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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代码：600997                                        公司简称：开滦股份 

开滦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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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

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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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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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2020 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

司的净利润 1,078,518,671.13 元，加 2020 年年初未分配利润 5,594,586,685.87 元，2020

年末归属于母公司可供分配的利润 6,673,105,357.00 元。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相关规定，公司按母公司当年实现净利润 868,706,323.08 元的 10%提取法定盈

余公积 86,870,632.31 元，拟按母公司当年实现净利润的 5%提取任意盈余公积

43,435,316.15 元。 

拟提出 2020 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如下：拟以公司 2020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1,587,799,851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2.80 元（含税），共计派发

现金红利 444,583,958.28 元。此利润分配方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 公司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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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滦股份 600997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侯树忠 王文超 

办公地址 河北省唐山市新华东道70号东楼 河北省唐山市新华东道70号东楼 

电话 0315-2812013 0315-3026567 

电子信箱 kcc@kailuan.com.cn kcc@kailuan.com.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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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 

公司的主要业务包括煤炭开采、原煤洗选加工、炼焦及煤化工产品的生产销售，

主要产品包括洗精煤、焦炭以及甲醇、纯苯、己二酸、聚甲醛等化工产品。 

2、公司主要经营模式 

公司围绕能源化工发展战略，形成了煤炭、焦炭、新材料、新能源和精细化工五

大产业链条。公司洗精煤主要用于炼焦，除销售给河钢、首钢、本钢等客户外，部分

供给煤化工子公司。焦炭用于钢铁冶炼，主要销售给首钢、河钢等钢铁企业。炼焦副

产品焦炉煤气用于生产甲醇，粗焦油、粗苯用于深加工。2020 年母公司供给煤化工子

公司煤炭总量为 148.07 万吨，占公司原料煤采购总量的比例为 15.41%，内部销售煤

炭量占公司煤炭销售总量的比例为 29.99%。 

（1）采购模式 

公司所需物资采取由公司贸易部集中采购、所属子公司自行采购的模式。公司采

购方式包括：战略合作伙伴采购、招标采购、超市展厅采购、直供采购和例外采购。

所属子公司按其制订的采购内控制度及业务流程自行采购。 

（2）生产模式 

公司煤炭生产管理实行公司和分公司两级管理。公司设生产技术部，负责公司煤

炭生产计划和生产管理文件的制定、生产管理工作的协调指挥等。两分公司均有完善

的煤炭生产技术管理体系，设有生产技术部负责分公司煤炭生产及技术的全面管理，

并设有综合调度室、开拓队、掘进队、准备队、综采队负责煤炭生产系统工作；另外

还配备有负责矿井提升、运输、通风、地质测量、设备管理、设备修理等各项辅助工

作的生产辅助单位。 

公司所属的煤化工业务子公司分别设生产技术部，负责煤化工产品的生产、技术

管理，生产作业计划的编制、生产指标的统计，以及生产的协调指挥工作。生产技术

部下设备煤车间、炼焦车间、净化车间、热力车间、中心化验室、动力能源部、设备

部、运输部等车间部室。 

（3）销售模式 

公司的煤炭产品采取集中销售模式。公司贸易部代表公司统一签订合同、统一计

划、统一结算、统一发运、统一售后服务。焦炭及化工产品由所属煤化工业务子公司

按其制订的销售内控制度及业务流程单独销售。 

3、行业情况 

公司地处华北重要的炼焦精煤基地、钢铁生产基地和煤炭、焦炭集散地，拥有良

好的区位优势、资源优势和相对完善的产业链条。目前，公司具备 810 万吨/年的原煤

生产能力，形成了焦炭 660 万吨/年、甲醇 20 万吨/年、己二酸 15 万吨/年、聚甲醛 4

万吨/年的生产能力和 30 万吨/年焦油加工、20 万吨/年粗苯加氢精制的加工能力。2020

年，国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及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持续发力，安全生产监察及环保治理

工作进一步深化，煤炭及焦化行业生产经营环境动态优化，特别是进入三四季度以来，

煤焦钢产业链供需格局不断改善，主要产品价格整体上涨，焦炭价格涨幅尤其明显，

连续多轮上调市场价格，使得行业短期内处于高位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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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0年 2019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8年 

总资产 27,356,966,395.26 24,482,572,417.33 11.74 24,834,633,880.03 

营业收入 18,176,778,760.87 20,071,971,845.94 -9.44 20,460,011,690.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78,518,671.13 1,149,638,717.63 -6.19 1,363,207,340.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78,058,038.89 1,143,383,799.88 -5.71 1,371,313,970.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2,090,464,865.32 11,323,696,088.17 6.77 10,520,898,300.7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51,288,659.39 2,609,464,560.75 -29.05 3,319,729,809.1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8 0.72 -5.56 0.8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8 0.72 -5.56 0.8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26 10.59 减少1.33个百分点 13.80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4,647,941,967.17 4,387,132,285.32 4,490,094,862.52 4,651,609,645.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24,313,194.66 231,678,692.93 249,616,653.98 272,910,129.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323,487,017.08 230,971,256.13 249,734,335.44 273,865,430.2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77,313,248.79 -203,433,230.82 -340,491,602.39 1,617,900,243.81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普通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55,542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58,074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开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1,755,991 732,262,656 46.12 0 质押 158,730,159 国有法人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0 353,159,851 22.24 0 无   国有法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0 20,101,700 1.27 0 未知   其他 

