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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依
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中國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1898）

2019年第一季度報告

根據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和上海證券交易所（「上交所」）的規定，中國中煤
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或「中煤能源」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需
刊發季度報告。

本公告乃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香港法例第571章）第XIVA部及香港聯合交易
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09條而作出。

本公告為本公司截至2019年3月31日止三個月期間的2019年第一季度財務報告
的摘要。季度財務報告的全文將於2019年4月23日載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聯交所」）網站。季度財務報告的全文僅為中文。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會、監事會及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保證季度報告內容的真
實、準確、完整，不存在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並承擔個別
和連帶的法律責任。

1.2 未出席董事情況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職務 未出席原因說明 被委託人姓名
梁創順 獨立董事 其他公務 張克

1.3 公司負責人李延江、主管會計工作負責人柴喬林及會計機構負責人（會計主
管人員）鄭偉立保證季度報告中財務報表的真實、準確、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報告未經審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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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公司基本情況

2.1 主要財務數據

單位：千元 幣種：人民幣

本報告期末
上年度末
（經重述）

本報告期末
比上年度末
增減(%)

總資產 269,182,580 264,355,047 1.8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資產 93,742,902 92,107,431 1.8

年初至
報告期末

上年初至
上年報告期末
（經重述）

比上年同期
增減(%)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4,133,840 832,103 396.8

年初至
報告期末

上年初至
上年報告期末
（經重述）

比上年同期
增減(%)

營業收入 29,552,412 25,955,736 13.9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利潤 1,541,065 1,391,746 10.7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扣除
 非經常性損益的淨利潤 1,529,700 1,386,999 10.3

加權平均淨資產收益率(%) 1.66 1.53 增加0.13個百分點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6 0.105 10.5

稀釋每股收益（元╱股） 0.116 0.105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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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經常性損益項目和金額

√ 適用 □ 不適用

單位：千元 幣種：人民幣
項目 本期金額 說明

非流動資產處置損益 280 –

計入當期損益的政府補助，但與公司正常
經營業務密切相關，符合國家政策規定、
按照一定標準定額或定量持續享受的政府
補助除外 34,949 –

同一控制下企業合併產生的子公司期初至
合併日的當期淨損益 -9,715 –

除上述各項之外的其他營業外收入和支出 -3,161 –

少數股東權益影響額（稅後） -5,108 –

所得稅影響額 -5,880 –

合計 11,36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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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主要生產經營數據

幣種：人民幣

項目 單位
2019年

1-3月

2018年
1-3月

（經重述）
變化

比率%

一、 煤炭業務
1、 商品煤產量 萬噸 2,460 1,781 38.1

其中：動力煤 萬噸 2,158 1,558 38.5

   煉焦煤 萬噸 302 223 35.4

2、 商品煤銷量 萬噸 5,030 3,783 33.0

(1) 自產煤銷量 萬噸 2,382 1,666 43.0

其中：對外銷量 萬噸 2,243 1,632 37.4

(2) 買斷貿易煤銷量 萬噸 2,429 2,040 19.1

其中：對外銷量 萬噸 2,221 1,846 20.3

(3) 代理煤銷量 萬噸 219 77 184.4

二、 煤化工業務
（一） 聚烯烴

1、 聚乙烯產量 萬噸 18.3 18.3 0.0

銷量 萬噸 17.4 18.9 -7.9

2、 聚丙烯產量 萬噸 17.6 18.0 -2.2

銷量 萬噸 14.7 16.4 -10.4

（二） 尿素
1、 產量 萬噸 48.0 46.1 4.1

2、 銷量 萬噸 78.0 45.1 72.9

（三） 甲醇
1、 產量 萬噸 25.0 14.2 76.1

2、 銷量 萬噸 21.9 13.4 63.4

其中：對外銷量 萬噸 5.2 1.8 188.9

三、 煤礦裝備業務
1、 煤礦裝備產值 億元 20.4 16.4 24.4

註： 2019年商品煤、尿素及甲醇銷量包括公司內部自用量，2018年相關數據同步調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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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按不同會計準則編製財務報表的主要差異

單位：千元 幣種：人民幣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利潤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資產

