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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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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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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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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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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煤股份 601666 平煤天安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许尽峰 谷昱 

电话 0375-2749515 0375-2749515 

办公地址 河南省平顶山市矿工中路21号 河南省平顶山市矿工中路21号 

电子信箱 xujf@zgpmsm.cn gypmta@zgpms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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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44,172,462,847.23 43,054,398,179.42 43,054,398,179.42 2.60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12,609,846,035.26 11,970,725,826.56 11,970,725,826.56 5.34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

上年同期增

减(%) 

调整后 调整前 

经营活动产生 1,866,633,498.17 234,300,947.05 235,387,113.91 69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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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现金流量净

额 

营业收入 9,511,897,177.78 10,777,605,109.03 10,747,326,737.25 -11.74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310,078,780.36 625,946,229.82 625,572,080.59 -50.46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306,272,609.91 603,292,502.18 602,955,618.63 -49.23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2.5230 5.4326 5.3243 减少2.91个

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1313 0.2651 0.2649 -50.47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1313 0.2651 0.2649 -5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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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423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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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平煤神马能源化工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

人 

54.27 1,281,478,480 0 质押 640,690,00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其他 1.98 46,818,100 0 未知   

湘潭湘钢瑞兴公司 其他 0.80 19,003,700 0 未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中邮核心优选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65 15,349,369 0 未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中邮核心成长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59 14,012,418 0 未知   

湘潭市佳乐纯净水有限责

任公司 

其他 0.53 12,500,000 0 未知   

沈小光 境内自

然人 

0.42 10,029,299 0 未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信诚四季红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42 10,000,000 0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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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中民 境内自

然人 

0.37 8,831,460 0 未知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其他 0.32 7,613,629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公司控股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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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其余

股东本公司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一致行动的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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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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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顶山天安

煤业股份有

限 公 司

2013 年 公

司债券 

13 平煤债 122249 2013 年 4 月

17 日 

2023 年 4 月

16 日 

450,000 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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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33 68.16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3.52 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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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经济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更趋明显，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实施，行业

集中度逐步提升，煤炭价格保持在相对高位运行。公司董事会在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安全生产方针

和上级关于安全生产的有关要求、继续把安全作为第一要务的前提下，注重优化生产布局，适时

调整营销策略，切实加强考核奖惩，着力克服部分矿井采掘失调、产量同比下降等不利因素，确

保了公司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一、安全态势基本平稳。报告期，公司坚持以“三不四可”为指导，深入推进“三基三抓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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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究”，扎实开展“安全生产月”活动和夏季安全监察督查，注重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突出重点

头面和关键环节安全管理，做好安全技术培训，实施安全风险分级管控，组织隐患排查治理清单

化管理体系建设，超前进行隐患排查治理，进一步强化各层级安全责任落实，安全态势基本平稳。 

二、安全高效持续推进。一是进一步优化采掘布局，加大正规循环作业，发挥装备优势，精

心组织生产，煤炭产量保持稳定。二是注重加强安全高效采煤队伍建设，下大力气提高工效、提

高单产单进水平。上半年，月产达到 15万吨的有 5面次，月产达 10万吨的有 19面次，月产达 8

万吨的有 23 面次。三是狠抓采掘接替，上半年总进尺完成 102350 米，其中开拓进尺完成 9640

米；移交采面 23个，移交总储量 1690万吨；安全开工巷道 101条，安全贯通巷道 99条，确保了

采掘正常接替。四是加强装备支撑，做好高工作阻力、大截深成套综采设备的使用管理，全面推

广使用大功率掘进机，实现安全高效快速施工。 

三、生产保障更加有力。认真贯彻《国家煤矿安监局〈关于有效防范和遏制煤与瓦斯突出事

故〉的通知》，高度重视“七个一律”，组织开展重点管控工作面现场盯班写实，加强值班和瓦斯、

区域打钻、防灭火异常信息处置，狠抓瓦斯“五量”指标考核，一通三防和防突工作平稳有序。

加强水害防治，对受老空水威胁和带压生产的头面，均执行超前物探钻探等措施。持续推进煤矿

“四优化一提升”及科技减人工作，减少井下作业人员，提升矿井安全保障能力。注重加强机电

运输管理，着力推广井下机电设备智能监控，稳步推进矿井综合自动化和信息化建设，提升矿井

机械化、自动化、信息化、智能化水平。实施精准调度，强化产运销衔接，确保安全生产经营科

学有序。注重做好夏季“三防”，加强隐患排查整改，完善应急预案，确保安全生产。 

四、经营管理得到加强。围绕全年生产经营发展目标，强化经营管控，狠抓流程管理，夯实

筑牢发展根基，不断推动企业向高质量方向发展。煤质上坚持抓源头、抓分运、抓风选，大力推

进八矿选煤厂升级改造、四矿排矸系统环保改造、十二矿地面干选环保改造等项目，着力提升煤

炭质量。销售上注重长协合同实施，持续优化市场布局，加强行业联合，深化国内主要炼焦煤企

业协同机制和省内主要煤企交流机制，不断优化产品结构，狠抓货款回收，实现了产销平衡。物

资供应完善管供运行机制，优化业务流程，优化储备结构，强化风险防控，加大修旧利废回收复

用，保供能力持续增强。财务管理方面，坚持逐月分解财务目标，强化成本控制，加强资金管理，

积极开展“对标双提”和业绩考核，企业盈利能力保持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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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情见第十节第五章第 33项“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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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