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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
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
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

中國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于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1898）

2015年第一季度報告

根據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和上海證券交易所（「上交所」）的規定，中國中煤能源股
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或「中煤能源」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需刊發季度報告。

本公告乃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香港法例第571章）第XIVA部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09條而作出。

本公告為本公司截至2015年3月31日止三個月期間的2015年第一季度財務報告的摘要。季
度財務報告的全文將於2015年4月24日載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網站。季
度財務報告的全文僅為中文。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會、監事會及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保證季度報告內容的真實、
準確、完整，不存在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並承擔個別和連帶
的法律責任。

1.2 公司於2015年4月24日召開第二屆董事會2015年第二次會議，本公司全體董事
親自出席了會議。會議以8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審議通過了《關於公司
2015年第一季度報告的議案》，同意在境內外公佈公司2015年第一季度報告。

1.3 公司負責人王安、主管會計工作負責人翁慶安及會計機構負責人（會計主管人
員）柴喬林保證季度報告中財務報表的真實、準確、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報告未經審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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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公司主要財務資料和股東變化

2.1 主要財務資料

單位：千元 幣種：人民幣

本報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報告期末比
上年度末增減

(%)

總資產 244,278,555 242,706,302 0.65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資產 86,737,680 86,717,506 0.02

年初至報告
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
報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
減(%)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4,207,910 -4,086,601 不適用

年初至報告
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
報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
增減(%)

營業收入 13,075,000 16,858,658 -22.44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利潤 15,139 538,160 -97.19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扣除非
 經常性損益的淨利潤 -73,751 508,266 -114.51

加權平均淨資產收益率(%) 0.02 0.61
減少0.59個
百分點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1 0.04 -97.50

稀釋每股收益（元╱股） 0.001 0.04 -9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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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經常性損益項目和金額

√ 适用 □不适用
單位：千元 幣種：人民幣

項目 本期金額 說明

非流動資產處置損益 -998 –

計入當期損益的政府補助，但與公司正常經營業務密切相
 關，符合國家政策規定、按照一定標準定額或定量持續
 享受的政府補助除外 10,896 –

企業取得子公司、聯營企業及合營企業的投資成本小於取
 得投資時應享有被投資單位可辨認淨資產公允價值產生
 的收益 62,028 –

債務重組損益 3,528 –

對外委託貸款取得的損益 32,545 –

除上述各項之外的其他營業外收入和支出 12,672 –

少數股東權益影響額（稅後） -2,824 –

所得稅影響額 -28,957 –

合計 88,8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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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主要生產經營資料

幣種：人民幣
項目 單位 2015年1-3月 2014年1-3月 變化比率%

一、煤炭業務
  1、商品煤產量 萬噸 2,053 2,999 -31.5

    其中：動力煤 萬噸 1,851 2,848 -35.0

       焦煤 萬噸 202 151 33.8

  2、商品煤銷量 萬噸 2,422 3,332 -27.3

    其中：自產煤銷量 萬噸 1,665 2,670 -37.6

二、煤化工業務
  （一）烯烴
    1、聚乙烯產量 萬噸 8.7 ☆ –

         銷量 9.1 ☆ –

    2、聚丙烯產量 萬噸 8.3 ☆ –

         銷量 7.0 ☆ –

  （二）尿素
    1、產量 萬噸 47.3 12.2 287.7

    2、銷量 萬噸 49.0 9.3 426.9

  （三）甲醇
    1、產量 萬噸 17.8 11.2 58.9

    2、銷量 萬噸 17.2 11.2 53.6

  （四）焦炭
    1、產量 萬噸 48.5 48.2 0.6

    2、銷量 萬噸 51.9 61.6 -15.7

      其中：自產焦炭銷量 萬噸 47.6 44.6 6.7

三、煤礦裝備業務
  1、煤礦裝備產值 億元 11.1 14.8 -25.0

註： 1、☆：無生產或銷售。

 2、 本報告期商品煤產量合計數已抵銷公司內部交易量138萬噸，2014年1-3月
抵銷194萬噸。

 3、 陝西禾草溝煤礦未納入本公司合併範圍，其商品煤產量按管理口徑統計。

 4、 2014年1-3月尿素銷量中包括試生產期銷量4.5萬噸，甲醇銷量中包括試生
產期銷量7.5萬噸。



- 5 -

2.3 按不同會計準則編制財務報表的主要差異

單位：千元 幣種：人民幣

歸屬於母公司股東的淨利潤 歸屬於母公司股東的淨資產

2015年1-3月 2014年1-3月
截止2015年

3月31日
截止2014年

12月31日

按中國企業會計準則 15,138 538,160 86,737,680 86,717,506

差異項目及金額：

(a) 專項儲備及相關遞延稅調整 -32,841 74,707 353,718 386,016

(b) 股權分置流通權調整 – – -155,259 -155,259

(c) 政府補助調整 927 927 -43,593 -44,520

按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16,776 613,794 86,892,546 86,903,743

