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报告摘要 

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报告摘要 

 

§1 重要提示 

1.1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

任。 
本年度报告摘要摘自年度报告全文，报告全文同时刊载于 www.sse.com.cn。投资者欲了

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1.2如有董事未出席董事会，应当单独列示其姓名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的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郭金刚 董事 辞职  

徐贵孝 董事 工作原因  

郭贞红 董事 工作原因  

1.3 公司年度财务报告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被出具了标准无保留

意见的审计报告。 

1.4 公司负责人李晋平、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洪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王会

波声明：保证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2 公司基本情况 

2.1 基本情况简介 

股票简称 潞安环能 

股票代码 601699 

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2.2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毛永红 王剑波 

联系地址 山西省襄垣县侯堡镇潞安环能董事会秘书处 山西省襄垣县侯堡镇潞安环能证券部 

电话 0355-5968816 0355-5923838 

传真 0355-5925912 5924899 0355-5925912 

电子信箱 mao601699@163.com lawjb@163.com 

 
§3 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摘要 

3.1 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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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年 2010 年 
本年比上年增

减（%） 
2009 年 

营业总收入 22,426,279,899.93 21,427,676,688.20 4.66 18,261,086,714.76 

营业利润 4,432,162,817.29 4,168,749,824.91 6.32 2,960,753,031.12

利润总额 4,350,700,521.66 4,128,810,414.25 5.37 2,934,140,831.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835,932,001.52 3,436,725,799.98 11.62 2,108,983,123.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3,875,764,979.43 3,453,671,308.03 12.22 2,122,898,609.2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314,114,420.02 6,052,599,274.30 20.84 4,462,538,073.33

 2011 年末 2010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

末增减（%） 
2009 年末 

资产总额 34,571,558,231.00 29,363,691,332.53 17.74 21,730,038,544.48

负债总额 18,853,470,727.25 16,609,306,142.70 13.51 12,148,066,302.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4,884,382,833.36 11,894,200,931.51 25.14 9,024,617,618.32

总股本 2,301,084,000.00 1,150,542,000.00 100.00 1,150,542,000.00

 
3.2 主要财务指标 

 2011 年 201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09 年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67 1.49 12.08 0.9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67 1.49 12.08 0.92 

用 新股本计算的每股收益（元/股） 1.67 1.49 12.08 0.92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68 1.50 12.00 0.9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8.65 26.05 增加 2.6 个百分点 21.22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8.90 26.16 增加 2.74 个百分点 21.34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股） 3.18 2.63 20.91 1.94 

 2011年末 2010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09年末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股） 6.47 5.17 25.15 3.92 

资产负债率（%） 54.53 56.56 减少 2.03 个百分点 55.90 

 
3.3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2011 年金额 2010 年金额 2009 年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55,483,542.58 -922,958.39 -7,730,249.30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

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

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4,556,609.70 3,263,509.41 639,930.05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772,923.35 1,246,794.11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

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

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832,451.48 678,46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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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1,287,719.21 637,20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4,613,823.72 -27,115,384.12 -10,075,437.32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17,980,620.97 5,793,111.91 -1,829,252.68

所得税影响额 4,834,063.68 -526,249.06 3,250,271.06

合计 -39,832,977.91 -16,945,508.05 -15,744,738.19

 

§4 股东持股情况和控制框图 

4.1 前 10 名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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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股 

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末股东总数 99,907 户 本年度报告公布日前一个月末股东总数 96,831 户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总数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山西潞安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63.99 1,472,505,962 0 无 
 

中国工商银行－广发聚丰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2.91 66,945,400 0 无 
 

交通银行－易方达 5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28 29,560,945 0 无 
 

中国工商银行－易方达价值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23 28,409,725 0 无 
 

山西潞安工程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2 23,400,000 0 无 
 

日照港（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93 21,480,000 0 无 
 

天脊煤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60 13,730,000 0 无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广发小盘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52 12,000,000 0 无 
 

上海宝钢国际经济贸易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51 11,810,296 0 无 
 

中国工商银行－上证 5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41 9,330,625 0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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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山西潞安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472,505,962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广发聚丰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66,945,400 人民币普通股 
 

交通银行－易方达 5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9,560,945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易方达价值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8,409,725 人民币普通股 
 

山西潞安工程有限公司 23,4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日照港（集团）有限公司 21,4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天脊煤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3,730,000 人民币普通股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广发小盘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2,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上海宝钢国际经济贸易有限公司 11,810,296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上证 5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9,330,625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除山西潞安工程公司、天脊煤化工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是山西潞安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全