杨三宝 8,509,900 8,509,900 0.54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翁耀军 0 5,396,100 0.34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上海宝钢国际经济贸易有限公司 0 4,660,000 0.29 0 无   国有法人 

招商中证煤炭等权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2,087,100 4,391,823 0.28 0 未知   其他 

华泰金融控股（香港）有限公司-自有资金 4,361,124 4,361,124 0.27 0 未知   其他 

中信里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客户资金 2,907,501 2,907,501 0.18 0 未知   其他 

李俊 2,000,000 2,000,000 0.13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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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在前十名股东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公司控股股东开滦（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相互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相互间是否属

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注：河北省政府国资委将持有的开滦集团 10%股权划转给河北省财政厅，该股权划转事项尚

在办理中。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1 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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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本付息方式 交易场所 

开滦能源化工股份有

限公司 2012 年公司债

券（第二期） 

12 开滦 02 122328 
2014 年 9 月

26 日 

2020 年 9 月

26 日 
1,499,942,000.00 6.30 

按年付息，到期

一次性还本，最

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的兑付一

起支付。 

上海证券交

易所 

5.2 公司债券付息兑付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020 年 9 月 17 日，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上披露了《公司 2012 年公司债券（第二期）本息兑付和摘牌公告》。根据

公司《2012 年公司债券（第二期）募集说明书》有关条款的规定，公司于 2020 年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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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8 日完成了该期公司债券本息兑付和摘牌工作。 

5.3 公司债券评级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在对公司经营状况及相关行业进行综合分析与

评估基础上，于 2020 年 6 月 1 日出具了《开滦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2

年公司债券（第二期）2020 年跟踪信用评级报告》，该期债券信用等级为 AAA，公司

长期信用等级为 AAA，评级展望维持为稳定。 

5.4 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主要指标 2020 年 2019 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资产负债率（%） 47.98 44.95 3.03 

EBITDA 全部债务比 0.34 0.40 -15.00 

利息保障倍数 5.68 5.59 1.61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2020 年，受疫情和宏观经济波动等多种因素叠加影响，煤焦化产业链供需格局经

历了由平衡博弈到整体向好的动态调整，煤、焦产品价格呈现先抑后扬的价格走势。

面对复杂多变的经济形势，公司积极适应市场需求变化，科学谋划布局生产经营，认

真组织产销衔接各项工作，积极推进技术和管理创新，充分发挥一体化经营和循环经

济优势，全面加强生产经营管控，持续推进降本增效和精细管理，实现了公司运营的

整体稳健。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817,677.88 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

9.44%；利润总额 159,228.07 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 1.87%；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07,851.87 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 6.19%。 

在煤炭业务方面，公司积极贯彻落实国家产业政策，进一步提高集约高效发展水

平，持续加强安全高效矿井建设，通过全面推进装备升级和管理创新，科学合理摆布

采掘衔接和生产布局，不断强化关键环节管控，狠抓精煤配洗和煤质源头管理，多渠

道降低原材料采购成本，实现了煤炭产业的安全生产和持续稳定。报告期内，公司生

产原煤 718.20 万吨，与上年同期相比上升 6.98%；生产精煤 323.55 万吨，与上年同

期相比上升 6.36%，对外部市场销售精煤 175.45 万吨，与上年同期相比上升 2.46%。

煤炭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232,719.02 万元，占公司年度营业收入的 12.80%。 

在煤化工业务方面，公司积极落实环保监管政策要求，结合主要产品市场供需和

价格走势，动态分析研判经营环境变化，及时调整生产组织和经营策略，通过充分发

挥一体化经营和循环经济优势，狠抓炼焦配煤、焦油等大宗原料成本控制，不断完善

产销衔接和经营管控，实现了公司煤化工产业的优化发展。报告期内，公司生产焦炭

667.41 万吨，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 5.33%，对外部市场销售焦炭 667.82 万吨，与上年

同期相比下降 5.15%；生产甲醇 19.99 万吨，与上年同期相比上升 10.69%，对外部市

场销售甲醇 13.95 万吨，与上年同期相比上升 2.50%；生产纯苯 14.54 万吨，与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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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期相比下降 24.03%，对外部市场销售纯苯 2.21 万吨，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 69.68%；

生产己二酸 16.57 万吨，与上年同期相比上升 8.37%，对外部市场销售己二酸 17.12

万吨，与上年同期相比上升 9.67%；生产聚甲醛 4.74 万吨，与上年同期相比上升

21.85%，对外部市场销售聚甲醛 4.74 万吨，与上年同期相比上升 21.23%。 

在安全生产方面，公司坚持实施“以人为本、依法治企、科技兴安、预防为主”

的主动安全战略，持续强化“红线”意识和“底线”思维，着力推进安全生产专项整

治“三年行动”。按照国家煤监局新要求，及时补充安全生产管理考核等多项制度，

企业安全管理内控制度基本完善到位。建立业务人员定期学习制度，全面开展安全大

培训、常态化考试训练和内业基础资料整改提升活动，坚持疫情防控和安全生产并重，

积极探索“互联网+安全生产”模式，针对不同时期形式任务特点，组织开展“四反

四强”主题竞赛、安全生产月等竞赛活动。通过充分发挥群安组织监督保障作用，完

善群监员、班组长、职工代表等“五位一体”群安网络，努力构建“大安全”工作格局，

实现了安全生产形势的持续稳定。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财政部于 2017 年颁布了新收入准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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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开始执行新收入准则，新收入准则引入了收入确认计量的五步法，并针对特定交易

（或事项）增加了更多的指引。本公司执行上述准则在本报告期内无重大影响。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

明。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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