主要調節事項說明：

(a) 專項儲備及相關遞延稅調整：專項儲備包括維簡費、安全費、煤礦轉產發
展資金、礦山環境恢復治理保證金和可持續發展準備金。在中國企業會計
準則下，本集團計提專項儲備時，計入生產成本及股東權益中的專項儲
備，對屬於費用性質的支出於發生時直接沖減專項儲備；對屬於資本性的
支出於完工時轉入固定資產，同時按照固定資產的成本沖減專項儲備，並
全額確認累計折舊，相關固定資產在以後期間不再計提折舊。在國際財務
報告準則下，計提專項儲備作為未分配利潤撥備處理，相關支出在發生時
予以確認，並相應將專項儲備轉回未分配利潤。

(b) 在中國企業會計準則下，非流通股股東由於實施股權分置改革方案支付給
流通股股東的對價在資產負債表上記錄在長期股權投資中；在國際財務報
告準則下，作為讓予少數股東的利益直接減少股東權益。

(c) 在中國企業會計準則下，屬於政府資本性投入的財政撥款，計入「資本公
積」科目核算；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下，上述財政撥款視為政府補助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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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截止報告期末的股東總數、前十名股東、前十名流通股東（或無限售條件股東）
持股情況表

單位：股

股東總數（戶） 253,326

前十名股東持股情況

股東名稱（全稱）
期末持股

數量
比例
(%)

持有有限
售條件股
份數量

質押或凍結情況

股東性質股份狀態 數量

中國中煤能源集團有限公司 7,605,207,608 57.36 – 無 0 國有法人

HKSCC NOMINEES LIMITED 3,947,704,377 29.77 – 未知 – 境外法人

中煤能源香港有限公司 132,351,000 1.00 – 無 0 境外法人

富德生命人壽保險股份有限
 公司－萬能H 119,523,827 0.90 – 未知 –

境內非國有
 法人

新疆中油化工集團有限公司 17,917,269 0.14 – 未知 – 未知

江門市匯融貿易有限公司 11,850,293 0.09 – 未知 – 未知

中國工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鵬華中
 證A股資源產業指數分級證券
 投資基金 10,521,742 0.08 – 未知 – 未知

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實滬深
 300交易型開放式指數證券投資基金 7,765,735 0.06 – 質押 45,500 未知

中國建設銀行－華寶興業收益增長混
 合型證券投資基金 5,928,978 0.04 – 未知 – 未知

中國工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華泰柏
 瑞滬深300交易型開放式指數證券
 投資基金 5,549,729 0.04 – 未知 –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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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十名無限售條件股東持股情況

股東名稱
持有無限售條件
流通股的數量

股份種類及數量

種類 數量

中國中煤能源集團有限公司 7,605,207,608 人民幣普通股 7,605,207,608

HKSCC NOMINEES LIMITED 3,947,704,377 境外上市外資股 3,947,704,377

中煤能源香港有限公司 132,351,000 境外上市外資股 132,351,000

富德生命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萬能H 119,523,827 人民幣普通股 119,523,827

新疆中油化工集團有限公司 17,917,269 人民幣普通股 17,917,269

江門市匯融貿易有限公司 11,850,293 人民幣普通股 11,850,293

中國工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鵬華中證A
 股資源產業指數分級證券投資基金

10,521,742 人民幣普通股 10,521,742

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實滬深300交
 易型開放式指數證券投資基金

7,765,735 人民幣普通股 7,765,735

中國建設銀行－華寶興業收益增長混合
 型證券投資基金

5,928,978 人民幣普通股 5,928,978

中國工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華泰柏瑞
 滬深300交易型開放式指數證券投資基金

5,549,729 人民幣普通股 5,549,729

上述股東關聯關係或一致行動的說明 中煤能源香港有限公司為本公司控股股東中國中煤能
源集團有限公司（「中煤集團」）全資子公司，其他股東
關聯關係或一致行動情況不明。