资和控股子公司外，其他流通股股东未知是否存

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

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报告期内增减数量按照配股分红后的持股数量计算。 
 
4.2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63.99% 

100.00% 

山西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山西潞安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5 董事会报告 

5.1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概要 
1、报告期内总体回顾 
(1)2011 年总体回顾 
2011 年，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仍在发酵，欧债危机向深层次演变，国际贸易增速

回落，世界经济复苏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上升，而国内整体经济形势继续保持基本稳定实

现较快发展。在此背景下，国内能源消费持续上升，煤炭行业供给基本平衡，但增速放缓趋

势明显，规模集聚效应进一步加强，结构调整转型发展推进速度进一步加快，能源供给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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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保持稳定增长态势，满足了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 
2011 年，是公司“十二五”战略规划实施的开局之年，是公司成立以来绩效 好、发

展 稳健、治理 规范，各项事业取得成果 多的一年。一年来，面对安全生产、市场营销、

经营管理和政策环境等各种压力，公司董事会紧紧围绕年度股东大会确定的工作思路和任务

目标，坚持科学谋划和战略制胜，强化执行力，提升创新力，增强凝聚力，突出煤炭主业集

约高效和煤焦产业链完善两条主线，企业发展继续保持健康快速发展良好态势，主要经济指

标再创历史新水平，实现了“十二五”开局之年的强势起步和精彩开局。 
1）核心经济指标再写新篇章，企业市场竞争力更加强劲 
2011 年，我们克服了国家宏观政策和营销形势等不利影响，公司各项主要经济指标圆

满完成了年度股东大会制定的经营任务和目标，实现了公司新起点上的新增长。 
煤炭产量实现新突破，达到 3423 万吨，同比增加 101 万吨，增幅 3.04%； 
资产总额呈现新增长，达到 345.72 亿元，同比增加 52.08 亿元，增幅 17.74%； 
净资产呈现新增长，达到 157.18 亿元，同比增加 29.64 亿元，增幅 23.24%。 
营业收入实现新突破，达到 224.26 亿元，同比增加 9.98 亿元，增幅 4.66%； 
利润总额实现新突破，达到 43.51 亿元，同比增加 2.22 亿元，增幅 5.38%；净利润达到

33.40 亿元，每股收益达到 1.67 元。 
 2） 安全生产再创新佳绩，企业发展基础更加坚实 
面对矿井地质条件复杂、整合矿井建设力度加大、焦化产能规模增大等诸多困难和压力，

我们始终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安全生产方针，全面推进了多产业、跨

区域、全方位、立体化的大安全管理体系建设。 
大安全支撑体系建设新提升。坚持把安全作为企业的核心价值和天字号工程，贯彻“安

全工作想不到就是失职，做不到就要问责”理念，按照“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原则，严

格落实安全责任到个人，实行领导包点责任制，严格落实“三走到、三必到”和领导带班下

井管理制度，做到了思想认识到位、组织安排到位、下井带班到位、监督管理到位、考核兑

现到位。 
大安全关键运行体系建设新提升。坚持重金、重锤、重心政策，突出“标准化精品矿井”

建设，重点实施了煤矿“一通三防”、防治水、顶板、运输、供电等技术改造及应急救援系

统建设，狠抓整合煤矿地质勘探和设计安全，全面开展重大危险源辨识管理，进一步提升了

抗灾救灾水平，建立健全了重大事故预防机制，健全完善了主动安全管理机制，形成了立体

化、全覆盖的安全监管机制。 
大安全落实执行体系建设新提升。坚持赢在标准、胜在执行，重点强化执行力，建立了

隐患收购、隐患举报、隐患整改等多种机制，不断加大隐患排查治理力度，使安全法制执行

力进一步增强；以应急平台建设为重点，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创新应急管理，使安全危机

管理力进一步增强；实行分类差别管理，通过各种形式的安全教育和文化渗透，从根本上提

高全员安全主动意识，使安全持续创新力进一步增强。 
2011 年，山西省安监局在潞安召开了全省应急平台建设现场观摩会，推广潞安安全生

产应急平台建设成果，公司继续蝉联“全国安康杯竞赛示范企业”荣誉称号，所属王庄、余

吾两座矿井被评为国家级安全质量标准化矿井，全年重大安全事故和百万吨死亡率实现双

“零”，平安潞安建设取得卓越成效。 
3）集约高效再创新水平，核心竞争优势更加巩固 
2011 年，公司以“三个十集约高效生产实施纲要”为工作主线，全力推进高标准的质

