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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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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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拟以 2020年 12月 31日总股本 2,405,0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2.50

元（含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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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阳股份 600348 国阳新能、阳泉煤业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姓名 王平浩 

办公地址 山西省阳泉市桃北西街2号 

电话 0353-7080590 

电子信箱 hygf600348@sina.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主要业务 

公司所属行业为煤炭采掘类。主要从事煤炭生产、洗选加工、销售，电力生产、销售，热力生产、

销售，以及道路普通货物运输、设备租赁、施工机械配件等。公司主要产品分为煤炭产品、电力、热力

等三大类。其中：煤炭产品主要是优质无烟煤，可用于电力、化肥、冶金、机械、建材等行业；电力主

要用于工业生产和居民生活；热力主要用于工业加热和城市居民供暧等。 

（二）经营模式 

公司经营模式：在经营管理方面，不断革新煤矿管控模式，建立以效益效率为导向的激励约束机制，

强化现场管控，实施政策激励，充分调动积极性，增强了煤矿的自主经营意识；在安全管理方面，创新

提升“166”安全管理体系，递进组织季度安全生产活动，扎实推进安全生产标准化达标创建，扎实构建

“8+3”瓦斯治理模式，坚持煤矿水害防治“六进”管理，夯实水害预防管理基础；在采购方面，坚持集中采

购，建立仓储、运输、销售物资动态管理监督机制，借力 ERP 系统建设，提升效率；在销售方面，推行

集中统一销售、铁路为主、长协为主的煤炭销售策略，推进市场、价格、用户三个体系的创建；在资金



管控方面，实行以现金流管理为核心的全面预算管理模式，强化债务风险动态监测，实行资金动态平衡

计划和现金流年度、季度、月度规划，严防债券违约事件发生。 

主要业绩驱动因素：报告期内，公司业绩主要来源于煤炭业务，煤炭利润源于产量增长及采煤成本

和其他管理成本的控制。 

（三）行业情况 

公司所属的煤炭采掘行业是重要的基础能源行业之一，是典型的资源和劳动力密集型行业。相对于

其他新兴产业，煤炭行业是一个成熟行业，发展前景相对稳定，成长性一般，产品的市场需求在较大程

度上受宏观经济状况和相关下游行业发展的影响，属于需求拉动型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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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57,482,736,564.80 51,065,446,009.97 49,065,098,244.27 12.57 46,127,765,281.45 

营业收入 31,181,474,489.98 32,657,944,785.36 32,657,944,785.36 -4.52 32,683,712,211.90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505,001,110.40 1,700,671,463.40 1,700,817,116.61 -11.51 1,971,274,188.39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1,285,128,834.84 1,577,090,866.98 1,577,236,520.19 -18.51 1,733,169,934.41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23,683,955,598.61 23,089,145,932.23 22,539,419,643.77 2.58 21,166,052,345.19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3,967,332,491.62 3,504,907,666.63 3,505,053,319.84 13.19 3,763,883,895.38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63 0.71 0.71 -11.27 0.82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63 0.71 0.71 -11.27 0.82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9.03 9.88 10.21 

减少0.85

个百分点 
1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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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52,393,935.86 6,858,275,464.37 7,692,276,234.16 8,178,528,855.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377,667,721.20 343,460,861.61 373,411,644.46 410,460,883.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385,006,426.98 316,464,794.24 361,199,035.83 222,458,577.7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124,153,025.95 447,133,383.59 1,236,088,207.85 1,159,957,87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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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83,763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80,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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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阳新材料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0 1,403,038,240 58.34 0 
质押 701,519,120 

国有法人 
冻结 18,284,436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8,617,664 53,585,989 2.23 0 未知   其他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0 30,881,700 1.28 0 未知   国有法人 

潘秀琴 -7,002,585 17,224,885 0.72 0 未知   
境内自然

人 

严罡 1,802,502 6,910,200 0.29 0 未知   
境内自然

人 

阳泉煤业集团多种经营总公司 0 6,740,440 0.28 0 未知   其他 

卢连丰 565,773 6,572,109 0.27 0 未知   
境内自然

人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

证 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5,938,400 5,647,415 0.23 0 未知   其他 

何念慈 4,380,001 5,300,001 0.22 0 未知   
境内自然

人 

谷义 300,100 5,300,000 0.22 0 未知   
境内自然

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持有本公司 5%(含 5％)以上股份的股东为华阳新材料科技集团有限公

司。（2）华阳新材料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他 9 名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

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

动人关系；其他流通股股东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

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注：截止报告期末，华阳新材料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公司 18,284,436 股股份被上海市第一中级

人民法院裁定冻结，占其持有的公司股份总额的 1.30%，占总股本的 0.76%；其持有的公司 701,519,120

股（包含“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7 年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质押专户”所持股份

