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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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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sse.com.cn 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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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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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晋控煤业 601001 大同煤业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菊平 无 

电话 0352-7010476   

办公地址 山西省大同市矿区新平旺晋能

控股山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电子信箱 dtlijuping@163.com   

 

2.2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36,002,128,709.96 32,009,125,052.26 12.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8,894,006,383.02 7,284,381,272.68 22.10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 7,146,423,015.74 5,166,298,611.18 38.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361,759,524.39 440,304,691.87 209.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155,643,631.44 441,433,920.98 161.7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3,755,283,583.16 1,312,894,747.93 186.0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6.83 6.65 增加10.1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81 0.26 211.54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81 0.26 211.54 

 

2.3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70,759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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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股份数量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57.46 961,632,508 0 无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广发多因子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69 28,317,400 0 无 0 

河北港口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1.59 26,592,080 0 无 0 

陆仁宝 境内自

然人 

1.32 22,043,749 0 无 0 

陈火林 境内自

然人 

0.78 13,017,700 0 无 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

商甄选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47 7,906,500 0 无 0 

张云泉 境内自 0.42 7,014,600 0 无 0 



然人 

徐亚运 境内自

然人 

0.40 6,686,100 0 无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财通价值动量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39 6,609,108 0 无 0 

上海雷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雷根聚鑫五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39 6,530,00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本公司并不知晓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和前十名股

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无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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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公

开发行公司

债券（第一

期） 

20 同股 01 163920 2020年 8月

12 日 

2025年 8月

13 日  

2,000,000,000 4.29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主要指标 报告期末 上年末 

资产负债率 58.82   60.60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11.49   7.17   

 

3.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21年上半年，公司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着力在调整资产结构和融资结构上下功夫，在

深化内控管理和规范运营上作文章，优化基本面，稳固基本盘，同时受煤炭市场影响，利润实现

大幅度增长，保持了高质量发展的良好局面。 

    以人为本、安全为首，确保安全管理平稳有序。上半年以来，公司进一步建立健全安全管理

制度,大力推行安全程序化管理和“网格化”安全包保管理。塔山煤矿在综采工作面、掘进工作面、

零星工程、采掘队组安全准入、标准化动态五个方面进行全方位管理，突出岗位职责，强化了现



场安全监管的专业化。 

    科学谋划、合理布局，保持稳产高产良好局面。按照相关工作机制，确保生产系统每刀、每

班、每天的高质量完成安全任务。塔山煤矿利用产量监控系统合理调配煤量，协调主运输、洗选、

外运各系统平稳运行，为生产提供系统保障。色连矿以科学正规循环为主旨，探索出一套适用于

本矿的科学高效的综采工作面“定岗、定期强制检修、定期更换配件、定时、定位”五定快速推

进科学正规循环管理模式，综采单产水平显著提高。 

    凝心聚力、攻坚克难，抓实经营管控精细管理。公司紧紧围绕“降本增效、减人增效、提效

增效”的目标,积极打造大经营格局，有力地保证了矿井安全生产，为全面完成矿井产量、利润指

标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聚焦靶心、精准发力，实现销售效益最大化。公司抓好“产、洗、装、运、销”精准衔接，

强化路矿、路港、港航协作，确保煤炭产运销稳中有进。按照“大销售、大平台、大地位、大用

户、大效益”“精准、精细销售”要求，无缝对接用户，进一步扩大市场占有率和市场份额。全方

位开展井下配采、外运配装和装船配煤等工作，实现效益、效率双提升。 

2021年下半年，公司将大力弘扬“创新、绿色、卓越、高效”企业精神，以高质量发展为主

题，担当作为、尽职履责，为实现成为高科技、高效率、智能化、现代化、环境友好型现代能源

企业作出努力。 

  

公司 1-6 月主要指标完成情况：原煤产量 1671.76万吨，其中忻州窑矿产量 37.20万吨，塔

山煤矿产量 1,317.15 万吨，色连煤矿产量 317.41万吨；商品煤销量 1,441.69万吨，其中忻州窑

矿销量 37.42万吨，塔山煤矿销量 1,133.52 万吨，色连煤矿销量 269.45万吨。公司煤炭销售收

入 68.27亿元，销售成本 39.00亿元，毛利 29.27亿元。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

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