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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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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独立董事 孙水泉 另有公务 李端生 

 

4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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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2019年度合并报表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172,715,112.81 元。2019 年度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1,705,842,869.57 元，扣除 2019

年度永续债付息 162,000,000.00 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1,372,710,223.64元，减去按《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计提的 10%法定盈余公积金 17,113,264.59 元，2019 年末母公司累计

可分配利润为 154,019,381.34元。 

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0.6 元（含税）。截至公告日，公司总股本

1,982,456,140 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118,947,368.40 元（含税），不实施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剩余未分配利润转入 2020年度。 

二 公司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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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煤国际 600546 中油化建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钟晓强 韩鹏 

办公地址 山西省太原市长风街115号 山西省太原市长风街115号 

电话 0351-4645546 0351-4645546 

电子信箱 smzqb@shanxicoal.cn smzqb@shanxicoal.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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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 

1、煤炭生产业务 

公司煤炭生产业务的主要产品为原煤及洗精煤。公司下属煤矿位于大同、忻州、临汾、长治、

晋城等煤炭主产区，煤种多以贫煤为主，具有低硫、低灰分、高发热量等特点，属于优质的配焦

用煤和动力用煤，主要销售给大型炼钢企业和周边地区的发电厂。 

2、煤炭销售和物流业务 

公司煤炭贸易业务的产品包括山西地区北部动力煤、中南部炼焦煤、中部无烟煤及东南部无

烟、半无烟煤，主要用于电力及冶金行业。公司从事煤炭贸易业务三十余年，在山西、陕西、内

蒙等全国煤炭主产区建立了货源组织渠道，在主要中转地设立了港口公司，年港口中转能力约五

千万吨，依托年运输能力上千万吨的自有船队，形成了覆盖煤炭主产区、遍布重要运输线、占据

主要出海口的独立完善的煤炭内、外贸运销体系。 

（二）公司主要经营模式 

公司以自有煤矿为基础，以货源组织、运输仓储服务为保障，积极构建矿贸一体化模式，形

成专业化生产与市场化营销相互支撑、共同发展的一体化经营模式。目前，公司业绩驱动主要来

源于煤炭业务，煤炭利润源于原煤产销量的增加及采煤成本和其他管理成本的控制。 

（三）公司所属行业情况说明 

公司所属的煤炭采掘行业是重要的基础能源行业之一，是国家经济的重要支柱型行业，也是

典型的资源和劳动力密集型行业。相对于其他新兴产业，煤炭行业是一个成熟行业，发展前景相

对稳定，行业里的煤炭生产与消费企业分布较为分散，行业集中度偏低，属于典型的周期性行业，

受国内和国际宏观经济波动和相关下游行业发展的影响较大。 

公司所在的山西省是中国第一产煤、输煤大省。凭借山西丰富的煤炭资源优势，公司建立了

煤种齐全的煤炭生产基地，地区分布广、品种齐全、煤质优良，公司的煤炭资源覆盖了山西省长

治、大同、临汾等煤炭主产区，出产煤种包括焦煤、肥煤、贫煤、贫瘦煤、无烟煤、气煤、长焰

煤等，是我国国内少数几个有能力同时提供多种煤炭品种以满足不同客户需求的煤炭生产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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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9年 2018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7年 

总资产 43,241,204,615.89 48,335,260,104.50 -10.54 47,890,691,067.26 

营业收入 37,657,160,813.65 38,142,770,166.71 -1.27 40,921,820,057.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172,715,112.81 220,105,428.20 432.80 415,048,276.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267,125,822.21 507,043,647.18 149.90 -1,191,159,643.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8,436,927,359.64 5,497,942,338.38 53.46 5,044,387,849.3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3,223,400,445.68 3,761,034,552.47 -14.29 5,773,879,662.4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9 0.11 436.36 0.2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9 0.11 436.36 0.2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89 4.75 
增加12.14个