量标准化建设，强化推行大超前管理体系，加强生产技术管理和采掘接替安排，大力推广先

进适用技术,完善各项管理制度，确保了公司煤炭生产集约高效。 
全面落实《煤炭集约高效生产实施纲要》。以技术创新为龙头，高标准管理为基础，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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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技术装备升级和环节系统控制，全力构建“三大、六超前”的大超前管理体系，实现了生

产管理的系统性、超前性和创新性；着力构建开放型、创新型、实用性、高标准安全质量标

准化管理体系，营造本质安全高效生产大环境；全力构建装备现代化、系统自动化、功能智

能化、管理信息化、队伍专业化的集约高效生产配套技术体系，公司集约高效生产水平获得

稳步提升。 
推进实施“高端创新、高效转化”平台建设。坚持以技术创新带动产业升级、技术升级

和产品升级，重点开展技术集群攻关，推动高端创新平台整合内外技术资源，加快产、学、

研、用一体化步伐，加大科研成果推广应用力度，全面构建了以自主创新为主导、多元化技

术融合为特色，高效转化为目的的完整技术支撑体系。2011 年，公司共获得省部级以上科

技进步奖 22 项，市级科技进步奖 7 项，申请 30 多项专利，2 项发明专利和 4 项实用新型专

利获得专利证书。其中“超大功率（4000kW）矿用轴流式风机”获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科技

进步一等奖、“大型煤炭企业机电管理体系”获中国煤炭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二等奖。

王庄煤矿精英技能大师工作室被中国煤炭工业协会授予“煤炭行业技能大师工作室”称号，

成为首批 14 家“煤炭行业技能大师”领衔工作室之一。 
4）重点工程再创新进展，企业持续发展能力更加突出 
主力矿井后劲工程稳步推进。王庄矿+540 水平 2105 工作面建成投运，7101 工作面具备

安装条件；常村矿+470 水平通风系统形成，矿建、土建、安装工程推进步伐全面加快；余

吾煤业南风井形成完整的运输系统和独立通风系统；漳村矿水平延伸采取设计、方案报告制

作、地面配套工程同步推进，进展顺利；五阳矿 180 万吨/年选煤厂改扩建工程，各项土建、

设备安装工作已基本完工，实现联合调运行。 
焦化产业整合延伸快速推进。把握全省实施焦化产业振兴规划机遇，坚持规模化经营与

化产开发相结合，先后完成了潞城市亚晋焦化（200 万吨/年）和隆源焦化（60 万吨/年）的

焦炭产能整合收购工作，公司焦炭产能规模实现快速扩张，烘炉投产后将拥有 320 万吨/年
焦炭生产规模，可确保甲醇项目拥有可靠稳定的焦炉气供气来源。同时，围绕烯烃类现代煤

化工产业发展需要，具有国际先进技术的年产 600 万吨焦化项目正有序推进。 
整合煤矿现代化建设深入推进。着重强化整合煤矿管理，以“三个规范”为抓手，构建

了科学合理、高效有序的管理模式。明确“三条主线、四个推进、五大保障”的建设推进思

路，重点做好重大事故预防和九大系统完善工作，突出资金到位、设备到位、人才到位，矿

井现代化改造实现快速有序推进，受到省煤炭资源兼并重组检查验收领导组的高度评价。 
5）经营管理再创新格局，企业盈利基础更加牢靠 
2011 年，面对国际经济衰退、国内银根紧缩以及“保电煤”等因素影响，我们全力构

建了以“大营销、大管控、大融资”为特征的经营管理新格局，企业整体盈利水平取得新提

升。 
营销质效进一步凸显。坚持以客户为中心，着重加强产品质量管理，提升市场服务水平，

“走出去，请进来”，稳固老客户，拓展新用户，进一步稳定了潞安煤的市场基础。坚持以

市场为导向，充分利用潞安品牌优势和煤质优势，优化铁路、公路营销布局，突出品种效益

煤销售，提升市场营销水平，营销收益进一步提升。探索实施焦炭与煤炭的捆绑销售模式，

实现煤炭边际效益 大化。 
成本控制进一步优化。坚持“三优先、三严控”， 深化推进全面预算管理和内部市场化

运行，从生产、采购、投资、销售等各个环节强化成本控制，积极采取压缩非生产性开支、

节能降耗、合理资金运作等手段，不断引深经营管理，挖掘内部潜力，完善 优成本控制单

元，打造 优成本控制走廊。 
财务精细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充分利用国家政策优惠，进一步推进财务精细化管理，发

