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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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蓝焰控股 股票代码 000968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杨军

办公地址 山西省太原市晋阳街东沺三巷 3号

传真 0351-6019034

电话 0351-6019034\6019778

电子信箱 mqh000968@126.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报告期内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主要产品及其用途、经营模式、主要的业绩驱动因素

1.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主要产品及其用途

公司主要业务为煤矿瓦斯治理及煤层气勘查、开发与利用，经营范围包括煤层气地面开采、矿产资源勘

查、煤矿瓦斯治理服务、煤层气工程设计咨询和施工、道路货物运输、以自有资金对外投资等。

公司的主要产品为煤层气（煤矿瓦斯）。公司生产的煤层气（煤矿瓦斯）通过管输、压缩、液化三种方式

销往山西及周边地区用户，主要用于工业和民用领域。

2.经营模式

公司为开发利用煤层气（煤矿瓦斯）的专业化企业，建立了与煤层气开采（地面瓦斯治理）相关的施

工、规划、建设、运营、运输和销售等完整业务体系，形成了与主营业务相适应的采购模式、生产（施工）模式

和销售模式。

公司的主要收入来源为销售煤层气产品、为煤矿企业实施瓦斯治理服务、受业主委托开展煤层气工程

设计咨询和施工、道路货物运输服务等。作为山西省煤矿瓦斯抽采全覆盖工程的牵头实施单位，公司与有关

煤炭企业签订了瓦斯治理协议，有偿提供瓦斯抽采服务。与有关煤炭企业合作，在煤炭采矿权范围内开展煤

层气地面抽采，对生产的煤层气产品进行批发销售。 此外，还为有关业主提供煤层气工程设计咨询、施工服

务以及 LNG和压缩煤层气运输服务。

3.主要的业绩驱动因素

公司在山西沁水盆地和鄂尔多斯盆地东缘建成了规模化的煤层气井群，瓦斯治理服务正在山西高瓦斯

和煤与瓦斯突出重点矿区逐步扩展，形成了管网、压缩相结合的输配体系，开辟了山西及周边地区稳定的城

市燃气、工业用气等用户市场，煤层气产量、销售量总体稳定，为公司业绩提升提供了良好保障。 报告期内，

公司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是由于公司在保持已有业务规模的基础上，及时根据市场形势变化适时

调整产品售价，使得煤层气综合售价略有提升；充分发挥技术优势，积极承揽煤层气井施工业务；同时强化

内部管理，不断采取措施加强成本管控、开源节流，促进了主营业务盈利水平的较大提升。

（二）报告期内公司所属行业的发展阶段、周期性特点以及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1.煤层气行业的发展阶段和周期性特点

煤层气是优质清洁能源。 加快开发利用煤层气,�可以变废为宝、化害为利、一举多得，对于保障煤矿安

全生产、优化能源结构、保护生态环境、拉动当地经济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煤层气资源丰富，埋深 2000 米以

浅煤层气地质资源量约 30.8万亿立方米，可采资源量为 12.5万亿立方米。 目前，我国煤层气产业处于培育

阶段，发展潜力巨大。报告期内，受国家能源结构调整和煤改气等因素影响，天然气需求较为旺盛，煤层气产

业总体上处于加速发展阶段。 2018年，全国地面煤层气产量 54.13亿立方米、利用量 49.00亿立方米，同比分

别增长 9.16%、11.46%。

2.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经过多年发展，公司已成为我国主要的煤层气开发企业，初步形成了煤层气上中下游一体化的产业链。

上游已建设稳定的煤层气生产基地，瓦斯治理服务正在山西高瓦斯和煤与瓦斯突出重点矿区逐步扩展。 中

游按照“就近利用、余气外输”的原则，采用管输、压缩两种方式进行合理输配。下游开辟了山西及周边地区

稳定的城市燃气、工业用气等用户市场，主要采用直销方式和市场化原则将煤层气销售给天然气管道公司、

销售公司和液化天然气生产公司等单位。 2018年，公司煤层气产量 14.64亿立方米、利用量 11.50亿立方米，

分别占全国的 27.05%和 23.47%。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8年 2017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年

