艺。 

（2）公司全资子公司通辽霍林河坑口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拥有2×600MW国产亚临界直接

空冷机组。 

生产模式：通辽霍林河坑口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为就地消纳低热值煤实现“煤在空中走”的

坑口发电厂，发电机组采用自动化集控控制模式，归口国家电网东北分部直接调度生产。 

销售模式：通辽霍林河坑口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的电力主要向内蒙古东部，辽宁省、

山东省及华北地区输送。热力供应主要负责霍林郭勒市城区部分居民采暖负荷。 

工艺流程：煤矿出产原煤→经皮带输送→储煤仓→经皮带输送→电厂锅炉原煤斗→给煤

机→锅炉燃烧→锅炉生产蒸汽→汽轮发电机发电→500KV升压站→500KV霍阿科沙线并入东

北电网。 

（3）公司控股子公司内蒙古霍煤鸿骏铝电有限责任公司目前拥年产86万吨电解铝生产

线。 

生产模式：全部采用冰晶石-氧化铝熔盐电解法，所需主要原材料为氧化铝、碳块和氟化

盐等。 

销售模式：铝产品生产、销售主要包括铝液、铝锭和多品种铝。其中，铝液主要销售给

周边铝加工企业，铝锭及多品种铝主要销往东北、华北地区。 

工艺流程：电解铝生产采用冰晶石-氧化铝熔盐电解法，生产所需的原材料为氧化铝、氟

化盐和阳极炭块，电解所需的直流电由整流所供给。溶解在电解质中的氧化铝在直流电的作

用下，与炭阳极发生氧化－还原反应，生产出液态原铝，通过压缩空气形成的负压吸入出铝

抬包内，再由抬包运输车送往铸造车间，铸造成重熔用普通铝锭。也可将部分铝液直接外卖。 

（4）采购模式： 

露天煤业物资与采购管理工作执行 “一个标准、两级集中、三级管理、三者分离”的管理

体系。露天煤业物资与招标采购工作均按照 “统一规范、统一标准、统一程序、统一平台”的

要求规范组织实施；在招标组织管理体系中依照法律法规和公司制度规定，应当通过招标方

式进行采购的，均实行集中管理，由公司组织实施；所有物资与招标采购工作实行级分类负

责管理，并遵循“谁管理、谁负责”的原则。公司按照权限负责主要品类的集中招标管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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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单位在公司授权下，负责应急、零星、小额采购的组织实施；公司招标采购的结果审批、

监督管理、组织实施遵循“三者分离”的原则，贯彻落实招投标工作内部监督制衡机制。 

内蒙古霍煤鸿骏铝电有限责任公司主要采购方式：充分利用集团公司贸易公司平台提供

专业的采购服务。国家电投集团铝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和国家电投集团东北铝业国际贸易有

限公司系国家电投旗下的铝业贸易服务平台，采用集约化、专业化和市场化的运作方式，为

集团内铝业企业提供集中采购和销售服务。在原材料采购中，通过化零为整，将小批量采购

转化为大批量采购，从而获得更优的产品结构、更稳定的采购渠道和更及时的供货保障，同

时提高议价能力。 

通辽霍林河坑口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和内蒙古霍煤鸿骏铝电有限责任公司向公司采购电厂

发电煤。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经营模式未发生重大变化。 

3.主要业绩驱动因素 

报告期内,公司业绩主要来源于煤电铝业务。2019年实际生产及弃煤回收4,600万吨，比上

年同期降低2.40%。2019年实际销售原煤4,607万吨，比上年同期降低2.19%。2019年实际发电

量678,384.46万千瓦时(含光伏、风电），比上年同期提高21.25%。2019年实际销售电649,352.02 

万千瓦时（含光伏、风电），比上年同期提高29.53%。2019年实际生产电解铝89.26万吨，比

上年同期提高3.43%，2019年实际销售电解铝89.26万吨，比上年同期提高3.31%。2019年实现

利润总额321,709.73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24.26%。利润总额同比增加的主要原因是煤炭综合

