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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靖远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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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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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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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享有利润分配权的股份 2,240,237,261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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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靖远煤电 股票代码 000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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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滕万军 杨芳玲 

办公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红星巷 131 号靖煤大

厦六楼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红星巷 131 号靖煤大

厦六楼 

传真 0931-8508220 0931-8508220 

电话 0931-8508220 0931-8508220 

电子信箱 jingymd@163.com jingymd@163.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的核心业务为煤炭开采和销售，拥有大宝魏、红会、王家山三个独立煤

田，下属王家山矿、红会一矿、大水头矿、魏家地矿四个生产煤矿，同时拥有勘探设计、瓦

斯发电等经营性资产，拥有煤炭采掘相关的完整生产及配套体系。公司全资子公司白银热电

主要从事火力发电、热力供应、供汽业务。全资子公司靖煤化工主营业务包括氮肥、复混及

其他肥料制造等，负责建设的靖远煤电清洁高效气化气综合利用（搬迁改造）项目目前处于

开工筹备期。公司控股子公司景泰煤业已取得了采矿权许可证，负责的白岩子矿井及选煤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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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目前处于建设期。 

公司主导产品“晶虹煤”，煤种以不粘煤为主，伴有少量的弱粘煤和长焰煤，具有低硫、

低灰、低磷、高发热量等特点，属优质环保动力煤，广泛用于电力、化工、冶金、建材等行

业。控股子公司景泰煤业煤炭资源以焦煤为主，煤种稀缺，煤质优良。 

    截止2020年末，公司煤炭保有储量59,227.98万吨，可采储量38,526.68万吨。控股子公司景

泰煤业煤炭资源量9075.8万吨（气煤资源量为4736.3万吨；1/3焦煤资源量为4339.5万吨），矿

井设计可采资源量为5098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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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单位：元 

 2020 年 
2019 年 

本年比上年增

减 
2018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3,687,175,330.

30 
4,056,150,396.

95 
4,064,724,142.

07 
-9.29% 

4,092,312,140.
95 

4,141,358,272.
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445,056,628.43 524,740,721.75 519,401,025.19 -14.31% 572,784,668.00 565,710,138.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35,235,305.78 507,681,168.26 500,630,261.85 -13.06% 542,019,592.78 532,616,960.1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638,604,363.13 463,056,160.73 463,357,170.46 37.82% 526,022,267.78 526,398,688.7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946 0.2294 0.2271 -14.31% 0.2505 0.247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946 0.2294 0.2271 -14.31% 0.2505 0.247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77% 6.99% 6.92% -1.15% 8.02% 7.58%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

末增减 
2018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总资产 
13,542,823,754

.88 
10,891,314,220

.76 
10,958,434,516

.46 
23.58% 

10,237,647,223
.69 

10,977,009,548
.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8,359,390,667.

78 

7,606,940,840.

51 

7,601,507,095.

62 
9.97% 

7,359,127,345.

73 

7,298,755,863.

91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087,159,644.21 803,435,682.06 840,934,789.58 955,645,214.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8,957,734.21 127,724,841.71 105,033,397.57 63,340,654.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47,242,623.07 125,858,711.53 111,846,917.60 50,287,05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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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7,741,401.72 -64,246,046.72 382,768,846.85 112,340,16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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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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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569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52,324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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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靖远煤业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46.42% 

1,061,505,5
80 

   

满少男 境内自然人 3.94% 90,000,000    

平安大华基金

－平安银行－

中融国际信托

－财富骐骥定

增 5 号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94% 89,999,900    

甘肃省煤炭资

源开发投资有

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3.92% 89,700,000    

诺安基金－兴

业证券－中国

光大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28% 52,079,326    

白银有色（北

京）国际投资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1.67% 38,140,000    

#上海钧大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23% 28,190,854    

#黄孝忠 境内自然人 0.74% 16,850,000    

#周吉长 境内自然人 0.53% 12,031,50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0.39% 8,893,8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控股股东靖远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股东甘肃省煤炭资源开发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同属甘肃能源化工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子公司。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间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中规定的一致