百分点 
8.67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8,207,985,024.63 11,613,619,643.62 11,794,365,723.93 6,041,190,421.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20,542,194.69 285,592,800.83 291,565,434.63 375,014,682.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222,319,829.37 333,800,724.46 295,508,059.81 415,497,208.5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24,731,631.99 573,027,428.43 420,173,825.88 1,605,467,559.38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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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43,662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45,695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 36,003,231 1,198,006,182 60.43 0 质押 567,210,000 国有法人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二组合 23,900,552 79,777,703 4.02 0 未知   未知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0 29,685,271 1.50 0 未知   国有法人 

国泰君安证券资管－光大银行－国泰

君安君得明混合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21,378,000 21,378,000 1.08 0 未知   未知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0 21,215,800 1.07 0 未知   国有法人 

许昌均  800,000 18,000,000 0.91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银施

罗德先进制造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4,077,053 14,077,053 0.71 0 未知   未知 

李军  0 13,900,000 0.70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张淑青  0 13,800,000 0.70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杨泉 9,688,683 9,688,683 0.49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所规定的一

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未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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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1 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单位: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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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本付

息方式 

交易场

所 

山煤国际能源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非公开发

行可续期公司债

券(第一期) 

18SMGJY1 150902 

2018年

11月 29

日 

2021年

11月 29

日 

20 8.10 
按年付

息 

上海证

券交易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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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公司债券付息兑付情况 

√适用□不适用  

“18SMGJY1”公司债券，已于 2019 年 11 月 29 日完成自 2018 年 11 月 29 日至 2019 年 11 月 28

日期间的利息款兑付，不存在付息兑付违约情况。 

 

5.3 公司债券评级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018 年 11 月 22 日，评级机构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了《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2018 年非公开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券(第一期)信用评级报告》（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本次评级结果为：公司债券信用等级为 AA+，主体信用等级为 AA+，评级展望

为稳定。 

2019 年 5 月 20 日，评级机构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了《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2018 年非公开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券(第一期)跟踪评级报告（2019）》（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 www.sse.com.cn），本次评级结果为：公司债券信用等级为 AA+，主体信用等级为 AA+，评

级展望为稳定。 

 

5.4 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主要指标 2019年 2018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资产负债率（%） 75.95 79.37 下降 3.42 个百分点 

EBITDA 全部债务比 0.22 0.12 83.33 

利息保障倍数 2.80 2.28 22.81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 432.41亿元，同比下降 10.54%；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84.37

亿元，同比上涨 53.46%；报告期内，公司实现销售收入 376.57亿元，同比下降 1.27%；实现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73 亿元，同比上涨 433.18%；原煤产量完成 3841.14 万吨，同比增

幅为 11.64%。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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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财政部分别于 2019 年 4 月 30 日和 2019 年 9 月 19 日 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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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

的通知》（财会〔2019〕16 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公司执行上述规定的主要

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合并 母公司 

（1）资产负债表中“应收票据

及应收账款”拆分为“应收票

据”和“应收账款”列示；“应

付票据及应付账款”拆分为“应

付票据”和“应付账款”列示；

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拆分

为“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

“应收票据”上年年末余额

1,193,554,171.94 元， “应收

账 款 ” 上 年 年 末 余 额

2,964,821,625.74 元；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拆分

为“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

“应付票据”上年年末余额

4,726,332,048.50 元， “应付

账 款 ” 上 年 年 末 余 额

2,766,378,102.26 元。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拆分为“应

收票据”和“应收账款”，“应收票据”

上年年末余额 747,001,293.10 元， 

“ 应 收 账 款 ” 上 年 年 末 余 额

380,744,129.84 元； “应付票据及应

付账款”拆分为“应付票据”和“应

付账款”，“应付票据”上年年末余额

3,937,000,000.00 元， “应付账款”

上年年末余额 1,860,695,519.70 元。 

（2）在利润表中投资收益项下

新增“其中：以摊余成本计量

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项

目。比较数据不调整。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终止确认收益”本期金额 0.00

元。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

确认收益”本期金额 0.00 元。 

 