售价同比增加及售电量、电解铝产品销量同比增加所致。 

 (二)行业情况 

1.行业发展状况 

（1）供给侧改革以来，我国煤炭产量持续向优势资源地区集中，随着晋陕蒙运输条件的

改善，以及坑口电厂等建设带来产地煤炭消费量增加，晋陕蒙地区在煤炭产销方面的核心地

位得到持续的加强。中长期看，在我国煤炭产销量持平或略降的状态下，优势地区和龙头煤

企凭借市场份额的扩张依然可以保持产销量的稳定或小幅增长。 

（2）火电企业受煤炭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和环保减排以及新能源产业增长等影响，大多数

火电企业可能出现亏损。 

（3）2018、2019年电解铝产能指标密集交易，产能实现合规建设，国内电解铝行业将进

入有序发展阶段。地方政府招商引资政策的扶持降低了项目的生产成本，新项目建设投产积

极性较高，不排除电解铝产能自2020年开始可能进入新一轮的快速增长阶段。 

2.周期性特点： 

（1）煤炭行业属于价格驱动型的周期性行业，产品同质化较为严重，价格对盈利的影响

作用远大于销量。2012年-2015年期间，煤炭价格大幅下跌，为防范系统性风险，2016年国家

开始实施煤炭供给侧淘汰落后产能改革。2016年淘汰落后产能政策实施以来，煤炭价格稳步

回升、煤炭企业盈利能力明显增强。至2019年末，煤炭行业淘汰落后产能目标全面完成，同

时，随着新建大型先进煤炭产能的逐步投产，预计煤炭供需保持平稳、煤炭价格不会出现大

幅波动。 

（2）火电行业的盈利能力受上下游产业结构调整、新能源消纳以及国家电价政策影响比

较明显。煤炭去产能造成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国家为促进制造业和一般工商业发展，电网售

电价格持续走低等影响因素势必传导至火电企业，进而对火电企业的盈利情况产生较大影响。 

(3)铝冶炼下游铝产品应用广泛，其行业发展与房地产、交通运输、机械设备、饮料消费、

石化等行业密切相关，受国民经济景气程度的影响较大。铝产品的销量、价格等变动趋势随

宏观经济波动呈现出一定的周期性变动规律。 

3.公司所处行业地位及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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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拥有的霍林河矿区一号露天矿田和扎哈淖尔露天矿田的采矿权，公司煤炭核准

产能4600万吨，属于国内大型现代化露天煤矿。 

竞争优势： 

一是稳定的系统内用户为公司煤炭的销售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二是公司经过近年来的发展，已经成为蒙东和东北地区褐煤龙头企业，煤炭产品质量稳

定，销售服务体系完善，品牌形象根深蒂固，形成了比较稳定的用户群和市场网络。 

三是公司一直以来与铁路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具有一定的运力优势。 

（2）公司全资子公司通辽霍林河坑口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的2×600MW机组是东北电网直