挥财务管理效率效益， 大限度的增强公司盈利能力。2011 年，公司通过对外签发银行承

 7



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报告摘要 

兑汇票 41.71 亿元，直接背书银行承兑汇票 32.12 亿元，节约财务费用 1.92 亿元；通过加强

闲置资金增值管理，增加利息收入 1.9 亿元；把握国家政策，争取国家安全补助和电煤保障

奖励资金 0.94 亿元。 
融资能力进一步提升。积极创新融资方式，拓展融资渠道，加强银企合作力度，实现资

金链与项目建设的有效对接。银行综合授信规模达到 131 亿元，为整合煤矿和主力矿井提供

资金支持 20 多亿元，创新融资租赁方式确保了整合矿井成套设备一步到位。 
6）企业形象再创新高度，品牌价值和市场价值更加彰显 
公司规范治理新水平。坚持“以规范促稳健、以稳健谋发展”，充分发挥董事会在公司

规范治理中的核心统领作用，加大“三会”规范组织力度，强化子公司股权管理，创新投资

者关系管理，规范对外信息披露，健全完善公司内部控制体系，着力提升公司风险防控能力，

公司规范治理水平进一步提升。 
履行社会责任新水平。以打造“仁义礼智信”五德企业为目标，努力实现经济效益、环

境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圆满完成保电煤等能源保障任务，进一步提高职工薪酬待遇

水平，加大节能减排技术设备投入，加强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措施，加强对地方经济和公益

事业的支持力度，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水平进一步深化。 
公司形象提升新水平。一年来，公司先后被评为“金牛上市公司百强”、“2011 中国上

市公司 具竞争力十强”、“2011 中国上市公司综合实力百强”、第七届中国证券市场年会“金

鼎奖”、普氏年度 佳能源企业奖、亚洲成长 快能源企业奖、亚洲 佳整体表现奖，“A 股

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第二名”，这些奖项和荣誉充分显示了潞安环能的成长优势和价值优

势，进一步提升了公司在资本市场的良好形象。 
 
(2)公司主营业务说明 
公司是以煤炭采掘、洗选加工、销售为主业的煤炭类大型国有上市公司。 
 
(3)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分析 

报表项目 
年末余额（或本年

金额） 

年初余额（或上年

金额） 
变动比率 变动原因 

 交易性金融资产  532,770.00 98,360.00 441.65% 系购买的股票 

 应收票据  7,885,961,839.16 5,478,673,691.90 43.94%
系本年收入较多采用银行承兑汇

票结算 

 应收账款  464,469,957.34 278,264,643.47 66.92%
应收煤款增加主要系煤基合成油

欠款增加  

 预付款项  176,465,733.25 325,926,069.05 -45.86% 系预付的资产收购价款本年支付

 应收利息    1,246,794.11 -100.00% 委托贷款利息本年收回 

 其他应收款  546,313,385.26 1,789,478,369.01 -69.47%
系子公司潞宁煤业公司支付的投

资款本年纳入合并范围所致。  

 在建工程  2,930,814,011.40 1,556,694,615.29 88.27%
主要为蒲县整合矿井进入技改期

导致在建工程增加较多。  

 无形资产  5,733,612,538.52 3,888,495,218.73 47.45%
系潞宁煤业公司整合矿本年纳入

合并范围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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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表项目 
年末余额（或本年

金额） 

年初余额（或上年

金额） 
变动比率 变动原因 

 应付票据  2,426,450,000.00 1,756,493,436.21 38.14%
以票据作为支付工程及材料款的

结算方式增加 

 应付账款  5,219,455,028.73 3,923,403,015.56 33.03%
本年固定资产以及在建工程增

加，应付帐也相应增加  

 应交税费  1,332,069,629.66 903,370,963.69 47.46%
系母公司及子公司余吾煤业公司

的应交增值税以及所得税增加  

 应付利息  19,472,077.67 14,832,926.08 31.28%
系子公司上庄煤业公司本年新增

加的应付利息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

动负债  
1,478,750,371.40 467,446,986.41 216.35%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本金增

加。  

 股本  2,301,084,000.00 1,150,542,000.00 100.00% 转增股本 

 资本公积  602,223,110.14 1,062,439,910.14 -43.32%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营业税金及附加  314,928,464.66 216,139,603.84 45.71% 本年新增税种地方教育费附加 

