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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代码：600997                             公司简称：开滦股份 

开滦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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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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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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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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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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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滦股份 600997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侯树忠 马文奎 

电话 0315-2812013 0315-3027380 

办公地址 河北省唐山市新华东道70号东楼 河北省唐山市新华东道70号东楼 

电子信箱 kcc@kailuan.com.cn kcc@kailuan.com.cn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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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15,007,040.65 22,500,749,815.41 2.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9,747,964,968.42 9,301,804,006.31 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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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9,469,533.29 501,767,273.31 17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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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 10,017,459,827.12 9,051,280,624.34 10.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82,276,654.06 226,635,835.06 156.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581,264,946.85 224,103,617.92 159.3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09 2.60 增加3.4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7 0.15 146.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7 0.15 146.67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67,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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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44.12 700,506,665 0 质押 175,000,000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2.24 353,159,851 353,159,851 无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其他 1.27 20,101,700 0 未知   

中银基金公司-中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0.63 10,018,294 0 未知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聚信 7 号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其他 0.40 6,364,226 0 未知   

翁耀军 其他 0.33 5,295,100 0 未知   

招商中证煤炭等权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32 5,061,602 0 未知   

重庆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0.30 4,788,022 0 未知   

上海宝钢国际经济贸易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29 4,660,000 0 无   

华泰柏瑞量化先行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26 4,164,911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在前十名股东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公司控

股股东开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

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华泰柏瑞量化先行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沪和华泰柏

瑞量化阿尔法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均为华

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基金产品。公司未知

其他股东相互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相互

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

致行动人。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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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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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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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滦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12 开滦 01 122201 2012 年 10 月 30 日 2019 年 10 月 30 日 1,329,656,000 5.40 

开滦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公司债券（第二期） 
12 开滦 02 122328 2014 年 9 月 26 日 2020 年 9 月 26 日 1,500,000,000 6.30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不适用  

主要指标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资产负债率（%） 49.74 50.71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7.62 3.51 

关于逾期债项的说明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18 年上半年，在国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环保限产政策持续发力的背景下，煤

炭产品价格窄幅波动、焦炭产品价格宽幅震荡，市场供需总体维持了良性平衡。面对

有利的市场环境，公司全面做好产销衔接，不断推进改革创新，持续深化提质降本增

效等工作，实现了公司经营业绩的持续增长。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001,745.98 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 10.67%；利润总额 87,136.13 万元，与上年

同期相比增长 167.44%；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8,227.67 万元，与上年同期相

比增长 156.92%。 

在煤炭业务方面，公司积极贯彻国家产业政策，不断推进精细管理，狠抓关键环

节管控，通过科学摆布采掘衔接和生产布局，全面强化生产组织，突出加强煤质源头

管控和精煤配洗，多渠道降低原材料采购成本，实现了煤炭产业的安全生产和持续稳

定。报告期内，公司生产原煤 406.74 万吨，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 1.12%；生产精煤

146.06 万吨，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 0.84%，对外部市场销售精煤 98.94 万吨，与上年

同期相比增长 27.80%。 

在煤化工业务方面，公司积极落实环保监管政策要求，科学组织生产运营，主动

跟踪研判焦化产品市场供需和价格变化，合理调整经营策略，不断强化产销联动，继

续发挥一体化经营和循环经济优势，顺利实现了聚甲醛项目的正式投产，促进了公司

产业结构优化。报告期内，公司生产焦炭 346.94 万吨，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 2.89%，

对外部市场销售焦炭 345.45 万吨，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 4.86%；生产甲醇 8.52 万吨，

对外部市场销售甲醇 7.04 万吨，与上年同期相比分别下降 1.96%、9.28%；生产纯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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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6 万吨，对外部市场销售纯苯 3.62 万吨，与上年同期相比分别增长 1.34%、1.12%；

生产己二酸 7.11 万吨，对外部市场销售己二酸 6.80 万吨，与上年同期相比分别下降

1.39%、增长 3.50%；生产聚甲醛 1.51 万吨，对外部市场销售聚甲醛 1.50 万吨。 

在安全生产方面，公司坚持实施“以人为本、依法治企、科技兴安、预防为主”

的主动安全战略，突出建立完善安全管控长效机制，积极落实分层次自主安全管理模

式，强化了安全生产责任制建设，狠抓现场安全管理和班组队伍建设，认真贯彻落实

各级政府安全会议和文件精神，深入开展了“深化隐患大排查大治理”和“打非治违”

等专项行动，通过强化安全管理专项联合大检查，保持了安全形势持续稳定。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

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开滦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张建公 

2018 年 8 月 2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