营业收入 2,333,339,560.45 1,903,715,372.39 22.57% 1,250,955,623.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78,589,075.71 489,404,571.49 38.66% 384,457,198.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673,222,236.52 481,527,652.03 39.81% 378,476,627.0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91,682,651.27 705,724,241.45 -1.99% 540,319,943.49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700 0.530 32.08% 0.82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700 0.520 34.62% 0.8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9.39% 18.89% 0.50% 15.32%

2018年末 2017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年末

总资产 7,978,855,888.63 7,352,692,090.53 8.52% 6,226,136,155.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840,340,122.89 3,160,809,801.25 21.50% 1,372,048,054.57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346,000,011.12 657,043,925.38 414,790,250.48 915,505,373.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9,402,956.64 219,767,132.92 148,930,471.51 200,488,514.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108,880,160.78 219,019,037.40 145,599,400.65 199,723,637.6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165,292.32 38,565,497.87 227,395,217.31 415,556,643.77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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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29,122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25,854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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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山西晋城无烟

煤矿业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40.05% 387,490,182 262,870,153

太原煤炭气化

（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国有法人 13.38% 129,417,726 0 质押 4,426,000

中国信达资产

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7.02% 67,963,375 67,963,375

陕西畅达油气

工程技术服务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49% 43,478,261 43,478,261 质押 43,478,261

高能天汇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00% 28,985,507 28,985,507 质押 28,985,507

山西高新普惠

旅游文化发展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80% 17,391,304 17,391,304 质押 17,391,304

基本养老保险

基金一零零三

组合

其他 1.71% 16,575,381 0

山证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35% 13,043,478 13,043,478

山西省经济建

设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1.05% 10,164,928 10,144,928

北京首东国际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02% 9,878,654 9,878,65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晋煤集团托管太原煤气化 51%股权，晋煤集团、太原煤气化与山西省经济建设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中国信达持有晋煤集团 17.07%股份，持有太原煤气化 11.15%股份；其他股东之

间是否存在关联系或一致行动的不详。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个人股东赵凯合计持有 5,363,600股，其中普通账户持有 153,700股，信用账户持有 5,209,900股。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

公司债券

参照披露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山西蓝焰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 2018年非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一期）

18�蓝焰 01 114336 2021年 04月 26日 70,000 6.55%

报告期内公司债券的付息兑付

情况

报告期内，“18�蓝焰 01”尚未到达首次付息日，首次付息日为 2019�年 4�月 26�日。

（2）公司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2018年 6月 25日，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山西蓝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非公

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2018年跟踪信用评级报告》，评级结果为：

本期债券信用等级维持为 AAA，公司长期信用等级维持为 AA，评级展望维持为稳定，与 2018年 4月

17日首次信用评级结果保持一致。

（3）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 2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年 2017年 同期变动率

资产负债率 50.75% 55.65% -4.90%

EBITDA全部债务比 31.00% 25.41% 5.59%

利息保障倍数 6.82 4.73 44.19%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报告期内，公司坚持以“稳产增效、提升管理” 为目标，深入挖掘老区生产潜力，着力推进新区投运建

设，不断强化内部经营管理，持续优化管控体系，公司经营状况整体向好，资产规模不断扩大，盈利水平持续

提升。 2018年度，公司煤层气抽采量为 14.6亿立方米；煤层气利用量为 11.5 亿立方米；实现营业收入 23.33

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79 亿元；期末总资产 79.79 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 38.40