表決權恢復的優先股股東及持股數量
 的說明

本公司無優先股，無表決權恢復的優先股股東。

註： 1、 以上資料根據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和香港中央證券
登記公司提供的截止2015年3月31日公司股東名冊編制。

2、 HKSCC Nominees Limited（香港中央結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持有的H股乃
代表多個客戶所持有。

3、 截止2015年3月31日，除上表中富德生命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富德生命人壽公司」）持有的本公司A股股份外，根據聯交所網站披露權益
顯示，富德生命人壽公司持有本公司H股好倉1,520,477,000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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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截止報告期末的優先股股東總數、前十名優先股股東、前十名優先股無限售條
件股東持股情況表

□适用 √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項

3.1 公司主要會計報表專案、財務指標重大變動的情況及原因

√ 适用 □不适用

3.1.1 資產負債表主要變動項目原因分析

單位：千元 幣種：人民幣

項目 2015年3月31日 2014年12月31日 增減(%) 變動主要原因

應收賬款 11,621,627 8,222,019 41.3 主要是煤炭年度銷售合同簽訂滯
 後，結算期延長，使應收賬款增加。

預付款項 1,925,002 1,409,224 36.6 主要是所屬企業預付運費、港雜費
 等增加。

其他流動
 資產

3,231,856 2,423,085 33.4 主要是中煤財務有限責任公司對
 中煤集團所屬企業發放貸款增加。

在建工程 36,340,155 52,329,185 -30.6 主要是陝西榆林甲醇醋酸系列深加
 工及綜合利用專案2015年1月轉固
 使在建工程減少。

應付利息 1,135,233 691,841 64.1 主要是計提的付息債務利息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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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利潤表主要項目變動原因分析

單位：千元 幣種：人民幣

項目
2015年

1-3月
2014年

1-3月 增減(%) 變動主要原因

銷售費用 2,010,875 3,211,203 -37.4 主要是承擔運費及港口費用的煤炭銷量
 同比減少。

財務費用 733,409 387,009 89.5 主要是2014年下半年以來部分在建項目
 轉固，以及付息債務增加，使費用化
 的利息支出增加。

資產減值損失 12,741 -540 – 主要是中煤財務有限責任公司根據監管
 規定計提的貸款損失準備增加。

投資收益 60,009 18,314 227.7 主要是按持股比例確認參股公司投資收
 益增加。

營業利潤 30,470 941,623 -96.8 主要是受市場形勢影響，公司報告期銷
 售規模及盈利同比下降，使營業利潤
 減少。

營業外收入 94,571 16,024 490.2 主要是中煤陝西榆林能源化工有限公司
 報告期確認禾草溝煤礦的股權投資，
 對投資成本小於應享有的可辨認淨資
 產公允價值的部分計入營業外收入。

營業外支出 6,276 10,002 -37.3 主要是非流動資產處置損失同比減少。

利潤總額 118,765 947,645 -87.5 主要是受市場形勢影響，公司報告期銷
 售規模及盈利同比下降，使利潤總
 額減少。

所得稅費用 35,820 248,951 -85.6 主要是受市場形勢影響，公司稅前利潤
 同比減少，使所得稅費用減少。

淨利潤 82,945 698,694 -88.1 主要是受市場形勢影響，公司報告期
 銷售規模及盈利同比下降，使淨利潤
 減少。

其他綜合收益的
稅後淨額

-12,495 4,504 -377.4 主要是外幣報表折算差額變動影響。

綜合收益總額 70,450 703,198 -90.0 主要是受市場形勢影響，公司淨利潤同
 比減少，以及外幣報表折算差額變動
 等綜合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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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現金流量表主要項目變動原因分析
單位：千元 幣種：人民幣

項目
2015年

1-3月
2014年

1-3月 變動主要原因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
金流量淨額

-4,207,910 -4,086,601 主要是受市場形勢影響，公司盈利同比
 下降，以及經營性應收、應付項目佔用
 資金同比增加，使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
 淨流出同比增加。

投資活動產生的現
金流量淨額

-3,060,588 -3,107,738 主要是項目建設、股權投資等資本開支使用
 現金同比減少；上年同期中煤財務有限
 責任公司設立納入合併範圍，公司投入的
 27.30億元資本金增加現金流入，本期
 無此因素。此外，本期收回禾草溝煤礦
 委託貸款3.00億元、三個月以上定期存款
 變動產生現金流入同比增加5.69億元抵
 減了投資活動現金流出。