 管理费用  4,840,372,188.90 3,659,653,814.75 32.26%
主要为子公司潞宁煤业公司新增

合并单位的管理费用增加。  

 资产减值损失  71,897,763.72 48,379,391.78 48.61%
本年应收账款增加导致资产减值

损失增加。  

营业外收入  19,948,768.21 4,657,257.49 328.34%

本年收到湖南省煤业集团有限公

司支付的补偿收入，以及罚款收

入增加  

营业外支出  101,411,063.84 44,596,668.15 127.40%
本年度处置固定资产的处置损失

增加  

 
(4)参控股子公司情况 
1)控股子公司情况 

控股子公司全称 业务性质 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表决权比例(%) 

潞欣公司 投资咨询 220.00 90.91 90.91 

弘峰焦化公司 制造业 23,100.00 70.30 70.30 

元丰公司 制造业 20,000.00 90.00 90.00 

永诚工贸公司 商业 100.00 80.00 80.00 

潞安天脊公司 制造业 8,000.00 50.10 50.10 

温庄煤业公司 采掘业 16,500.00 90.00 90.00 

襄五煤炭公司 
煤炭批发经

营 
3,000.00 62.00 6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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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股子公司全称 业务性质 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表决权比例(%) 

余吾煤业公司 采掘业 142,000.00 100.00 100.00 

潞宁煤业公司 采掘业 60,000.00 57.80 57.80 

上庄煤业公司 采掘业 7,002.00 60.00 60.00 

东能煤业公司 商业 3,000.00 70.00 70.00 

黑龙煤业公司 采掘业 5,500.00 60.00 60.00 

伊田煤业公司 采掘业 6,000.00 60.00 60.00 

常兴煤业公司 采掘业 23,000.00 82.87 82.87 

黑龙关煤业公司 采掘业 30,000.00 55.00 55.00 

新良友煤业公司 采掘业 15,000.00 80.00 80.00 

隰东煤业公司 采掘业 20,000.00 80.00 80.00 

后堡煤业公司 采掘业 12,000.00 60.00 60.00 

开拓煤业公司 采掘业 12,000.00 60.00 60.00 

 
2）参股公司情况 

参股公司名称 业务性质 注册资本 
本企业持股

比例(%) 

本企业在被投资单位表决权

比例(%) 

天脊潞安公司 制造业 38,000.00 48.40 48.40

潞安财务公司 金融业 100,000.00 33.33 33.33

环能煤焦公司 制造业 38,000.00 8.50 8.50

 
(5)技术创新及节能减排情况 
公司拥有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企业研究院以及专家决策团，拥有三十余项具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并先后与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煤炭科学研究总院、中国矿大、太原

理工大学、山西大学、中北大学等高校院所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签订了全面技术合

作协议，共同承担各类国家、省级行业高新技术开发项目，推动了产学研全面合作，形成了

多层次的科技创新平台。2011 年，公司共获得省部级以上科技进步奖 22 项，市级科技进步

奖 7 项，申请 30 多项专利，2 项发明专利和 4 项实用新型专利获得专利证书。其中“超大

功率（4000kW）矿用轴流式风机”获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科技进步一等奖、“大型煤炭企业机

电管理体系”获中国煤炭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二等奖，公司技术中心荣获国家科技部“十

一五国家科技计划执行优秀团队”奖。 
公司高度重视节能降耗工作，从完善组织架构、加强制度建设等基础性工作着手，狠抓

节能减排的日常管理，不仅设有专职机构负责，还逐级逐层签订了一票否决目标责任书，形

成了有效的节能减排组织架构体系。2011 年，公司节能减排工作取得了新的进展，GDP 能

耗 0.87 吨标准煤/万元，同比下降 1.1%。万元增加值综合能耗 1.78 吨标准煤/万元，同比下

降 1.1%；原煤生产综合能耗 7.2 千克标准煤/吨，同比下降 1.4%；炼焦工序能耗实际完成 141
千克标准煤/吨，同比下降 1.4%；原煤生产同比节约 0.42 万吨标煤，焦炭生产同比节约 0.32
万吨标准煤，洗煤生产同比节约 14.37 万吨标准煤，全年合计节约 18.32 万吨标煤。 

2、对公司未来发展展望 
（1）公司所处行业发展趋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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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和政策环境将更为复杂，全国煤炭行业集中度将进一步提