亿元。

1.夯实基础，安全形势总体平稳

报告期内，公司始终将安全作为一切工作的基础和前提，紧紧围绕“提产增量、提质增效” 的工作重心，

坚持效益优先，以安全制度建设、重点环节管控、提升安全素质、严格安全考核为着力点，努力构建本质安全

型企业，实现了安全生产平稳运行。

2.多措并举，确保煤层气产量稳定

一是实施老区稳产增产，针对不同区块煤层气井的特性，制定适宜的增产措施，通过新井投运、低产井

增产改造、加大气井运行维护、加大抽采力度、加快增压管网输气系统建设等手段，稳产增产效果显著；二是

针对各区块施工生产过程中的问题，及时进行技术研讨，组织技术研发和课题攻关，实现技术成果转化，达

到增产上量的目的，保障公司的煤层气产量逐步上升；三是对压缩机组进行改造，提高了压缩效率和设备可

靠性，保障了生产系统的正常高效运行。 通过以上措施，实现全年煤层气抽采利用量稳中有升，在克服高产

井报废等不利因素的影响下，稳定保障供气量，取得良好的增产稳产效果。

3.精心组织，加快新区资源开发

公司加快推进新区块勘探开发工作，坚持高起点、高标准，运用先进理念、先进技术和管理模式，全力组

织开展勘探井、参数井、试验井施工作业，提高了区域内煤层气勘探开发的成效。同时，结合各区块的地质特

点，编制整体设计方案，在工艺、技术、流程等方面深入研究，初步掌握了四个新区块的地质条件，基本明确

了目标储层的赋存状况。经过一年的工作，新区块勘探开发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四个区块中三个已经成功

点火出气，是山西省首批公开出让的十个煤层气勘探区块中勘探进度最快的区块，为下一步深入勘探开发、

形成产能奠定了基础。

4.加强管理，提高公司盈利水平

公司聚焦主业发展，努力创新管理思路，不断强化内部成本管控，着力推动主业盈利能力的稳步提升。

一是坚持“以销促产” ，修订和完善产品销售政策，强化业绩激励考核，适时调整煤层气产品售价，探索执行

基价加 LNG价格联动的定价机制，煤层气销售收入同比增加；二是充分利用区位优势和技术优势，进一步

加强同相关煤炭企业的互惠合作，实现了煤层气井施工业务量的快速增长；三是严格执行技术服务合同约

定，保持地面瓦斯抽采井维护服务业务规模；四是组织开展应收账款专项清欠活动，从目标规划、制度建设、

组织领导、措施落实等方面多管齐下，有效缓解了公司的资金压力，降低了公司经营风险；五是以全面预算

管理为抓手，不断强化内部成本管控，大力开展节支降耗活动，促进了公司主业盈利水平的持续提升。

5.筹措资金，持续优化资本结构

公司着力加强营运资金管理，一是在前期大量工作的基础上适时非公开发行 7 亿元公司债券，二是采

取融资租赁等方式取得 1亿元借款，三是进一步加强到期融资债务的合理管控，适当压缩短期融资规模，使

公司整体资金流保持稳定，切实保障了公司的安全生产经营秩序，有力推动了新区块的勘探开发工作，促进

了公司资本结构的进一步优化。 公司报告期末资产负债率为 50.75%，较期初下降了 4.9个百分点。

6.规范治理，提升企业管控能力

公司以强化内控建设为突破口，不断提升规范运作水平。 一是修订和完善了各部门及子公司岗位说明

书、业务流程手册，进一步规范了日常经营管理的秩序和要求；二是实施重大风险定期排查制度，从安全生

产、投资运营、资金管理、债务清偿等多个维度对生产运营的关键节点进行重点监控，全力降低经营风险；三

是规范组织架构和基本制度，修订“三重一大” 实施办法，建立绩效督办体系，有力地促进了企业管控能力

的进一步提升。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煤层气销售 1,181,682,011.25 506,475,938.73 42.86% 5.41% 24.61% 6.60%

气井建造工程 843,666,960.81 338,934,182.93 40.17% 79.64% 102.27% 4.49%

煤矿瓦斯治理 282,025,600.00 46,287,535.36 16.77% -0.18% -39.34% -10.82%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

生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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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蓝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山西蓝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9 年 4 月 9 日以电子邮件、传真及专人送达的

