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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83                           证券简称：山西焦煤                           公告编号：2021-006 

山西焦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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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965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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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焦煤 股票代码 000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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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振涛 岳志强 

办公地址 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长风街 115 号 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长风街 115 号 

传真 0351-4645799 0351-4645799 

电话 0351-4645903 0351-4645933 

电子信箱 zqb000983@163.com zqb000983@163.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主营业务是煤炭的生产、洗选加工、销售及发供电，矿山开发设计施工、矿用及电力器材生产经营等。 

    本公司的主要产品为煤炭、电力热力、焦炭及化工产品等。煤炭产品主要是：焦煤、肥煤、瘦煤、贫瘦煤、气煤等。 

    公司煤炭销售的主要区域是东北、华北、南方地区的大型钢铁企业及发电企业。本公司所属矿区资源储量丰富，煤层赋

存稳定，属近水平煤层，地质构造简单，并且煤种齐全：有焦煤、肥煤、瘦煤、贫瘦煤、气煤等，特别是在冶炼煤中，公司

的冶炼精煤具有低灰分、低硫分、结焦性好等优点，属优质炼焦煤品种，是稀缺、保护性开采煤种。从规模优势和质量优势

而言，公司的冶炼精煤在市场上有较强的竞争力，在国内冶炼精煤供给方面具有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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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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756,582,333

.29 

32,954,731,135

.22 

36,007,526,834

.78 
-6.25% 

32,271,005,488

.06 

35,342,888,090

.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956,303,613.
37 

1,710,215,168.
28 

2,115,797,560.
69 

-7.54% 
1,802,420,247.

97 
1,807,052,415.

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667,750,670.
53 

1,710,126,895.
16 

2,115,446,310.
24 

-21.16% 
1,739,999,938.

32 
1,752,245,758.

6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5,241,688,523.
58 

7,533,824,211.
58 

7,589,420,134.
91 

-30.93% 
7,155,933,616.

08 
7,213,096,082.

6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775 0.5427 0.5165 -7.55% 0.5720 0.441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775 0.5427 0.5165 -7.55% 0.572 0.441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17% 8.50% 9.03% 0.14% 9.54% 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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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610,618,878

.67 
65,113,270,693

.46 
71,480,539,248

.70 
-1.22% 

65,056,359,441
.86 

70,815,365,819
.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18,715,999,612

.62 

20,452,977,782

.04 

23,941,205,944

.21 
-21.83% 

19,794,182,796

.18 

22,843,487,434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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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63,234,569.89 7,187,697,757.53 7,610,012,749.14 11,995,637,256.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34,087,653.56 550,390,934.86 517,182,525.12 354,642,499.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26,297,997.02 535,392,532.47 537,311,320.38 68,748,820.6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43,899,583.77 -366,598,412.95 1,973,667,787.22 1,890,719,56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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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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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32,599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26,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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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焦煤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54.40% 

2,228,479,6
41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33% 95,530,147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1.37% 56,126,850    

上海宝钢国际

经济贸易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1.32% 54,195,798    

中国工商银行

－汇添富均衡

增长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51% 20,999,909    

平安资产－中

国银行－众安

乐享 1 号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0.51% 20,984,233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华

宝资源优选混

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50% 20,300,098    

太原市杰森实

业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49% 19,962,280    

平安资产－工

商银行－平安

资产如意 28 号

保险资产管理

产品 

其他 0.44% 18,118,867    

#潘秀琴 境内自然人 0.42% 17,247,70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太原市杰森实业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发起人股东。未知其余股东之间有无关联关系，也未知其

相互间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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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山西

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外，无持有公司 5%股份以上股东。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证券账户名称前标注“#”的持有人为既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又通过 XX 证券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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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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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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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山西西山煤

电股份有限

公司 2017 年

面向合格投

资者公开发

行公司债券

(第一期) 

17 西煤 01 112573.SZ 2017 年 08 月 24 日 2022 年 08 月 24 日 47,956.09 3.28% 

（2）公司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2017年8月11日，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于2017年8月11日出具了《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信用评级报告》，评定主体信用评级为AAA，评级展望为稳定；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AAA。  

2017年8月25日，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于2017年8月25日出具了《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信用评级报告》，评定主体信用评级为AAA，评级展望为稳定；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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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6月20日，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于2018年6月20日出具了《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第二期）跟踪评级报告（2018）》，评定主体信用评级为AAA，评级展望为稳定；债券信用

等级为AAA。  

2019年06月20日,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了《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

一期）、（第二期）跟踪评级报告》，跟踪评级结果为：发行人主体评级为AAA，评级展望为稳定，债项级别为AAA。  

2020年06月18日，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了《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

一期）、（第二期）跟踪评级报告（2020）》，跟踪评级结果为：发行人主体评级为AAA，评级展望为稳定，债项级别为

AAA。 

2020年12月23日，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中诚信国际关于确认山西焦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主体及相

