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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33                           证券简称：神火股份                           公告编号：2019-057 

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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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义明 独立董事 工作原因 翟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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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火股份 股票代码 000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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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宏伟 李元勋 

办公地址 河南省永城市东城区光明路 河南省永城市东城区光明路 

电话 0370-5982466 0370-5982722 

电子信箱 shenhuogufen@163.com shenhuogufen@1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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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9,111,235,062.72 9,172,275,106.96 -0.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73,979,430.39 328,857,944.04 -16.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249,771,773.93 -379,490,063.34 3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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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23,672,937.61 432,208,243.66 -1.9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44 0.173 -16.7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44 0.173 -16.7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40 5.41 下降 1.01 个百分点 

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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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818,232,147.44 53,468,543,159.88 -4.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324,807,165.17 6,087,639,971.86 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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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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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神火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4.21 460,097,571 460,097,571 质押 230,000,000 

商丘市普天工贸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3.68 259,972,790 259,972,790 质押 200,000,000 

商丘新创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29 81,452,666 81,452,666   

河南惠众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14 59,598,326 59,598,326   

商丘东方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99 18,779,330 18,779,33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77 14,658,500 14,658,5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59 11,208,471 11,208,471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三组合 境内非国有法人 0.53 9,995,600 9,995,600   

西藏神州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神

州牧量子 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29 5,572,860 5,572,860   

国泰国证有色金属行业指数分级证

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28 5,280,829 5,280,82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①2008 年 1 月，商丘天翔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协议受让商丘新创投

资股份有限公司 99.97%的股权。商丘天翔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是神
火集团和本公司部分中高级管理人员及技术骨干发起设立的民营

企业。根据《证券法》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神火集团与商

丘新创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构成一致行动人。②商丘市普天工贸有
限公司为商丘东方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根据《证券

法》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商丘市普天工贸有限公司与商丘
东方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构成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

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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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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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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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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上半年，面对全球经济和贸易增速同步放缓，外部经济环境总体趋紧，国内经济存在下行压力等复杂严峻的国
内外经济形势，公司董事会带领经理班子及广大员工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导，坚持

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围绕“保安、增盈、减亏、控支、维稳”的工作思路和各项既定目标，深入推进“减亏增盈、转型发
展”等重点工作，积极应对市场变化，不断强化经营管理，加大内部挖潜、提质增效工作的力度，竭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主动担当作为，在公司优化产业布局、实施产能转移的阵痛时期，整体实现了公司的平稳运行。 

按照合并会计报表口径， 2019 年 1-6 月份公司生产煤炭 276.58 万吨（其中永城矿区 138.74 万吨，许昌、郑州矿区 137.84

万吨），销售 291.11 万吨（其中永城矿区 147.44 万吨，许昌、郑州矿区 143.67 万吨），分别完成年度计划的 46.48%、48.93%；

生产型焦 2.56 万吨，销售 2.98 万吨，分别完成年度计划的 46.55%、54.18%；生产铝产品 48.48 万吨（其中永城区域 8.24 万

吨，新疆区域 40.24 万吨），销售 48.95 万吨（其中永城区域 8.80 万吨，新疆区域 40.15 万吨），分别完成年度计划的 48.00%、
56.92%；生产铝材冷轧产品 2.89 万吨，销售 2.53 万吨，分别完成年度计划的 46.61%、40.81%；发电 68.03 亿度（其中永城

区域 15.51 亿度，新疆区域 52.52 亿度），供电 64.36 亿度（其中永城区域 14.55 亿度，新疆区域 49.81 亿度），分别完成年度
计划的 56.63%、53.57%；生产阳极炭块 24.92 万吨（其中永城区域 3.85 万吨，新疆区域 21.07 万吨），销售 25.99 万吨（其

中永城区域 3.81 万吨，新疆区域 22.18 万吨），分别完成年度计划的 47.47%、49.50%；生产氧化铝 22.22 万吨，销售 22.11

万吨，分别完成年度计划的 51.67%、51.42%。 

2019 年 1-6 月份，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91.11 亿元，同比减少 0.67%；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74 亿元，同比
减少 16.69%；主要原因是：公司 2019 年上半年度实现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同比减亏，但因

上年同期确认了大额的电解铝产能指标转让收益，导致公司 2019 年上半年度实现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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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本期新纳入合并范围的间接控股子公司 1家，不再纳入合并范围的间接控股子公司 7家：  

（1）2019年 6月，公司及公司子公司上海神火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商丘市普天工贸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永城神火铝
业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公司持股比例（含间接持股）为 83.33%，本报告期纳入合并范围。 

（2）2019年 6月，河南神火集团有限公司向河南神火光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增资 4.50亿元，公司持股比例由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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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至 47.99%，河南神火光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新疆神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商丘神火明锦置业有限公司、

商丘新长盛置业有限公司、河南神火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禹州龙辰置业有限公司、吉木萨尔县神火置业有限公司，本报告期

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董事长：崔建友                

   

 

 

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8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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