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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37                              证券简称：冀中能源                       公告编号：2020 定-004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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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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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33,546,85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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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冀中能源 股票代码 000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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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温雅 李英 

办公地址 河北省邢台市中兴西大街 191 号 河北省邢台市中兴西大街 191 号 

传真 0319-2068666 0319-2068666 

电话 0319-2098828 0319-2068312 

电子信箱 jzny000937@sina.com jzny000937@163.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的主要业务及工艺流程 

1、公司的主要业务 

公司业务包括煤炭、化工、电力、建材四大板块，其中煤炭为公司的主要产品。公司煤炭产品按用途分为炼焦煤和动力煤。

其中，炼焦煤具有低灰、低硫、粘结性强等特点，主要用于钢铁行业；动力煤具有低硫、低磷、高挥发分等特点，主要用于

发电、建材、化工等行业。 

公司依托自身资源优势及技术优势，通过独立开发与兼并重组等方式实现资产及业务整合，通过科技和管理创新实现有序开

发，坚持以煤为主的发展思路，不断壮大煤炭主业，在资源依托坚实、规模效应显著、抗风险能力较强基础上形成并巩固产

业及产品优势。 

2、公司煤炭生产工艺流程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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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期内公司所属行业的发展 

2020年是煤炭行业发展历程中极不平凡的一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煤炭经济运行形势复杂多变，供需阶段性错位失衡矛

盾突出。随着疫情防控取得显著效果，宏观经济稳步恢复增长，加之气候因素、水电出力、进口煤月度不均衡等多种因素影

响，煤炭供需关系出现了阶段性市场偏紧或宽松的现象，市场现货价格出现了较大幅度波动，但煤炭中长期合同价格始终稳

定在合理区间。。 

（三）公司的经营模式 

1、采购模式  

物资管理部行使物资管理职能，负责公司物资管理政策、制度、办法制定及监督考核；对物资价格的审查；组织机关职能部

室对采购计划、物资技术参数的审查；物资采购资金预算审核和采购计划的确定下达物资质量、物资管理标准化的监督管理

检查工作物资采购计划的价格公示和对标工作；各矿（厂）与物资供应分公司的业务协调、纠纷处理和公司安排的其它工作。 

2、生产模式 

公司编制年度生产计划，规划发展部组织各部门对各矿井煤田地质赋存条件、储量分布状况、煤质指标、生产能力和生产进

度安排等进行综合分析，形成年度煤炭采掘计划、年度采煤工作面接替计划和季、月度分解计划，由规划发展部汇总工作计

划并上报审查，各矿井按照审批下达的总体生产计划组织生产；各生产矿井员工负责生产过程安全、生产、技术现场作业，

公司生产、安全、技术等业务主管部门对生产过程进行指导、监督、考核，保证产品质量和安全生产目标的实现。 

3、销售模式 

运销分公司负责煤炭销售管理工作，从计划安排、价格管理、货款回收等方面实行统一管理；运销分公司根据价格委员会制

定的价格政策与客户签订销售合同，进行销售。 

（四）矿产勘探及资源储量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未进行矿产勘探活动。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公司下属21座矿井，总地质储量30.64亿吨，年度核定生产能

力3330万吨。公司目前在产矿井的总可采储量约6.73亿吨，以优质炼焦煤、1/3焦煤、肥煤、气肥煤以及瘦煤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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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42,554,379.76 21,740,054,435.51 22,527,153,168.52 -8.37% 21,458,411,715.88 22,414,610,405.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85,510,679.90 901,369,331.26 782,887,735.34 0.34% 872,022,195.16 803,313,121.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99,785,700.14 917,113,537.17 917,113,537.17 -12.79% 948,629,988.90 948,629,988.9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639,715,519.64 3,462,168,999.99 3,578,735,131.52 85.53% 3,104,024,885.60 3,317,200,338.1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223 0.2551 0.2216 0.32% 0.2468 0.227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223 0.2551 0.2216 0.32% 0.2468 0.227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89% 4.46% 4.09% -0.20% 4.45% 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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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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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109,863,788.67 45,458,366,117.58 47,007,600,752.17 6.60% 45,766,149,173.63 47,909,452,980.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9,577,080,078.63 20,441,879,671.88 19,774,250,729.03 -1.00% 19,898,113,624.31 18,879,862,84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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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64,826,947.79 5,347,842,482.02 5,526,583,635.29 4,703,301,314.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50,580,374.22 362,267,513.66 257,653,444.01 -84,990,651.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58,447,221.76 354,266,874.61 266,269,722.12 -79,198,118.3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08,085,867.23 1,134,818,129.08 2,367,392,847.08 2,529,418,67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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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127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84,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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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冀中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44.48% 1,571,567,309 526,797,385 质押 780,000,000 