方式发出了《关于召开山西蓝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的通知》。 公司第六届董事

会第十八次会议于 2019年 4月 19日（星期五）在太原市万狮京华大酒店（太原市小店区平阳路 126号）召

开，会议应参加董事 9人，实际参加董事 9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为：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表决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审议通过《2018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为：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表决通过。

3、审议通过《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为：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表决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4、审议通过《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合并报表账面未分配利润

为 1,557,850,565.01元，母公司报表账面未分配利润为 -1,272,659,043.67 元、可供分配的利润为 -1,272,659,

043.67元。

依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1号一一上市公司实施重大资产重组后存在未弥补亏损情形的监管要求》

（证监会公告[2012]6 号），对于公司因实施重组事项导致的长期不能弥补的亏损，不得用资本公积金弥补

公司的亏损。

依据《关于编制合并会计报告中利润分配问题的请示的复函》（财会函[2000]7号），编制合并会计报表

的公司，其利润分配以母公司的可供分配的利润为依据。 合并会计报表中可供分配利润不能作为母公司实

际分配利润的依据。

综上所述，公司实施重大资产重组后，母公司报表层面未分配利润为负，且公司不能用资本公积弥补亏

损，不具备分红条件。 因此，公司 2018年度的分红预案为：不进行现金分红、也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和未

分配利润转增股本。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表示同意，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表决情况为：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表决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5、审议通过《2018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情况为：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表决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6、审议通过《2018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表决情况为：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表决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2018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7、审议通过《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置入资产 2018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表决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置入资产 2018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公告》。

8、审议通过《重大资产重组置入资产 2018年末减值测试报告》

表决情况为：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表决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重大资产重组置入资产 2018年末减值测试报告》。

9、审议通过《2018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表示同意，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表决情况为：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表决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2018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10、审议通过《关于 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表示同意，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表决情况为：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表决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关于 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11、审议通过《关于对全资子公司流动资金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表示同意，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表决情况为：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表决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关于对全资子公司流动资金贷款

提供担保的公告》。

12、审议通过《关于晋煤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为公司提供金融服务的持续风险评估报告》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表示同意，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由于王保玉先生、刘家治先生、赵向东先生在晋煤集团任职，此议案表决时，关联董事王保玉先生、刘家

治先生、赵向东先生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为：同意 6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回避 3票；表决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关于晋煤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为公司提供金融服务的持续风险评估报

告》。

13、审议通过《关于 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独立董事对此项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由于王保玉先生、刘家治先生、赵向东先生在晋煤集团任职，此议案表决时，关联董事王保玉先生、刘家

治先生、赵向东先生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为：同意 6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回避 3票；表决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关于 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的公告》。

14、审议通过《关于续聘 2019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公司拟续聘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为公司及子公司 2019年度财务审计机构， 聘期为 1

年，费用为 110万元。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表决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关于续聘 2019年度财务审计机构

的公告》。

15、审议关于召开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表决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关于召开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16、审议公司 2018年第一季度报告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表决通过。

三、董事会听取事项

公司独立董事余春宏先生、武惠忠先生、石悦女士向董事会提交了《独立董事 2018 年度述职报告》，并

将在 2018年度股东大会上述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独立董事 2018年度述职报告》。

四、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山西蓝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4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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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蓝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山西蓝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9 年 4 月 9 日以电子邮件、传真及专人送达的

方式发出了《关于召开山西蓝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的通知》。 公司第六届监事

会第十六次会议于 2019年 4月 19日（星期五）在太原市万狮京华大酒店（太原市小店区平阳路 126号）召

开，会议应参加监事 4人，实际参加监事 4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为：同意 4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表决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2、审议通过《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为：同意 4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表决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审议通过《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合并报表账面未分配利润

为 1,557,850,565.01元，母公司报表账面未分配利润为 -1,272,659,043.67 元、可供分配的利润为 -1,272,659,

043.67元。

依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1号一一上市公司实施重大资产重组后存在未弥补亏损情形的监管要求》

