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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代码：601898                                          公司简称：中煤能源 

 

 

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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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煤能源 601898 - 

H股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中煤能源 01898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周东洲 姜群 

电话 (8610)-82236028 (8610)-82236028 

传真 (8610)-82256479 (8610)-82256479 

电子信箱 IRD@chinacoal.com IRD@chinacoal.com 

二 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情况 

2.1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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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913,876 256,979,526 -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83,711,627 83,484,300 0.3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979,995 362,299 722.5

营业收入 26,300,798 29,746,556 -1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16,407 -965,205 -16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321,613 -1,069,095 -69.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74 -1.12 增加1.8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7 -171.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7 -1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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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202,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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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

股份数量 

中国中煤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7.36 7,605,207,608 - 无 -

HKSCC     NOMINEES 

LIMITED 

境外法人 29.79 3,950,341,817 - 未知 -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61 346,112,290 - 未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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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0.63 83,035,400 - 未知 -

徐开东 境内自然

人 

0.25 32,917,510 - 未知 -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富国中证国有企业改革指

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0.16 21,447,427 - 未知 -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七组合 未知 0.15 19,476,142 - 未知 -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工

银瑞信核心价值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未知 0.13 17,679,643 - 未知 -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未知 0.08 10,126,654 - 未知 -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中煤能源香港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中煤

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其他股东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情况不明。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

明 

本公司未发行优先股，无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

注：1、以上资料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和香港中央证券登记公司提供的

截止2016年6月30日公司股东名册编制。 

2、HKSCC Nominees Limited（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持有的H股乃代表多个客户

所持有。 

除上表所列股东外，根据联交所网站披露权益显示，截止 2016 年 6 月 30 日，富德生命人寿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 H 股好仓 2,012,858,147 股。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截止报告期末，本公司无优先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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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3.1. 主要业务数据情况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6年1‐6月  2015年1‐6月  变化比率(%) 

一、煤炭业务（万吨）       

1、商品煤产量  4,038 4,627 -12.7 

2、商品煤销量  6,547 6,412 2.1 

  其中：自产商品煤销量  4,088 4,642 -11.9 

二、煤化工业务（万吨）     

（一）烯烃     

1、聚乙烯产量  18.2 17.8 2.2 

销量  18.2 17.3 5.2 

2、聚丙烯产量  17.2 16.8 2.4 

销量  17.9 15.9 12.6 

（二）尿素     

1、产量  98.3 88.9 10.6 

2、销量  115.2 85.0 35.5 

（三）甲醇     

1、产量  37.7 35.6 5.9 

2、销量  27.7 39.0 -29.0 

（四）焦炭     

1、产量  83.0 96.2 -13.7 

2、销量  104.6 109.0 -4.0 

其中：自产焦炭销量  83.1 96.6 -14.0 

三、煤矿装备业务     

1、煤矿装备产值（亿元）  17.9 22.5 -20.4 

2、煤矿装备销量（万吨）  9.3 12.6 -26.2 

注：1、烯烃产销量不包括蒙大工程塑料项目试生产产销量。 

2、本公司甲醇销量包括买断销售中国中煤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所属中煤黑龙江煤炭化工（集团）有

限公司全部甲醇产品，并且已抵销内部自用量11.6万吨。 

3、自2016年6月份起，灵石县中煤九鑫焦化有限责任公司焦炭产销数据及灵石中煤化工有限责任

公司尿素产销数据不再纳入本公司统计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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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主要财务数据情况 

今年以来，公司通过科学组织生产，优化市场布局和产品结构，主要产品实现产销平衡；严

格控制成本费用，主要产品单位销售成本同比均有所下降；在国家去产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

政策影响下，煤炭价格企稳回升；积极处置与主业关联度不高的部分资产，提升资产质量。上半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63.01 亿元，同比下降 11.6%；利润总额 7.48 亿元，同比增加 17.37 亿元；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16 亿元，同比增加 15.81 亿元；基本每股收益 0.05 元，同比增加 0.12

