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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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陕西煤业 601225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茹敏 石敏 

电话 029-81772581 029-81772581 

办公地址 西安市高新区锦业一路2号 西安市高新区锦业一路2号 

电子信箱 shaanxicoal@shccig.com shaanxicoal@shccig.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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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79,627.859215 12,668,352.191214 6.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6,044,821.132601 5,825,379.649852 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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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8,111.882809 1,103,398.126242 -59.39 



金流量净额 

营业收入 3,873,344.738886 3,258,567.414167 18.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498,590.651912 587,106.690124 -15.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437,392.06 577,916.75 -24.3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9.34 11.00 减少1.6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51 0.60 -15.0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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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922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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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国有法

人 

63.14 6,313,825,200 0 无   

陕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回

购专用证券账户 

国有法

人 

3.05 305,000,000 0 无   

陕西有色金属控股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

人 

2.57 256,739,091 0 未知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万能保险产品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2.20 220,185,670 0 未知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

司 

国有法

人 

1.95 195,047,597 0 未知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

人 

1.84 183,883,966 0 未知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自有资金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70 170,463,778 0 未知   

汇添富基金－兴业银行－

三峡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

司 

未知 1.50 150,000,000 0 未知   

唐亮 境内自

然人 

1.30 130,105,933 0 未知   



黄河矿业－天风证券－20

黄河 EB担保及信托财产专

户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25 125,000,000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上述其他股东之

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华夏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万能保险和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自

有资金，同受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控制，属关联

关系;此外，本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或一致行动。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本公司无优先股，无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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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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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煤业股

份有限公司

面向合格投

资者公开发

行 2017 年

公 司 债 券

（第一期） 

17 陕煤 01 143234 2017 年 8 月

9-10 日 

2020 年 8 月

10 日 

10 4.75 

陕西煤业股

份有限公司

面向合格投

资者公开发

行 2018 年

公 司 债 券

（第一期） 

18 陕煤 01 143598 2018 年 4 月

26-27 日 

2021 年 4 月

27 日 

20 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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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73   39.87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29.02   4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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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半年，在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世界众多经济体普遍出现经济萎缩现象。在党中央的正确

领导下，我国经济呈现稳步复苏态势。煤炭行业也呈现出逆势增长。公司以党建引领为抓手，以

“智能矿井、智慧矿区、一流企业”为目标，以科技升级、管理创新、资本运作、模式重塑为手

段，立足煤炭主业，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深度合作交流，打造开放共赢平台；推动产融结合，

谋划新旧动能转换源泉，着力构建主业突出、产业协同、基业长青的生态体系。 

1、加强党的建设，把牢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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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党对企业的全面领导，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通过制定“十四五”规划，把牢公司发

展方向，充分发挥党组织在公司重大事项的决定作用。 

2、强化战略引领，完善治理体系。 

报告期内，公司围绕煤炭产业发展趋势，超前谋划完善战略思路，统筹产业升级、布局优化、

产品结构等要素，进一步明确公司 “智能矿井、智慧矿区、一流企业”发展目标。在管理、科技、

装备和环保等方面，建立了更加科学的专业发展规划和管理机制。编制了《陕西煤业高质量发展

报告》、《陕西煤业中期发展规划报告》。制定了《科技工作管理办法》、《设备全生命周期管理规定》

等 20 余项制度，公司各项工作得到系统推进和规范提升。 

3、提升安全管理，筑牢安全根基。 

报告期内，公司将“生命至上，安全为天”的理念融入到企业运营管理中，坚持“安全第

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方针。深化煤矿安全双重预防机制建设，构建双重预防智能信息系统。

规范运营安全生产信息共享平台，实现风险管理与隐患排查联动管理。完善灾害防范综合治理体

系，提高灾害预防水平和治理能力。全面推行“NOSA”安健环管理体系，提高安全风险防范水平。

优化全员安全培训系统，加强职工安全培训，提高职工安全素质。加强应急救援建设，提升应急

救援保障能力。上半年，公司红柳林矿、张家峁矿、黄陵二号矿、建新煤矿、孙家岔矿、韩家湾

矿、玉华煤矿等 9 对矿井达到国家一级安全生产标准化矿井。报告期内杜绝了重大及以上安全生

产责任事故。 

4、优化市场结构，打造核心竞争优势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扩大核心市场主导优势，逐步兑现“沿海看国能、内陆看陕煤”的战略