176,000,000 股）股份已办理了股份质押登记，占其持有的公司股份总额的 50.00%，占总股本的 2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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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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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4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4 

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 

性质 

报告期内股

份增减变动 

持股

比例

(%) 

持股 

数量 

所持股份类

别 

质押或冻结情

况 

股份

状态 
数量 

光大永明资管—光大银行—光大永明资

产阳泉煤业债转股定向资产管理产品 

其他 8,000,000 80 8,000,000 境内优先股 未知 0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 1,000,000 10 1,000,000 境内优先股 未知 0 

晋商信用增进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500,000 5 500,000 境内优先股 未知 0 

华融晋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500,000 5 500,000 境内优先股 未知 0 

前十名优先股股东之间，上述股东与前十名普通 “光大永明资管—光大银行—光大永明资产阳泉煤业债转股定向资



股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情况

说明 

产管理产品”是由光大永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光大永明资

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和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同

受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控制。除此之外，我公司未知上述优先股股

东之间、上述优先股股东与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关系。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1 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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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本付息方式 交易场所 

阳泉煤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公开发

行 2018 年可续期公

司债券（第一期） 

18

阳

煤

Y1 

143960 
2018 年 4

月 2 日 

2021 年

4月2日 
11.5 7.00 

在公司不行使递延支付利息权的情

况下，每年付息一次。本金兑付：在

本期债券的某一续期选择权行权年

度，公司若不续期，则选择全额兑付

本期债券。 

上海证券

交易所 

阳泉煤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公开发

行 2018 年可续期公

司债券（第二期） 

18

阳

煤

Y2 

143979 
2018 年 6

月 1 日 

2021 年

6月1日 
5 7.00 

在公司不行使递延支付利息权的情

况下，每年付息一次。本金兑付：在

本期债券的某一续期选择权行权年

度，公司若不续期，则选择全额兑付

本期债券。 

上海证券

交易所 

阳泉煤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公开发

行 2018 年可续期公

司债券（第三期） 

18

阳

煤

Y3 

143921 
2018 年 7

月 30 日 

2021 年

7 月 30

日 

13.5 6.90 

在公司不行使递延支付利息权的情

况下，每年付息一次。本金兑付：在

本期债券的某一续期选择权行权年

度，公司若不续期，则选择全额兑付

本期债券。 

上海证券

交易所 

阳泉煤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公开发

行 2018 年可续期公

司债券（第四期） 

18

阳

煤

Y4 

155989 

2018 年

12 月 10

日 

2021 年

12月 10

日 

20 6.50 

在公司不行使递延支付利息权的情

况下，每年付息一次。本金兑付：在

本期债券的某一续期选择权行权年

度，公司若不续期，则选择全额兑付

本期债券。 

上海证券

交易所 

阳泉煤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公开发

行 2019 年公司债券

（第一期） 

19

阳

煤

01 

155229 
2019 年 3

月 21 日 

2024 年

3 月 21

日 

15 4.68 
每年付一次，到期一还本，最后一期

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 

上海证券

交易所 

阳泉煤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公开发

行 2019 年公司债券

（第二期） 

19

阳

股

02 

155666 
2019 年 9

月 11 日 

2024 年

9 月 11

日 

15 4.00 
每年付一次，到期一还本，最后一期

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 

上海证券

交易所 

阳泉煤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公开发

行 2019 年可续期公

司债券（第一期） 

19

阳

煤

Y1 

163962 

2019 年

12 月 10

日 

2022 年

12月 10

日 

10 5.17 

在公司不行使递延支付利息权的情

况下，每年付息一次。本金兑付：在

本期债券的某一续期选择权行权年

度，公司若不续期，则选择全额兑付

本期债券。 

上海证券

交易所 



阳泉煤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公开发

行 2020 年公司债券

（第一期） 

20

阳

煤

01 

163398 
2020 年 4

月 14 日 

2025 年

4 月 14

日 

10 3.30 
每年付一次，到期一还本，最后一期

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 

上海证券

交易所 

5.2 公司债券付息兑付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发行的债券涉及到付息兑付事项的，均按时足额完成付息兑付。 

5.3 公司债券评级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一）2018 年 1 月 18 日，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根据本公司报告期情况，对阳泉煤业公开发

行 2018 年可续期公司债券（第一期）作出如下评级：本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A，评级展望为“稳

定”，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 AAA；该资料已于 2018 年 3 月 30 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2018 年

5 月 25 日，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根据本公司报告期情况，对阳泉煤业公开发行 2018 年可续期公

司债券（第二期）作出如下评级：本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A，评级展望为“稳定”，本期债券信用

等级为 AAA；该资料已于 2018 年 5 月 30 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2018 年 7 月 20 日，大公