高，煤炭供需将保持总量稳定的同时向宽松方向发展，公司将面临生产和政策成本上升、盈

利增长空间有限、安全生产压力增大、整合矿井和新增焦炭产能技改投产关键期等诸多不利

影响，是公司各项工作强度 大，挑战 多的一年。 
（2）2012 年公司发展计划及经营目标 
今年的工作思路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紧紧围绕“十二五”发展规划，强化危机意

识、创新意识、引领意识，突出优势发展、特色经营，坚持战略制胜和强管精营，着力提升

安全生产、集约高效和市场营销水平，全力推进煤焦化主业做大做强，努力开创现代化环保

能源上市公司崭新局面。 
根据以上思路，今年的主要工作目标初步确定为： 
煤炭产量力争突破 3500 万吨；焦炭产量达到 55 万吨； 
营业收入达到 200 亿元，力争 230 亿元。 
2012 年重点工作为： 
1）夯实“大安全”管理优势基础，全面提升本质安全型矿区建设新水平。 
强化安全责任落实。要牢固树立“安全第一、绝对第一、安全制胜”的思想，充分总结

吸取各类事故经验教训，增强抓好安全工作的紧迫感和责任感，始终以如履薄冰、如临深渊

的心态抓好安全生产工作，“从零开始，向零奋斗”，严格落实“一把手”安全生产责任制，

进一步做好安全目标责任书、安全承诺书的签订和考核工作，完善安全考核指标体系。 
强化安全基础支撑。要落实人少安全理念，将复杂安全简单化，坚持重金高投入，大力

引进推广高端化、自动化、数字化实用技术设备，简化系统环节，减少人员配备，实现源头

安全。要以高标准确保高安全，着力提升安全质量标准化建设水平，加快推广安全质量标准

化创新做法，力争主力煤矿达到国家级、整合煤矿达到省一级标准，创建本质安全大环境。

要加快推进地质信息集成平台建设，不断加强水文地质基础工作，不断推进立体化瓦斯综合

治理体系建设，推广可视化、自动化、信息化系统，实现超前预控、动态掌控、应急受控。 
强化安全执行机制。要继续深化大超前管理，将大超前管理覆盖面拓展到焦化产业、地

面辅助和基建项目，全面推进“三大六超前”管理体系，以大超前实现大改进，确保安全生

产在超前中更加有序。坚持重锤大力度，安全管理无借口、无情面，突出实施“六个从严”， 
全力构建以“主动执行、全面覆盖、落实有力、快速反应”为特点的安全管理运行机制。要

抓关键，管重点，突出抓好“一通三防”九个特殊环节管理、矿井防治水管理、高标准的顶

板管理、高标准的供电管理、高标准的运输管理和整合矿井薄弱环节的安全管理，确保安全

生产万无一失。 
2）巩固集约高效生产优势地位，全力打造企业核心竞争力新高地。 
全面提升主力矿井集约高效水平。要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实施《煤炭集约高效生产实施

纲要》，高起点定位、高技术装备、高标准要求、高效率运行，对标世界 先进的技术和管

理标准，走高端化、自动化、数字化发展之路。要以建设国家级安全质量标准化矿井为平台，

突出安全质量标准化关键环节、动态环节、变化环节控制，实现矿区安全质量标准化工作的

全方位、立体化提升，全力营造本质安全高效的生产大环境。要强化推行大超前管理体系，

重点抓好采区衔接、水平接替、技改项目实施，布局系统科学，技术设计合理。要按照自动

化矿井、数字化矿井的要求，全面提升综合自动化水平，着力提升采煤工艺装备水平和掘进

机械化效率，加强辅助运输“八化”管理和供电安全保障，全力确保矿井煤炭生产集约高效。 
全面提升整合矿井现代化建设水平。要坚持安全好、见效快，效益好、建设快“两好两

快”原则，突出抓好整合矿井重大事故预防、九大系统完善、核心工艺改进和技改工程，发

挥好“以矿带矿”的管理机制，加快推进整合矿井现代化建设改造工作，全面构建不同地质

条件下各类整合矿井的集约高效安全建设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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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提升技术创新水平。要充分发挥技术创新龙头引领作用，对标国际国内行业技术前

