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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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1898）

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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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3月31日止三個月期間的2016年第一季度財務報告的摘要。
季度財務報告的全文將於2016年4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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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出席董事情況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職務 未出席原因的說明 被委託人姓名

彭毅 董事 因故 李延江

趙沛 獨立董事 因故 張克

向旭家 董事 因故 高建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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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公司負責人李延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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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公司主要財務數據和股東變化

2.1 主要財務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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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661,112 256,979,526 -0.9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資產 83,065,750 83,484,300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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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4,013 -4,207,9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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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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12,676 13,075,000 -4.3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利潤 -223,082 15,139 -1,573.6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扣除
 非經常性損益的淨利潤 -276,059 -73,751 –

加權平均淨資產收益率(%) -0.27 0.02
減少0.29個
百分點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7 0.001 -1,800.0

稀釋每股收益（元╱股） -0.017 0.001 -1,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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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經常性損益項目和金額

√ 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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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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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49 –

債務重組損益 7,454 –

對外委託貸款取得的損益 43,062 –

除上述各項之外的其他營業外收入和支出 4,221 –

少數股東權益影響額（稅後） -15,056 –

所得稅影響額 -2,065 –

合計 52,97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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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主要生產經營數據

幣種：人民幣

項目 單位 2016年1-3月
2015年1-3月
（經重述） 變化比率%

一、煤炭業務
  1、商品煤產量 萬噸 2,049 1,971 4.0

    其中：動力煤 萬噸 1,774 1,816 -2.3

       焦煤 萬噸 275 155 77.4

  2、商品煤銷量 萬噸 3,041 2,422 25.6

    其中：自產煤銷量 萬噸 2,009 1,665 20.7

二、煤化工業務
  （一）烯烴
    1、聚乙烯產量 萬噸 9.3 8.7 6.9

         銷量 萬噸 9.0 9.1 -1.1

    2、聚丙烯產量 萬噸 8.5 8.3 2.4

         銷量 萬噸 8.8 7.0 25.7

  （二）尿素
    1、產量 萬噸 55.8 47.3 18.0

    2、銷量 萬噸 77.7 49.0 58.6

  （三）甲醇
    1、產量 萬噸 16.6 17.8 -6.7

    2、銷量 萬噸 19.2 17.2 11.6

  （四）焦炭
    1、產量 萬噸 49.2 48.5 1.4

    2、銷量 萬噸 50.6 51.9 -2.5

      其中：自產焦炭銷量 萬噸 48.6 47.6 2.1

三、煤礦裝備業務
  1、煤礦裝備產值 億元 8.6 11.1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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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 本期及同期商品煤產量均不包括中煤陝西榆林能源化工有限公司禾草溝煤
礦商品煤產量。

 2、 本公司甲醇銷量包括買斷銷售中國中煤能源集團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中煤
集團」）所屬中煤黑龍江煤炭化工（集團）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龍化集團」）全
部甲醇產品。

2.3 按不同會計準則編製財務報表的主要差異

單位：千元 幣種：人民幣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利潤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資產

2016年1-3月 2015年1-3月
2016年

3月31日
2015年

12月31日

按中國企業會計準則 -223,082 15,139 83,065,750 83,484,300

按國際會計準則調整的項目及金額：

(a) 煤炭行業專項基金及遞延稅調整 -225,298 -32,841 354,218 419,338

(b) 股權分置流通權調整 – – -155,259 -155,259

(c) 政府補助調整 927 927 -39,883 -40,810

按國際會計準則 -447,453 -16,775 83,224,826 83,707,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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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調整事項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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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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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國有法人

HKSCC Nominees Limited 3,950,042,867 29.79 – 未知 – 境外法人

中國證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346,112,290 2.61 – 未知 – 國有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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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匯金資產管理有限責任公司 83,035,400 0.63 – 未知 – 國有法人

徐開東 32,501,110 0.25 – 未知 – 未知

中國農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國
 中證國有企業改革指數分級證券
 投資基金

21,110,427 0.16 – 未知 – 未知

蒙棣良 12,537,197 0.09 – 未知 – 未知

國信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10,126,654 0.08 – 未知 – 未知

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 9,852,063 0.07 – 未知 – 境外法人



-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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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50,042,867 境外上市外資股 3,950,042,867

中國證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346,112,290 人民幣普通股 346,112,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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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匯金資產管理有限責任公司 83,035,400 人民幣普通股 83,035,400

徐開東 32,501,110 人民幣普通股 32,501,110

中國農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國中證
 國有企業改革指數分級證券投資基金 21,110,427 人民幣普通股 21,110,427

蒙棣良 12,537,197 人民幣普通股 12,537,197

國信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10,126,654 人民幣普通股 10,126,654

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 9,852,063 人民幣普通股 9,852,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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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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3月31日公司股東名冊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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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2016年3月31日，根據聯交所網站披露權益顯示，富德生命人壽保險股份有
限公司持有本公司H股好倉2,012,858,147股，佔公司全部股份總數的1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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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用 √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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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用 √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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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末餘額 年初餘額 增減(%) 主要變動原因

