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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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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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同煤业 601001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钱建军 李菊平 

电话 0352-7010476 0352-7010476 

办公地址 山西省大同市云岗区新平旺大

同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省大同市云岗区新平旺大

同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电子信箱 dtqianjianjun@126.com dtlijuping@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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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资产 27,112,126,110.83 27,489,175,723.66 -1.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7,015,535,521.40 6,404,376,767.73 9.54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312,894,747.93 1,606,115,218.78 -18.26 

营业收入 5,166,298,611.18 5,700,430,253.64 -9.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440,304,691.87 454,938,324.39 -3.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441,433,920.98 453,394,380.90 -2.6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6.65 7.93 减少1.2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26 0.27 -3.7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26 0.27 -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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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304 

截止报告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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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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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

人 

57.46 961,632,508 0 无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

人 

1.91 31,924,200 0 无 0 

河北港口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1.59 26,592,080 0 无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其他 1.58 26,414,339 0 无 0 

王淑霞 境内自

然人 

0.25 4,134,300 0 无 0 

大同新通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

人 

0.23 3,800,000 0 未知 351,98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

商中证煤炭等权指数分级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22 3,724,597 0 无 0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

融中证煤炭指数分级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22 3,665,785 0 无 0 

张民辉 境内自

然人 

0.21 3,540,106 0 无 0 

大同市地方煤炭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国有法

人 

0.20 3,324,01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本公司并不知晓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和前十名股

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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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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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公

开发行公司

债券（第一

期） 

20 同股 01 163920 2020年 8月

12 日 

2025年 8月

13 日 

2,000,000,000 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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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98   58.98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7.17   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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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公司克服受疫情影响煤炭市场下行压力，采取行之有效的举措，精细组织，科学谋

划，确保公司上半年各项任务指标全面完成。 

一、煤炭生产方面 

公司积极推进煤炭绿色开采，大力发展智能产能，加大掘进队伍整顿力度，优化矿井采掘衔

接，强化残旧采区收缩，推动煤炭生产各项工作提档升级。塔山煤矿深入推进特厚煤层智能化综

放工作面建设，稳步推进四盘区项目建设等重点建设项目。色连煤矿提前做好“色连一号矿井”

和选煤厂整体委托运营合同到期续期工作，确保安全生产、实现效益最大化。忻州窑矿合理组织

生产、优化生产系统，保持安全持续稳步发展的良好局面。 

二、安全举措方面 

报告期，公司深刻吸取塔山煤矿“4·14”顶板事故教训，抓好掘进施工队伍的整顿和规范工

作、全面开展掘进支护工艺工序隐患排查等安全整顿活动，确保企业安全高效运行。公司始终把

安全工作摆到“高于一切、重于一切、先于一切”的重要位置，加大涉事故隐患和变化作业的排查

工作，狠抓煤矿安全生产标准化体系建设，切实提高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全面提升安全工作执



行力。同时，公司认真部署落实国务院安委会《全国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计划》，确保执行

到位。 

三、运销工作方面 

公司按照“一户一策”原则，科学调整销售方案，加大新产品开发力度，认真研究煤炭期货

业务，全面实现增销增效。1、铁路外运装车全面执行统一调度指挥，真正实现与生产、洗选、调

度系统精准对接；2、 销售方面，面对 4 月份以来价格快速下滑的严峻形势，按照公司“稳外运、

增销量、降库存、保增收”总体要求和“三跟八盯”销售工作原则，及时制定有效应对措施，确保了

销售工作有条不紊进行；3、根据市场变化情况，适时调整价格，确保效益优先；4、按照“一矿一

策”的原则，根据用户实际需求和各煤种价格变化，核定各矿最佳商品煤发热量，按照效益最佳热

值组织洗选煤炭产品， 实现了销售效益最大化；5、加强煤质管理，制定了商品煤质量管理方案，

构建起全员全方位全过程的商品煤质量管理机制。6、坚持不懈做好配煤增效工作。根据各港口存

煤情况，优化、深化配煤操作，把销售工作延伸到用户厂里，科学组织好各煤种装运计划，做到

船货精准衔接，实现港口配煤精细化。 

活性炭销售方面：面对市场整体产量过剩、受疫情影响国内下游企业开工率不足、已签国外

订单无法发货等影响，销售工作受到较大影响，公司调整销售结构、创新销售思路、跟踪长协用

户，建立长期战略合作协议、提升服务质量和产品质量，进一步扩大市场占有率。 

四、经营方面 

公司严格落实“降本、增效、止血、堵漏”等各项经营管控措施，用好减税降费政策，抓好

成本管控，积极推进资金预算管理，提升综合效益，同时，加大对商品煤量、掘进总进尺、利润、

销售收入、成本、费用、煤炭总销量、外运装车、外运量、外销量、货款回收、外部预付账款、

外部应收账款、证照办理、安全、环保等监督力度，对安全、生产、掘进开拓、综采、通风、机

电、地质、辅助运输、信息化管理、环境督查、煤质、重点建设项目等主要经营指标及重点工作

进行现场动态化监督，确保公司及下属子公司顺利完成全年经营计划。 

2020 年下半年，公司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重要讲话指示及省委十一届十次

全会等精神，紧紧围绕“六大任务“、“六新”、“在转型发展上率先蹚出一条新路来”的重要指示精神，

持续推进公司战略部署，以效益为中心发展导向，把实现利润、全员劳动生产率和单位成本作为

公司经营管理的基本目标、基本手段，继续执行落实好增收节支措施，全力以赴把各项工作做深、

做细、做实，顺利实现公司 2020 年全年经营目标。 

公司 1-6 月主要指标完成情况如下： 

产品 产量 

（万吨） 

销量 

（万吨） 

 

销售单价 

 （元/吨） 

销售收入 

（亿元） 

销售成本 

（亿元） 

毛利 

(亿元) 

煤炭 1,519.11 1,354.79 358.03 48.51 22.19 26.32 

活性炭 3.25 2.20 5076.83 1.12 1.11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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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1月 1日，本公司按新收入准则要求，将预收款项在报表中列报于合同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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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