元；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现金净额 0.22 元，同比增加 0.19 元。 

利润表及现金流量表相关科目变动情况表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263.01 297.47 -11.6

营业成本 181.83 205.02 -11.3

销售费用 44.26 58.63 -24.5

管理费用 14.16 17.45 -18.9

财务费用 20.38 19.55 4.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9.80 3.62 723.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2.61 -132.28 -132.2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0.82 183.05 -122.3

研发支出 1.11 1.44 -22.9

截止 2016 年 6 月 30 日，公司资本负债比率（付息债务总额/（付息债务总额+权益））为 52.5%，

比年初 53.1%减少 0.6 个百分点。 

资产负债表相关科目变动情况表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2016年 6 月 30 日  2015年 12月 31 日

本期末比上年末增减 

增减额  增减幅(%) 

资产  2,539.14 2,569.79  -30.65 -1.2  

负债  1,535.20 1,569.62  -34.42 -2.2  

  付息债务  1,109.88  1,130.26  -20.38 -1.8  

股东权益  1,003.94 1,000.17  3.77 0.4  

  归属于母公司的股东权益  837.12 834.84  2.28 0.3  

2016 年上半年，公司发生营业成本 181.83 亿元，比 2015 年上半年的 205.02 亿元减少 2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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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下降 11.3%，主要项目情况如下： 

营业成本构成情况表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6年 1‐6 月  2015年 1‐6 月 
同比 

增减额 增减幅(%) 

材料成本 110.52 119.46 -8.94 -7.5

人工成本 18.74 21.23 -2.49 -11.7

折旧及摊销 29.81 30.41 -0.60 -2.0

维修支出 3.82 3.12 0.70 22.4

外包矿务工程费 3.00 6.76 -3.76 -55.6

其他成本 15.94 24.04 -8.10 -33.7

营业成本合计 181.83 205.02 -23.19 -11.3

 

2016年 1‐6月公司分部经营业绩摘要情况如下：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煤炭业务 
煤化工 

业务 

煤矿装备

业务 

金融业

务及其

他业务

非经营 

分部 

分部间

抵销 
合计 

营业收入   187.00  55.99  19.31  13.43  -  -12.72  263.01 

其中：对外交易收入  179.45  55.86  17.77  9.93  -  -  263.01 

营业利润/（亏损）   -0.24  10.40  1.25  4.94  -9.68  0.21  6.88 

利润/（亏损）总额   -0.21  10.43  1.77  4.95  -9.67  0.21  7.48

资产   1,293.15  554.68  179.83 209.79 316.72  -15.03  2,539.14

负债   469.04  250.69  56.50  53.18 721.34  -15.55  1,535.20

3.3. 经营计划进展说明 

上半年，面对复杂严峻的市场形势，公司围绕年度生产经营目标，科学组织生产，加强产销

衔接，优化产品结构，提升产品质量，公司生产经营状况稳中向好。报告期内，公司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 6.16 亿元，实现扭亏为盈；完成商品煤产量 4,038 万吨，自产商品煤销售量 4,088

万吨，实现营业收入 263.01 亿元，均顺利完成上半年计划。公司扎实推进降本增效，强化成本费

用控制，严控非生产性支出，自产商品煤单位销售成本同比下降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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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4.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原因及其影

响。 

报告期内，公司会计政策、会计估计未发生变化。 

4.2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

响。 

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4.3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报告期内，根据股权转让协议，上海大屯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将所持有的徐州四方铝业集团有

限公司 100%股权转让给大屯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国煤矿机械装备有限责任公司将所

持有的中煤邯郸煤矿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100%股权转让给北京中煤机械装备公司，中煤焦化控股

有限责任公司将所持有的灵石县中煤九鑫焦化有限责任公司 91%股权和灵石中煤化工有限责任公

司 100%股权转让给中国煤炭进出口公司，上述四家公司自股权转让之日起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4.4 半年度财务报告已经审计，并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董事会、监事会应当对涉及事项作

出说明。  

 本半年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 8 月 2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