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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原因的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孙水泉 独立董事 另有公务 李端生 

 

1.3  公司负责人王为民、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钟晓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李晖

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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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资产 42,186,187,398.10 43,241,204,615.89 -2.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8,722,516,710.23 8,436,927,359.64 3.38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1,588,523.19 624,731,631.99 -111.46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7,567,805,902.91 8,207,985,024.63 -7.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4,990,294.07 220,542,194.69 -7.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25,112,367.45 222,319,829.37 1.2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40 3.93 减少 1.5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 0.11 -9.0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0 0.11 -9.09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62,589.95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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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还、减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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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7,578.61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28,223,606.42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743,575.27  

所得税影响额 1,957,789.21  

合计 -20,122,073.38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45,695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

售条件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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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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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806,903 4.08 0 未知  未知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七组合 30,966,264 1.56 0 未知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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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丰晋

信低碳先锋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1,649,748 1.09 0 未知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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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昌均 18,000,000 0.91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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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78,000 0.83 0 未知  未知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三组合 14,610,000 0.74 0 未知  未知 

澳门金融管理局－自有资金 14,503,308 0.73 0 未知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 1,198,006,182 人民币普通股 1,198,006,182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二组合 80,806,903 人民币普通股 80,806,903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七组合 30,966,264 人民币普通股 30,966,264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9,685,271 人民币普通股 29,685,271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丰晋信低碳先锋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21,649,748 人民币普通股 21,649,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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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1,215,800 人民币普通股 21,215,800 

许昌均 18,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8,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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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78,000 人民币普通股 16,378,000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三组合 14,61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4,610,000 

澳门金融管理局－自有资金 14,503,308 人民币普通股 14,503,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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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

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资产负债表项目  2020 年 3 月 31日 2019年 12月 31 日  
变动比例

（%）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6,003,314,178.68 7,800,941,153.72 -23.04 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内偿还借款所致 

应收账款融资 562,404,658.27 424,654,199.60 32.44 
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内公司银行承兑

汇票结算增加所致 

预付款项 1,617,830,308.92 1,292,775,923.27 25.14 
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内公司一季度预

付购煤款增加所致 

应付票据  241,400,488.38 406,148,071.78 -40.56 
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内偿还了到期的

应付票据所致 

预收款项  2,421,937,005.75 -100.00 

主要是由于 2020 年起执行新收入准

则，由预收款项重分类至合同负债

及其他流动负债所致 

合同负债 2,144,252,686.57  不适用 

主要是由于 2020 年起执行新收入准

则，由预收款项重分类至合同负债

所致 

应交税费 564,348,172.70 980,498,691.08 -42.44 
主要是由于支付上年度所得税费用

及其他相关税费所致 

其他应付款 1,237,492,011.69 1,545,730,144.53 -19.94 
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内公司往来款减

少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

流动负债 
3,953,792,282.27 4,738,576,565.23 -16.56 

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内偿还了到期的

长期借款及融资租赁款所致 

其他流动负债 278,752,849.25  不适用 主要是由于 2020 年起执行新收入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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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由预收款项重分类至其他流动

负债所致 

长期借款 8,107,292,206.16 7,069,346,388.33 14.68 
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内公司融资结构

调整，长期借款增加所致 

专项储备 283,977,162.19 203,378,105.67 39.63 

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内公司所属煤矿

计提安全生产费、维简费等专项储

备增加所致 

利润表项目 2020 年第一季度  2019 年第一季度 
变动比例

（%） 
变动原因 

销售费用  247,253,717.77 140,514,089.62 75.96 

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内公司大力发展

“精煤战略”，从原煤坑口销售变

为精煤港口直达销售，公路运费、

铁路运费、港杂费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25,216,438.35 -100.00 

主要是由于上年同期公司取得理财

产品利息收入，今年无此项业务所

致 

营业外支出 29,722,962.60 9,095,781.15 226.78 
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内公司支持疫情

防控对外捐赠支出增加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2020 年第一季度  2019 年第一季度 
变动比例

（%） 
变动原因 

销售商品、提供劳

务收到的现金 

     

6,563,977,005.29 

     

8,249,900,885.92 
-20.44 

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内公司受疫情影

响，现金流入减少所致。 

收到其他与经营

活动有关的现金 
219,769,018.58 1,353,583,095.65 -83.76 

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内公司往来款减

少所致。 

支付其他与经营

活动有关的现金 
1,008,377,698.93 2,997,125,382.30 -66.36 

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内公司往来款减

少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71,588,523.19 624,731,631.99 -111.46 

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内公司预收款项

减少，采购支付的货款增加导致净

现金流降低所致 

购建固定资产、无

形资产和其他长

期资产支付的现

金  

100,524,601.91 244,585,216.21 -58.90 
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内公司资产购建

投入减少所致。 

投资支付的现

金  
 80,000,000.00 -100.00 

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对

外投资事项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89,490,564.79 -338,175,882.41 -73.54 

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内公司煤矿资产

购建投入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686,387,422.34 -2,600,112,312.45 -35.14 

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内公司融资额度

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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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

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为民 

日期 2020年 4月 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