冀中能源峰峰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6.90% 597,142,952 100,149,623 质押 298,571,476 

冀中能源邯郸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6.88% 243,252,041  质押 8,252,041 

冀中能源张家口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33% 117,677,888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18% 77,170,445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23% 43,364,800    

陈文奎 境内自然人 0.20% 6,963,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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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0.17% 6,131,109    

上海明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明汯朱庇

特 2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17% 5,986,556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中证

500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其他 0.16% 5,725,7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 10 名股东中，峰峰集团、邯矿集团和张矿集团为冀中能源

集团的控股子公司；公司未知其他前 10 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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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股票为融资融券标的证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中，冀中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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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集团通过信用担保账户持股数量为 300,000,000 股，峰峰集团通过

信用担保账户持股数量为 94,128,524 股，邯矿集团通过信用担保账

户持股数量为 235,000,000 股，股东陈文奎通过信用担保账户持股数

量为 6,956,85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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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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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16 冀中
01 

112292 
2016 年 03 月

23 日 

2021 年 03 月

23 日 
149,000 5.40%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 

16 冀中
02 

112432 
2016 年 08 月

22 日 

2021 年 08 月

22 日 
142,999.5 4.77%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17 冀中
01 

112557 
2017 年 07 月

26 日 

2022 年 07 月

26 日 
17,036.55 3.00% 

（2）公司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2020年6月24日，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评定公司的主体信用等级为AA+，评级展望稳定，“16 冀中01”、“16 冀中

02”、“17冀中01”的信用等级维持AAA。 

以上评级报告详见本公司于2020年6月29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评级报告。 

本公司将在2020年年度报告披露之日起两个月内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公司债券评级报告，请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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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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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98% 51.15% 2.83% 

EBITDA 全部债务比 14.28% 17.21% -2.93% 

利息保障倍数 3.3 3.03 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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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是公司发展史上极不平凡的一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重大考验、内外环境变化带来的严峻挑战，公司聚焦

建设又强又大现代化一流企业集团新目标，全力应对疫情冲击，规范公司运作，提升经营业绩，维护股东利益，有效推动了

企业发展战略和任务目标落实落地。 

在煤炭业务方面，完成原煤产量2758.38万吨，同比减少95.98万吨，同比降低3.36%；合计生产精煤1217.27万吨，同比

减少5.93万吨，同比降低0.48%。非煤业务方面：生产焦炭167.33万吨，同比增长6.53%；生产玻纤制品8.70万吨，同比增长

5.84%；发电2.55亿千瓦时，同比降低9.01%。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06.43亿元，同比降低8.37%；全年实现营业利润17.76亿元，同比降低9.89%；实现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86亿元，同比增加0.34%。 

 

1、主要产品产、销量情况 

项目 2020年产量 2019年产量 同比增减 2020年销量 2019年销量 同比增减 

煤炭（万吨） 2,758.38  2,854.36  -3.36% 2,909.39  2,894.59  0.51% 

焦炭（万吨） 167.33  157.07  6.53% 167.30  157.87  5.97% 

玻璃纤维（万吨） 8.70  8.22  5.84% 8.61  7.82  10.10% 

电力（万度） 25,548.36  28,077.41  -9.01% 25,548.36  28,077.41  -9.01% 

 

      2、分煤种的产、销情况       

项目 2020年产量 2019年产量 同比增减 2020年销量 2019年销量 同比增减 

原煤（万吨） 2,758.38  2,854.36  -3.36% 830.47  860.66  -3.51% 

洗精煤（万吨） 1,217.27  1,223.20  -0.48% 1,221.80  1,213.18  0.71% 

洗混煤（万吨） 639.33  620.84  2.98% 581.59  578.20  0.59% 

煤泥及其他（万吨） 278.42  250.67  11.07% 275.53  242.55  13.60% 

 

3、各煤种销售价格对比情况    

项目 2020年平均售价 2019年平均售价 同比增减% 

原煤 269.92  296.78  -9.05% 

洗精煤（元） 937.76  1,083.70  -13.47% 

洗混煤（元） 255.36  285.67  -10.61% 

煤泥及其他（元） 103.15  99.01  4.18% 

商品煤综合售价（元） 531.68  607.80  -1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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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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93,112,162.88 11,402,633,263.10 26.87% -12.84% -15.58% 2.37% 