一般風險準備 253,419 123,919 104.5
中煤財務有限責任公司根據財政部有關
 規定計提的一般風險準備金增加。

應付利息 1,670,279 1,112,479 50.1 主要是付息債務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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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利潤表主要變動項目原因分析

單位：千元 幣種：人民幣

項目
2016年

1-3月
2015年

1-3月 增減(%) 主要變動原因

財務費用 1,005,511 733,409 37.1 主要是付息債務增加。

資產減值損失 -99,246 12,741 -878.9
主要是上年計提減值損失的存貨，本期實
現對外銷售，相應轉回計提的存貨跌價
準備。

投資收益 36,693 60,009 -38.9 主要是按持股比例確認參股公司的投資收
益減少。

營業利潤 -204,884 30,470 -772.4 主要是受市場形勢影響，煤炭產品價格大
幅下降。

營業外收入 54,063 94,571 -42.8

主要是去年同期確認股權投資成本小於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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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無此因
素。

營業外支出 26,735 6,276 326.0 主要是本期所屬企業土地收儲產生的成本
增加。

利潤總額 -177,556 118,765 -249.5 主要是受市場形勢影響，煤炭產品價格大
幅下降。

所得稅費用 -35,511 35,820 -199.1 主要是部分企業虧損影響。

淨利潤 -142,045 82,945 -271.3 主要是受市場形勢影響，煤炭產品價格大
幅下降。

其他綜合收益
 的稅後淨額

-21,560 -12,495 72.5 主要是境外子企業外幣報表折算差額影響。

綜合收益總額 -163,605 70,450 -3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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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金流量表主要變動項目原因分析

單位：千元 幣種：人民幣

項目
2016年

1-3月
2015年

1-3月 變動主要原因

經營活動產生的
 現金流量淨額

-1,014,013 -4,207,910 主要是公司本期大力加強資金管理，嚴格控  
 制資金佔用。

投資活動產生的
 現金流量淨額 -940,643 -3,060,588

主要是公司本期購建固定資產等資本開支使
 用現金同比減少，以及初始存款期超過三
 個月的定期存款變動產生現金流入同比增
 加等綜合影響。

籌資活動產生的
 現金流量淨額

-1,503,071 2,887,645 主要是公司本期從緊控制負債規模，債務融
 資同比大幅減少。

3.1.4 煤炭業務銷售收入、成本及毛利情況

2016年1-3月，公司煤炭業務收入81.77億元，比上年同期83.16億元減少
1.39億元；煤炭業務成本53.55億元，比上年同期56.95億元減少3.40億元；
煤炭業務毛利28.22億元，比上年同期26.21億元增加2.01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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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煤炭銷售數量及價格變動情況

幣種：人民幣
2016年1-3月 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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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 278 1,665 347 344 -69 20.7 -19.9

（一）動力煤 1,752 269 1,532 333 220 -64 14.4 -19.2

1、內銷 1,732 268 1,524 332 208 -64 13.6 -19.3

2、出口 20 377 8 504 12 -127 150.0 -25.2

（二）焦煤 257 332 133 516 124 -184 93.2 -35.7

1、內銷 257 332 133 516 124 -184 93.2 -35.7

2、出口 ☆ ☆ ☆ ☆ – – – –

二、買斷貿易煤 合計 967 268 697 363 270 -95 38.7 -26.2

（一）自營出口* 1 1,394 1 1,741 – -347 – -19.9

（二）國內轉銷 940 268 661 358 279 -90 42.2 -25.1

（三）進口貿易 26 233 35 412 -9 -179 -25.7 -43.4

（四）轉口貿易 ☆ ☆ ☆ ☆ – – – –

三、進出口及國內代理★ 合計 65 4 60 5 5 -1 8.3 -20.0

（一）進口代理 2 7 3 5 -1 2 -33.3 40.0

（一）國內代理 – – 5 7 -5 – – –

（三）出口代理 63 4 52 5 11 -1 21.2 -20.0

☆ ： 本期無發生。

★ ： 銷售價格為代理服務費。

* ： 出口型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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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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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

1-3月
2015年

1-3月
2015年
1-12月

與2015年1-3月比 與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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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39 48.79 45.94 -12.40 -25.4 -9.55 -20.8

外購入洗原料煤成本 3.89 9.10 11.57 -5.21 -57.3 -7.68 -66.4

人工成本 25.41 39.17 29.74 -13.76 -35.1 -4.33 -14.6

折舊及攤銷 38.70 44.80 40.25 -6.10 -13.6 -1.55 -3.9

維修支出 7.28 8.30 6.96 -1.02 -12.3 0.32 4.6

外包礦務工程費 11.63 16.14 11.56 -4.51 -27.9 0.07 0.6

其他成本 16.52 27.75 20.44 -11.23 -40.5 -3.92 -19.2

自產商品煤單位銷售成本 139.82 194.05 166.46 -54.23 -27.9 -26.64 -16.0

2016年1-3月，公司自產商品煤單位銷售成本139.82元╱噸，比上年同期
194.05元╱噸減少54.23元╱噸，下降27.9%；比2015年全年的166.46元╱
噸減少26.64元╱噸，下降16.0%。