调火电厂主力调峰机组。 

竞争优势： 

该2×600MW机组目前正处在良好的运营期间，此类型机组在东北电网是主力核心大机

组。随着机组投产以来进行的节能综合升级改造、重要辅机变频器改造，灵活性辅助调峰改

造等，机组的能耗水平将大幅下降，持续盈利能力增强。 

（3）公司控股子公司内蒙古霍煤鸿骏铝电有限责任公司目前拥年产86万吨电解铝生产

线。未来，电解铝落后及不具竞争优势的产能将被逐步淘汰，我国电解铝行业格局进一步优

化，龙头企业的优势将更加明显。 

竞争优势： 

由于电解铝行业产品同质性较强、销售价格趋于统一、生产技术差别相对较小，因此电

解铝行业竞争力主要体现在生产成本以及销售运距等方面。内蒙古霍煤鸿骏铝电有限责任公

司主要优势：一是霍林河地区已经形成了火电、风电、电解铝和具备独立运行能力自备电网

的循环经济产业集群，实现发电、配电、用电、调度一体运行，构建了全国首个高载能产业

清洁化发展示范区。二是自备火电机组环保全部达标，电解铝行业全国首例煤电铝烟气污染

物趋零排放示范工程投运，环保优势明显。 

 (三) 矿产勘查活动  

1.采矿权范围内的勘探  

根据2001年10月16日国土资源部备案的《内蒙古自治区霍林河煤田一号露天矿矿产资源储

量核实报告》，该矿山累计资源储量138,708万吨。截至2019年12月31日，查明资源储量中，

累计动用资源储量47,700万吨。 

根据2004年9月13日国土资源部备案的《内蒙古自治区霍林河煤田扎哈淖尔露天矿矿产资源

储量分割核实报告》，该矿山累计资源储量121,716万吨。截至2019年12月31日，查明资源储

量中，累计动用资源储量20,697万吨。 

2.无勘探  

报告期内，除生产工程孔外，公司未安排勘探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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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政策变更;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单位：元 

项目 2019 年 2018 年 
本年比上年增

减 
2017 年 



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摘要 

5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19,155,000,719

.21 

8,229,667,262.

00 

17,767,549,078

.60 
7.81% 

7,588,379,735.

02 

16,751,634,873

.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2,466,494,732.
75 

2,027,025,694.
75 

2,029,281,990.
73 

21.55% 
1,754,614,685.

27 
1,894,967,788.

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350,250,193.
38 

1,898,796,339.
86 

1,823,572,419.
12 

28.88% 
1,689,110,489.

74 
1,689,110,489.

7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3,462,034,563.
50 

1,792,122,437.
52 

3,729,023,761.
04 

-7.16% 
2,067,811,290.

13 
3,620,548,784.

8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28 1.24 1.06 20.75% 1.07 1.1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28 1.24 1.06 20.75% 1.07 1.1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87% 17.56% 14.51% 
提高 1.36 个百

分点 
17.43% 15.48% 

项目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

末增减 
2017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资产总额 
33,820,999,567

.87 
17,715,717,663

.88 
31,901,719,907

.78 
6.02% 

14,717,468,526
.56 

29,888,863,741
.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16,148,331,567

.53 

12,294,124,522

.70 

14,732,078,916

.54 
9.61% 

10,798,544,522

.21 

13,232,770,539

.09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注释：1.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发的《关于核准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向中电投蒙东能源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2066 号），公司向公司控股股东中电投蒙东能源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其持有的内蒙古霍煤鸿骏铝电有限责任公司 51%股权，并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

资金约 10.35 亿元。2019 年 5 月 17 日，本次交易已完成标的资产内蒙古霍煤鸿骏铝电有限责任公司 51%股权过户手续及相

关工商变更登记，霍煤鸿骏铝电公司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根据会计准则，该事项为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报告期内公司

对 2018 年度及 2018 年初出相关数据进行了调整。2.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1)财政部于 2017 年 3 月

31 日分别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2017 年修订）》（财会〔2017〕7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2017 年修订）》（财会〔2017〕8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2017 年修订）》（财会

〔2017〕9 号），于 2017 年 5 月 2 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2017 年修订）》（财会〔2017〕14 号）

（上述准则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境内上市企业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的

衔接规定，公司无需重述前期可比数，比较财务报表列报的信息与新准则要求不一致的无须调整，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不影

响公司 2018 年度相关指标。(2)2019 年 1 月 1 日前，本集团采用“成本法”核算投资性房地产。由于目前房地产市场较公开透

明，公允价值能够持续可靠取得，具备将投资性房地产按照公允价值计量条件。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3 号—投资性房地

产》的相关规定，公司决定对投资性房地产计量模式进行自主变更， 将投资性房地产核算由“成本法”调整为“公允价值计量”。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累计影响数为 71.94 万元。(3)2019 年财政部颁布了《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 版）的通知》

（财会【2019】16 号），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按照修订后的财务报表格式编制财务报表。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仅对

财务报表相关项目列示产生影响，不会对当期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的财务指标产生任何影响。3.本报告期无会计差错更正