2019年
1-3月

2018年
1-3月

（經重述）
2019年

3月31日

2018年
12月31日
（經重述）

按中國企業會計準則 1,541,065 1,391,746 93,742,902 92,107,431

按國際會計準則調整的項目及金額：

(a) 煤炭行業專項基金及遞延稅調整 139,894 297,761 5,000 28,680

(b) 股權分置流通權調整 – – -155,259 -155,259

(c) 政府補助調整 927 927 -28,753 -29,680

按國際會計準則 1,681,886 1,690,434 93,563,890 91,951,172

主要調整事項說明如下：

(a) 專項儲備及相關遞延稅調整：專項儲備包括維簡費、安全費、煤礦
轉產發展資金、礦山環境恢復治理保證金和可持續發展準備金。在
中國企業會計準則下，本集團計提專項儲備時，計入生產成本及股
東權益中的專項儲備，對屬於費用性質的支出於發生時直接沖減專
項儲備；對屬於資本性的支出於完工時轉入固定資產，同時按照固
定資產的成本沖減專項儲備，並全額確認累計折舊，相關固定資產
在以後期間不再計提折舊。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下，計提專項儲備
作為未分配利潤撥備處理，相關支出在發生時予以確認，並相應將
專項儲備轉回未分配利潤。

(b) 在中國企業會計準則下，非流通股股東由於實施股權分置改革方案
支付給流通股股東的對價在資產負債表上記錄在長期股權投資中；
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下，作為讓予少數股東的利益直接減少股東權
益。

(c) 在中國企業會計準則下，屬於政府資本性投入的財政撥款，計入資
本公積科目核算。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下，上述財政撥款視為政府
補助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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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截止報告期末的股東總數、前十名股東、前十名流通股東（或無限售條
件股東）持股情況表

單位：股
股東總數（戶） 162,485

前十名股東持股情況

股東名稱（全稱） 期末持股數量 比例(%)

持有
有限售條件
股份數量

質押或凍結情況

股東性質股份狀態 數量

中國中煤能源集團有限公司 7,605,207,608 57.36 – 無 0 國有法人

HKSCC NOMINEES LIMITED 3,952,679,893 29.81 – 未知 – 境外法人

中國證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346,112,355 2.61 – 無 0 國有法人

中煤能源香港有限公司 132,351,000 1.00 – 無 0 境外法人

中央匯金資產管理有限責任公司 83,035,400 0.63 – 無 0 國有法人

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 36,160,805 0.27 – 無 0
境內非國
 有法人

徐開東 27,260,000 0.21 – 無 0
境內
 自然人

青島國信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15,493,917 0.12 – 無 0 國有法人

中國建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新華增怡債券型證券投資基金 10,338,307 0.08 – 無 0 其他

洪建安 6,485,645 0.05 – 無 0
境內
 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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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十名無限售條件股東持股情況

股東名稱
持有無限售條件
流通股的數量

股份種類及數量

種類 數量

中國中煤能源集團有限公司 7,605,207,608 人民幣普通股 7,605,207,608

HKSCC NOMINEES LIMITED 3,952,679,893 境外上市外資股 3,952,679,893

中國證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346,112,355 人民幣普通股 346,112,355

中煤能源香港有限公司 132,351,000 境外上市外資股 132,351,000

中央匯金資產管理有限責任公司 83,035,400 人民幣普通股 83,035,400

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 36,160,805 人民幣普通股 36,160,805

徐開東 27,260,000 人民幣普通股 27,260,000

青島國信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15,493,917 人民幣普通股 15,493,917

中國建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新華增怡債券型證券投資基金 10,338,307 人民幣普通股 10,338,307

洪建安 6,485,645 人民幣普通股 6,485,645

上述股東關聯關係或一致行動的說明 中煤能源香港有限公司為本公司控股股東中國中煤能源集團有
限公司的全資子公司，其他股東管理關係或一致情況不明。

表決權恢復的優先股股東及持股數量的說明 本公司無優先股，無表決權恢復的優先股股東。

註： 上述前十名股東持股情況表及前十名無限售條件股東情況表均為：

1、 根據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和香港中央證券登記公司
提供的截止2019年03月31日公司股東名冊編製。

2、 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持有的A股股份為代表其多個客戶持有。

3、 HKSCC Nominees Limited（香港中央結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持有的H股
乃代表多個客戶所持有。

截止2019年03月31日，根據聯交所網站披露權益顯示，富德生命人壽保險股份
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H股好倉2,012,858,147股。

2.5 截止報告期末的優先股股東總數、前十名優先股股東、前十名優先股無
限售條件股東持股情況表

□ 適用 √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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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重要事項

