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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通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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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宝能源 600780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志炳 薛涛 

电话 0351-7021857 0351-7031995 

办公地址 山西省太原市长治路272号 山西省太原市长治路272号 

电子信箱 teclzb@163.com tecxu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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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45,890,192.79 12,069,990,953.79 -1.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731,637,403.31 4,705,448,314.88 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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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6,928,258.14 717,670,445.47 -36.33 

营业收入 2,259,566,112.70 2,355,917,635.44 -4.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5,689,320.89 84,074,998.27 -69.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5,998,311.82 90,004,619.71 -71.1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54 1.78 减少1.2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24 0.0733 -69.4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24 0.0733 -6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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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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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国际电力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

法人 
60.46 693,174,819 0 无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其他 1.84 21,076,300 0 无 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1.71 19,649,675 0 无 0 

山西统配煤炭经销总公司 其他 1.04 11,973,658 0 无 0 

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

法人 
0.45 5,131,568 0 无 0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时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43 4,968,800 0 无 0 

易方达基金－农业银行－易方达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43 4,968,800 0 无 0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43 4,968,800 0 无 0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43 4,968,800 0 无 0 

广发基金－农业银行－广发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43 4,968,800 0 无 0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43 4,968,800 0 无 0 

华夏基金－农业银行－华夏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43 4,968,800 0 无 0 

银华基金－农业银行－银华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43 4,968,800 0 无 0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方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43 4,968,800 0 无 0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工银

瑞信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43 4,968,80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十名股东中，山西国际电力集团有限公司、

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实际控制人同为山



西省国资委，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或一致行动。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

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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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全面贯彻落实董事会决策部署，坚持“综合能源”战略定位，坚持“发展、

规范”两大主题，紧紧围绕年初确定的目标任务，按照“存量资产求提升、增量资产抓规范”的

工作思路，内抓管理夯基础，外拓市场促发展，各项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绩。截止 2017 年 6 月

30 日,公司发电量完成 17.38 亿千瓦时，完成全年预算的 45%；售电量完成 35.55 亿千瓦时,完成

全年预算的 52%。 

一是安全管理方面。公司始终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方针，以“一落实双

建设双达标”为引领,以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为核心，以建立隐患排查治理体系为主线，以持续开

展“电力标准化达标持续改进”、“岗位动态达标”为抓手，严守安全“红线”，坚守法律“底线”，

推进企业安全文化建设，扎实开展各项安全生产工作，构建安全生产长效机制，安全生产形势保

持持续稳定，实现了“十不发生”安全目标。截止 2017年 6 月 30日，阳光公司和地电公司分别

实现安全运行无事故 3486天和 1640天。  

二是生产经营方面。阳光公司一方面狠抓电量营销，通过大用户直供等方式不断拓展电力市

场；另一方面抓燃料管理，深入细致调研区域燃料市场价格，实施燃料低成本战略，积极调整燃

煤结构。地电公司一方面不断提升强化供电可靠性，上半年完成了对 6座 220kV 站、43座 110kV

站、66 座 35kV 站的检查试验工作；另一方面优化营销业务流程，努力提高营销管理、营销信息

化、电费管理、客户服务和基层供电所管理水平，售电量同比增加 4.93%，有效缓解电价下调对

公司业绩的影响。 

三是基建技改方面。阳光公司上半年顺利完成 1#、2#、3#机组 C级检修任务，完成供水系统

改造、液氨系统改造、除渣程控系统改造、输煤程控系统改造任务；地电公司按照年度基建计划，

上半年柳林成家庄 35千伏等 2项工程建成投运，乡宁 220千伏等 6项工程开工建设，兴县、临县、

石楼光伏扶贫项目电网接入工程等项目取得核准。 

四是资本运作方面。公司主动把握山西省国资国企改革的新思路，抓住山西省电力体制改革

及控股股东晋能集团全面改革的有利契机，全面梳理了控股股东现有资产状况，做好项目储备。

配合控股股东完成与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股权无偿划转事项，划转完成后，太原钢铁（集

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3.13%股份，目前本次国有股份无偿划转已获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的批准。根据山西省政府重组整合燃气产业的战略部署，完成了国兴公司股权转让。 

五是公司治理方面。以三会运作、关联交易等监管重点为抓手，持续规范公司治理；结合公

司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建设，加强子公司治理管控及规范引导，强化规范意识，确保子公司实现自

觉规范治理。持续合规信息披露，以投资者需求为导向，全面提升自主信息披露质量，报告期内

共披露定期报告 2份，临时公告 17份，及时、准确、完整的将公司重大事项向投资者合规披露。

妥善处理投资者关系管理各项工作，耐心接听投资者电话，做好台账登记并主动回复投资者问询；

通过业绩说明会、上证易访谈以及“上证 e 互动”投资者问答等多渠道，解答投资者疑问，与投

资者互动沟通，保持良好的投资者沟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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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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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