沿，加快推进企业科研开发平台建设，积极开展重点项目的集群攻关，力争实现一次采全高

工艺、高效掘进技术和立体化瓦斯抽采治理技术三个突破，加强自动化、数字化、信息化和

智能化矿井技术集成创新，加强对复杂地质条件下的煤炭集约高效生产技术攻关，加强技术

资源引进、共享、推广工作，抓好科技项目申报工作，打造公司强有力的技术创新驱动引擎。  
3）发挥现代焦化优势前景，全力打造煤焦行业新典范。 
要牢牢把握山西省焦化产业整合重组提速的政策时机，加快推进焦化产业大基地建设，

坚持“整合与新建相结合、规模和效益并举”，全力打造千万吨级焦化生产基地。坚持“焦

化并举、以化为主”，以新型煤焦化循环经济工业园区为建设目标，拓宽思路、多元发展，

加强工艺研发和产品开发，深度延伸产业链条，以高端化、高附加值、循环经济为特色，力

争全省及全行业规模领先、技术领先、效益领先。 
今年要重点推动已整合的亚晋焦化和隆源焦化项目正常生产，尽快与弘峰焦化和甲醇项

目形成区域规模优势和循环经济优势。要根据千万吨级焦化发展规划，着力提升产能规模优

势基础，继续加大对襄垣和潞城地区的焦化产业整合工作。坚持“焦炭是副产品，化产是主

产品”理念，突出抓好焦化产业链延伸，加快先进工艺引进研发，加强焦化产品开发和市场

调研工作，着力提升焦化产业链效益基础，为发展现代煤化工产业奠定基础。 
4）突出经营管理优势特色，全面实现创新驱动型企业新突破。 
建立公司创新驱动机制。创新是企业发展的灵魂和内在源动力。要加快创新型企业建设

步伐，推动资源依赖型向创新驱动转型，使企业更具发展潜力、更具发展魅力、更具竞争实

力。实现创新驱动， 根本的是要靠机制和人才的创造力，要在文化理念、资金技术、人才

分配和绩效考核等方方面面向创新倾斜，真正使创新产生动力、产生效益。 
加大经营管理创新力度。要探索构建“应对危机、先进管理、可靠控制、高效平台”的

战略型企业管理模式，“建立五个中心、完善八项职能”，以资本为纽带，优化内部组织结构，

理顺母子公司管理体系，健全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健全完善绩效考核体系，突出战略控制执

行，统一文化引导，建立内部信息技术和人力资源流动机制，增强内部凝聚力，强化内部竞

争力。 
加快营销格局创新步伐。要进一步提升市场分析和判断水平，超前预判市场，准确把握

市场，大力开拓市场。要积极推进市场细化工作，创新客户网络管理。要狠抓产品质量保障，

实现“以业务为中心”向“以客户为中心”转变，巩固发展战略大用户，争取重点调配用户，

全面优化用户群。要以效益为前提，完善“三位一体”运输格局，优化营销品种结构，加快

实施捆绑销售新模式。要加快理顺整合矿井营销秩序，改善区域营销环境，提升整合矿井营

销绩效。 
5）培育公司内在优势动力，全力打造公司价值新标杆 
做好内部控制体系建设工作。内控体系建设是现代化企业制度核心内容，是规范公司运

行，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推手。要认真贯彻落实《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上市

公司内控指引》的具体要求，围绕风险防控这条主线，以制度完善和固化落实为抓手，坚持

与转型发展大局相结合，坚持与绩效考核体系相结合，坚持与安全生产管理相结合，以基于

财务报告的内控完善为先手， 终形成“权责分明、制约有效、全面防控、高效运作、科学

合理”的现代化企业全面内控体系，提高公司经营管理水平和防范风险的能力，促进公司持

续健康发展。 
做好公司规范治理。进一步优化公司治理结构，抓好“三会”高效组织运行，充分发挥

董事会的核心统领作用，突出监事会、独立董事和外部审计机构的监督作用，强化落实执行

力，确保决策、监督、执行机制的贯彻落实。抓好内幕信息、敏感信息管理，进一步做好信

息披露责任落实，加强定期报告和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编制工作，强化信息披露事务规范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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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进一步丰富投资者沟通渠道，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增强投资者对公司发展的认可