关债项信用等级的公告》，确认确认山西焦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评级展望为稳定；维持“17 西

煤 01”的信用等级为 AAA。 

（3）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2019 年 同期变动率 

资产负债率 69.21% 64.48% 4.73% 

EBITDA 全部债务比 32.76% 28.50% 4.26% 

利息保障倍数 4.58 3.88 1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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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

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围绕省委“四为四高两同步”总体思路和要求，紧抓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机遇期，全面落实山西焦煤集团

公司“三个三年三步走”战略规划，一方面以精益化管理为抓手，聚焦煤炭主业，强化运营管控，固本培元、提质增效，深化

改革变革；一方面树牢“以客户为中心”的营销理念，优化产品，创新服务，不断打造核心竞争优势。各项工作落地见效，主

要经济指标圆满完成，企业驶入高质发展的新航道。 

  董事会恪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各项制度，积极发挥核心作用，认真贯彻落实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各项决定，团

结一心、砥砺奋进，圆满完成年度工作目标，公司迈入稳定健康发展的新阶段。 

  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37.57亿元，比上年同期减少6.25%；实现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19.56亿元，比上年同期减少

7.54%；每股收益0.4775元。 

                                                                         报告期内公司产、销情况表 

 2020年产量 2019年产量 同比增减率 

原煤（万吨） 3544 3419 3.66% 

洗精煤（万吨） 1436 1429 0.49% 

电力（亿度） 206 198 4.04% 

供热（万GJ) 3033 2666 13.77% 

焦炭（万吨） 435 433 0.46% 

焦油（万吨） 13 13 0.00% 

建材（万吨） 356 6 5833.33% 

 2020年销量 2019年销量 同比增减率 

商品煤销量（万吨） 2838 2888 -1.73% 

其中：原煤（万吨） 228 344 -33.93% 

焦精煤（万吨） 521 438 18.93% 

肥精煤（万吨） 353 365 -3.24% 

瘦精煤（万吨） 204 202 0.74% 

气精煤（万吨） 349 391 -10.77% 

洗混煤（万吨） 1076 1062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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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泥（万吨） 107 85 26.01% 

电力（亿度） 190 182 4.40% 

供热（万GJ) 3033 2666 13.77% 

焦炭（万吨） 440 432 1.85% 

焦油（万吨） 13 13 0.00% 

建材（万吨） 320 3 10566.67% 

报告期内分煤种情况表    

 2020年平均售价 2019年平均售价 同比增减率 

原煤（元/吨） 290.12 432.05 -32.85% 

焦精煤（元/吨） 855.3 960.47 -10.95% 

肥精煤（元/吨） 1149.01 1218.25 -5.68% 

瘦精煤（元/吨） 740.49 819.31 -9.62% 

气精煤（元/吨） 622.29 700.73 -11.19% 

洗混煤（元/吨） 445.22 474.74 -6.22% 

煤泥（元/吨） 78.3 114.97 -31.90% 

商品煤综合售价(元/吨） 624.74 681.41 -8.32% 

  一、革新理念，落实责任，安全环保形势平稳向好 

  坚守安全生产底线。严格落实“一岗双责”，健全完善“三级管控”安全责任体系；深入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强