布局。围绕“六线四区域”，深化战略布局。即：沿包西线巩固省内电及省内化工用煤市场；沿蒙



冀线、瓦日线增量沿海市场；沿浩吉铁路做大“两湖一江”市场；沿襄渝、宝成线扩大西南市场。

通过市场、运力、用户结构的持续优化，促进公司优质产能充分释放和整体效益最大化，在沿海、

华中及西南等核心市场逐渐形成主导优势。上半年，公司煤炭销量 10580 万吨，同比增加 2850

万吨，同比增长 36.88%。 

5、引领数字变革 助推智慧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以“四化”建设和科技创新助推企业高质量发展。按照“生产智能化、运营

精细化、管理标准化、决策科学化”四化合一“智慧陕煤”的发展思路，通过对 5G、大数据、人

工智能等前沿技术的探索研究，推动了智能化无人开采技术、机器人巡检、安全生产信息共享平

台等项目的改造升级与成功运行。上半年，成功研发了全国首套智能快速掘进机器人系统，引领

了煤炭行业发展。着力构建煤炭产供销“三网一平台”管理体系，将煤矿“安全生产信息共享平

台”“运销管理系统”“西煤云商”物资系统进行融合，年底全面上线运行，形成智慧联动的经营

大数据平台，助推公司向数字化快速转型。 

6、深耕资本平台，实现永续发展 

报告期内，结合十九大精神以及国家鼓励并推进的八大新兴产业方向，依托投顾模式，借脑外

部智库，聚焦行业前沿、产业高端、具备核心竞争力的新能源、新材料、新经济、能源互联网、工

业互联网等行业优质资产，谨慎、规范的开展投资业务。对于已投标的，密切跟踪其运营情况和上

下游产业链变化，做好投后管理，为公司转型提供支撑。 

7、重塑管理模式  激活发展动力 

报告期内，公司以世界一流水平为导引，通过持续开展对标管理，全过程立体式创新对标模式，

按照 “行业做示范”的工作目标，确定了 63 项年度示范标杆创建项目，促进多层级标杆成果转化

应用。与行业协会共建标杆中心，通过研究行业大数据构建公司高质量提升目标。建立公司全面风

险管理体系，加强内部控制和流程优化，不断提升公司风险防控能力和水平。从产能释放、结构调

整等经营环节全方位降本增效，通过强化全面预算双十管理体系，资金司库管理等措施逐步实现财

务“日清月结”。上半年成本较去年下降每吨 11.51 元。  

8、聚力环保扶贫  彰显责任担当 

报告期内, 公司以“党建促脱贫，产业促发展”的思路，开展精准扶贫，通过产业扶贫、消

费扶贫、就业扶贫、教育扶贫等多种方式实现了帮扶村的稳定脱贫。上半年，公司扶贫工作进一

步调整村集体产业的运营模式，规范种养殖业的技术措施，确保各类产业有序运营。 

公司围绕习近平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理论，践行企业与环境和谐共生的发展理念，坚持节

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的工作思路，从源头防范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持续推进绿色矿山

建设，努力构建资源节约与环境友好型企业。上半年，红柳林煤矿、张家峁煤矿、韩家湾煤矿、

孙家岔煤矿 4 处煤矿进入陕西省绿色矿山名录。黄陵一号矿、建庄煤矿、建新煤化进入国家级绿

色矿山名录。 

 



3.2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1、 产量与销量 

 

报告期内，报告期内，公司实现煤炭产量 5,797 万吨，同比增加 427 万吨，增长 7.96%；实现

煤炭销量 10,580 万吨，同比增加 2850 万吨，增长 36.88%。其中：铁路运量 4,824 万吨，同比增

加 1,259 万吨，增长 35.33%。 

商品煤产量 

（万吨） 

 

2020 年 1-6 月 2019 年 1-6 月 
变化率（%） 

 
增减量 

渭北矿区 507 462 9.79 45.23 

彬黄矿区 1,810 1,899 -4.70 -89.27 

陕北矿区 3,480 3,009 15.67 471.37 

合计 5,797 5,370 7.96 427.33 

 

