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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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其他事项段或

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段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对相关

事项已有详细说明，请投资者注意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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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2019 年度实现净利润

-786,506,280.40元，归属母公司净利润-921,895,082.98元，基本每股收益-0.7566元。母公司

2019年度实现净利润-569,672,454.79 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459,445,283.12 元，扣除于 2019

年已分配现金股利 50,767,168.25 元，累计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160,994,339.92 元。 

    鉴于公司 2019年度累计可供分配利润为负值，未达到《公司章程》规定现金分红条件，董事

会决定 2019年度不进行现金利润分配，同时也不进行送股或公积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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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证券交易所 郑州煤电 600121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陈晓燕 冯松江 

办公地址 郑州市中原西路66号 郑州市中原西路66号 

电话 0371-87785116 0371-87785121 

电子信箱 zce600121@163.com zce600121@163.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主营业务及经营模式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和经营模式与往年没有变化：主营煤炭生产与销售、发电及输变电，

兼营煤炭相关物资和设备的采购和销售等业务。 

    1.煤炭业务。主要煤炭品种为贫煤、贫瘦煤和无烟煤，具有高发热量、低灰、低硫等特性，



是优质工业动力用煤。主要销往河南、湘赣、湖北及华东等地区。 

    2.电力业务。该业务主要由东风电厂负责，系公司自备电厂。按照政府要求，根据企业转型

发展需要，2019 年东风电厂启动 3、4 号机组关停程序，目前处于全面关停阶段。 

    3.物流业务。该业务主要由供销公司负责，主要职能是确保公司各生产单位所需材料的统一

采购与及时供应，降低公司采购成本。同时，在确保内部物资安全供应的前提下，依托公司区位

优势和资源优势，拓展外部贸易业务。 

    公司属河南省三家省管国有煤炭上市公司之一，在全国已正式投产的煤炭企业中属中等规模。 

    （二）行业情况说明  

    2019 年，煤炭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市场需求趋缓，国内煤炭市场供应向宽松方向转变，全社

会存煤总体处于较高水平，煤炭市场弱势下行，价格稳中有降。公报数据显示，2019 年全国原煤

产量完成 38.5 亿吨，同比增长 4%。全年能源消费总量 48.6 亿标准煤，比上年增长 3.3%，其中煤

炭消费量增长 1%，煤炭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 57.7%，比上年下降 1.5 个百分点。 

    下阶段，从煤炭需求看，一是国内宏观经济增速下行，经济发展面临新的风险挑战，工业经

济对煤炭消费的拉动稳中偏弱。二是受经济增速放缓影响，我国全社会用电量增速有限。据国家

电力规划研究中心预计“十四五”、“十五五”期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平均增速分别为 4.9%、3.2%。

三是国家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治理大气环境，非化石能源占比不断提高，将进一步挤占煤炭消费

占比。四是随着新能源发电比例的不断提高，部分地区煤电由基础电源向调峰电源转变的规模不

断扩大，煤电受季节、极端天气和新能源消纳、水电出力等因素影响越来越大，电煤需求短时波

动加大。 

    从煤炭供应看，一是全国煤炭总产能依然较大，随着落后产能加快退出、优质产能持续释放，

煤炭整体供应保障能力大幅增强。二是随着大秦线、蒙冀线、朔黄线、瓦日线、浩吉线等一批铁

路专用运输能力的提升和开通，全国范围内煤炭运输瓶颈制约正在逐步解除，但局部结构性紧张

依然存在。三是从国内需求看，预计未来进口煤总量仍将保持较高水平。 

总体看，2020 年，虽然在疫情影响下，煤炭行业整体形势不容乐观，但我们也应看到，供给

侧改革成效已逐步显现，煤炭企业将陆续完成数字化、智能化矿山建设，煤炭行业将迎来高质量

发展新阶段。煤炭销售和网络信息化平台结合将是发展趋势，随着网络信息技术进一步发展，煤

炭营销与现代化信息技术的完美结合，煤炭企业的流通业务也将成为未来发展的一个亮点环节，

大量新营销方式显现，将不断催生煤炭供应链新模式，煤炭企业也将迎来发展新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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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13,441,602,621.53 13,007,207,580.70 12,735,916,699.56 3.34 11,510,418,529.20 11,260,616,977.42 

营业收入 3,579,876,520.95 4,810,226,998.81 4,810,226,998.81 -25.58 5,712,399,998.44 5,712,399,998.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921,895,082.98 168,582,252.42 152,465,255.40 -646.85 628,203,795.18 627,445,968.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690,229,062.24 124,586,623.51 124,586,623.51 -654.02 586,217,247.26 586,217,247.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2,748,976,911.87 3,587,098,745.64 3,383,630,584.79 -23.36 3,495,360,188.83 3,308,009,025.0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28,313,754.81 739,733,901.76 739,733,901.76 -117.35 534,598,707.09 534,598,707.09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7566 0.1660 0.1502 -555.78 0.6187 0.618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7566 0.1660 0.1502 -555.78 0.6187 0.618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29.02 4.76 4.56 减少

33.78个

百分点 

19.29 2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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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3,493,125.26 978,209,357.61 931,470,950.48 666,703,087.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470,057.65 4,071,429.89 -75,092,200.72 -857,344,369.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 
1,309,110.13 2,640,883.01 -90,583,518.96 -603,595,536.4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246,440.55 -331,342,755.69 218,703,587.41 -41,921,027.08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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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10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44,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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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煤炭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0 777,671,056 63.83 0 质押 369,230,000 国有法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0 5,470,389 0.45 0 无 0 国有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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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649 4,933,364 0.40 0 无 0 其他 

施柏明 -388,000 4,400,000 0.36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沈勇 732,200 3,100,000 0.25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龙峰 48,000 2,898,140 0.24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万洪涛 -20,160 2,758,000 0.23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史建新 0 2,470,560 0.20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沈秀云 0 2,451,637 0.20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陈源 -649,100 2,450,277 0.20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

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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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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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经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2019年公司实现煤炭产量 721万吨，发

电量 1.9亿千瓦时，营业收入 35.8 亿元，利润总额-6.9亿元，资产负债率 71.57%，安全生产平

稳运行。但受主力生产矿井产量、煤质下降和计提相关减值准备等因素影响，公司 2019年度归属

于上市公司的净利润出现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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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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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附注五、33 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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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 2019年 12月 31日，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有河南省新郑煤电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新郑煤电”）、郑煤集团（河南）白坪煤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白坪煤业”）、郑

煤集团（登封）教学二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教学二矿”）、郑州煤电物资供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供销公司”）、上海郑煤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郑煤”）、郑州博威物资招标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博威公司”）、郑州煤电宾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煤电宾馆”）、郑州煤电爆

破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爆破公司”）、郑州岚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岚新公司”）、

河南郑新铁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郑新铁路”）、北京裕华创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北京裕华”）、郑州煤电永耀通信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耀公司”）。 

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较上期变化情况详见附注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