（证监会公告[2012]6 号），对于公司因实施重组事项导致的长期不能弥补的亏损，不得用资本公积金弥补

公司的亏损。

依据《关于编制合并会计报告中利润分配问题的请示的复函》（财会函[2000]7号），编制合并会计报表

的公司，其利润分配以母公司的可供分配的利润为依据。 合并会计报表中可供分配利润不能作为母公司实

际分配利润的依据。

综上所述，公司实施重大资产重组后，母公司报表层面未分配利润为负，且公司不能用资本公积弥补亏

损，不具备分红条件。 因此，公司 2018年度的分红预案为：不进行现金分红、也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和未

分配利润转增股本。

表决情况为：同意 4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表决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4、审议通过《2018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情况为：同意 4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表决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5、审议通过《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置入资产 2018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同意 4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表决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置入资产 2018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公告》。

6、审议通过《重大资产重组置入资产 2018年末减值测试报告》

表决情况为：同意 4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表决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重大资产重组置入资产 2018年末减值测试报告》。

7、审议通过《2018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表决情况为：同意 4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表决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2018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8、审议通过《关于 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情况为：同意 4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表决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关于 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9、审议通过《关于对全资子公司流动资金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同意 4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表决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关于对全资子公司流动资金贷款

提供担保的公告》。

10、审议通过《关于晋煤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为公司提供金融服务的持续风险评估报告》

表决情况为：同意 4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表决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关于晋煤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为公司提供金融服务的持续风险评估报

告》。

11、审议通过《关于 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同意 4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表决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关于 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的公告》。

12、审议通过《关于续聘 2019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公司拟续聘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为公司及子公司 2019年度财务审计机构， 聘期为 1

年，费用为 110万元。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4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表决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关于续聘 2019年度财务审计机构

的公告》。

13、审议通过 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4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表决通过。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山西蓝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 4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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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蓝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置入资产

2018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及审批核准、实施情况

1.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简介

2016年 6月 17日，山西蓝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太原煤炭气化（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太原煤气化” ）、山西晋城无烟煤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晋煤集团” ）共同签

署《太原煤气化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协议》（以下简称《重大资产重组协议》），约定公司将其截至

2016年 1月 31日拥有的除全部应付债券及部分其他流动资产、 应交税费、 应付利息外的全部资产和负债

（以下简称“置出资产” ）置出，与晋煤集团持有的蓝焰煤层气 100%股权（以下简称“置入资产” ）等值部

分进行资产置换，资产置换差额部分由公司以非公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向晋煤集团购买，太原煤气

化以其持有的公司 124,620,029股存量股份作为对价向晋煤集团购买置出资产， 同时公司采取锁价发行方

式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2.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的审批核准程序

2016年 11月 30日，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 2016年第 90 次会议审核通过公司重大资产置换

并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2016年 12月 23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了《关于核准太原煤气化股份有限公司向山西晋城

无烟煤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3160�号），公司

重大资产置换并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3.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实施情况

（1）本次购入资产的过户情况

2016年 12月 23日，蓝焰煤层气 100%的股权已按照法定方式过户给公司，并已在晋城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办理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标的资产过户手续已全部办理完成，并变更登记至公司名下，公司已持有蓝

焰煤层气 100%股权。 2016年 12月 23日，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出具了《太原煤气化

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瑞华验字[2016]01710008号）

2016 年 12 月 24 日，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资产交割确认书》，确认自《资产交割确认书》签署日（资

产交割日），各方同意并确认，自交割日起，置入资产已过户至公司名下，与置入资产相关的一切权利及义

务已转移至公司，公司享有、控制、经营置入资产及享有和承担置入资产所代表的一切权利、收益和风险，晋

煤集团交付置入资产的义务已履行完毕。 置出资产已全部交付于太原煤气化，太原煤气化实际控制置出资

产，即与置出资产相关的一切权利及义务将转移至太原煤气化，太原煤气化享有占有、控制、经营置出资产

及享有和承担置出资产所代表的一切权利、收益和风险（相关资产未完成权属变更手续不影响上述权利、

义务及风险的转移），公司交付置出资产的义务视为履行完毕。 置出资产过户手续的办理不影响太原煤气

化自交割日起享有和承担与置出资产相关的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以及与其相关的风险、义务和责任。

