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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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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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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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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火股份    股票代码 000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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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长伟 李元勋 

办公地址 河南省永城市东城区光明路 河南省永城市东城区光明路 

电话 0370-5982466 0370-5982722 

电子信箱 shenhuogufen@163.com shenhuogufen@163.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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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重述前 重述后 重述后 

营业收入（亿元）  155.11   88.10   83.51  85.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亿元）  14.63   2.13   2.07  606.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亿元） 
 13.87   1.42   1.37  916.1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亿元）  65.19   7.41   5.32  1,12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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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56 0.112 0.109 501.8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56 0.112 0.109 501.8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10 2.71 2.64 增加 17.46 个百分点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亿元）  593.03   606.37   606.37   -2.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亿元）  82.10   69.82   69.82  17.59  

注： 上表中，公司计算本报告期每股收益所用的总股本为 2021 年 6 月 30 日公司总股本，即 2,231,461,809 股；计算上年同

期每股收益所用的总股本为 2020 年 6 月 30 日公司总股本，即 1,900,500,000 股。 

重述原因：公司于 2020 年 9 月增资控股云南神火铝业有限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长期股权投资》及应用指南 、

《企业会计准则第 33 号—合并财务报表》及应用指南的相关规定，公司按照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对上年同期数据进行了重

述。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96,997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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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河南神火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1.60 482,103,191 0   

商丘市普天工贸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64 237,472,790 0   

商丘新创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54 78,952,666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84 63,275,408 0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39 53,301,083 53,279,483   

商丘新业基础设施建设开发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17 48,465,266 48,465,266 质押 48,465,266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一组合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8 24,000,015 0   

东方红睿泽三年定期开放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有法人 0.90 20,000,000 20,000,000   

东方红睿玺三年定期开放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有法人 0.73 16,300,484 16,300,484   

李志华 境内自然人 0.72 16,155,088 16,155,08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①2008 年 1 月，商丘天翔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协议受让商丘新创投资股份有

限公司 99.97%的股权，商丘天翔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是神火集团和本公司部

分中高级管理人员及技术骨干发起设立的民营企业；根据《证券法》及中

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神火集团与商丘新创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构成一致行

动人。②东方红睿泽三年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东方红

睿玺三年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管理人均为上海东

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根据《证券法》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东

方红睿泽三年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与东方红睿玺三年定

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构成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公司未

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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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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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梁北煤矿改扩建事项 

2018 年 5 月 21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河南省许昌新龙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收到《国家能源局关于河南平顶山矿区梁北煤

矿改扩建项目核准的批复》（国能发煤炭【2018】37 号），同意新龙公司下属梁北煤矿生产能力由 90 万吨/年改扩建至 240

万吨/年，项目总投资 22.27 亿元（不含矿业权费用）。 

目前，梁北煤矿改扩建事项正在积极推动中，首采工作面已进入联合试运转状态，且已顺利通过竣工现场验收，尚未收

到竣工验收批复文件。 

2、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事项 

为进一步建立、健全长效激励机制，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充分调动管理层和核心员工的积极性，

有效地将股东利益、公司利益与管理层及核心员工个人利益结合在一起，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

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48 号）、《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境内）实施股权激励试行办法》（国资发分配【2006】175 号）、《深交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经公司分别于 2021 年 3 月 19 日、6 月 10 日召开的董事会第八

届九次会议、监事会第八届七次会议和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商丘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

会批准，公司决定向 136 名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 2,231.46 万股。 

2021 年 5 月 25 日，公司在内网公示了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公示时间为 2021 年 5 月 25 日至 2021 年 6 月 3 日，共

计 10 天。公示期满，公司未接到与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拟激励对象有关的异议。公司监事会对上述事项进行了核查，

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2021 年 6 月 23 日，公司召开董事会第八届十四次会议和监事会第八届十次会议，同意以 2021 年 6 月 23 日为授予日， 

向 136 名激励对象授予 1,952.48 万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由实施 2020 年度利润分配前的 4.98 元/股调整为 4.88 元/股；公

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华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出具了《上海市锦天城律师

事务所关于神火股份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调整、授予事项的法律意见书》、《华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神火股份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项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2021 年 6 月 25 日，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股份认购资金全部汇入公司银行账户，并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审验，于 2021 年 6 月 28 日出具了众环验字（2021）2110000 号验资报告。 

2021 年 7 月 2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限制性股票的登记、托管及限售手续。 

2021 年 7 月 7 日，本次授予股份 1,952.48 万股新股在深交所上市。 

 

 

法定代表人：李宏伟 

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08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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