商品销售量 

（万吨） 
2020 年 1-6 月 2019 年 1-6 月 变化率（%）  增减量  

1、分矿区销量 
    

渭北矿区 489 447 9.24 41.34 

彬黄矿区 1,782 1,879 -5.19 -97.50 

陕北地区 3,380 2,940 14.95 439.61 

贸易煤 4,930 2,463 100.17 2,467.09 

小计 10,580 7,730 36.88 2,850.54 

     
2、分煤种销量 2020 年 1-6 月 2019 年 1-6 月 变化率（%）  增减  

原煤 9,527 6,655 43.15 2,871.74 

洗煤 1,054 1,075 -1.97 -21.21 

小计 10,580 7,730 36.88 2,850.54 

3、分运输方式销

量 
 2020 年 1-6 月   2019 年 1-6 月  变化率（%）  增减  

铁路运输 4,824 3,565 35.33 1,259.29 

公路及其他运输 5,757 4,165 38.21 1,591.57 

小计 10,580 7,730 36.88 2,850.86 

 

2、售价与成本 



报告期内，公司煤炭售价为 335.85 吨，同比下降 51.05 元/吨，降幅 13.19%，其中自产煤售

价 312.67 元/吨，同比下降 63.37 元/吨，降幅 16.85%；贸易煤售价 362.42 元/吨，同比下降 47.67

元/吨，降幅 11.62%。原选煤单位完全成本 194.62 元/吨，同比下降 11.51 元/吨，降幅 5.58%。  

3、收入与利润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87.33 亿元，同比增加 61.48 亿元，增长 18.87%；实现利润总

额 82.50 亿元，同比减少 15.22 亿元，下降 15.5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9.86 亿元，同

比减少 8.85 亿元，下降 15.08%；基本每股收益 0.51 元，同比减少 0.09 元，下降 15.57%。 

 

(一) 主营业务分析 

1 财务报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3,873,344.74 3,258,567.41 18.87 

营业成本 2,567,500.93 1,826,722.92 40.55 

销售费用 231,545.55 106,641.84 117.12 

管理费用 229,398.12 252,865.47 -9.28 

财务费用 -3,414.24 7,665.20 -144.54 

研发费用 285.84 59.99 376.4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48,111.88 1,103,398.13 -59.39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2,106.26 -211,349.98 19.28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349.42 -357,287.07 101.22 

 

营业成本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煤炭产量增加及外购煤数量增加，导致成本增加所致。 

销售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本期外购煤采购数量增加，使外购煤的铁路运费增加，导致销售费

用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经营积累货币资金增加，利息收入同比上升；借款总额减少，利息

支出同比下降，导致财务费用下降所致。 

研发费用变动原因说明: 主要是子公司煤炭自燃动态监测预警及防控技术支出及煤矿 N00 工法技



术集成与经济效益评价费。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 主要是外购煤量增加，使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

的现金增加，导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下降 59.39%。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 主要上期偿还借款净支出 13.86亿元，以及上期回

购公司股份使现金流出增加 12.24亿元；而本期无回购业务，偿还借款净流入 3.9亿元所致。 

2 其他 

(1) 公司利润构成或利润来源发生重大变动的详细说明 

□适用 √不适用  

 

(2) 其他 

□适用 √不适用  

 

(二) 非主营业务导致利润重大变化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三) 资产、负债情况分析 

