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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83                           证券简称：西山煤电                           公告编号：2020-041 

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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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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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山煤电 股票代码 000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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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振涛 王晶莹 

办公地址 山西省太原市西矿街 318 号 山西省太原市西矿街 318 号 

电话 0351-6211511 0351-6217295 

电子信箱 zqb000983@163.com zqb00098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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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4,150,932,327.42 16,932,701,502.82 -16.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084,478,588.42 1,268,493,924.12 -14.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061,690,529.49 1,280,255,649.14 -17.0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377,301,170.82 3,639,446,012.72 -62.1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647 0.4025 -34.2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647 0.4025 -3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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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17% 6.30%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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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342,738,617.79 65,113,270,693.46 1.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1,503,467,047.55 20,452,977,782.04 5.14% 

3、 实施 2019年利润分配对当期每股收益的影响 

本报告期每10股送3股红股后，公司总股本由315120万股，变更为409656万股，增加94536万股。按原股本315120万股计算，

报告期每股收益为0.3442元/股，同比下降14.51%。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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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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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焦煤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54.40% 2,228,479,641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74% 71,190,806    

中国证券金融

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61% 65,753,305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1.37% 56,126,850    

上海宝钢国际

经济贸易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1.33% 54,420,798    

李清生 境内自然人 0.61% 25,175,213    

#潘秀琴 境内自然人 0.55% 22,508,985    

太原市杰森实

业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49% 19,962,280    

全国社保基金

一一七组合 
其他 0.48% 19,500,000    

太原西山劳动

服务中心 
国有法人 0.36% 14,650,61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太原市杰森实业有限公司和太原西山劳动服务中心为本公司发起人股东。未知其余股东之

间有无关联关系，也未知其相互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

定的一致行动人。除上述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外，无持有公司 5%股份以上股东。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证券账户名称前标注“#”的持有人为既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又通过 XX 证券公司客户信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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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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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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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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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山西西山煤

电股份有限

公司 2017 年

面向合格投

资者公开发

行公司债券

(第一期) 

17 西煤 01 112573 2017 年 08 月 24 日  2022 年 08 月 24 日  220,000 4.90% 

山西西山煤

电股份有限

公司 2017 年

面向合格投

资者公开发

行公司债券

（第二期) 

17 西煤 02 112581 2017 年 09 月 06 日  2020 年 09 月 06 日  80,000 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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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37% 64.44%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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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5 7.94 -1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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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半年，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历次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三篇光辉文献”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及省国资委决策部署，全面落实山西焦煤“1126”发展战略，统筹推

进各项工作，企业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董事会恪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各项制度，积极发挥核心作用，认真贯彻落实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各项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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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一心、砥砺奋进，基本完成各项工作目标。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141.51亿元，比上年同期减少16.43%；实现归属于母

公司的净利润10.84亿元，比上年同期减少14.51%；每股收益0.2647元。 

               报告期内公司产、销情况表  

 

 2020年上半年产量 2019年上半年产量 同比增减率（%） 

原煤（万吨） 1349 1482 -8.97% 

洗精煤（万吨） 519 612 -15.20% 

电力（亿度） 103 98 5.10% 

供热（万GJ） 1675 1992 -15.91% 

焦炭（万吨） 214 213 0.47% 

焦油（万吨） 6 6 0.00% 

 2020年上半年销量 2019年上半年销量 同比增减率（%） 

商品煤销量（万吨） 1038 1302 -20.28% 

其中：焦精煤 95 117 -18.80% 

肥精煤 167 189 -11.64% 

瘦精煤 85 102 -16.67% 

气精煤 145 188 -22.87% 

原煤 76 116 -34.48% 

洗混煤 451 572 -21.15% 

电力（亿度） 95 90 5.56% 

供热（万GJ） 1675 1992 -15.91% 

焦炭（万吨） 208 213 -2.35% 

焦油（万吨） 6 6 0.00% 

                                            报告期内分煤种情况表                                   

项目 2020年上半年平均售价 2019年上半年平均售价 同比增减率 

焦精煤 1019.42 1084.62 -6.01% 

肥精煤 1238.78 1222.86 1.30% 

瘦精煤 752.91 809.15 -6.95% 

气精煤 661.24 694.41 -4.78% 

原煤 227.59 289.89 -21.49% 

洗混煤 417.27 487.16 -14.35% 

商品煤综合售价 645.42 679.47 -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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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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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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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