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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于泽阳、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余鑫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余鑫保证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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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14,006,407,275.30 13,525,950,573.04 13,441,602,621.5

3 

3.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2,443,739,602.82 2,767,379,249.18 2,748,976,911.87 -11.69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调整后 调整前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34,943,755.95 -90,245,516.96 -86,392,727.73 -160.34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调整后 调整前 

营业收入 2,006,197,499.74 2,986,349,043.81 2,913,173,433.35 -32.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407,033,271.88 -57,336,482.64 -64,550,713.18 -609.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438,611,342.45 -80,833,536.61 -86,633,525.82 -442.6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15.62 -1.57 -1.88 减少 14.05个百分

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341 -0.0471 -0.0530 -609.3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341 -0.0471 -0.0530 -60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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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

金额（1-9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42,991,587.87 42,986,276.02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

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

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

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9,148,293.15 19,676,448.54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

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

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

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

损益 

 5,126,514.74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

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

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

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

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

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

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213,116.95 -7,886,481.99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6,298,028.96 -16,728,905.28  

所得税影响额 -11,443,535.12 -11,595,781.46  

合计 22,185,199.99 31,578,07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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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47,345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

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郑州煤炭工业(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 

777,671,056 63.83 0 质押 369,230,000 国有法人 

冻结 50,000,000 国有法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

有限公司 

5,470,389 0.45 0 
无 

 国有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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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89,250 0.43 0 

无 

 其他 

胡晓 3,570,000 0.29 0 无  境内自然人 

张英 3,145,000 0.26 0 无  境内自然人 

龙峰 3,069,000 0.25 0 无  境内自然人 

周翠兰 3,068,100 0.25 0 无  境内自然人 

万洪涛 2,925,400 0.24 0 无  境内自然人 

施柏明 2,720,160 0.22 0 无  境内自然人 

沈秀云 2,501,537 0.21 0 无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

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郑州煤炭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777,671,056 人民币普通股 777,671,056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5,470,389 人民币普通股 5,470,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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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89,250 
人民币普通股 

5,289,250 

胡晓 3,57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570,000 

张英 3,145,000 人民币普通股 3,145,000 

龙峰 3,069,000 人民币普通股 3,069,000 

周翠兰 3,068,100 人民币普通股 3,068,100 

万洪涛 2,925,400 人民币普通股 2,925,400 

施柏明 2,720,160 人民币普通股 2,720,160 

沈秀云 2,501,537 人民币普通股 2,501,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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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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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

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2020 年 9 月 30 日 2019年 12月 31日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交易性金融资产       1,468,198.17  -100.00% 主要是本期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所致。 

应收票据  130,127,162.17  96,276,261.82  35.16% 主要是本期煤款回收票据结算增加所致。 

长期股权投资  487,267,718.84    100.00% 主要是本期购买山西复晟股权所致。 

应付账款  1,205,096,461.00    899,448,324.53  33.98% 主要是本期应付账款付款结算减少所致。 

应交税费     77,795,629.61     43,307,763.17  79.63% 主要是子公司新郑煤电三季度企业所得税增加所致。 

长期应付款      99,493,783.80  -100.00% 主要是本期归还融资租赁款所致。 

专项储备    413,325,924.67    308,575,676.34  33.95% 主要是本期专项资金提取数大于使用数所致。 

未分配利润    -12,404,512.96    394,628,758.92  -103.14% 
主要原因一是子公司新郑煤电分配股利；二是煤炭产

量及售价下降导致当期利润减少；三是超化停工费用。 

单位：元 

项目 2020 年 1-9 月 2019 年 1-9 月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2,006,197,499.74  2,986,349,043.81  -32.82% 主要是本期受疫情及煤质下降影响，收入减少所致。 

研发费用     1,594,528.29        776,792.45  105.27% 主要是本期研发投入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23,493,831.32        651,041.82  3508.65% 主要是本期收购山西复晟，确认投资收益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9,583.09         35,489.48  -127.00% 主要是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23,340,602.48  -100.00% 主要是超化矿计提库存煤减值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       123,915.59       -739,242.11  116.76% 主要是上期处置固定资产所致。 

营业外收入 64,889,588.50     32,125,729.42  101.99% 
主要是本期下属子公司新郑煤电收到矿产资源压覆

赔偿款所致。 

所得税费用 47,041,962.23    93,500,057.47  -49.69% 主要是本期利润下降所致。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一）公司2019年度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整改暨强化公司治理情况。针对公司2019年度内部控

制评价过程中发现的因三级子公司贸易合同纠纷事项导致公司合同管理循环内部控制存在重大缺

陷问题，董事会高度重视，从全面加强内部控制出发，组织开展了内部自查整改，情况如下： 

1.自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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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董事会要求，公司成立了专项工作组，组织审计、财务和主要责任单位等相关部门从制

度层面、流程层面开展业务自查，认真分析缺陷形成原因，查找问题产生的根源。经自查分析发

现，公司三级子公司上海郑煤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郑煤”）在重大合同履行过程中，

