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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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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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14,663,562.48 11,975,078,822.90 -1.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276,098,321.98 5,101,863,545.04 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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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5,546,220.10 663,216,654.19 -14.73 

营业收入 3,296,863,813.58 2,836,824,850.13 16.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0,571,255.86 122,654,765.03 39.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71,789,999.53 124,849,763.61 37.6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29 2.51 增加0.7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488 0.1070 39.0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488 0.1070 3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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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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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33 657,313,245 0 无 0 

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13 35,861,574 0 无 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2.07 23,721,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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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统配煤炭经销有限公司 其他 1.04 11,973,658 0 无 0 

梁玉丽 境内自然人 0.49 5,642,800 0 无 0 

北京默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默名

融智阳光 12期基金 
其他 0.47 5,36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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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钢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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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上半年，面对复杂严峻的经营形势和艰巨繁重的改革任务，公司按照年初董事会确定

的发展战略和经营目标，围绕“综合能源”战略定位，坚持“规范、发展”两大主题，以“增量

资产求突破、存量资产抓提升”为主线，对内精细管理夯基石，对外加快发展求突破，凝心聚力、

改革创新，锐意进取、奋力前行，各项工作取得较好的成绩。截止 2019 年 6 月 30 日，发电量完

成 29.59 亿千瓦时，同比增加 23.00%，完成预算的 51.91%；售电量完成 55.78 亿千瓦时，同比增

加 31.19 %，完成预算的 48.09%；营业收入实现 32.97 亿元，同比增加 16.22%；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实现 1.71亿元,同比增加 39.07%。 

（一）安全生产形势总体平稳 

公司坚持本质安全理念，牢固树立“以人为本，安全发展”理念，坚守红线意识和底线思维，

深化安全管理模式，细化安全管理抓手和安全举措，强化安全主体责任落实，强化安全标准化日

常管理，强化安全教育培训，扎实开展了“安全生产月”、“雨季三防”、“过夏六防”等安全大检

查专项行动，安全生产良好态势得到进一步巩固。按照“逢停必检、逢停必修”的原则，努力推

进发电机组检修由计划检修向状态检修转变，合理安排检修项目和周期，推行标准化检修模式，

确保机组设备安全稳定长周期运行。认真组织开展了供电线路、设备专题隐患排查治理，供电可

靠性得到进一步提升。全力推进煤场等环保重点项目治理改造，严格落实环境污染防治措施。截

止 2019 年 6月 30 日，发电企业和配电企业分别实现安全运行无事故 4216 天和 2201 天。 

（二）经营质量效益全面提升 

发电企业在基础电量大幅减少、基础电价持续下调的被动局面下，采取“智慧营销”的措施，

通过大用户直供、多边竞价交易和电量替代转移等方式，最大限度地争取电量计划。提高煤质管

理水平，通过合理配比质价量、合理掺烧低热值低价煤、合理设置烟煤掺烧、强化自动采样装置

等措施狠抓燃料管理，实现降本增效。深化精细化模式，抓好“双落实，一卡通”与年月日的过

程控制，将精细化管控贯穿于各项工作中，提升精细化管控水平。 

配电企业在年内一般工商业电价再降 10%的形势下，一方面加大设备整治力度，高标准、高

质量深入推进线路、设备检修工作，有序推进电网建设，有效提升电网安全稳定运行水平，另一

方面深入推进用户优质服务专项行动，持续提升供电服务水平，确保在平均售电单价持续下降的

同时，通过电量增长实现业绩持续提升。 

（三）企业管理基础着力夯实 

持续加强内控监督，加大对重要领域和关键流程的督查整改力度，建立了重大风险定期跟踪

机制，安全生产、资金管理、法律诉讼等各类风险得到有效防范。强化财务管控，严控各类资金

风险，加大清欠清收力度，以防范资金风险为重点，以盘活资产为抓手，以成本费用管理为核心，

狠抓旧欠清收，财务规范性水平进一步提升。不断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按期完成了董事会、监事



会换届工作。加强子公司治理管控及规范引导，及时、准确做好信息披露，实现了重大敏感事项

零发生，持续保持公司治理样本股资格。扎实推进基层生产单位标准化建设，以精细化、标准化、

信息化和效益、效率、效果为手段，积极推进星级企业、星级班组建设、星级供电所创建。  

（四）党建引领功能充分发挥 

强化思想政治建设，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充分发挥党委

“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作用，深入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

纪律建设，为加快推进公司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强政治保障。深入开展了“改革创新、奋发有为”

大讨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等专题活动，积极推进党建和经营有机融合，对标一流

上市公司提出了切实可行的赶超措施，以思想的大解放谋求改革的新突破。持之以恒正风肃纪，

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开展了集中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活动，提升党员领导干部廉洁

自律及廉政勤政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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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