和信心，营造良好的市场基础和环境，进一步提升公司资本市场形象。加大公司资本运营力

度，着力推进实施再融资工作，快速做大做强公司煤炭主业，增强公司价值提升基础。 
做好“潞安”品牌开拓。要集成潞安技术领先、规模运营、集约高效优势，发挥行业引

领作用和积聚效应，优化整合国际国内人才、资金、资产等资源配置。要巩固潞安喷吹煤基

地优势地位，着眼于产品标准和市场占有率，进一步提升品牌效应。要进一步开发高端煤化

工产品，放大优势效能，培育创新特色，使其成为潞安品牌战略新的增长极。要进一步做好

社会责任履行，突出潞安“五德”特色，树立良好的企业责任风范。 
做好队伍建设工作。要进一步完善选人、用人机制，加强对公司管理层和各级干部的考

核评价力度，突出安全考核、创新业绩考核和重点项目考核。着眼高端，眼睛向外，加强创

新型、素质型人才引进、培养、使用工作。丰富完善技能型、复合型、实用型员工培训机制，

全面落实好“三个 100%”、“三个全覆盖”，推行员工岗位价值精细化管理，有效提升人才、

管理和机制的叠加效应，为公司价值提升提供坚实的人力支撑。 
风险因素及应对 
1）安全生产风险及对策。公司是以煤炭生产为主业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煤炭生产的

安全性因素远高于一般行业，面临一定的安全生产风险。2012 年，公司主力矿井生产地质

条件进一步恶化，整合矿井技改工程进入关键期，焦化产能进一步扩大，安全性风险面临较

大风险。2012 年，公司将进一步加大安全管理力度，加快推进“大安全”管理格局，重金

高投入，重锤大力度，重心抓关键，全力确保公司实现安全生产。 
2）经营风险及对策。2012 年，国际国内经济形势不确定、不稳定，煤炭行业面临大量

产能集中释放，以及国家行业政策的影响，煤炭行业产能过剩趋势日益明显，公司经营存在

一定经营风险。为此，公司将继续加大科研投入，着力加强主要产品的科技含量和品质结构，

以技术为核心提升公司市场竞争力，规避低端煤炭市场竞争风险，同时进一步加强内部管理

和市场营销， 大程度上保证公司未来获得良好经营绩效。 
3）成本上涨风险。一是随国家低碳经济的倡导及节能减排政策的推进实施，各项政策

性支出增多。二是随着公司主力矿井开采条件的恶化，生产成本及安全性投入加大。三是随

通货膨胀预期因素的影响，机械设备及配件采购成本提高，人力资源成本上升。因此，公司

一方面加大经营管理力度，提升成本控制力，加强物资采购管理，多渠道降低采购成本；另

一方面加强市场营销手段，着力提升公司市场份额，全力保障公司利润较快增长。 
（4）资金需求及使用计划 
公司 2012 年主要资金需求项目为：一是整合矿井的技改扩能工程以及综采综掘等设备

配件的购入，预计 2012 年开始陆续复工复产。二是主力矿井部分后劲工程，包括井下新工

作面的建设投入，以及压煤村庄搬迁工程投入等。三是焦化产业的扩能扩产工程，包括已整

合的焦化产业复产，拟整合襄垣、潞城焦化产能等项目。初步预计资金需求为 60-80 亿元，

2012 年公司将充分利用各种融资渠道，适时适宜开展融资工作，满足公司未来发展的资金

需求，以保障各项工程的顺利进行。 
  
5.2 主营业务分行业、产品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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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比

上年增减(%)

营业成本比

上年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增减

（%） 

工业 21,901,780,952.90 11,806,534,816.77 46.09 15.03 12.44 增加 1.24 个百分点

其他 1,167,616.00 100.00 168.51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比

上年增减(%)

营业成本比

上年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增减

（%） 

煤炭 21,002,766,619.70 10,910,781,178.34 48.05 15.49 12.80 增加 1.24 个百分点

焦炭 899,014,333.20 895,753,638.43 0.36 6.30 9.42 减少 2.84 个百分点

其他 1,167,616.00 100.00 -87.78 -100.00 增加 95.45 个百分点

 
§6 财务报告 

6.1 本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的变更 

6.2 本报告期无前期会计差错更正 

6.3 与 近一期年度报告相比，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具体说明 
与上年相比本年子公司潞宁煤业公司新增合并单位 8 家，原因为： 
（1） 本年通过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取得整合煤矿静安煤业公司 51%的股权。 
（2） 本年新设成立孟家窑煤业公司。 
（3） 本年将山西宁武县名称已获预先核准尚未领取营业执照的前文明煤业公司、大木

厂煤业公司、忻峪煤业公司、忻岭煤业公司、大汉沟煤业公司、忻丰煤业公司六家煤业公司

纳入合并范围 
 

6.4 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非标意见的独立意见 
报告期内，未发现公司所聘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有非标意见的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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