（2）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实施情况

根据公司 2016年第 2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规定，公司申请通过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262,

870,153股，增加注册资本人民币 262,870,153.00 元。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3160 号文

《关于核准太原煤气化股份有限公司向山西晋城无烟煤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的批复》，公司获准向晋煤集团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262,870,153 股购买资产，每股面值

1元，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6.53元，购买资产总额为 3,072,681,700.00元，由晋煤集团以其拥有的评估值为

3,072,681,700.00元的蓝焰煤层气 100%股权作价认购， 差额以公司置出资产评估价值 856,139,600.00 元、现

金 500,000,000.00元补足。

2016年 12月 30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此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

登记手续。

二、基于重大资产重组的盈利预测及其实现情况

1.盈利预测的主要指标

根据公司与晋煤集团签署的《业绩补偿协议》，晋煤集团承诺：若本次重组于 2016 年度内实施完毕，蓝

焰煤层气 2016 年度、2017 年度及 2018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34,951.95万元、53,230.15万元、68,687.21 万元；若本次重组于 2017 年度内实施完毕，则蓝焰煤层气 2017 年

度、2018年度及 2019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53,230.15 万元、68,

687.21万元、59,817.02万元。

2.2018年度盈利预测的实现情况

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蓝焰煤层气 2018 年度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71,662.33 万元， 业绩承诺为 68,687.21 万元， 完成率为

104.33%，完成了 2018年度的业绩承诺。

特此公告

山西蓝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4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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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蓝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8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

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及《募集资金管理制度》要求，山西蓝焰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对 2018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情况进行了全面检查，出具了专

项报告。 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太原煤气化股份有限公司向山西晋城无烟煤矿业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3160 号），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

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190,885,507股，发行价格为 6.90 元 / 股，募集资金总额 1,317,109,998.30 元，扣除发行费

用 19,098,094.98元后，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1,298,011,903.32元。 上述募集资金总额 1,317,109,998.30 元于

2017年 3月 16日全部存入公司账户，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关于太原煤气化

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普通股（A 股）认购资金实收情况的验证报告》(瑞华验字〔2017〕

第 01710004号)。

公司 2018 年以前年度使用金额为 540,853,340.00 元,其中，用于向山西晋城无烟煤矿业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支付重大资产置换的现金对价 500,000,000.00 元， 用于购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压裂设备 40,853,

340.00元，2017年度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及定期存款收益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 1,854,099.71 元；2018

年度使用金额为 122,032,353.17元，用于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压裂配套设备购置款 22,032,353.17 元，暂

时补充全资子公司山西蓝焰煤层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流动资金 100,000,000.00 元；2018 年度收到的银行存

款利息及定期存款收益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 8,517,551.84 元。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已累计使用

募集资金 662,885,693.17元，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及定期存款收益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 10,371,

651.55元。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 募集资金本金余额为 635,126,210.15 元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本金余额 635,

126,210.15元）；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及定期存款收益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 10,371,651.55元。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1、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制定和执行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

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公司重新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并于 2016 年 6 月 7 日、7 月 8 日分别通

过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

用。 公司按照《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相关规定，对存放和使用募集资金严格履行申请和审批程序。

根据募集资金管理有关规定，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2017年 3月 21日，公司（甲方）与中国光

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双塔西街支行（乙方）、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丙方）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

管协议》。甲方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 ），账号为 75260188000193475。该专户仅用

于甲方“晋城矿区低产井改造提产项目” 和“向晋煤集团支付重组现金对价 5 亿元” 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

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上述协议与《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有关方均

严格按照协议对募集资金的存放进行管理。

2017 年 3 月 21 日，公司（甲方）与山西蓝焰煤层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蓝焰煤层气” ，乙

