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司代码：600546                                                 公司简称：*ST山煤 

 

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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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山煤 600546 中油化建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马凌云 韩鹏 

电话 0351-4645546 0351-4645546 

传真 0351-4645846 0351-4645846 

电子信箱 smzqb@shanxicoal.cn smzqb@shanxicoal.cn 

 

二 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情况 

2.1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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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180,836,816.93 50,489,953,604.90 -4.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3,377,361,753.71 3,740,920,755.53 -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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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295,138.38 149,154,516.19 10.15 

营业收入 21,349,048,076.57 24,968,004,823.41 -14.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442,276,537.52 8,924,355.76 -5,055.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443,573,481.89 12,711,705.23 -3,589.4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2.43 0.14 减少12.5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22 0.00 -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22 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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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806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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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

量 

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7.43 1,138,532,430 0 质押 449,000,00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92 38,060,171 0 未知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07 21,215,800 0 未知   

欧阳春 未知 0.34 6,756,748 0 未知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新经

济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 

未知 0.24 4,795,300 0 未知   

钟奇光 未知 0.23 4,597,570 0 未知   

汪世祥 未知 0.22 4,416,500 0 未知   

徐孝福 未知 0.20 3,937,400 0 未知   

薛兆栋 未知 0.19 3,771,800 0 未知   

田志军 未知 0.17 3,306,600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流通股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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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涉及 

 

三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6 年上半年，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的推动下，国内经济触底企稳迹象明显，煤炭市场

供需失衡矛盾有所缓解，煤炭价格小幅回升，但煤炭需求不足、产能过剩的矛盾依然存在，行业

利润大幅下降。面对不利的市场形势，公司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及时调整经营策略，以风险防

控为主线，以资金链安全为保障，外拓市场，内降成本，保证了公司生产经营的平稳运行。 

2016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13.49 亿元，同比下降 14.49%，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权益的净利润-4.42 亿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4.51 亿元。 



报告期内，公司管理层重点工作如下： 

1、全面强化安全管理 

公司坚持“零违章、零伤害、零死亡”的安全管理理念，坚定不移地推进“三基管理”，全面

强化现场安全措施落实,安全监管工作不断强化；深入开展各级安全隐患排查和治理，认真落实“党

政同责、一岗双责、失职追责”的责任体系，强化安全考核，严肃责任追究，坚守安全、环保红线

和底线思维。同时，公司积极开展安全培训，强化安全素养、提升全员素质，树立安全事故可控、

可防理念，扎实推进了煤矿安全生产和发展。 

2、煤矿生产秩序稳定 

报告期内，公司面对严峻的煤炭市场形势，全面强化统筹管理和技术管理，以降本增效和提

质增效为主线，通过对标学习先进矿井的管理运营模式，按照专业分工、分类指导的原则，坚持

一矿一策、一面一策，科学系统地制定区域化、规模化、系统性经营策略，逐步形成了具有山煤

特色的安全生产管控模式及运行机制，安全生产和谐稳定的良好局面持续巩固。 

报告期内，公司煤炭原煤产量为 919.26 万吨，同比增加 241.84 万吨。煤炭开采业务实现营

业收入 18.65 亿元。 

3、扎实开展贸易业务 

2016 年上半年，煤炭行业景气度持续低迷，煤炭企业亏损面进一步扩大，面对市场困境，公

司按照“做实做优煤炭贸易”的原则，在严控风险的基础上，坚持优化业务质量，淘汰控制低效业

务，拓展培育优质业务，如积极利用晋北地区的发运站点，与神华销售集团等大客户建立了战略

合作关系，同时全力开拓主焦煤业务，坚持对接最终用户，着力推进钢铁等重点客户的业务衔接

与市场开发。煤炭贸易进一步扩做实做优，业务质量不断提高。报告期内，公司贸易业务保持了

稳健发展的态势。 

4、强化管理防范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完善健全内控体系，出台了系列精益化管理制度，采取了有效的风险防

控措施，进一步夯实了管理基础，通过业务、财务、法律审核前置措施有效管控了贸易风险，确

保公司经营管理健康有效运行。同时，公司坚持“以制度管企、用流程办事、以文化育人”的管

理思路，全力以赴抓落实，通过细化、量化、具化各岗位职责、建立定责、负责和追责的内部管

理流程，积极提升了各个层级的执行力和集团层面的管控力，有效增强了公司管控力度和风险防

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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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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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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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 2016 年 6 月 30 日，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如下： 

序号 子公司名称 

1 山煤国际能源集团销售有限公司 

2 山煤国际能源集团销售有限公司古交公司 

3 山煤煤炭进出口有限公司 

4 山西金石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5 山煤国际能源集团铁路物流有限公司 

6 山煤国际能源集团山西辰天国贸有限公司 

7 山西鸿光煤炭设备有限公司 

8 山煤国际能源集团晋城晋鲁煤炭经营有限公司 

9 山西大平煤业有限公司 

10 山西霍尔辛赫煤业有限公司 

11 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襄垣选煤有限公司 

12 山煤国际能源集团长治有限公司 

13 山煤国际能源集团通海煤焦有限公司 

14 山西凌志达煤业有限公司 

15 长子县凌志达新兴煤业有限公司 

16 山西省长治经坊煤业有限公司 

17 新视界长治市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18 山西长治经坊庄子河煤业有限公司 

19 山西长治经坊镇里煤业有限公司 

20 长治经坊煤业国华选煤有限公司 

21 新视界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22 山西省凯捷能源集运有限公司 

23 山西金色太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4 长治山煤凯德世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5 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蒲县豹子沟煤业有限公司 

26 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左云长春兴煤业有限公司 

27 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左云韩家洼煤业有限公司 

28 山煤国际能源集团大同有限公司 

29 山煤国际能源集团大同经营有限公司 

30 山煤国际能源集团山西中泰煤业有限公司 

31 山西铺龙湾煤业有限公司 



序号 子公司名称 

32 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鹿台山煤业有限公司 

33 山煤国际能源集团晋城有限公司 

34 晋城煤炭进出口高平康瀛有限责任公司 

35 山煤国际能源集团吕梁有限公司 

36 山煤国际能源集团临汾有限公司 

37 山煤国际能源集团华南有限公司 

38 福建山福国际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39 内蒙古晟达贸易有限公司 

40 鄂州郑霍物流有限公司 

41 山煤国际能源集团华远有限公司 

42 山煤国际能源集团山西鑫源贸易有限公司 

43 山煤国际能源集团晋中有限公司 

44 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左权鑫顺煤业有限公司 

45 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左权宏远煤业有限公司 

46 山煤国际能源集团朔州有限公司 

47 山煤国际能源集团阳泉有限公司 

48 山煤国际能源集团忻州有限公司 

49 江苏山煤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50 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连云港有限公司 

51 山煤国际能源集团日照有限公司 

52 山煤国际能源集团青岛有限公司 

53 山煤国际能源集团秦皇岛有限公司 

54 太行海运有限公司 

55 山煤国际能源集团天津有限公司 

56 山煤国际能源集团唐山有限公司 

57 山煤国际能源集团华东销售有限公司 

58 山煤国际能源集团（上海）销售有限公司 

59 忻州山煤铁路物流有限公司 

60 山煤五寨绿色农产品开发有限公司 

61 山煤新加坡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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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涉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