情况。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4,666,983,545.57 4,866,418,771.67 4,685,993,586.90 4,935,604,815.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85,439,619.94 589,328,555.12 585,456,476.14 506,270,081.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98,590,933.59 568,839,811.21 594,927,138.69 387,892,309.8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17,152,528.00 940,106,850.35 1,280,255,731.58 824,519,45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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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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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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247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上一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45,850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参见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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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参
见注 8） 

0 

持股 5%以上的股东或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报告期末持股

数量 

报告
期内
增减
变动
情况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持有无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中电投蒙东能源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58.39% 1,122,022,721  154,161,602 967,861,119   

内蒙古霍林河煤业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4.88% 93,785,424  0 93,785,424 质押 46,890,000 

华能国际电力开发公司 国有法人 3.34% 64,267,352  64,267,352 0   

云南能投资本投资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3.21% 61,696,658  61,696,658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14% 21,970,200  0 21,970,200   

孙桂霞 
境内自然
人 

0.53% 10,250,451  0 10,250,451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45% 8,583,290  0 8,583,290   

#李忠显 
境内自然
人 

0.39% 7,508,000  0 7,508,000   

财通基金－上海银行－
财通基金玉泉 870 号单
一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33% 6,426,735  6,426,73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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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0.30% 5,680,028  0 5,680,028   

战略投资者或一般法人因配售新股
成为前 10 名股东的情况（如有）（参
见注 3）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除了内蒙古霍林河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中电投蒙东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5%的股份外，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属于《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报告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中电投蒙东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967,861,119 人民币普通股 967,861,119 

内蒙古霍林河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93,785,424 人民币普通股 93,785,424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1,970,200 人民币普通股 21,970,200 

孙桂霞 10,250,451 人民币普通股 10,250,451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8,583,290 人民币普通股 8,583,290 

#李忠显 7,508,000 人民币普通股 7,50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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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80,028 人民币普通股 5,68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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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富通达投资有限公司 5,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500,0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顺长城量化精选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5,357,972 人民币普通股 5,357,972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顺长城沪深 300 指
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5,011,399 人民币普通股 5,011,399 

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之间，以及前 10 名无限售
流通股股东和前 10 名股东之间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除了内蒙古霍林河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中电投蒙东能源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35%的股份外，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
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如
有）（参见注 4） 

#李忠显信用证券账户持有的 4500000 股股份； 

#西藏富通达投资有限公司信用证券账户持有的 5500000 股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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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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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良好，实现营业总收入1,915,500.07万元，比上年同期

增加7.81%；实现营业利润325,497.42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了22.02%；实现利润总额

321,709.73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24.26%。利润总额同比增加的主要原因是煤炭综合售价同比

增加及售电量、电解铝产品销量同比增加所致；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246,649.47万元，比上年

同期增加21.55%；基本每股收益1.39元，比上年同期提高12.10%；资产总额3,382,099.96万元，

比年初增加6.02%；归属于上市公司所有者权益1,614,833.16万元，比年初增加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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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产量（万吨/

万千瓦时） 

销量（万吨/

万千瓦时） 

营业收入

（万元） 

营业收入比

上年增减 

营业成本

（万元） 

营业成

本比上

年增减 

毛利率 毛利率比上年增减 

煤炭产品 4,600 4,607 625,645.23 11.87% 324,529.10 13.15% 48.13% 降低0.59个百分点 

电力产品 678,384.46 649,352.02 187,618.74 29.65% 122,459.40 30.17% 34.73% 降低0.26个百分点 

电解铝 89.26 89.26 1,074,266.21 3.22% 939,168.67 1.98% 12.58% 提高1.07个百分点 

其他（委

托管理费

等） 

    27,969.89 -12.83% 6,796.18 -27.60% 75.70% 提高4.96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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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煤炭产品 6,256,452,333.38 3,245,290,987.09 48.13% 11.87% 13.15% -0.59% 