方）、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双塔西街支行（丙方）、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丁方）签订《募集资

金四方监管协议》。乙方在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 ），账号为 75260188000193393。该

专户仅用于“晋城矿区低产井改造提产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上述协议与《募

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有关方均严格按照协议对募集资金的存放进行

管理。

2、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公司及全资子公司蓝焰煤层气共有 2 个募集资金专户，募集资金存放情况如

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公司

名称

开户

银行

银行账号

账户

类别

初时存放金额

截止期末

募集资金余额

备注

蓝焰

控股

光大

银行

75260188000193475

募集资金

专户

1,298,011,903.32 642,349,742.59

累计扣除手续费的利息净收

入 10,303,532.44元

蓝焰

煤层气

光大

银行

75260188000193393

募集资金

专户

3,148,119.11

累计扣除手续费的利息净收

入 68,119.11 元

合 计 645,497,861.70

上表中，蓝焰煤层气专用账户中的 3,148,119.11 元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采购压裂设备的尾款（含扣除

手续费的利息），待符合采购合同约定条件时再行支付给设备供应商。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1、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公司累计实际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22,032,353.17 元，用于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压裂配套设

备购置款。

该项目有关实施进展如下：

（1）L 型井工程，正组织对公司前期使用自有资金施工的 L 型井进行技术攻关，完善 L 型井连续油管

喷砂射孔压裂工艺方案，目前没有募集资金投入；

（2）二次改造工程，正组织对公司前期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的二次压裂改造开展技术攻关，完善二次压

裂改造工艺方案，目前没有募集资金投入；

（3）压裂设备，压裂设备主体已采购到位，采购的压裂设备已用于技术开发试验；

（4）钻机设备，因 L 型井和二次改造工程暂不具备施工条件，为控制投资风险，暂未采购，目前没有募

集资金投入。

详见附件：2018年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2018年，本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3、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18年，本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4、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本着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 在保证募投项目建设

的资金需求前提下， 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100,000,000.00

元，暂时补充全资子公司山西蓝焰煤层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十二个月（自 2018

年 8�月 7�日起至 2019�年 8�月 6�日止）。

5、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2018年，本公司不存在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6、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2018年，本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7、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将专项用于“晋城矿区低产井改造提产项目” 。

8、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无。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2018年，本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对外转让

或置换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2018年，本公司已按《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2015 年修

订）》和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

况，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不存在违规情形。

附件：2018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山西蓝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4月 19日

附件

2018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本金金额 1,298,011,903.32

年度投入募

集资金总额

22,032,353.17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一

已累计投入

募集资金总

额

562,885,693.17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一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一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

资金投向

是否

已变

更项

目（含

部分

变更）

募集资金承诺投

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总

额（1）

年度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计投

入金额(2)

截至期末投

资进度（%）

(3)＝(2)/(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性是否

发生重大变化

承诺投资项目

1、支付重组对价 5亿

元

否 500,000,000.00 500,000,000.00 500,000,000.00 1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

用

否

2、晋城矿区低产井改

造提产项目

否 817,110,000,00 798,011,903.32 22,032,353.17 62,885,693.17 7.88%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

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1,317,110,000.00 1,298,011,903.32 22,032,353.17 562,885,693.17 43.37%

超募资金投向 无超募资金，不适用。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

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分具体项目）

（1）L型井及二次改造工程：赵庄、长平、郑庄区块煤层气储层具有构造复杂、大埋深、低渗、低饱和特征，开发技术难度大，技术体系复杂。 在这

些区块前期使用自有资金投资施工的 L型井中，部分井取得了工业气流，也有一部分井产气效果不佳。 公司正组织技术攻关，完善 L型井连续

油管喷砂射孔压裂和二次压裂改造工艺方案，提高气井的导流能力，扩大排水降压范围，努力提高低产井改造效果。（2）钻机设备：因 L型井和

二次改造工程的技术工艺方案需改进，暂不具备实施条件，为控制投资风险，暂缓采购。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

