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西蓝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1 

证券代码：000968                           证券简称：蓝焰控股                           公告编号：2018-040 

山西蓝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蓝焰控股 股票代码 000968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杨军  

办公地址 山西省太原市晋阳街东沺三巷 3 号  

电话 0351-6019034\6019778  

电子信箱 mqh000968@126.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1,003,043,936.50 804,126,959.25 24.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29,170,089.56 249,690,779.30 31.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327,899,198.18 248,148,740.68 3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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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8,730,790.19 289,701,433.82 -83.1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4 0.29 17.2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4 0.28 21.4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90% 16.68% -6.78%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7,471,243,778.00 7,352,692,090.53 1.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491,308,410.32 3,160,809,801.25 10.46%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0,492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

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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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山西晋城无

烟煤矿业集

团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40.05% 387,490,182 262,870,153   

太原煤炭气

化(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3.38% 129,417,726 0 质押 4,426,000 

中国信达资

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7.02% 67,963,375 67,963,375   

陕西畅达油

气工程技术

服务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49% 43,478,261 43,478,261   

高能天汇创

业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00% 28,985,507 28,985,507   

山西高新普

惠旅游文化

发展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80% 17,391,304 17,391,304   

龙华启富投

资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1.35% 13,043,478 13,043,478   

中信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建信环保

产业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1.19% 11,468,347 0   

山西省经济

建设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05% 10,164,928 10,144,928   



山西蓝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3 

北京首东国

际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02% 9,878,654 9,878,65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晋煤集团托管太原煤气化 51%股权，晋煤集团与太原煤气化为一致行动人；

中国信达持有晋煤集团 17.07%股份，持有太原煤气化 11.15%股份；其他股东之间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关系不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参照披露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山西蓝焰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非公

开发行公司债

券（第一期） 

18 蓝焰 01 114336 2021 年 04 月 26 日 70,000 6.55% 

（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末增减 

资产负债率 51.98% 55.65% -3.67%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8.67 6.35 36.54%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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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以全面提升产销量为中心，立足安全生产基础，加强资金运用管理，加快重点工程建设，优化完善管控

体系，取得较好的经营成果：完成煤层气抽采量 7.24 亿立方米，煤层气利用量 5.55 亿立方米，煤层气销售量 3.52 亿立方

米；实现营业收入 10.03 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29 亿元，基本每股收益 0.34 元/股。公司全资子公司蓝焰

煤层气实现归属于母公司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49亿元。主要措施如下： 

（一）安全基础持续巩固 

报告期内，公司切实突出安全生产工作的首要地位，完善安全管理制度，突出安全管控重点，强化安全预防机制，汲取

各类事故教训，狠抓管理、落实责任，强化安全检查和隐患排查，有效杜绝了各类事故的发生，实现了公司生产安全平稳运

行。 

（二）生产组织持续优化 

报告期内，公司以全面提升产销量为中心，制定了各区块煤层气增产方案，精心组织稳产增产工作，改造提升传统产能、

培育壮大新产能，推动气量稳定增长，构建内外、新老区块相互支撑、竞相发展的良性格局。 

1.老区稳产稳气工作 

公司主要从新井建设、投运和老井改造、挖潜两方面着手提升产能，将增产任务目标详细分解到各区块各工区，仔细研

究增产改造措施并指导实施。新井投入运行后，公司认真制定排采制度，严格标准化管理，并督促工区严格执行，保证气井

产能的有序释放。老井改造、挖潜方面，公司加大新技术试验推广，重点从加强水平井管理、常规低产井改造和井下采掘影

响井利用三方面采取针对性措施。 

2.新区勘探开发工作 

公司不断加强基础研究，优化勘查方案，加大勘查投入，加快柳林石西、和顺横岭、和顺西和武乡南四个新区块的勘查

工程，取得积极进展：7 月 31 日，柳林石西区块一号勘探井成功点火，成为山西省首批公开出让的十个煤层气勘探区块中

首个勘探施工点火的区块；柳林石西区块煤层气管线工程已完成招标，正在施工，预计 10 月底建成。截至目前，四个区块

地质填图 539.81 平方千米，完成工作量的 88%。二维地震正在进行野外勘探数据采集工作。柳林石西区块已完钻勘探井 7

口，对 4 口井 6 层进行压裂试气，正在钻井 6 口；武乡南区块完钻勘探井 5 口，正在钻井 4 口；和顺横岭区块正在钻井 1

口。 

（三）销售工作稳步提升 

报告期内，公司以销售为龙头，坚持“应销尽销、以销促产”，积极拓展下游用户，制定合理的销售政策，加大对管输

气客户的开发，与国化公司“临汾-长治”管道在胡底乡对接并实现供气，吕梁区块与国新公司等用户达成直供协议；公司

根据天然气价格上调的市场形势，适时对各单位用气价格进行了调整，保证公司利益最大化。公司加强部门间的沟通合作，

提高气量传输销售效率，定期召开客户座谈会，反馈问题和建议，提升服务质量。 

（四）债务结构不断优化 

公司 2017 年 6 月启动债券发行工作，于 2017 年 12 月取得了深圳证券交易所批复。报告期内，公司紧密关注资本市场

动态，积极协调相关机构，于 2018年 4月 26日顺利完成了此次债券的发行工作，共募集资金 7亿元，票面利率 6.55%，发

行期限 2+1年。此次债券的成功发行，满足了公司快速发展阶段的资金需求，缓解了资金流动性压力，有利于公司整体债务

结构优化, 进一步降低了公司财务风险。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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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蓝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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