电力产品 1,876,187,396.94 1,224,593,982.28 34.73% 29.65% 30.17% -0.26% 

电解铝 
10,742,662,069.2

3 
9,391,686,650.73 12.58% 3.22% 1.98% 1.07% 

其他（委托管理

费等） 
279,698,919.66 67,961,820.00 75.70% -12.83% -27.60% 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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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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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新金融工具准则 

财政部于2017年3月31日分别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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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修订）》（财会〔2017〕7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2017

年修订）》（财会〔2017〕8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2017年修订）》（财

会〔2017〕9号），于2017年5月2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2017

年修订）》（财会〔2017〕14号）（上述准则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境内上市企业

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 

经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会于2019年3月11日决议通过，本集团于2019年1

月1日起开始执行前述新金融工具准则。 

在新金融工具准则下所有已确认金融资产，其后续均按摊余成本或公允价值计量。在新

金融工具准则施行日，以本集团该日既有事实和情况为基础评估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

以金融资产初始确认时的事实和情况为基础评估该金融资产上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将金融

资产分为三类：按摊余成本计量、按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及按公允价值

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其中，对于按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权益

工具投资，当该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时，之前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累计利得或损失将从其他综

合收益转入留存收益，不计入当期损益。 

在新金融工具准则下，本集团以预期信用损失为基础，对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债务工具投资、租赁应收款及财务担保合同计

提减值准备并确认信用减值损失。 

本集团追溯应用新金融工具准则，但对于分类和计量（含减值）涉及前期比较财务报表

数据与新金融工具准则不一致的，本集团选择不进行重述。因此，对于首次执行该准则的累

积影响数，本集团调整2019年年初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以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

2018年度的财务报表未予重述。 

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本集团的主要变化和影响如下： 

——本集团于2019年1月1日及以后将持有的部分非交易性股权投资指定为以公允价值

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列报为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A、首次执行日前后金融资产分类和计量对比表 

a、对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2018年12月31日（变更前） 2019年1月1日（变更后） 

项  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项  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可供出售金

融资产 

以成本计量

（权益工具） 

54,716,000.00 其他权益工具投

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

益 

54,716,000.00 

b、对公司财务报表的影响 

2018年12月31日（变更前） 2019年1月1日（变更后） 

项  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项  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可供出售金

融资产 

以成本计量（权

益工具） 

300,000.00 其他权益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300,000.00 

B、首次执行日，原金融资产账面价值调整为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进行分类和计

量的新金融资产账面价值的调节表 

a、对合并报表的影响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变更前） 

重分类 重新计量 2019年1月1日

（变更后）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原准则） 54,716,000.00       

减：转出至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54,71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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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新金融工具准则列示的余额       ——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       

加：自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原准则）转入   54,716,000.00     

按新金融工具准则列示的余额       54,716,000.00 

b、对公司财务报表的影响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变更前） 

重分类 重新计量 2019年1月1日

（变更后）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原准则） 300,000.00       

减：转出至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300,000.00     

按新金融工具准则列示的余额        ——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       

加：自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原准则）转入   300,000.00     

按新金融工具准则列示的余额       300,000.00 

C、首次执行日，金融资产减值准备调节表 

a、对合并报表的影响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变更前） 

重分类 重新计量 2019年1月1日

（变更后）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20,529,305.89   -20,529,305.89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

综合收益（权益工具）：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减值准备 ——       

D、对2019年1月1日留存收益和其他综合收益的影响 

项  目 合并未分配利润 合并其他综合收益 

2018年12月31日 8,867,329,525.26 1,264,416.43 

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重分类为其他权益工具

投资并重新计量 

7,852,459.50 -7,852,459.50 

2019年1月1日 8,875,181,984.76 -6,588,043.07 

（二）投资性房地产按成本模式计量变更为公允价值模式计量 

1、变更原因 

目前房地产市场较公开透明，公允价值能够持续可靠取得，具备将投资性房地产按照公

允价值计量条件。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3 号—投资性房地产》的相关规定，公司决定对投

资性房地产计量模式进行自主变更， 将投资性房地产核算由“成本法”调整为“公允价值计

量”。 

2、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财务报表的影响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 审批程序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 影响金额 