籌資活動產生的現
金流量淨額

2,887,645 5,003,570 主要是償還債務、支付利息使用現金同比
 增加；上年同期中煤集團投入中煤財務
 有限責任公司2.70億元資本金增加籌資
 活動現金流入，而本期無此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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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煤炭銷售數量及銷售價格變動情況

幣種：人民幣
2015年1-3月 2014年1-3月 增減額 增減幅

銷售量
（萬噸）

銷售價格
（元╱噸）

銷售量
（萬噸）

銷售價格
（元╱噸）

銷售量
（萬噸）

銷售價格
（元╱噸）

銷售量
(%)

銷售價格
(%)

一、自產商品煤 合計 1,665 347 2,670 401 -1,005 -54 -37.6 -13.5

（一）動力煤 1,532 333 2,525 384 -993 -51 -39.3 -13.3

1、內銷 1,524 332 2,512 383 -988 -51 -39.3 -13.3

(1)長協 1,291 348 2,079 394 -788 -46 -37.9 -11.7

(2)現貨 233 243 433 330 -200 -87 -46.2 -26.4

2、出口 8 504 13 575 -5 -71 -38.5 -12.3

(1)長協 ☆ ☆ ☆ ☆ – – – –

(2)現貨 8 504 13 575 -5 -71 -38.5 -12.3

（二）焦煤 133 516 145 699 -12 -183 -8.3 -26.2

1、內銷 133 516 145 699 -12 -183 -8.3 -26.2

(1)長協 ☆ ☆ ☆ ☆ – – – –

(2)現貨 133 516 145 699 -12 -183 -8.3 -26.2

2、出口 ☆ ☆ ☆ ☆ – – – –

二、買斷貿易煤 合計 697 363 571 501 126 -138 22.1 -27.5

（一）國內轉銷 661 358 440 497 221 -139 50.2 -28.0

（二）進口貿易 35 412 130 506 -95 -94 -73.1 -18.6

（三）自營出口* 1 1,741 1 2,142 – -401 – -18.7

三、進出口代理★ 合計 60 5 91 8 -31 -3 -34.1 -37.5

（一）進口代理 3 5 30 12 -27 -7 -90.0 -58.3

（一）國內代理 5 7 ☆ ☆ 5 – – –

（三）出口代理 52 5 61 6 -9 -1 -14.8 -16.7

註： ☆ ：本期未發生。

 * ：出口型煤。

 ★ ：銷售價格為代理服務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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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自產商品煤單位銷售成本變動情況
單位：元╱噸 幣種：人民幣

項目
2015年

1-3月
2014年

1-3月
2014年
1-12月 與2014年1-3月比 與2014年1-12月比

增減額
增減
（％） 增減額

增減
（％）

材料成本（不含外購入洗
 原料煤成本） 48.79 44.63 47.93 4.16 9.3 0.86 1.8

外購入洗原料煤成本 9.10 18.75 11.57 -9.65 -51.5 -2.47 -21.3

人工成本 39.17 28.24 30.66 10.93 38.7 8.51 27.8

折舊及攤銷 44.80 32.90 36.91 11.90 36.2 7.89 21.4

維修支出 8.30 8.69 7.41 -0.39 -4.5 0.89 12.0

煤炭可持續發展基金
 （準備金）

– 18.26 13.29 -18.26 -100.0 -13.29 -100.0

外包礦務工程費 16.14 25.07 26.44 -8.93 -35.6 -10.30 -39.0

其他成本 27.75 26.37 21.36 1.38 5.2 6.39 29.9

自產商品煤單位銷售成本 194.05 202.91 195.57 -8.86 -4.4 -1.52 -0.8

2015年1-3月，公司自產商品煤單位銷售成本194.05元╱噸，比上年同期
202.91元╱噸減少8.86元╱噸，下降4.4%；比2014年全年的195.57元╱噸
減少1.52元╱噸，下降0.8%。

一是材料成本同比增加4.16元╱噸，主要是自產商品煤產量同比減少影
響。

二是外購入洗原料煤成本同比減少9.65元╱噸，主要是外購入洗原料煤銷
量同比減少、採購價格同比下降，使外購入洗原料煤總成本同比減少。

三是人工成本同比增加10.93元╱噸，主要是自產商品煤產量同比減少使
噸煤人工成本增加。

四是折舊及攤銷成本同比增加11.90元╱噸，主要是自產商品煤產量同比
減少，以及2014年下半年以來部分在建專案轉固、購置設備設施增加等綜
合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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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是煤炭可持續發展基金（準備金）同比減少18.26元╱噸，主要是2014年
12月1日煤炭資源稅從價計征改革後山西省取消了煤炭可持續發展基金。

