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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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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2020年度合并报表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826,512,103.92元。2020年度母公司实现净利润1,087,384,050.45元，扣除2020年度永续债

付息162,000,000.00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154,019,381.34元，减去上年度对股东的分配

118,947,368.40元,减去按《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计提的10%法定盈余公积金108,738,405.05

元，2020年末母公司累计可分配利润为851,717,658.34元。 

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0.66元（含税），截至公告日，公司总股本1,982,456,140

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130,842,105.24元（含税），不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剩余未分配利润转入2021年度。 

 

二 公司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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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煤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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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艳 韩鹏 

办公地址 山西省太原市长风街115号 山西省太原市长风街115号 

电话 0351-4645546 0351-4645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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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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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煤炭生产业务 

公司煤炭生产业务的主要产品为原煤及洗精煤。公司下属煤矿位于大同、忻州、临汾、长治、

晋城等煤炭主产区，煤种多以贫煤为主，具有低硫、低灰分、高发热量等特点，属于优质的配焦

用煤和动力用煤，主要销售给大型炼钢企业和周边地区的发电厂。 

2．煤炭销售和物流业务 

公司煤炭贸易业务的产品包括山西地区北部动力煤、中南部炼焦煤、中部无烟煤及东南部无

烟、半无烟煤，主要用于电力及冶金行业。公司从事煤炭贸易业务三十余年，在山西、陕西、内

蒙等全国煤炭主产区建立了货源组织渠道，在主要中转地设立了港口公司，年港口中转能力约五

千万吨，依托年运输能力上千万吨的自有船队，形成了覆盖煤炭主产区、遍布重要运输线、占据

主要出海口的独立完善的煤炭内、外贸运销体系。 

（二）公司主要经营模式 

公司以自有煤矿为基础，以货源组织、运输仓储服务为保障，积极构建矿贸一体化模式，形

成专业化生产与市场化营销相互支撑、共同发展的一体化经营模式。目前，公司业绩驱动主要来

源于煤炭业务，煤炭利润源于原煤产销量的增加及采煤成本和其他管理成本的控制。 

（三）公司所属行业情况说明 

公司所属的煤炭采掘行业是重要的基础能源行业之一，是国家经济的重要支柱型行业，也是

典型的资源和劳动力密集型行业。相对于其他新兴产业，煤炭行业是一个成熟行业，发展前景相

对稳定，行业里的煤炭生产与消费企业分布较为分散，行业集中度偏低，属于典型的周期性行业，

受国内和国际宏观经济波动和相关下游行业发展的影响较大。 

公司所在的山西省是中国第一产煤、输煤大省。凭借山西丰富的煤炭资源优势，公司建立了

煤种齐全的煤炭生产基地，地区分布广、品种齐全、煤质优良，公司的煤炭资源覆盖了山西省长

治、大同、临汾等煤炭主产区，出产煤种包括焦煤、肥煤、贫煤、贫瘦煤、无烟煤、气煤、长焰

煤等，是我国国内少数几个有能力同时提供多种煤炭品种以满足不同客户需求的煤炭生产企业。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0年 2019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8年 

总资产 40,110,750,531.25 43,241,204,615.89 -7.24 48,335,260,104.50 

营业收入 35,422,064,074.42 37,657,160,813.65 -5.94 38,142,770,166.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26,512,103.92 1,172,715,112.81 -29.52 220,105,428.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52,751,333.14 1,267,125,822.21 -32.70 507,043,647.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9,065,377,190.50 8,436,927,359.64 7.45 5,497,942,338.3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277,187,673.37 3,223,400,445.68 32.69 3,761,034,552.4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2 0.59 -28.81 0.1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2 0.59 -28.81 0.1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34 16.89 减少7.55个百分点 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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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7,567,805,902.91 10,435,622,205.60 9,659,505,906.53 7,759,130,059.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4,990,294.07 240,389,112.27 199,769,783.55 181,362,914.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225,112,367.45 246,070,026.44 249,318,475.01 132,250,464.2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1,588,523.19 818,577,731.95  1,368,337,417.04 2,161,861,047.57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90,683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87,726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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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 

持有

有限

售条

件的

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 0 1,198,006,182 60.43 0 质押 140,000,000 国有法人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丰晋

信低碳先锋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0,533,938 26,395,169 1.33 0 未知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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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丰晋

信智造先锋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3,729,756 16,680,856 0.84 0 未知   未知 

陈俊伟 4,375,134 4,375,134 0.22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交通银行－汇丰晋信动态策略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897,710 3,897,710 0.20 0 未知   未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