2.财政部于 2017 年度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

准则第 23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 24号——套期会计》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修订后的准则规定，对于首次执行日尚未终止确认的金融工具，之前的确

认和计量与修订后的准则要求不一致的，应当追溯调整。涉及前期比较财务报表数据与修订后的

准则要求不一致的，无需调整。公司将因追溯调整产生的累积影响数调整当年年初留存收益和其

他综合收益。 

以按照财会〔2019〕6 号和财会〔2019〕16 号的规定调整后的上年年末余额为基础，执行上

述新金融工具准则的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合并 母公司 

（1）因报表项目名称变更，

将“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负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

损益的金融资产（负债）：减少 0.00

元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的金融资产（负债）：减少

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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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合并 母公司 

债）”重分类至“交易性金融

资产（负债）”  

交易性金融资产（负债）：增加 0.00

元 

交易性金融资产（负债）：增加

0.00 元 

（2）可供出售权益工具投资

重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

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减少 0.00 元 

交易性金融资产：增加 0.00 元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少 0.00 元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增加 0.00 元 

其他综合收益：减少 0.00 元 

留存收益：增加 0.00 元 

其他流动资产：减少 0.00 元 

交易性金融资产：增加 0.00 元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少 0.00 元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增加 0.00

元 

其他综合收益：减少 0.00 元 

留存收益：增加 0.00 元 

（3）非交易性的可供出售权

益工具投资指定为“以公允价

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

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可 供 出 售 金 融 资 产 ： 减 少

398,599,404.51 元 

其 他 权 益 工 具 投 资 ： 增 加

398,599,404.51 元 

可 供 出 售 金 融 资 产 ： 减 少

20,000,000.00 元 

其 他 权 益 工 具 投 资 ： 增 加

20,000,000.00 元 

（4）可供出售债务工具投资

重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

金融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少 0.00 元 

其他债权投资：增加 0.00 元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少 0.00 元 

其他债权投资：增加 0.00 元 

（5）可供出售债务工具投资

重分类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

金融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少 0.00 元 

其他综合收益：减少 0.00 元 

债权投资：增加 0.00 元 

递延所得税负债：减少 0.00 元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少 0.00 元 

其他综合收益：减少 0.00 元 

债权投资：增加 0.00 元 

递延所得税负债：减少 0.00 元 

（6）持有至到期投资重分类

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

产”  

持有至到期投资：减少 0.00 元 

债权投资：增加 0.00 元 

持有至到期投资：减少 0.00 元 

债权投资：增加 0.00 元 

（7）将部分“应收款项”重

分类至“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

融资产（债务工具）” 

应收票据：减少 1,166,065,160.20

元 

应 收 款 项 融 资 ： 增 加

1,166,065,160.20 元 

其他综合收益：0.00 元 

递延所得税资产/负债：0.00 元 

应收票据：减少 223,354,426.14

元 

应 收 款 项 融 资 ： 增 加

223,354,426.14 元 

其他综合收益：0.00 元 

递延所得税资产/负债：0.00 元 

（8）对“以摊余成本计量的

金融资产”和“以公允价值计

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

益的金融资产（债务工具）”

计提预期信用损失准备。 

留存收益：减少 176,385,186.67 元 

应收票据：减少 0.00 元 

应收账款：减少 158,276,487.19 元 

其他应收款：减少 39,756,902.83 元 

债权投资：减少 0.00 元 

其他综合收益：增加 0.00 元 

递延所得税资产：增加 8,615,780.03

元 

留存收益：减少 15,230,148.96 元 

应收票据：减少 0.00 元 

应收账款：减少 20,259,218.49 元 

其他应收款：减少-8,572.30 元 

债权投资：减少 0.00 元 

其他综合收益：增加 0.00 元 

递 延 所 得 税 资 产 ： 增 加

5,020,497.23 元 

（9）将部分“应付利息”重

分类至“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

融负债” 

短期借款：增加 12,192,816.80 元 

其他应付款：减少 31,536,439.67 元 

长期借款：增加 19,343,622.87 元 

短期借款：增加 11,211,484.17 元 

其他应付款：减少 29,525,756.80

元 

长期借款：增加 18,314,272.63 元 

 