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根据本公司报告期情况，对阳泉煤业公开发行 2018 年可续期公司债券（第三期）

作出如下评级：本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A，评级展望为“稳定”，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 AAA；该资

料已于 2018 年 7 月 26 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根据监管部门和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对跟踪评级的有关要求，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将

在债券存续期内，在每年山西华阳集团新能股份有限公司（原阳泉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年

度报告后两个月内出具一次定期跟踪评级报告，并在债券存续期内根据有关情况进行不定期跟踪评级。 

2020 年 6 月 22 日，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根据本公司报告期情况，对山西华阳集团新能股份

有限公司主体与相关债项出具 2020 年度跟踪评级报告：确定本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维持 AAA，评级

展望维持稳定，“18 阳煤 Y1”、“18 阳煤 Y2”、“18 阳煤 Y3”的信用等级维持 AAA；该资料已于 2020 年 6

月 22 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报告期内，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未对本公司及本次公司债券进行不定期跟踪评级。 

（二）2018 年 10 月 22 日，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原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根据本公司

报告期情况，对阳泉煤业公开发行 2018 年可续期公司债券（第四期）作出如下评级：本公司主体长期

信用等级为 AAA，评级展望为“稳定”，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 AAA；该资料已于 2018 年 12 月 5 日刊

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2019 年 12 月 2 日，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公司报告期情况，对阳泉煤业公开发行 2019

年可续期公司债券（第一期）作出如下评级：本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A，评级展望为“稳定”，本

期债券信用等级为 AAA；该资料已于 2019 年 12 月 5 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根据监管部门和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对跟踪评级的有关要求，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将

在债券存续期内，在每年山西华阳集团新能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年度报告后两个月内出具一次定期跟踪评

级报告，并在债券存续期内根据有关情况进行不定期跟踪评级。  

2020 年 6 月 2 日，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公司报告期情况，对山西华阳集团新能股份有

限公司主体与相关债项出具 2020 年度跟踪评级报告：确定本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维持 AAA，评级展

望维持稳定，“18 阳煤 Y4”和“19 阳煤 Y1”的信用等级维持 AAA；该资料已于 2020 年 6 月 4 日刊载于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报告期内，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未对本公司及本次公司债券进行不定期跟踪评级。 

（三）2019 年 3 月 1 日，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根据本公司报告期情况，对阳泉煤业公开发

行 2019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作出如下评级：本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A，评级展望为“稳定”，

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 AAA；该资料已于 2019 年 3 月 15 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2019 年 8 月 22 日，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根据本公司报告期情况，对阳泉煤业公开发行 2019

年公司债券（第二期）作出如下评级：本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A，评级展望为“稳定”，本期债券

信用等级为 AAA；该资料已于 2019 年 9 月 5 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2020 年 4 月 1 日，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根据本公司报告期情况，对阳泉煤业公开发行 2020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作出如下评级：本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A，评级展望为“稳定”，本期债券

信用等级为 AAA；该资料已于 2020 年 4 月 9 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根据监管部门和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对跟踪评级的有关要求，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将

在债券存续期内，在每年山西华阳集团新能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年度报告后两个月内出具一次定期跟踪评

级报告，并在债券存续期内根据有关情况进行不定期跟踪评级。  

2020 年 6 月 22 日，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根据本公司报告期情况，对山西华阳集团新能股份

有限公司主体与相关债项出具 2020 年度跟踪评级报告：确定本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维持 AAA，评级

展望维持稳定，“19 阳煤 01”、“19 阳股 02”、“20 阳煤 01”的信用等级维持 AAA；该资料已于 2020 年 6

月 22 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报告期内，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未对本公司及本次公司债券进行不定期跟踪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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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76 51.61 3.15 

EBITDA 全部债务比 0.15 0.18 -16.67 

利息保障倍数 4.55 5.74 -20.73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2020 年，公司原煤产量完成 4,322 万吨，与同期相比增长 5.39%；采购集团及其子公司煤炭 3,974

万吨，与同期相比增加 18.27%，其中收购集团原料煤 610 万吨；外购煤炭 423 万吨。销售煤炭 8,192 万

吨，与同期相比增长 8.52%。其中块煤 437 万吨，与同期相比降低 9.90%；喷粉煤 267 万吨，与同期相

比降低 7.61%；选末煤 7,156 万吨，与同期相比增长 9.24%；煤泥销量 332 万吨，与同期相比增长 48.21%；

发电量完成 110,832.81 万千瓦时，供热完成 355.59 万百万千焦。 

煤炭综合售价 356.98 元/吨，与同期相比降低 11.99%。 

营业收入 3,118,147 万元，与同期相比降低 4.52%，其中煤炭产品销售收入 2,924,546 万元，与同期

相比降低 4.49%。 

营业成本 2,591,265 万元，与同期相比降低 3.15%，其中煤炭产品销售成本 2,433,563 万元，与同期

相比降低 2.59%。 

利润总额 194,304 万元，与同期相比减少 36,249 万元，降低 15.7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50,500 万元，与同期相比减少 19,567 万元，降低 11.51%。 