证 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3,673,554 3,673,554 0.19 0 未知   未知 

邱信富 3,584,926 3,585,427 0.18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胡红丹 3,112,000 3,112,000 0.16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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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杰 1,355,001 2,755,001 0.14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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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未涉及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1 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单位: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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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本付

息方式 

交易场

所 

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2018 年非公开发行

可续期公司债券(第一期) 

18SMGJY1 150902 

2018 年

11 月 29

日 

2021 年

11 月 29

日 

20.00 8.10 
按 年 付

息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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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公司债券付息兑付情况 

√适用 □不适用  

“18SMGJY1”公司债券，已于 2020 年 11 月 24 日完成自 2019 年 11 月 29 日至 2020 年 11 月 28

日期间的利息款兑付，不存在付息兑付违约情况。 

 

5.3 公司债券评级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018 年 11 月 22 日，评级机构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了《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2018 年非公开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券(第一期)信用评级报告》（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本次评级结果为：公司债券信用等级为 AA+，主体信用等级为 AA+，评级展望

为稳定。 

2019 年 5 月 20 日，评级机构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了《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2018 年非公开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券(第一期)跟踪评级报告（2019）》（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 www.sse.com.cn），本次评级结果为：公司债券信用等级为 AA+，主体信用等级为 AA+，评

级展望为稳定。 

2020 年 6 月 23 日，评级机构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山煤国际能源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非公开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券(第一期)跟踪评级报告（2020）》（全文详见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本次评级结果为：公司债券信用等级为 AA+，主体信用等级为

AA+，评级展望为稳定。 

 

5.4 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主要指标 2020年 2019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资产负债率（%） 72.93 75.95 -3.02 
EBITDA 全部债务比 0.24 0.22 9.09 
利息保障倍数 2.51 2.80 -10.36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 401.11 亿元，同比下降 7.24%；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90.65

亿元，同比上涨 7.45%；报告期内，公司实现销售收入 354.22亿元，同比下降 5.94%；实现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27亿元，同比下降 29.52%；原煤产量 3790.50万吨，同比下降 1.32%。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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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2017 年修订）（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 

财政部于 2017 年度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修订后的准则规定，首次执行

该准则应当根据累积影响数调整当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

息不予调整。 

本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根据准则的规定，本公司仅对在首次执行日尚

未完成的合同的累积影响数调整 2020 年年初留存收益以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比较财务

报表不做调整。执行该准则的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

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

目 

对 2020 年 1 月 1 日余额的影响金额 

合并 母公司 

（1）部分原按照完工

百分比法确认收入的

合同，因不满足在一段

时间确认收入的条件，

改为按控制权转移时

点确认收入。 

存货   

应收账款   

递延所得税资产   

未分配利润   

（2）原确认为销售费

用的佣金作为合同取

得成本资本化。 

其他流动资产   

递延所得税资产   

未分配利润   

（3）将与经营相关、

不满足无条件收款权

的已完工未结算、应收

账款重分类至合同资

产，将与经营相关的已

结算未完工、与销售合

同相关的预收款项重

分类至合同负债。 

应收账款   

存货   

合同资产   

预收款项 -2,421,937,005.75 -2,054,247,647.10 

合同负债 2,143,307,084.73 1,817,918,271.77 

其他流动负债 278,629,921.02 236,329,375.33 

 

与原收入准则相比，执行新收入准则对 2020 年度财务报表相关项目的影响如下（增加/（减少））： 

受影响的资产负债表项目 对 2020 年 12 月 31 日余额的影响金额 

合并 母公司 

合同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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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账款   

合同负债 2,370,430,392.32 1,915,857,400.71 

预收款项 -2,661,627,502.69 -2,164,918,862.80  

其他流动负债 291,197,110.37 249,061,462.09 

（2）执行《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3 号》 

财政部于 2019 年 12 月 10 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3 号》（财会〔2019〕21 号，以

下简称“解释第 13 号”），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不要求追溯调整。 

①关联方的认定 

解释第 13 号明确了以下情形构成关联方：企业与其所属企业集团的其他成员单位（包括母公

司和子公司）的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企业的合营企业与企业的其他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此外，

解释第 13 号也明确了仅仅同受一方重大影响的两方或两方以上的企业不构成关联方，并补充说明

了联营企业包括联营企业及其子公司，合营企业包括合营企业及其子公司。 

②业务的定义 

解释第 13 号完善了业务构成的三个要素，细化了构成业务的判断条件，同时引入“集中度测

试”选择，以在一定程度上简化非同一控制下取得组合是否构成业务的判断等问题。 

本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解释第 13 号，比较财务报表不做调整，执行解释第 13 号未