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

及使用进展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

施地点变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

施方式调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

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不适用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100,000,000.00元，暂时补充全资子公司蓝焰煤层气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

超过十二个月（自 2018年 8�月 7�日起至 2019�年 8�月 6�日止）。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

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

用途及去向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将专项用于“晋城矿区低产井改造提产项目” 。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

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

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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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全资子公司流动资金贷款

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山西蓝焰煤层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蓝焰煤层气” ）是山西蓝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 ）下属的专门从事煤矿瓦斯治理及煤层气勘查、开发与利用业务的全资子公司。 2019 年，为支持

蓝焰煤层气低产井改造、新区块（柳林石西、武乡南、和顺西）煤层气勘探开发项目和采空区项目建设以及

配套设施的新建或改造工程的顺利推进，公司拟为蓝焰煤层气的银行融资业务提供担保总额 15.5亿元的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不超过三年，签署担保协议等相关法律文件的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就本事项做出

决议之日起一年。 具体情况如下:

1.为蓝焰煤层气即将到期的存量借款提供担保：

(下转 B54版)

第一节 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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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王保玉、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杨存忠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杨存忠声明：保证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406,737,624.54 346,000,011.12 17.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25,673,099.88 109,402,956.64 14.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124,820,272.93 108,880,160.78 14.6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84,602,416.68 10,165,292.32 -1,916.01%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3 0.11 18.18%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3 0.11 18.1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22% 3.40% -0.18%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7,916,844,962.41 7,978,855,888.63 -0.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966,666,127.93 3,840,340,122.89 3.29%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

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057,372.23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9,740.00

减：所得税影响额 151,700.4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104.84

合计 852,826.95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号一一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

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号一一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

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号一一非经常性损益》定

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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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5,85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

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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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山西晋城无烟煤

矿业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国有法人 40.05% 387,490,182 262,870,153

太原煤炭气化(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3.38% 129,417,726 0 质押 44,260,000

中国信达资产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7.02% 67,963,375 67,963,375

陕西畅达油气工

程技术服务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49% 43,478,261 43,478,261 质押 43,478,261

高能天汇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00% 28,985,507 28,985,507 质押 28,985,507

基本养老保险基

金一零零三组合

其他 2.05% 19,874,707 0

山西高新普惠旅

游文化发展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80% 17,391,304 17,391,304 冻结 17,391,304

山证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

国有法人 1.35% 13,043,478 13,043,478 质押 13,043,478

山西省经济建设

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1.05% 10,164,928 10,144,928

北京首东国际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2% 9,878,654 9,878,654

前 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太原煤炭气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29,417,726 人民币普通股 129,417,726

山西晋城无烟煤矿业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124,620,029 人民币普通股 124,620,029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零零三组合 19,874,707 人民币普通股 19,874,707

交通银行－华夏蓝筹核心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LOF)

9,750,666 人民币普通股 9,750,666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建信环保

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9,700,069 人民币普通股 9,700,069

中国建设银行－华夏红利混合型开

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8,052,253 人民币普通股 8,052,253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建信

优选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720,099 人民币普通股 6,720,099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三组合 6,050,066 人民币普通股 6,050,066

中国中煤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5,866,377 人民币普通股 5,866,377

赵凯 5,5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52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上述股东中，晋煤集团托管太原煤气化 51%股权，晋煤集团、太原煤气化、山西省经济建设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中国信达持有晋煤集团 17.07%股份，持有太原煤气化 11.15%股

份；中国中煤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太原煤气化 35.39%股份，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的关系不详.

前 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

务情况说明（如有）

个人股东赵凯持股合计 5,520,000股，其中普通账户持有 282,800股，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 5,

237,200股。

公司前 10名普通股股东、前 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名普通股股东、前 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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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

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

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对 2019年 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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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

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9年 01 月 10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见公司披露在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的《2019年 1 月 10日投资

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八、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九、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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