掘进总进尺 155,722 米，与同期相比减少 3,578 米，降低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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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第十一节财务报告五、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 44.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变更（1）.重要会计

政策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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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如下： 

公司名称 简称 级次 持股比例（%） 

阳泉煤业集团寿阳煤炭销售有限公司 寿阳销售公司 二级子公司 100.00 

阳泉煤业集团保德煤炭销售有限公司 保德销售公司 二级子公司 100.00 

阳泉煤业集团平定煤炭销售有限公司 平定销售公司 二级子公司 100.00 

阳泉煤业集团和顺煤炭销售有限公司 和顺销售公司 二级子公司 100.00 

阳泉煤业集团清徐煤炭销售有限公司 清徐销售公司 二级子公司 100.00 

阳泉煤业集团平鲁煤炭销售有限公司 平鲁销售公司 二级子公司 100.00 

阳泉煤业集团翼城煤炭销售有限公司 翼城销售公司 二级子公司 100.00 

阳泉煤业集团昔阳煤炭销售有限公司 昔阳销售公司 二级子公司 100.00 

阳泉煤业集团左权煤炭销售有限公司 左权销售公司 二级子公司 100.00 

阳泉煤业集团盂县煤炭销售有限公司 盂县销售公司 二级子公司 100.00 

阳泉煤业集团安泽煤炭销售有限公司 安泽销售公司 二级子公司 100.00 

天津阳煤煤炭销售有限公司 天津销售公司 二级子公司 100.00 

聊城鲁西燃料有限公司 鲁西燃料公司 三级子公司 60.00 

青岛阳煤煤炭销售有限公司 青岛销售公司 二级子公司 100.00 

阳煤集团寿阳景福煤业有限公司 景福公司 二级子公司 70.00 

阳煤集团寿阳开元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开元公司 二级子公司 56.73 

山西新景矿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新景公司 二级子公司 100.00 

山西平舒煤业有限公司 平舒公司 二级子公司 56.31 

阳泉天成煤炭铁路集运有限公司 天成公司 二级子公司 80.00 

阳泉煤业（集团）平定东升兴裕煤业有限公司 兴裕公司 二级子公司 100.00 

阳泉煤业（集团）平定裕泰煤业有限公司 裕泰公司 二级子公司 100.00 

山西宁武榆树坡煤业有限公司 榆树坡公司 二级子公司 51.00 

宁武县昌盛洗煤有限责任公司 昌盛洗煤公司 三级子公司 100.00 

阳泉煤业集团矸石山治理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煤矸石公司 二级子公司 100.00 

阳煤股份和顺长沟洗选煤有限公司 长沟洗选煤公司 二级子公司 100.00 

华阳建投阳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阳泉热电公司 二级子公司 50.00 

阳泉煤业集团泊里煤矿有限公司 泊里公司 二级子公司 70.00 

晋中市阳煤扬德煤层气发电有限公司 扬德公司 二级子公司 51.00 

山西阳煤芬雷选煤有限公司 芬雷公司 二级子公司 51.00 



公司名称 简称 级次 持股比例（%） 

山西（阳泉）国际陆港集团有限公司 陆港公司 二级子公司 40.00 

山西（阳泉）国际陆港集团山阴有限公司 陆港山阴公司 三级子公司 100.00 

山西（阳泉）国际陆港集团孝义有限公司 陆港孝义公司 三级子公司 100.00 

山西（阳泉）国际陆港集团神池有限公司 陆港神池公司 三级子公司 100.00 

山西（阳泉）国际陆港集团寿阳有限公司 陆港寿阳公司 三级子公司 100.00 

山西（阳泉）国际陆港集团介休有限公司 陆港介休公司 三级子公司 100.00 

山西（阳泉）国际陆港集团五寨有限公司 陆港五寨公司 三级子公司 100.00 

山西阳煤国华选煤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国华选煤公司 二级子公司 51.00 

阳泉阳煤电力有限公司 阳煤电力公司 二级子公司 100.00 

阳泉煤业集团香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香港国贸公司 二级子公司 100.00 

阳泉煤业集团七元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七元公司 二级子公司 100.00 

山西平舒铁路运输有限公司 平舒铁路公司 二级子公司 100.00 

山西新阳清洁能源有限公司 新阳能源公司 二级子公司 100.00 

 

本公司子公司的相关信息详见本附注“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 

本报告期合并范围变化情况详见本附注“八、合并范围的变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