以按照财会〔2019〕6 号和财会〔2019〕16 号的规定调整后的上年年末余额为基础，各项金

融资产和金融负债按照修订前后金融工具确认计量准则的规定进行分类和计量结果对比如下： 

合并 

原金融工具准则   新金融工具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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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金融工具准则   新金融工具准则  

列报项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列报项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货币资金  摊余成本 
10,216,911,473.4

0 
 货币资金 摊余成本 10,216,911,473.40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当期损

益的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

量且其变动计

入当期损益 

 
交易性金融

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衍生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

量且其变动计

入当期损益 

 
衍生金融资

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应收票据 摊余成本  1,193,554,171.94 

应收票据 摊余成本 27,489,011.74 

应收款项融

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

益 

1,166,065,160.20 

应收账款 摊余成本  2,964,821,625.74 

应收账款 摊余成本 2,806,545,138.55 

应收款项融

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

益 

 

其他应收款 摊余成本 650,943,385.06 其他应收款 摊余成本 611,186,482.23 

持有至到期投资 

(含其他流动资产) 
摊余成本  

2,000,000,000.00 

 

债权投资 

(含其他流动

资产) 

摊余成本 
2,000,000,000.00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含其他流动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

量且其变动计

入其他综合收

益(债务工具) 

 

债权投资 

(含其他流动

资产) 

摊余成本  

其他债权投

资 

(含其他流动

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

益 

 

以公允价值计

量且其变动计

入其他综合收

益  ( 权益工

具) 

 

交易性金融

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其他非流动

金融资产 
 

其他权益工

具投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

益 

 

以 成 本 计 量

(权益工具) 
398,599,404.51 

交易性金融

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其他非流动

金融资产 
 

其他权益工

具投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

益 

398,599,40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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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金融工具准则   新金融工具准则  

长期应收款 摊余成本 89,600,000.00 长期应收款 摊余成本 89,600,000.00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当期损

益的金融负债 

以公允价值计

量且其变动计

入当期损益 

 
交易性金融

负债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衍生金融负债 

以公允价值计

量且其变动计

入当期损益 

 
衍生金融负

债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短期借款 摊余成本 
11,134,932,681.0

7 
短期借款 摊余成本 11,147,125,497.87 

其他应付款 摊余成本 2,309,406,178.32 其他应付款 摊余成本 2,277,869,738.65 

长期借款 摊余成本 6,411,845,455.54 长期借款 摊余成本 6,431,189,078.41 

 

母公司 

原金融工具准则   新金融工具准则  

列报项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列报项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货币资金  摊余成本 7,227,060,126.92  货币资金 摊余成本 7,227,060,126.92 

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的金融资

产 

以公允价值

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当期

损益 

 
交易性金融资

产 

以公允价值

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当期

损益 

 

衍生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

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当期

损益 

 衍生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

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当期

损益 

 

应收票据 摊余成本  747,001,293.10 

应收票据 摊余成本 523,646,866.96 

应收款项融资 

以公允价值

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其他

综合收益 

223,354,426.14 

应收账款 摊余成本  380,744,129.84 

应收账款 摊余成本 360,484,911.35 

应收款项融资 

以公允价值

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其他

综合收益 

 

其他应收款 摊余成本 20,105,311,546.36 其他应收款 摊余成本 20,105,320,118.66 

持有至到期投资 

(含其他流动资

产) 

摊余成本  2,000,000,000.00 

债权投资 

( 含其他流动

资产) 

摊余成本 2,000,000,000.00 

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 

(含其他流动资

产) 

以公允价值

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其他

综合收益(债

 

债权投资 

( 含其他流动

资产) 

摊余成本  

其他债权投资 以公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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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金融工具准则   新金融工具准则  

务工具) ( 含其他流动

资产) 

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其他

综合收益 

以公允价值

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其他

综 合 收 益 

(权益工具) 

 

交易性金融资

产 

以公允价值

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当期

损益 

 

