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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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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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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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410,211,381.63 43,241,204,615.89 -4.23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9,206,275,519.33 8,436,927,359.64 9.12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115,326,625.80 1,617,932,886.30 30.74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27,662,934,015.04 31,615,970,392.18 -12.50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645,149,189.89 797,700,430.15 -19.12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720,500,868.90 851,628,613.64 -1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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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7.37 12.15 减少 4.7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33 0.40 -17.5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33 0.40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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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1-9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5,780,836.64 5,851,792.29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

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

收返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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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9,776.84 7,280,367.6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

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01,515,078.68 -143,481,635.36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

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税后） 
42,222,519.53 45,447,257.81  

所得税影响额 2,143,254.21 9,550,538.61  

合计 -49,548,691.46 -75,351,67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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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669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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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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891,328 3.48 0 未知 0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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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七组合 22,948,564 1.16 0 未知 0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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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昌均 18,000,000 0.91 0 未知 0 境内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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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85,069 0.91 0 未知 0 未知 

李军 13,900,000 0.70 0 未知 0 境内自然人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三组合 12,663,859 0.64 0 未知 0 未知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丰晋

信智造先锋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1,328,285 0.57 0 未知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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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891,328 人民币普通股 68,891,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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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七组合 22,948,564 人民币普通股 22,948,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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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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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85,069 人民币普通股 17,985,069 

李军 13,9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3,900,000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三组合 12,663,859 人民币普通股 12,663,859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丰晋信

智造先锋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1,328,285 人民币普通股 11,328,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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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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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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资产负债表项目 2020年9月30日 2019年12月31日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货币资金 4,920,186,923.99 7,800,941,153.72 -36.93 
报告期内公司信用证、长短期

借款到期偿还的原因所致 

应收票据 52,564,553.92 92,986,000.00 -43.47 
报告期内公司票据到期收回

的原因所致 

应收款项融资 189,649,665.01 424,654,199.60 -55.34 
报告期内公司银行承兑汇票

到期收回的原因所致 

其他应收款 1,269,604,889.58 865,216,871.09 46.74 

报告期内公司下属子公司支

付土地出让保证金增加及煤

炭发运增加代垫运费增加的

原因所致 

长期股权投资 958,047,677.01 140,936,313.19 579.77 

报告期内公司收购江苏国信

靖江发电有限公司35%股权导

致投资款增加的原因所致 

短期借款 6,550,717,851.01 9,584,063,179.84 -31.65 
报告期内公司借款到期偿还

的原因所致 

应付票据 315,798,916.80 406,148,071.78 -22.25 
报告期内公司票据到期偿还

的原因所致 

应交税费 530,564,488.70 980,498,691.08 -45.89 

报告期内公司支付上年度所

得税费用，以及其他相关税费

减少的原因所致 

长期应付款 515,332,314.51 591,843,837.53 -12.93 
报告期内公司偿还融资租赁

款的原因所致 

利润表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营业收入 27,662,934,015.04 31,615,970,392.18 -12.50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优化销售

策略，增加优质业务比例的原

因所致 

销售费用 1,158,669,987.53 674,061,325.94 7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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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短

倒运费、铁路运费、港杂费增

加的原因所致 

研发费用 105,638,523.92 91,157,277.28 15.89 
报告期内公司不断加大研发

投入的原因所致 

财务费用 752,297,070.34 798,174,728.43 -5.75 

报告期内公司优化融资结构，

降低高融资成本借款的原因

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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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115,326,625.80 1,617,932,886.30 30.74 

报告期内公司货款回收率提

高以及预收款增加的原因所

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410,818,514.41 -543,625,334.95 ——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3,861,856,481.30 -2,808,328,754.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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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控股股东重组事项 

2020年4月22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山煤集团转来的《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山西焦煤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吸收合并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实施重组有关事宜的批复》(晋政函[2020]422

号），原则同意采取无偿划转、吸收合并的方式，由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对山煤集团进行

重组。   

2020年10月30日，公司对外披露《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涉及重组进

展情况公告》（公告编号：临2020-045号），持有公司控股股东山煤集团100%股权的山西省国有

资本运营有限公司与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署了《山西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与山西焦

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的企业国有产权无偿划转协议》(以下简称

“协议”)。目前，本次控股股东重组已完成第一步国有股权无偿划转的协议签署工作。本次国有

股权无偿划转协议的签署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本次控股股东重组正按工作计划积极推进。公司将密切关注该事项的进展，并按照有关法律

法规规定，积极督促相关方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高效异质结（HJT）太阳能电池产业化一期3GW项目进展情况 

2020年8月22日，公司对外披露《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

开展高效异质结（HJT）太阳能电池产业化一期 3GW 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0-040号），

公司与湖州珺华思越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齐贤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共同出资

设立合资公司开展 10GW 高效异质结（HJT）太阳能电池产业化一期 3GW项目。 

2020年9月24日，合资公司已注册成立，公司名称为山煤国际光电科技（山西）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山煤光电”)，注册资本10亿元，住所位于山西省晋中市山西示范区晋中开发区汇通产业

园区。  

目前，山煤光电一期项目建设用地已成功摘牌，并完成了项目单位建设环评工作。公司下一

步将加快项目进度，全力保障该项目顺利落地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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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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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