电力 73,529,534.40 84,370,633.88 -14.74% -11.48% -17.99% 9.10% 

建材 462,884,713.40 409,251,646.64 11.59% 23.70% 20.97% 2.00% 

贸易 98,163,502.09 95,990,028.20 2.21% -70.71% -70.83% 0.38% 

化工 4,379,760,263.78 3,724,484,892.94 14.96% 15.00% 21.71% -4.69% 

其他 35,104,203.21 49,727,056.03 -41.66% -1.40% -33.45% 6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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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财政部于2017年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修订）》（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根据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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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团经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该

准则，对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了调整。 

本集团在履行了合同中的履约义务，即在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或服务的控制权时，确认收入。在满足一定条件时，本集团

属于在某一时段内履行履约义务，否则，属于在某一时点履行履约义务。合同中包含两项或多项履约义务的，本集团在合同

开始日，按照各单项履约义务所承诺商品或服务的单独售价的相对比例，将交易价格分摊至各单项履约义务，按照分摊至各

单项履约义务的交易价格计量收入。  

本集团依据新收入准则有关特定事项或交易的具体规定调整了相关会计政策。例如：合同成本、质量保证、主要责任人

和代理人的区分、预收款项等。  

本集团已向客户转让商品而有权收取对价的权利，且该权利取决于时间流逝之外的其他因素作为合同资产列示。本集团

已收或应收客户对价而应向客户转让商品的义务作为合同负债列示。 

本集团根据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本集团2020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未对比

较财务报表数据进行调整。本集团仅对在2020年1月1日尚未完成的合同的累积影响数调整本集团2020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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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 影响金额（2020年1月1日） 

因执行新收入准则，本集团将与销售商品及提供劳务相关、不

满足无条件收款权的收取对价的权利计入合同资产；销售商品

及与提供劳务相关的预收款项重分类至合同负债。 

预收款项 -798,862,551.76 

合同负债 706,958,010.41 

其他流动负债 91,904,541.35 

与原收入准则相比，执行新收入准则对2020年度财务报表相关项目的影响如下： 

受影响的资产负债表项目 影响金额2020年12月31日 

预收款项 -2,034,761,570.63 

合同负债 1,800,673,956.30 

其他流动负债 234,087,614.33 

（续） 

受影响的利润表项目 影响金额2020年年度 

营业成本 236,578,863.93 

销售费用 -236,578,86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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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被合并方名称 企业合并中取

得的权益比例 

合并日 合并当期期初至合并

日被合并方的收入 

合并当期期初至合并

日被合并方的净利润 

上期被合并方

的收入 

上期被合并方

的净利润 

河北金牛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 
20.00% 2020/12/31 404,035,305.28 17,528,492.16 787,219,833.92 56,030,673.24 

山西冀能青龙煤业有限

公司 
90.00% 2020/8/31 -- -75,086,899.13 -- -81,910,678.59 

说明： 

①河北金牛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经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三十次会议以及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购买河北金牛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并签署股份转让相关协议的议案》，批准了公司以 4.33 元/股（含增值

税）的价格收购冀中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河北金牛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牛化工）136,036,065 股、占其

总股本 20.00%的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份，股份转让价款总计 589,036,161.45 元（含增值税）。2020年11月3日，本公司完

成了金牛化工股权过户登记事宜。经金牛化工2020年12月30日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其董事会改组议案，本公司在董事会席位中占4位并自2020年12月31日起能够主导该董事会。 

本次交易事宜完成后，本公司持有金牛化工245,267,074股股份，占总股本的36.05%，成为其控股股东，因本公司与其

同受冀中能源集团控制，本次合并构成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②山西冀能青龙煤业有限公司：本公司本期先后收购了山西冀能青龙煤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龙煤业）30%和60%股

权，并以60%股权收购完成为前提，对其增资81,000万元，两次股权收购金额合计为85,178,790.78元。上述事项股权变更以

及增资手续均已办理完毕，目前冀中股份共计持有青龙煤业90%股权，青龙煤业成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鉴于本公司与青

龙煤业同受冀中能源集团控制，本次合并构成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2、控股子公司注销 

本公司之子公司张家口冀中昊成实业有限公司于2020年10月12日通过股东会决议，决定对其实施解散注销，同时决定成

立清算组并按规定对张家口冀中昊成实业有限公司进行清算。截至2020年12月31日，清算以及剩余财产分配工作已经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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