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上述股东中，股东上海钧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通过证券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公司股份 28,190,854 股、股东黄孝忠通过证券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6,850,000 股、股东周吉长通过证券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2,031,5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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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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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重创全球经济，世界政经格局发生

剧变，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环境，公司努力克服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紧紧围绕年初制订

的经营计划，牢牢把握推进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正确目标和方向，积极落实“六稳六保”任务，

坚持疫情防控与安全生产两手抓、两不误，加快调整产业结构，加大力度推动项目建设，总

体呈现稳步发展的良好态势。 

1、筑牢安全生产的坚实基础。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按照安全生产总体工作思路，加强安

全生产包保，严格检查考核，推进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体系建设，严格落实“三无六型”班组

创建实施方案和考核评比细则，强化电力设备维护管理，不断提升全员安全生产素质，保障

了企业高质量平稳发展。 

2、着力推进科技改造攻关。公司坚持以科技创新为根本动力，积极推动智能化技术与煤

矿产业融合发展。顺利完成大水头矿自动化综采工作面设备安装调试、魏家地矿副井绞车技

术改造升级；有序推动自动化建设，完成部分变电所、水泵房等无人值守远控升级改造；稳

步推进“三化”改造工作，完成“地下水位动态监测系统”“水文地质信息管理系统”等项目建设；

联合科研院所对王家山矿区域防冲、魏家地矿瓦斯灾害治理等重点难点技术进行攻关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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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了“零冲击”“零突出”防治目标；与常州科研试制中心有限公司合作，联合研制成功煤矿

斜井（巷）用卡轨乘人装置，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3、全力加快项目建设进度。报告期内，公司成立了靖煤化工公司，成功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募集资金28亿元，用于靖远煤电清洁高效气化气综合利用（搬迁改造）项目，项目基础

工程设计正在进行；王家山矿四号井新主井改造项目完成井下硬化，主要设备已招标，正在

做安装设计；王家山洗煤厂项目完成建设用地及项目规划许可证批复、地质初勘等工作。控

股子公司景泰煤业白岩子矿井完成计划掘进进尺，项目永久用地手续办理工作和项目征地补

偿谈判及征迁工作有序推进。 

4、不断强化经营管理。2020年，公司聚焦“六稳六保”的目标任务，不断强化风险管控，

完善现代企业制度，调整或新设职能部室，理顺管理层级，精心组织，严格考核，促生产，

提煤质，适时调整策略，稳价格、促回款、防风险，顺利完成年初制定的生产经营计划。 

5、持续推进产业布局调整。根据国家和甘肃省总体安排部署，公司持续推动改革工作，

充分利用现有土地、基础设施、技术等资源优势，多方引进非公资本，激发企业活力。完成

收购银河公司、注册成立晶虹能源公司等年度并购重组、改革改制计划任务，与上海核工程

研究设计院、国家电投新疆能源化工公司等签署协议，筹划开发建设集智慧能源光伏电站与

农牧业产供销一体化的新能源示范基地。 

    报告期内，公司煤炭产品产量885.62万吨、销量881.53万吨，火力发电量32.66亿度。实现

营业收入368,717.53万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4,505.66万元，每股收益0.1946元，期

末每股净资产3.6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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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8,372,822.76 982,177,434.59 36.81% -14.39% -6.90% 2.96% 

发电 1,018,802,507.54 133,954,764.90 13.15% 7.48% 68.44% 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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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退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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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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7月5日，财政部修订发布《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根据财政部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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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2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

十三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公司执

行上述修订后的会计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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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10月29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收购白银银河

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股权并增加出资暨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公司与控股股东靖煤集团签订

《股权转让协议》，收购靖煤集团持有的银河机械100%股权并承接有关股东权利和义务，本

次股权收购后，公司持有银河公司100%股权，银河公司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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