√适用 □不适用  

1. 资产及负债状况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本期期末

数 

本期期末

数占总资

产的比例

（%） 

上年同期

期末数 

上年同

期期末

数占总

资产的

比例

（%） 

本期期

末金额

较上年

同期期

末变动

比例

（%） 

情况说明 

交易性金融资产 368,620.79 -2.73 195,807.56 -1.55 88.26 投资增加及公允价值变动。  

应收票据 101,531.71 -0.76 150,389.63 -1.19 -32.49 票据到期兑付、贴现等。 

应收账款 786,101.59 -5.85 586,848.90 -4.63 33.95 增加原因主要为营业收入同比

增加，以及供应链公司货款大

幅增加所致。 

应收款项融资 8,930.44 -0.07 38,746.62 -0.31 -76.95 应收票据融资减少。 

预付款项 346,699.19 -2.58 214,400.17 -1.69 61.71 预付铁路运费增加。 

其他应收款 27,488.60 -0.21 40,937.94 -0.32 -32.85 减少主要原因为应收股利全部

收回。 



其中：应收利息 33.75 0 79.75 -0.00 -57.68 减少主要原因为利息收回。 

存货 190,862.59 -1.42 131,394.22 -1.04 45.26 增加主要原因为供应链公司贸

易煤增加所致。  

开发支出 4,217.86 -0.03 1,284.58 -0.01 228.34 增加原因主要为子公司－小保

当煤矿智能掘进技术及成套装

备研发支出。 

递延所得税资产 131,564.94 -0.98 84,548.78 -0.67 55.61 企业所得税税率调整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8,297.06 -0.06 15,405.18 -0.12 -46.14 子公司预付的设备及工程款大

幅减少。 

预收款项 - - 286,027.52 2.26 -100 新收入准则调整合同负债。  

合同负债 451,693.79 3.36 - - -100 新收入准则调整，增加主要原

因为预收物资设备及贸易煤款

增加。  

应交税费 237,531.33 1.76 313,825.57 2.48 -24.31 支付跨期税费所致  

其他应付款 443,945.74 3.29 165,766.38 1.31 167.81 子公司已宣告未支付少数股东

的股利。 

其中：应付股利 355,177.99 2.63 90,841.25 0.72 290.99 子公司已宣告未支付少数股东

的股利。  

 

2. 截至报告期末主要资产受限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020 年 6 月末公司受限货币资金 200,373.52 万元，主要是为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存款、矿山

地质治理恢复与土地复垦基金及履约保证金等。受限应收票据 59,577.94 万元，主要是质押的银行

承兑汇票和商业承兑汇票。 

 

3. 其他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四) 投资状况分析 

1、 对外股权投资总体分析 

√适用 □不适用  

    投资情况详见“第十节.七.(15)、长期股权投资” 

 

(1) 重大的股权投资 

□适用 √不适用  

 

(2) 重大的非股权投资 

□适用 √不适用  



 

(3) 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适用 □不适用  

详见“第十一节.七.(2)、交易性金融资产及（16）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五) 重大资产和股权出售 

□适用 √不适用  

 

(六) 主要控股参股公司分析 

√适用 □不适用  

  A、主要子公司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所处

行业 

主要

产品

或服

务 

 占被投

资公司

的权益

比例

（%） 

 注册资本  总资产 
 归属于母公

司净资产 
 营业收入 

 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的净

利润 

铜川矿业 

煤炭

采掘

业 

煤炭 100 160,900.00 1,849,159.47 969,152.83 423,156.81 68,322.24 

彬长矿业 煤炭 100 442,526.70 1,717,047.59 850,836.71 262,301.08 31,163.10 

黄陵矿业 煤炭 100 390,000.00 1,828,346.72 1,235,903.26 368,600.27 102,907.08 

陕北矿业 煤炭 100 26,100.00 303,617.65 239,277.47 59,249.00 14,883.42 

张家峁矿业 煤炭 55 60,738.30 681,508.29 304,341.91 154,905.88 26,281.22 

红柳林矿业 煤炭 51 90,891.00 931,897.90 347,855.88 267,834.49 44,815.62 

建新煤化 煤炭 51 87,522.00 296,803.61 110,067.27 67,290.40 11,454.63 

小保当矿业 煤炭 60 120,000.00 2,290,308.92 150,455.08 218,534.44 29,820.82 

运销集团 

煤炭

批发

经营 

煤炭 100 5,100.00 755,953.84 154,493.59 3,021,075.06 9,671.41 

物资公司 
物资

流通 

煤矿

物资

设备 

100 34,192.00 406,132.69 58,435.63 188,512.61 4,141.37 

供应链公司 

供应

链管

理 

煤炭 51 400,000.00 595,702.06 202,124.01 627,707.38 262.48 

 

B、子公司的净利润占公司净利润 5%以上的单位有黄陵矿业、铜川矿业、红柳林矿业、小保

当矿业、张家峁矿业，详见附表： 



 