其他非流动金

融资产 
 

其他权益工具

投资 

以公允价值

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其他

综合收益 

 

以成本计量

(权益工具) 
20,000,000.00 

交易性金融资

产 

以公允价值

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当期

损益 

 

其他非流动金

融资产 
 

其他权益工具

投资 

以公允价值

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其他

综合收益 

20,000,000.00 

长期应收款 摊余成本  长期应收款 摊余成本  

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的金融负

债 

以公允价值

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当期

损益 

 
交易性金融负

债 

以公允价值

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当期

损益 

 

衍生金融负债 

以公允价值

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当期

损益 

 衍生金融负债 

以公允价值

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当期

损益 

 

短期借款 摊余成本 10,648,751,764.03 短期借款 摊余成本 10,659,963,248.20 

其他应付款 摊余成本 4,055,223,910.23 其他应付款 摊余成本 4,025,698,153.43 

长期借款 摊余成本 5,555,850,000.00 长期借款 摊余成本 5,574,164,272.63 

（三）财政部于 2019年 5月 9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2019

修订）（财会〔2019〕8号），修订后的准则自 2019年 6月 10日起施行，对 2019 年 1月 1日至本

准则施行日之间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应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对 2019年 1月 1日之前发生

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不需要按照本准则的规定进行追溯调整。公司执行上述准则在本报告期内

无重大影响。 

（四）财政部于 2019年 5月 16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2号——债务重组》（2019修订）

（财会〔2019〕9 号），修订后的准则自 2019 年 6 月 17 日起施行，对 2019 年 1 月 1 日至本准则

施行日之间发生的债务重组，应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对 2019年 1月 1日之前发生的债务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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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需要按照本准则的规定进行追溯调整。公司执行上述准则在本报告期内无重大影响。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止，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如下： 

序号 子公司名称 

1 山煤煤炭进出口有限公司 

2 山西金石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3 山煤国际能源集团铁路物流有限公司 

4 山煤国际能源集团山西辰天国贸有限公司 

5 山西鸿光煤炭设备有限公司 

6 山西大平煤业有限公司 

7 山西霍尔辛赫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8 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襄垣选煤有限公司 

9 山西凌志达煤业有限公司 

10 长子县凌志达新兴煤业有限公司 

11 山西省长治经坊煤业有限公司 

12 新视界长治市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13 山西长治经坊庄子河煤业有限公司 

14 山西长治经坊镇里煤业有限公司 

15 长治经坊国华选煤有限公司 

16 新视界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17 山西省凯捷能源集运有限公司 

18 山西金色太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9 长治山煤凯德世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 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蒲县豹子沟煤业有限公司 

21 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左云长春兴煤业有限公司 

22 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左云韩家洼煤业有限公司 

23 山煤国际能源集团山西中泰煤业有限公司 

24 山西铺龙湾煤业有限公司 

25 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鹿台山煤业有限公司 

26 山煤国际能源集团晋城有限公司 

27 晋城煤炭进出口高平康瀛有限责任公司 

28 山煤国际能源集团临汾有限公司 

29 福建山福国际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30 内蒙古山煤晟达贸易有限公司 

31 鄂州郑霍物流有限公司 

32 山煤国际能源集团山西鑫源贸易有限公司 



600546                                       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摘要 

序号 子公司名称 

33 山煤国际能源集团晋中有限公司 

34 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左权鑫顺煤业有限公司 

35 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左权宏远煤业有限公司 

36 江苏山煤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37 山煤国际能源集团日照有限公司 

38 山煤国际能源集团青岛有限公司 

39 太行海运有限公司 

40 山煤国际能源集团天津有限公司 

41 山煤国际能源集团唐山有限公司 

42 山煤国际能源集团华东销售有限公司 

43 山煤国际能源集团（上海）销售有限公司 

44 忻州山煤铁路物流有限公司 

45 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河曲旧县露天煤业有限公司 

46 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左云东古城煤业有限公司 

 

董事长：王为民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20 年 4 月 2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