3.1 公司主要會計報表項目、財務指標重大變動的情況及原因

√ 適用 □ 不適用

3.1.1 資產負債表主要變動項目原因分析

單位：千元 幣種：人民幣

項目
2019年

3月31日

2018年
12月31日
（經重述） 增減(%) 主要變動原因

應收票據及應收賬款 6,614,942 4,871,389 35.8 主要是公司銷售規
模擴大帶動應收
賬款相應增加。

其他權益工具投資 2,326,057 4,563,851 -49.0 主要是公司根據會
計準則規定將對
個別參股企業的
投資從其他權益
工具投資調整至
長期股權投資核
算。

使用權資產 457,200 – – 公司根據新修訂的
《企業會計準則第

21號－租賃》，將
可在租賃期內使
用租賃資產的權
利確認為使用權
資產。

合同負債 1,522,018 2,478,903 -38.6 主要是根據合同約
定完成了轉讓商
品的義務，使合
同負債相應減少。

租賃負債 463,088 – – 公司根據新修訂的
《企業會計準則第

21號－租賃》，將
尚未支付的租賃
付款額中賬期在
一年以上的部分
確認為租賃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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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利潤表主要變動項目原因分析

單位：千元 幣種：人民幣

項目
2019年

1-3月

2018年
1-3月

（經重述） 增減(%) 主要變動原因

營業收入 29,552,412 25,955,736 13.9 主要是公司煤炭等
主要產品銷量同
比增加。

營業成本 20,698,940 18,548,472 11.6 原因同上。

稅金及附加 969,812 713,163 36.0 主要是公司自產商
品煤銷售收入增
加，使資源稅及
附加稅費同比增
加。

銷售費用 3,182,771 2,462,749 29.2 主要是公司銷售規
模擴大使運費相
應增加

財務費用 967,126 814,737 18.7 主要是部分建設項
目轉入生產，相
應的利息支出由
資本化轉為費用
化處理。

投資收益 541,719 341,818 58.5 主要是參股公司盈
利增加使公司按
照持股比例確認
的投資收益相應
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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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現金流量表主要變動項目原因分析

單位：千元 幣種：人民幣

項目
2019年

1-3月

2018年
1-3月

（經重述） 增減額 變動主要原因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
淨額

4,133,840 832,103 3,301,737 主要是公司經營業績和
經營質量持續提升，
同時進一步精益資金
管理，使經營活動產
生的現金淨額同比增
加。

投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
淨額

-3,615,817 -2,268,007 -1,347,810 主要是初始存款期限超
過三個月的定期存款
變動產生現金流出同
比增加32.62億元，
資本開支使用現金同
比減少10.17億元，
以及中煤財務公司對
中煤能源之外的成員
單位發放的自營貸款
同比減少10.13億元
等綜合影響。

籌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
淨額

2,592,285 -209,194 2,801,479 主要是公司重點建設項
目根據建設進度和融
資計劃辦理長期項目
貸款，使債務融資同
比淨增加28.73億元。

3.1.4 煤炭業務銷售收入、成本及毛利情況

2019年一季度，動力煤市場價格有所下降，但受益於產業結構與佈
局優化調整成效，公司先進產能陸續釋放，自產商品煤產銷量持續
增加，煤炭業務實現銷售收入229.54億元，比上年同期202.22億元
增加27.32億元；煤炭業務銷售成本154.41億元，比上年同期140.65
億元增加13.76億元；煤炭業務毛利75.13億元，比上年同期61.57億
元增加13.56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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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煤炭銷售數量、價格及同比變動情況

幣種：人民幣

2019年1-3月
2018年1-3月
（經重述） 增減額 增減幅

銷售量
（萬噸）

銷售價格
（元╱噸）

銷售量
（萬噸）

銷售價格
（元╱噸）

銷售量
（萬噸）

銷售價格
（元╱噸）

銷售量
(%)

銷售價格
(%)

一、 自 產商品煤 合計 2,382 502 1,666 538 716 -36 43.0 -6.7

（一） 動力煤 2,081 428 1,450 468 631 -40 43.5 -8.5

1、 內銷 2,076 428 1,450 468 626 -40 43.2 -8.5

2、 出口 5 584 – – 5 – – –

（二） 煉焦煤 301 1,010 216 1,009 85 1 39.4 0.1

1、 內銷 301 1,010 216 1,009 85 1 39.4 0.1

二、 買 斷貿易煤 合計 2,429 452 2,040 552 389 -100 19.1 -18.1

（一） 國內轉銷 2,402 450 2,024 549 378 -99 18.7 -18.0

（二） 自營出口* 7 1,143 7 1,556 – -413 – -26.5

（三） 進口貿易 20 431 9 340 11 91 122.2 26.8

三、 進 出口及國內
代理★

合計 219 4 77 8 142 -4 184.4 -50.0

（一） 進口代理 9 5 11 6 -2 -1 -18.2 -16.7

（二） 出口代理 48 8 66 8 -18 – -27.3 –

（三） 國內代理 162 3 – – 162 3 – –

*： 出口型煤。

★： 銷售價格為代理服務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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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 自產商品煤單位銷售成本及同比變動情況