化“三个变化”管控，对重点单位开展蹲点解剖式会诊，提升“三基”工作水平；全年实现安全“零事故”目标。 

  坚持清洁绿色发展。公司认真履行社会责任，坚持清洁绿色发展理念，全年累计投入各类环保资金2.56亿元，未发生重大

突发环保事件。马兰矿、水峪煤业和腾晖煤业分别获得国家级和省级“绿色矿山”荣誉称号。 

  二、聚焦主业，协同发展，企业发展动能持续发力 

  聚焦煤炭主业，先进产能建设取得突破。优化采掘衔接、系统设置、盘区布置、巷道设计、支护方式和劳动组织，减头减

面、减人提效，提高全员工效；加强与华为公司战略合作，助力智能化矿井和智能化工作面建设，斜沟矿列入国家首批智能

化示范煤矿建设名单，马兰矿同类型盾构机月开拓进尺全国第一。 

  精益化管理逐步落地，树立“以最小投入创造最大价值”的精益管理理念，试点推动精益化管理，构建成本管控模型，快速

融入大数据中心和财务共享中心，成本管控初见成效，原煤完全成本、洗选加工费同比下降。 

  产业协同发展，京唐焦化列入河北省A级企业名录，享受秋冬季自行减排优惠政策，取得良好效益；煤气化二厂实现妥善

退出；电力企业积极争取发电量，持续降低煤耗，电热产销规模同比增长；建材企业逐步释放产能，经济和社会效益开始显

现。 

  三、提质增效，科学管控，企业效益质量稳步提升 

  严格资金管控，提高资金归集比例，强化全面预算管理，严格预算执行力。加快盘活资产，严控矿厂原材料库存，及时处

置报废无效材料。加大清收清欠，应收账款较年初下降4.65亿元，降幅15.45%。扩大节税成果，疫情期间社保减免1.49亿元，

积极争取税费优惠政策，取得节税效益6453万元。严把风险防控，开展资金占用、违规担保事项自查自纠专项工作。加强内

部控制专项审计，未发现重大内控缺陷。 

  长协稳定运行。变革商业模式，树立“以客户为中心”的新营销理念，洞察客户潜在需求，合理配置运力资源，推行定制化

生产和“菜单式”服务，有效促进长协履约。推进“精煤制胜”战略。原煤入洗量和精煤回收率快速提升，产品附加值明显提高。 

  四、深化改革，组织重构，现代化管理体系逐步完善 

  董事会换届，公司更名。报告期内，公司顺利完成第八届董事会换届工作，上市公司正式更名为“山西焦煤”，标志着将焦

煤股份打造成为集团层面资源整合的平台，煤炭资源整合和专业化重组的步伐加快。 

  组织重构，脱胎换骨。公司以“六定”改革为契机，重构管理组织，调整至18个部门机构。大力推进干部管理变革，经过公

开竞聘、双向选择、团队组阁、组织任命等程序，选聘一批想干事、能干事的中层管理人员，建立形成职责清晰、精简高效、

运行专业的现代化管理体制。 

  五、资本运作,全面提速，上市平台优势开始放大 

  资源整合成功开局。公司斥资67.22亿元收购汾西矿业持有的水峪煤业100%股权和霍州煤电持有的腾晖煤业51%股权，此

举增加煤炭产能520万吨/年，增强持续盈利能力，实现整体经营业绩的提升。本次交易是公司上市以来最大的一笔股权收购，

成功实现新焦煤内部资源整合的开局。 

  公司债券申请获批。公司未雨绸缪，加大直接融资，提前申请获批30亿元公司债券，未来债券发行成本有望降低，减少财

务费用。 

  证券创新业务成果丰硕。公司积极尝试开展一批风险可控、回报稳健的证券创新业务，均取得良好投资收益。 

  六、党建统领，深度融合，党建+工作成效不断彰显 

  加强政治建设。公司坚决贯彻党中央、省委省政府各项决策部署，强化上下“一盘棋”意识，引领焦煤股份融入建设新焦煤

的大局，确保公司发展行稳致远。严肃各级干部党内政治生活，用严明的政治纪律保障良好政治生态，为高质量转型发展提

供了坚强政治保障。 

  推动深度融合。推动党建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以党建“第一责任”领导和保障发展“第一要务”，创新“党建+安全、党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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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党建+经营管理、党建+成本管控、党建+技术创新”等工作模式，保障企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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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30,109,580.7

1 
3,451,375,508.25 44.43% -9.90% -31.73% -16.49% 

电力热力 5,781,284,512.59 -283,039,045.69 5.09% 1.97% -55.21% 6.65% 

焦炭 7,374,155,727.37 -108,751,407.05 5.86% -6.41% -57.03% 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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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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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本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2017年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

第14号-收入》，不再执行财政部于2006年2月15日印发的（财会

〔2006〕3号）中《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和《企业会计准

则第15号--建造合同》。 

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第十七次会议批准 

2020年1月1日开

始执行 

     

执行新收入准则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2017年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详见附注四。 

  根据新收入准则的衔接规定，首次执行该准则的累计影响数调整首次执行当期期初（2020年1月1日）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

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 

  于2020年1月1日之前的收入业务确认和计量与新收入准则要求不一致的，本公司按照新收入准则的要求进行衔接调整。涉

及前期比较财务报表数据与新收入准则要求不一致的，本公司未调整可比期间信息。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

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执行新收入准则对本期期初资产负债表相关项目的影响列示如下： 



山西焦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8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 累积影响金额 2020年1月1日 

重分类 

（注1） 

重新计量 

（注2） 

小计 

预收款项 701,308,001.13 -701,308,001.13  -701,308,001.13 - 

合同负债  620,626,549.67  620,626,549.67 620,626,549.67 

其他流动负债  80,681,451.46  80,681,451.46 80,681,451.46 

负债合计 701,308,001.13 - - - 701,308,001.13 

 

注1：上表仅呈列受影响的财务报表项目，不受影响的财务报表项目不包括在内。 

 

执行新收入准则对2020年12月31日合并资产负债表的影响如下： 

 

项目 报表数 假设按原准则 影响 

预收款项  1,522,572,841.73 -1,522,572,841.73 

合同负债 1,347,409,594.45  1,347,409,594.45 

其他流动负债 175,163,247.28   175,163,247.28 

负债合计 1,522,572,841.73 1,522,572,841.73  

 

执行新收入准则对2020年度合并利润表的影响如下： 

 

项目 报表数 假设按原准则 影响 

营业成本 24,898,019,255.95 22,953,035,694.68 1,944,983,561.27 

销售费用 436,846,047.96 2,381,829,609.23 -1,944,983,561.27 

（二）会计估计变更 

  本报告期主要会计估计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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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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