单位：万元 

单 位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黄陵矿业 368,600.30 172,866.40 

红柳林矿业 267,834.50 111,596.40 

铜川矿业 423,156.80 136,475.30 

小保当矿业 218,534.40 66,615.62 

张家峁矿业 154,905.90 63,395.20 

 

C、主要参股公司：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所处 

行业 

主要

产品

或服

务 

占被

投资

公司

的权

益比

例（%） 

注册 

资本 
总资产 

归属于母公

司净资产 
营业收入 本期净利润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财

务有限公司 

其他 

金融 

金融

服务 
30 300,000 2,808,738.40 307,322.75 39,237.90 23,773.10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孙

家岔龙华矿业有限公

司 

煤炭采

掘业 
煤炭 30 26,000 486,984.60 271,532.73 132,457.80 52,713.70 

 

陕西中能煤田有限公

司 

煤炭采

掘业 
煤炭 34 160,000 743,785.20 151,423.01 50,685.50 -1,681.90 

 

陕西煤业集团黄陵建

庄矿业有限公司 

煤炭采

掘业 
煤炭 40 36,100 417,050.30 164,807.76 103,187.70 33,892.50 

 

榆林神华能源有限责

任公司 

煤炭采

掘业 
煤炭 49.90 139,500  597,361.37  219,400.03 119,974.28 25,704.05 

 

 

3.3 报告期内核心竞争力分析 

一是资源优势。公司煤炭资源储量丰富、品质优异、赋存条件好，自然灾害少。97%以上的

煤炭资源位于陕北矿区（神府、榆横）、彬黄（彬长、黄陵）等优质采煤区，特别是陕北地区煤炭

赋存条件好，埋藏浅，开采技术条件优越，矿井均为大型现代化矿井，开采成本低，生产成本优

势明显。产煤区 90%以上的煤炭储量属于优质煤，煤质优良，属特低灰、特低磷、特低硫、中高

发热量的优质动力煤、气化煤和理想的化工用煤。在全国范围内具有较强竞争优势。 

二是产能优势。公司煤炭产能分布合理、发展可期。截止报告期末，公司所属矿井中，95%



以上产能均位于国家“十三五”重点发展的大型煤炭基地：神东基地、陕北基地、黄陇基地。目

前陕北矿区红柳林、张家峁、柠条塔、小保当一号、二号（在建）五对千万吨级矿井，陕北矿区

千万吨矿井规模将集群化，产能优势将更加明显。 

三是区位优势。从地理位置来看，陕西省地处我国中西交界处，承东启西、连接南北，公

司主力矿井位于陕西榆林，与宁夏宁东、内蒙古鄂尔多斯共同组成我国能源化工“金三角”，具有

丰富的能源资源优势。铁路建设方面，到“十三五”末，陕煤集团自营性铁路专支线里程将达到

580 公里左右，将与包西、神朔-大秦、神朔黄、太中银、浩吉、瓦日、蒙冀等双向七个通道独立

相连成为最稳定的煤炭货源供给系统，具有选择权的煤炭集运铁路将进一步提升公司煤炭产业核

心竞争力。 

四是成本优势。公司从产能释放、结构调整等经营环节全方位降本增效，通过强化全面预算

双十管理体系，资金司库管理等措施逐步实现财务“日清月结”。上半年，公司成本较去年下降每

吨 11.51 元。  

五是科技优势。公司实施科技创新，优化系统能级，聚力高端发展。积极推动创新要素高效

配置，促进增长动力快速转换。成立 1 亿元科技引导资金，攻关重大灾害治理和系统优化技术。

积极开展合作，联合院士团队、高等院校破解企业发展技术难题，突破行业关键技术创新，促进

科技转换不断引领行业技术创新。充分发挥 2 个国家平台与彬长等 7 个研究中心作用，探索应用

新技术、新工艺、新装备。上半年，成功研发了全国首套智能快速掘进机器人系统，引领了煤炭

行业发展。 

公司严格按照上市公司治理要求，建立了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风险防范体系和内控体系。

通过强化过程控制，持续提升安全保障能力。公司的管理团队拥有着丰富的经验和卓越的能力，

长期专注于能源行业，致力于为股东创造价值。 

 

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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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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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