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1 

证券代码：000683                           证券简称：远兴能源                           公告编号：2019-066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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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全体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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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兴能源 股票代码 000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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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玉虎 陈月青 

办公地址 鄂尔多斯市东胜区鄂托克西街博源大厦 12 层 鄂尔多斯市东胜区鄂托克西街博源大厦 12 层 

电话 0477-8139874 0477-8139873 

电子信箱 yxny@berun.cc yxny@berun.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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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45,939,776.27 4,680,457,711.31 -22.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73,151,377.43 652,949,998.27 -27.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468,975,353.39 660,578,175.40 -29.0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930,912,677.33 951,346,340.67 -2.1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 0.16 -25.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 0.16 -25.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74% 7.15%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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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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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95,000,330.22 23,613,683,638.97 2.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9,906,603,711.97 9,805,251,625.28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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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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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博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33.70% 1,322,491,995 333,475,587 

质押 1,322,433,554 

冻结 1,322,491,995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境内非国

有法人 
5.26% 206,616,000    

中融基金－海通证券－厦门国际信托－厦门信托·鹭

岛和风 1601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85% 33,419,180    

中信建投基金－广州农商银行－华鑫国际信托－华鑫

信托·153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84% 32,823,223    

北京中稷弘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82% 32,300,995    

汇安基金－光大银行－华鑫信托－华鑫信托·181 号证

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79% 30,901,415    

华富基金－民生银行－华鑫国际信托－华鑫信托·183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67% 26,120,626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七组合 其他 0.51% 20,000,000    

上海塔彧毅股权投资基金（上海）中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45% 17,816,322    

金元顺安基金－农业银行－厦门国际信托－厦门信

托·鹭岛和风 1602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40% 15,621,772    

注：内蒙古博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公司股份存在质押后被重复司法冻结的情况，质押后司法冻结股份 1,322,433,554 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除公司控股股东内蒙古博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北京中稷弘立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外，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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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面对国际国内经济形势错综复杂，国内安全环保力度持续加强，产品市场价格竞争激烈的形势，公司管理层

认真贯彻落实董事会各项决策，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基调，以提质增效为目标，以高质量发展为主线，坚决落实安全环保责

任，精心组织生产经营，稳步推进项目建设，重点生产企业保持健康稳定的发展态势。 

报告期内，公司共生产各类产品215.71万吨，其中：纯碱82.10万吨，小苏打32.59万吨，尿素52.87万吨，商品煤26.01万

吨，甲醇22.14万吨；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6.46亿元，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4.73亿元；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240.95亿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99.07亿元。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一）业务板块运行情况 

2019年上半年，公司纯碱、小苏打、化肥生产装置保持平稳高效运行；公司甲醇装置于2019年3月19日恢复生产。博源

煤化工湾图沟煤矿3-1工作面受煤层赋存条件复杂、采场条件差、断层、夹矸、石包等影响，产销量较上年同期降幅较大。

公司参股子公司蒙大矿业实现投资收益10,029.95万元，成为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 

受盐城响水“3.21”事故影响，甲醇下游需求萎缩，公司甲醇产品售价下滑，影响公司甲醇的盈利能力。 

博源煤化工湾图沟煤矿3-1工作面随着历年连续开采，自2018年下半年以来该工作面出现开采条件复杂、采场条件差等

不利因素，影响了博源煤化工的煤炭产量和利润。为扭转这一局面，公司一方面立足于现有工作面继续优化井下作业方式，

加强现场管理，尽可能提高原煤收率和产量；另一方面着眼于湾图沟煤矿的持续、稳定、长远发展，启动湾图沟煤矿5-1工

作面延深项目，预计2020年底建成，实现工作面的有序接续，尽快恢复煤炭正常产量。 

（二）重点项目建设取得新进展 

中源化学40万吨/年精品小苏打项目于2019年6月实现达产；兴安化学年产30万吨合成氨、52万吨多用途尿素项目生产出

合格产品，并于2019年6月底转入固定资产。 

（三）回购公司股份工作顺利完成 

公司通过二级市场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使用自有资金回购公司部分社会公众股，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7亿元，不

超过人民币13亿元；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3.60元/股。截至2019年5月21日，公司累计回购股份258,270,001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6.495%，累计成交金额为719,928,122.20元（不含交易费用）。公司回购股份符合既定方案。 

2019年5月31日，公司根据2018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调整<回购股份预案>部分内容的议案》，完成

实际回购股份的20%（即51,654,001股，占回购注销前公司总股本的1.30%）的注销工作。 

（四）部分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注销 

2019年4月19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同意公司对已失去股权激励

资格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60万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2019年6月3日，公司完成上述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60万股的回购注销工作。公司总股本减少至3,924,398,991股。 

（五）坚持塑造文化力，增强全员凝聚力 

坚持企业文化与时俱进，形成与发展相结合、与管理相协调、与人本相呼应的文化体系。一是整合理念体系，铸造企业

品牌。二是建立切实可行的行为体系，对生产经营、企业管理、党群工作各项制度进行整理和创新，有效规范员工行为。三

是加强宣传教育，营造企业精神、经营理念及共同愿景达成共识，使企业文化成为统一思想意志、凝聚员工队伍的强大精神

力量。 

（六）安全环保形势持续稳定 

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是企业的生命线，公司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绿色发展”的安全环保理念，建立健全隐患排查治理和

风险预防控制为主要内容的双重防控体系，保持安全管理高压态势。 

公司各生产企业以安全标准化为基础，全面推行风险防控和隐患排查双重预防机制和现场“5S”管理体系，安全关口前移，

有效落实防范措施，始终保持安全工作常态化。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安全事故，未发生环境污染突发事件，保持了良好的

安全环保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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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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公司七届二十九次董事会决议批准，公司于2019年1月1日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会计政策的相关内容进行调整。并

根据财政部于2019年4月30日发布《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经公司七届

三十四次董事会决议批准，对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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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19年3月，本公司将持有之子公司内蒙古博源国际农业生产资料有限公司100%股权转让，收回股权转让款，本期不

再纳入合并范围。 

（2）2019年4月，本公司将持有之子公司内蒙古博源丰远煤业有限公司100%股权转让，收回股权转让款，本期不再纳入合

并范围。 

（3）2019年4月，本公司设立海南远兴投资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300.00万元，本公司持有其100%股权，将其纳入合并范

围。 

 

 

 

 

 

 

 

 

 

 

 

 

 

 

 

 

 

 

 

 

 

 

 

法定代表人：宋为兔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九年八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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