一是材料成本同比減少12.40元╱噸，主要是各煤炭生產企業進一步加強
材料領用和消耗管理、加大修舊利廢力度等使材料成本同比減少。

二是外購入洗原料煤成本同比減少5.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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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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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人工成本同比減少13.76元╱噸，主要是各煤炭生產企業進一步加強
工資總額控制，嚴格控制人員數量和工資標準，以及自產商品煤產量同
比增加等使單位人工成本同比減少。

四是折舊及攤銷成本同比減少6.10元╱噸，主要是自產商品煤產量同比增
加等使單位折舊與攤銷成本同比減少。

五是維修成本同比減少1.02元╱噸，主要是各煤炭生產企業加大設備日常
維護和保養，發揮自有維修能力，減少外委修理以及自產商品煤產量同
比增加使單位維修成本同比減少。

六是外包礦務工程費同比減少4.51元╱噸，主要是各煤炭生產企業充分利
用自營剝離和掘進隊伍，控制外包作業量，壓低外包業務單價，使外包
礦務工程成本同比減少。

七是其他成本同比減少11.23元╱噸，主要是公司多措並舉，壓縮非生產
性零星工程以及在成本中列支的中小工程使其他成本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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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 主要化工產品銷售數量及價格變動情況

幣種：人民幣
2016年1-3月 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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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7,439 9.1 7,814 -0.1 -375 -1.1 -4.8

 2、聚丙烯 8.8 5,463 7.0 6,937 1.8 -1,474 25.7 -21.2

二、甲醇◆ 19.2 1,318 17.2 1,320 2.0 -2 11.6 -0.2

三、尿素 77.7 1,169 49.0 1,821 28.7 -652 58.6 -35.8

四、焦炭

 1、自產 48.6 583 47.6 824 1.0 -241 2.1 -29.2

 2、買斷貿易 2.0 617 4.3 940 -2.3 -323 -53.5 -34.4

 ◆ ：  含銷售中煤集團所屬龍化集團生產甲醇，2016年1-3月1.59萬噸，2015年1-3
月0.4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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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8 主要化工產品銷售成本情況

幣種：人民幣
銷售成本（億元） 單位銷售成本（元╱噸）

2016年
1-3月

2015年
1-3月 增減額

2016年
1-3月

2015年
1-3月 增減額

聚乙烯 3.26 3.67 -0.41 3,635.4 4,028.4 -393.0

聚丙烯 3.11 2.50 0.61 3,548.1 3,553.6 -5.5

甲醇 2.20 2.40 -0.20 1,149.5 1,390.9 -241.4

尿素 5.87 5.48 0.39 754.6 1,117.4 -362.8

焦炭 2.38 3.34 -0.96 488.8 703.3 -214.5

3.2 重要事項進展情況及其影響和解決方案的分析說明

√ 適用 □不適用

1. 2016年3月22日，公司第三屆董事會2016年第一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於修
訂公司<章程>的議案》，同意將本議案提交公司股東大會審議。

 有關詳情，請參見本公司於2016年3月22日在上交所、聯交所和公司網站
刊發的有關公告。

2. 2016年3月22日，公司第三屆董事會2016年第一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於放
棄山西中煤華晉能源有限責任公司49%股權優先受讓權的議案》。

 有關詳情，請參見本公司於2016年3月22日在上交所、聯交所和公司網站
刊發的有關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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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16年3月22日，公司召開第三屆董事會2016年第一次會議，審議批准了
《關於調整公司2016-2017年度<煤炭等相關產品及服務供應框架協定>項下
關聯交易年度上限的議案》；審議通過了《關於調整2016-2017年度<金融服
務框架協定>項下關聯交易上限的議案》，同意將本議案提交公司股東大會
審議。

有關詳情，請參見本公司於2016年3月22日在上交所、聯交所和公司網站
刊發的有關公告。

3.3 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東承諾事項履行情況

√ 適用 □不適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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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化集團的股權注入中煤能源。」
該事項經本公司董事會審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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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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15年7月10日，本公司接控股股東中煤集團發來的函件，中煤集團明確
表示：自2015年7月10日起六個月內，不通過二級市場減持所持有的本公
司股份。中煤集團在承諾期內一直未通過二級市場減持所持有的本公司股
份。

 有關詳情請參見本公司於2015年7月10日在上交所、聯交所和公司網站刊
發的《關於控股股東承諾不減持本公司股份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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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適用 □不適用

2016年上半年，受到宏觀經濟增速放緩、煤炭行業產能過剩及煤炭需求不足等
因素綜合影響，煤炭市場價格仍將在低位徘徊。面對嚴峻的經營形勢，公司將
全面加強各項經營管理工作，科學安排煤炭生產，積極應對市場變化，努力擴
大產品銷售，進一步加強成本控制，嚴格控制投資規模，加快產業轉型升級步
伐，預計公司經營業績將有所改善，但受市場環境影響，預計公司2016年上
半年累計淨利潤仍可能為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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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延江

中國北京，2016年4月27日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李延江及高建軍；本公司的非執行董事為 
彭毅、劉智勇及向旭家；及本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張克、趙沛及魏偉峰。

* 僅供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