贸易业务尽职调查不全面，对合作方的经营动态了解不深不透，对贸易上下游资金状况预判不准

确，风险预警意识差，内控制度不完善、执行不到位，缺乏制度跟踪监督、业务过程跟踪监管，

最终导致形成合同法律纠纷案件，给公司造成潜在的经营风险。 

2.整改情况 

（1）加强制度建设，堵塞管理漏洞。结合公司发展实际，总结物流贸易业务管理中的经验教

训，董事会建立完善了相关制度，及时堵塞内部控制管理漏洞，形成内部控制管理体系完整闭环。 

一是建立了《子公司管理办法》。从人事、财务、经营决策、重大信息报告、审计监督与考

核等方面进行规范和管理，明确纳入管理子公司的范围、风险控制重点，重点业务管控措施和对

其审计监督的重点内容等，为子公司规范运作提供制度支持，防范经营风险。 

二是修订完善了《合同管理办法》。从合同承办及管理、合同会签与审查、合同签订与履行、

合同变更解除及争议处理、合同档案管理等环节予以规范，明确了合同签订流程、责任主体、部

门职责及风险控制点，从制度层面加强公司合同管理的过程管控，有效防范合同风险。 

三是配套了相关实施细则。建立了与《合同管理办法》配套的诉讼与非诉讼案件、败诉案件

过错责任追究等实施细则，从案件责任主体的确定、起诉案件的准备、应诉案件的证据收集、案

件代理律师的聘请、案件审理与执行、案件进程与档案管理六个方面予以规范，提高涉诉案件的

管理水平，使案件能够及时、正确、依法、高效处理，降低诉讼风险，维护公司合法权益。 

（2）进行专项清理，维护公司利益。一是加大欠款回收力度。针对目前上海郑煤涉诉案件判

决结果，专项工作小组积极协调沟通，指定专人紧盯上海郑煤合同纠纷案件进展，重点从协调上

下游企业以实物资产进行抵偿入手，细化工作措施、业务分工、时间节点、催收方式和责任追究

等，及时止损、减损。目前该项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中。二是强化制度跟踪监督。明确由公司法务

中心负责对此次合同纠纷和涉诉事项进行后期监督和督导，并安排审计、纪检和相关业务部门定

期对公司各项内控制度的落实情况进行跟踪监督，坚持“事前控制、事中监管、事后督导”，对

业务全过程实施动态管理，有效防范或减少合同纠纷风险。 

3.形成合力，进一步强化公司治理 

内部控制体系建设是一项系统的基础工作，下一步，公司将以深入学习贯彻《国务院关于进

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为契机，专主业、勇创新、讲诚信、补短板，不忘规范初心，坚

守“四个敬畏”，牢守“四个底线”，继续加强内部控制体系建设，加强企业内部审计，规范内

部控制活动，强化内部控制手段和各级内部控制监督，使内部控制真正为企业发展提供监督保障

作用，促进公司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 

一是坚持制度优先。对照新《证券法》，全面梳理公司及子公司内控制度，在公司党委的统

一领导下，进一步规范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运作，把党的组织内嵌到法人治理结

构，形成权力机构、决策机构、监督机构与经理层之间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协调运转、有效制

衡的体制机制。 

二是坚持问题导向。以上海郑煤事件为戒，公司各单位和部门更要确保内控制度执行到位，

及时发现问题、正视问题、解决问题，结合政策变化，考虑公司战略规划、内外部环境和风险因

素，分析制度运行情况，不断优化业务流程，确保内部控制的持续性、有效性，降低企业经营风

险。 

三是坚持风险管控。以此次整改为机, 探索和建立公司风险防控长效机制。在当前经济运行

环境下，加强对贸易合作方的分类分级动态管理，特别是重点做好对合作方及担保人进行资信调

查，做到风险源头提醒、业务过程控制。时刻监控贸易商品上下游的经营动态，及时分析和研判

贸易业务的风险点，为经营决策提供依据，更好助力公司发展。 

（二）超化煤矿停产事项进展情况。2020年6月12日公司发布《郑州煤电股份有限公司分公司

停产的公告》(详见公司临2020-024号公告),公司所属超化煤矿发生机电事故停产整顿。2020年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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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17日，公司收到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郑州煤电股份有限公司超化煤矿复工复产验收的批

复》，公司发布了《郑州煤电股份有限公司分公司复工复产的公告》（详见公司临2020-030号公

告）。目前，超化煤矿已按照复工复产工作方案有序开展各项工作，生产秩序正常。 

（三）收购恒泰治理、祥隆地质以及复晟铝业股权事宜的进展情况。2020年5月22日，公司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表决通过了公司以现金方式收购控股股东郑煤集团所持有的恒泰治理100%股权、

祥隆地质24.40%股权和复晟铝业40%股权事项（详见公司编号为临2020-019号公告）。 

根据双方收购协议约定，公司应在股东大会后三个月内支付交易价款，然后标的公司按程序

召开各自股东会变更股东并修订公司章程，在申请取得工商变更股东或法人后，方为收购工作全

部完成。 

公司已按约定支付了交易价款，截至本次报告披露日，恒泰治理和复晟铝业的股东变更及工

商备案工作已完成，祥隆地质正在履行相应变更和备案程序，公司将在本次收购标的全部完成工

商信息变更后，按规予以披露。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

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围绕巩固提升年各项目标任务，在狠抓应对疫情影响增收节支降本增效实施

方案各项措施的同时，以督促超化煤矿复工复产为契机，重点对公司所属生产矿井的安全生产和

中长期采掘接替问题进行了专项治理，保证了公司生产经营稳定有序运行。但主要经济指标受市

场和生产接替过渡影响，利润与去年同期相比出现较大幅度下滑，三季度公司商品煤综合发热量

4341千卡/千克，较去年同期下降 207千卡/千克，降幅 5%；售价 323.64元/吨，同比下降 85.91

元/吨，降幅 21%。随着超化煤矿复工复产、白坪煤业智能化开采投入和装备的陆续到位，以及新

郑煤电赵家寨煤矿中长期采掘接替工程的开工，公司矿井生产接替紧张状况将会得到有效缓解。 

鉴于公司第三季度已出现亏损，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末，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的净利润同

比仍将有较大幅度的下降。 

 

 

 

 

公司名称 郑州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于泽阳 

日期 2020年 10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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