对本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3）执行《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租金减让会计处理规定》 

财政部于 2020 年 6 月 19 日发布了《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租金减让会计处理规定》（财会〔2020〕

10 号），自 2020 年 6 月 19 日起施行，允许企业对 2020 年 1 月 1 日至该规定施行日之间发生的相

关租金减让进行调整。按照该规定，对于满足条件的由新冠肺炎疫情直接引发的租金减免、延期

支付租金等租金减让，企业可以选择采用简化方法进行会计处理。 

本公司对于属于该规定适用范围的租金减让全部选择采用简化方法进行会计处理并对 2020

年 1 月 1 日至该规定施行日之间发生的相关租金减让根据该规定进行相应调整。 

本公司作为承租人采用简化方法处理相关租金减让冲减本期管理费用合计人民币 4,725.00

元。 

本公司作为出租人采用简化方法处理相关租金减让冲减本期营业收入人民币 154,761.90 元。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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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不适用  

截至 2020年 12月 31 日止，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如下： 

序号 子公司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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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山煤煤炭进出口有限公司 

2 山西金石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3 山煤国际能源集团铁路物流有限公司 

4 山煤国际能源集团山西辰天国贸有限公司 

5 山西鸿光煤炭设备有限公司 

6 山西大平煤业有限公司 

7 山西霍尔辛赫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8 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襄垣选煤有限公司 

9 山西凌志达煤业有限公司 

10 长子县凌志达新兴煤业有限公司 

11 山西省长治经坊煤业有限公司 

12 新视界长治市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13 山西长治经坊庄子河煤业有限公司 

14 山西长治经坊镇里煤业有限公司 

15 长治经坊国华选煤有限公司 

16 新视界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17 山西省凯捷能源集运有限公司 

18 山西金色太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9 长治山煤凯德世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 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蒲县豹子沟煤业有限公司 

21 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左云长春兴煤业有限公司 

22 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左云韩家洼煤业有限公司 

23 山煤国际能源集团山西中泰煤业有限公司 

24 山西铺龙湾煤业有限公司 

25 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鹿台山煤业有限公司 

26 山煤国际能源集团晋城有限公司 

27 晋城煤炭进出口高平康瀛有限责任公司 

28 山煤国际能源集团临汾有限公司 

29 福建山福国际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30 内蒙古山煤晟达贸易有限公司 

31 鄂州郑霍物流有限公司 

32 山煤国际能源集团山西鑫源贸易有限公司 

33 山煤国际能源集团晋中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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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左权鑫顺煤业有限公司 

35 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左权宏远煤业有限公司 

36 江苏山煤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37 山煤国际能源集团日照有限公司 

38 山煤国际能源集团青岛有限公司 

39 太行海运有限公司 

40 山煤国际能源集团天津有限公司 

41 山煤国际能源集团唐山有限公司 

42 山煤国际能源集团华东销售有限公司 

43 山煤国际能源集团（上海）销售有限公司 

44 忻州山煤铁路物流有限公司 

45 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河曲旧县露天煤业有限公司 

46 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左云东古城煤业有限公司 

47 山煤国际光电科技（山西）有限公司 

公司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说明： 

2020 年 8 月 21 日，本公司与湖州珺华思越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珺华

思越”）、宁波齐贤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齐贤”）签署了《关于组建山煤国际光

电科技有限公司的合资协议》， 约定共同出资设立合资公司山煤国际光电科技（山西）有限公司，

开展 10GW 高效异质结（HJT）太阳能电池产业化一期 3GW 项目，合资公司注册资本 100,000 万

元，其中山煤国际出资 88,500 万元， 出资比例 88.5%；珺华思越出资 8,000 万元，出资比例 8%；

宁波齐贤出资 3,500 万元，出资比例 3.5%。 

根据出资协议约定，各股东应于公司取得营业执照之日起一个月内现金足额缴纳首次出资（即

认缴出资额的 60%），截止目前：本公司实际出资了认缴额的 60%（即 5.31 亿元），珺华思越实际

出资了认缴额的 20%（即 0.16 亿元），宁波齐贤实际出资了认缴额的 20%（即 0.07 亿元）。按照公

司章程约定：公司股东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分取红利和其他形式的利益分配。故本年度合并报表，

我们按照实缴比例确认合并比例。 

 
 

                                                             董事长：王为民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21 年 4 月 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