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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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董事 杨勇 因公出差 王炳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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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云煤能源 600792 *ST马龙 

公司债 上海证券交易所 13云煤业 122258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琳 李丽芬 

电话 0871-68758679 0871-68758679 

办公地址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环城南路777

号昆钢大厦7层2单元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环城南路777

号昆钢大厦7层2单元 

电子信箱 Ymny600792@163.com Ymny600792@163.com 

注：公司于2020年6月29日收到董事会秘书张炜强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张炜强先生因个人原

因申请辞去公司董事会秘书职务，辞职后，将由公司财务总监张琳女士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直至

公司聘任新的董事会秘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7月1日在上交所网站上披露的《云南煤业

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秘书辞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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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76,911,193.63 5,905,907,235.91 -8.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3,333,549,133.20 3,356,217,092.43 -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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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459,713.60 -81,991,801.49   

营业收入 2,191,865,861.82 2,757,450,955.74 -20.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5,322,577.28 102,460,391.41 -124.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8,604,705.76 102,373,607.55 -127.9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0.76 3.23 减少3.9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3 0.11 -127.27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3 0.11 -12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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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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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昆明钢铁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60.19 595,841,429 0 无 0 

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0.31 102,083,000 0 无 0 

徐开东 境内自然人 1.07 10,54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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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知 0.46 4,574,566 0 无 0 

董雪勇 境内自然人 0.20 1,978,248 0 无 0 

张群英 境内自然人 0.20 1,970,500 0 无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0.19 1,899,000 0 无 0 

王爱平 境内自然人 0.15 1,509,500 0 无 0 

黄沛全 境内自然人 0.15 1,438,900 0 无 0 

刘春兰 境内自然人 0.14 1,400,00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十名股东之间、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



公司确认控股股东昆明钢铁控股有限公司和法人股

东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

关联关系，也不是一致行动人，其他股东之间未知

其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一致行动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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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云煤能源2013年公

司债券 
13 云煤业 122258 

2013年 12

月 3日 

2020年 12

月 3日 
19,000.9 8.80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主要指标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资产负债率 36.66 41.93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2.34 4.5 

 

关于逾期债项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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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19,186.59 万元，同比减少 20.51%；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为-2,532.26万元，同比减少 124.71%。主要是受疫情影响，钢铁市场疲软，钢材销售

困难，钢铁企业纷纷减产，焦炭需求量减少，区域内焦炭市场供大于求，国际原油价格战的影响，

焦炭及化工产品价格大幅下降，较上年同期降幅分别为 17.85%、26.56%；但原料煤受云南省煤炭

资源整合政策、省内炼焦煤产量下降、疫情使得煤矿复工复产较晚、保供电煤及政府封关等因素

影响，原料煤价格较上年同期降幅仅为 12.80%。原料煤价格下降幅度明显低于焦炭及化工产品价

格下降幅度，是导致收入、利润较上年同期大幅下降的主要原因。 

面对严峻形势，公司在聚焦疫情防控的同时紧跟钢铁市场变化适时调整生产经营管理策略，

在努力做好主业的同时，持续推进装备制造板块发展。此外，公司紧紧围绕年初制定的各项生产



经营目标任务，以问题为导向，细化措施、压实责任、强化科技引领、提升焦炭质量、加强对标

管理、持续推进公司“四大改革”方案实施。 

报告期内，公司坚持“高水平、低库存、低成本”的原则组织生产，2020年上半年主要工作

如下： 

（一）强化党建引领、聚焦疫情防控。 

强化党建引领公司改革发展作用，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理论用于指导公司生

产经营工作，进一步规范“三重一大”决策程序，完善领导班子科学民主决策、干部任免机制，

加强干部作风建设和纪律督查。疫情期间，党员领导干部多次召开会议研究部署疫情防控工作，

全司上下积极响应、严防死守，整体做到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生产组织，并将疫情防控的精

神转化为强化生产经营管理的动力，保证生产稳定顺行。 

（二）持续深化改革，提高管理水平。 

报告期内，公司参照昆钢公司“四大改革”方案，结合自身实际经营情况，稳步实施“大放

权、大监督、大激励、大创新”方案，并配套母子公司管控权责清单，有效提高下属公司决策效

率、激发职工自主创新能力、持续加大监督力度，有效释放管理效能，提升公司内部管理水平。

同时，公司全力开展对标管理工作，通过强化对标工作组织领导、建立"三级三维"对标管理体系、

广泛开展对标工作宣传、积极组织对标考察交流等。在行业领域，通过对标工作，实现优化公司

生产指标。在全司内部，通过自上而下、由个人到整体全面开展对标管理工作。实现优化工作方

法、提升公司效益。 

（三）强化科技引领，提升焦炭质量。 

报告期内，公司以做优煤焦化的工作思路为指导，通过强化组织机制保障、提升技术创新和

技术支持、加强原料煤源头采购精细化管理等一系列措施，着力提升焦炭质量。面对焦炭质量指

标波动问题，公司通过运用岩相分析技术、全要素智能配煤技术优化炼焦配煤模型，形成不同炉

型的相对固定的配煤比方案，定期与不定期相结合召开提升焦炭效益相关专题会，目前焦炭质量

整体趋于平稳。 

（四）加强市场研判，有效保产降本。 

报告期内，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原料煤供应紧张煤价上涨，钢企焦炭用量减少焦价下跌，

煤焦价差大幅缩减；受云南省煤炭资源整合政策、周边省份煤炭限制出省影响，原料煤采购压力

持续加大，公司通过加大对煤焦钢市场分析、研判，适时调整采购策略，上半年原料煤采购计划

完成率达 97.87%，确保了生产用煤。公司通过拓宽采购渠道，优化进煤和用煤结构，降低采购成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昆钢重装集团、燃气工程公司等，通过加强市场研判，不断拓展新市场、新



业务，有效提高其运营能力。 

（五）加强安全环保管理，切实履行企业责任。 

报告期内，公司高度重视安全环保工作，安宁分公司脱硫脱硝项目建设完成并投入试生产，3

号、4 号焦炉烟囱污染物各项排放指标全部联网并入昆明市生态环境监控中心网络平台，污染物

排放均达到《炼焦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中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要求，运行效果良好，

公司切实履行了企业环保责任。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组织现场安全管理培训、线上安全生产知识测试等方式，有效提高职工

安全生产意识；通过开展现场应急处置方案演练、专项应急预案演练、综合应急预案演练，有效

提高职工应急管理能力，并定期指导下属公司安全消防管理工作。1-6 月份，公司重伤及以上事

故为零、一般及以上职业危害事故、环保事故、火灾事故为零。 

2020年下半年，公司继续按照“高水平、低库存、低成本”的原则组织生产，坚持以问题为

导向，持续加强党建引领、市场研判、焦炭质量提升，深入推进“四大改革”、对标管理工作，做

好新形势下市值维护工作等，努力实现公司年度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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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2017 年 7月 5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的 通知》（财会〔2017〕22号，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

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 2018

年 1月 1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 2020年 1月 1日起施行；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上市企

业，自 2021年 1月 1日起施行。由于上述会计准则和通知的颁布或修订，本公司对原会计政策进

行相应变更，并按以上文件规定的起始日期开始执行上述企业会计准则。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已经

公司 2020 年 3月 27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并通

过。  

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影响，该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发布的新收入准则的规定进

行的相应变更，该变更不涉及追溯调整，无需重述 2019 年度可比报表数据，不影响公司 2019年

度相关财务指标。该变更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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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炳海（代） 

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 8月 1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