追溯调整法 2019年1月1日   

2019年1月1日前，本集团采用”成本

法”核算投资性房地产。 

经本公司2019年第八次

临时董事会批准。 

盈余公积 72,298.55 

未分配利润 647,073.55 

少数股东权益 -73.74 

投资性房地产 845,655.00 

递延所得税资产 1,229.04 

递延所得税负债 127,58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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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财务报表格式调整的会计政策 

1、变更原因 

财政部于2019年9月27日颁布了《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知》（财

会〔2019〕16号），对合并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要求所有已执行新金融准则的企业应

结合财会〔2019〕16号通知及附件要求对合并财务报表项目进行相应调整。 

2、变更内容 

（1）合并资产负债表 

①在原合并资产负债表中增加了“使用权资产”“租赁负债”等行项目。 

②将原合并资产负债表中的“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行项目分拆为“应收票据”“应收账

款”“应收款项融资”三个行项目。 

③将原合并资产负债表中的“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行项目分拆为“应付票据”“应付账款”

两个行项目。 

④在原合并资产负债表中增加了“专项储备”行项目。 

（2）合并利润表 

①在原合并利润表中“投资收益”行项目下增加了“其中：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

确认收益”行项目。 

②将原合并利润表中“资产减值损失”“信用减值损失”行项目的列报行次进行了调整。 

（3）合并现金流量表 

删除了原合并现金流量表中“为交易目的而持有的金融资产净增加额”“发行债券收到的

现金”等行项目。 

（4）合并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在原合并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中增加了“专项储备”列项目。 

（四）会计估计变更 

1、会计估计变更的审批程序、内容和原因及适用时点。 

为更能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结合公司管理和行业实际情况，公司对发

电及供热设备折旧年限进行变更。变更日期：2019年9月1日。 

变更前后确认标准： 

变更前：公司发电及供热设备折旧年限是12年至20年区间内选择。 

变更后：公司发电及供热设备折旧年限统一为20年。 

按照会计准则要求，公司火电、风电、太阳能的发电供热设备折旧年限由 12-20 年调整

为 20 年属于会计估计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进行会计处理，无需对已披露的财务报表进行

追溯调整，不会对公司已经披露的财务报告产生影响。 

根据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变更》的规定，本次会计估

计变更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无需股东大会审议；公司 2019 年第八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已审议

通过了上述变更事项。 

2、会计估计变更对当期和未来期间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影响金额。 

 

会计估计变更的内容、原因及适用时点 审批程序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 影响金额 

发电及供热设备折旧年限 2019年第八次临时董事会

审议通过 

营业成本 -326.37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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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公告 

1.会计政策变更公告 

具体内容详见《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如下公告： 

（1）2019年3月12日《关于变更会计政策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14） 

（2）2019年8月23日《关于变更会计政策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63） 

（3）2019年12月12日《关于变更会计政策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105） 

2.会计估计变更公告 

具体内容详见《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2019年8月23日《关于变更会计估计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064）。 

前述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实际情况，

能提供更可靠、更准确的会计信息，符合有关规定和公司的实际情况，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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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本公司本年度收购了内蒙古霍煤鸿骏铝电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鸿骏铝电公司”）51%的股权，纳入了合并范围。同时，间接持有鸿骏铝电公司子公司内

蒙古电投霍白配售电有限公司51.00%的股权，并纳入了合并范围。 

新设子公司：本公司本年合新设立了3家子公司，其中：通辽通发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5,000.00万元人民币，实收资本13,350.00万元人民币，持股比例100.00%；内蒙古巴

音新能源有限公司，注册资本3,600.00万元人民币，实收资本3,600.00万元人民币，持股比例

100.00%；通辽市青格洱新能源有限公司，注册资本480.00万元人民币，实收资本480.00万元

人民币，持股比例100.00%；子公司自新设立之日起即纳入本公司合并范围。 

处置子公司：本公司本年度内处置了持有的内蒙古察哈尔新能源有限公司51.00%的股权，

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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