六是外包礦務工程費同比減少8.93元╱噸，主要是外包剝離量及掘進進尺
同比減少。

3.1.6 主要化工產品銷售數量和銷售價格變動情況

幣種：人民幣
2015年1-3月 2014年1-3月 增減額 增減幅

銷售量
（萬噸）

銷售
價格

（元╱
噸）

銷售量
（萬噸）

銷售
價格

（元╱
噸）

銷售量
（萬噸）

銷售
價格

（元╱
噸）

銷售量
(%)

銷售價
格(%)

一、烯烴

 1、聚乙烯 9.1 7,814 ☆ ☆ 9.1 – – –

 2、聚丙烯 7.0 6,937 ☆ ☆ 7.0 – – –

二、甲醇★ 17.2 1,320 3.7 2,320 13.5 -1,000 364.9 -43.1

三、尿素 49.0 1,821 4.8 1,480 44.2 341 920.8 23.0

四、焦炭

 1、自產 47.6 824 44.6 1,034 3.0 -210 6.7 -20.3

 2、買斷貿易 4.3 940 16.7 1,194 -12.4 -254 -74.3 -21.3

 3、代理出口* ☆ ☆ 0.3 12 -0.3 – -100.0 –

 ★ ：  含銷售中煤集團所屬中煤黑龍江煤炭化工（集團）有限公司生產的甲醇，本
期0.4萬噸；同期1.0萬噸。

 ☆ ： 本期無發生。

 * ： 銷售價格為代理服務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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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 主要化工產品單位銷售成本情況

2015年1-3月，公司甲醇單位銷售成本1,390.9元╱噸，比上年同期1,764.9
元╱噸減少374.0元╱噸；尿素單位銷售成本1,117.4元╱噸，比上年同期
1,344.6元╱噸減少227.2元╱噸；聚乙烯單位銷售成本4,028.4元╱噸，聚
丙烯單位銷售成本3,553.6元╱噸；自產焦炭單位銷售成本703.3元╱噸，
比上年同期918.4元╱噸減少215.1元╱噸。

3.2 重要事項進展情況及其影響和解決方案的分析說明

□适用 √ 不适用

3.3 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東承諾事項履行情況

√ 适用 □不适用

2014年5月，本公司接到控股股東中煤集團《關於進一步避免與中國中煤能源股
份有限公司同業競爭的承諾函》，中煤集團明確表示：「在出具《關於進一步避免
與中國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同業競爭的承諾函》之日起七年內，經中煤能源
按照適用法律法規及公司章程履行相應的董事會或股東大會程式後，中煤集團
將與中煤能源存在同業競爭的中國煤炭進出口公司、中煤集團山西華昱能源有
限公司和中煤黑龍江煤炭化工（集團）有限公司的股權注入中煤能源。」該事項經
本公司於2014年5月13日召開的第二屆董事會2014年第四次會議審議後進行了
披露。中煤能源將本著對投資者高度負責的態度，繼續按照相關監管規定，安
排上述承諾事宜的落實等工作。

有關詳情請參見本公司分別於2014年2月14日和5月13日在上交所、聯交所和公
司網站刊發的《關於公司及控股股東等主體承諾履行情況的公告》和《關於中國
中煤能源集團有限公司進一步避免與中國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同業競爭的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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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預測年初至下一報告期期末的累計淨利潤可能為虧損或者與上年同期相比發生
重大變動的警示及原因說明

√ 适用 □不适用

2015年，由於國內煤炭市場供需形勢已發生較大變化，煤炭價格持續下滑，可
能導致公司2015年上半年累計淨利潤與上年同期相比有大幅度下降。

3.5 報告期內現金分紅政策的執行情況

2015年3月20日，公司董事會建議2014年按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合併財務報表當
年形成的可供分配利潤1,065,958,000元的30%即319,787,400元向股東分派現金
股利，以全部已發行股本13,258,663,400股為基準，每股份派0.024元（含稅）。
擬派發的股息需經公司2014年度股東周年大會審議批准。

承董事會命
中國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兼執行董事

王安

中國北京，二零一五年四月二十四日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王安及楊列克；本公司的非執行董事為 
李延江、李彥夢及彭毅；及本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張家仁、趙沛及魏偉峰。

* 僅供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