單位：元╱噸 幣種：人民幣

項目
2019年

1-3月
2018年

1-3月

同比

增減額 增減幅(%)

材料成本 56.91 49.47 7.44 15.0

人工成本 32.48 35.35 -2.87 -8.1

折舊及攤銷 53.35 48.45 4.90 10.1

維修支出 10.83 14.89 -4.06 -27.3

外包礦務工程費 32.22 18.27 13.95 76.4

其他成本 31.26 43.30 -12.04 -27.8

自產商品煤單位銷售成本 217.05 209.73 7.32 3.5

2019年1-3月，公司自產商品煤單位銷售成本217.05元╱噸，比上年
同期209.73元╱噸增加7.32元╱噸，增長3.5%。

單位材料成本同比增加7.44元╱噸，主要是公司煤炭生產企業隨着
徵地搬遷工作取得進展，根據生產接續需要，加大了露天礦剝離和
井工礦掘進，使露天礦剝離量和井工礦掘進進尺同比增加，以及加
強安全生產保障等使材料投入同比增加。

單位人工成本同比減少2.87元╱噸，主要是公司自產商品煤產量同
比增加攤薄了噸煤人工成本。

單位折舊及攤銷成本同比增加4.90元╱噸，主要是公司煤礦基建項
目轉入生產等使相關折舊及攤銷成本同比增加。

單位維修支出同比減少4.06元╱噸，主要是公司自產商品煤產量同
比增加攤薄了噸煤維修支出。

單位外包礦務工程費同比增加13.95元╱噸，主要是公司煤炭生產企
業隨着徵地搬遷工作取得進展，根據生產接續需要，加大了露天礦
剝離和井工礦掘進，使外包礦務工程量同比增加。

單位其他成本同比減少12.04元╱噸，主要是煤炭生產企業根據生產
計劃安排使用本期計提的專項基金同比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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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 主要化工產品銷售數量、價格及同比變動情況

幣種：人民幣
2019年1-3月 2018年1-3月 增減額 增減幅

銷售量
（萬噸）

銷售價格
（元╱噸）

銷售量
（萬噸）

銷售價格
（元╱噸）

銷售量
（萬噸）

銷售價格
（元╱噸）

銷售量
(%)

銷售價格
(%)

一、 聚烯烴 32.1 7,643 35.3 7,965 -3.2 -322 -9.1 -4.0

1、 聚乙烯 17.4 7,621 18.9 8,188 -1.5 -567 -7.9 -6.9

2、 聚丙烯 14.7 7,669 16.4 7,709 -1.7 -40 -10.4 -0.5

二、 尿素 78.0 1,820 45.1 1,858 32.9 -38 72.9 -2.0

三、 甲醇 21.9 1,547 13.4 2,110 8.5 -563 63.4 -26.7

其中： 分部內自用◆ 16.7 1,502 11.6 2,062 5.1 -560 44.0 -27.2

   對外銷售 5.2 1,693 1.8 2,422 3.4 -729 188.9 -30.1

◆： 分部內自用量為中煤遠興、陝西公司供應蒙大化工公司使用的甲醇。

3.1.8 主要化工產品單位銷售成本及同比變動情況

單位：元╱噸  幣種：人民幣

項目
2019年

1-3月
2018年

1-3月

同比

增減額 增減幅(%)

一、 聚烯烴 5,502 6,176 -674 -10.9

1、 聚乙烯 5,587 6,147 -560 -9.1

2、 聚丙烯 5,402 6,210 -808 -13.0

二、 尿素 1,078 984 94 9.6

三、 甲醇 1,364 1,715 -351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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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重要事項進展情況及其影響和解決方案的分析說明

□ 適用 √ 不適用

3.3 報告期內超期未履行完畢的承諾事項

□ 適用 √ 不適用

3.4 預測年初至下一報告期期末的累計淨利潤可能為虧損或者與上年同期相
比發生重大變動的警示及原因說明

□ 適用 √ 不適用

承董事會命
中國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兼執行董事

李延江

中國北京
二零一九年四月二十三日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李延江、彭毅及牛建華；本公司的非執
行董事為都基安、趙榮哲及徐倩；及本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張克、張成傑及
梁創順。

* 僅供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