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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变更会计政策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大青鸟环宇消防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会计政策的议案》。 具体内容如下：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概述

1、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

财政部于2019年4月30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

的通知》（财会〔2019〕6号）（以下简称“财会〔2019〕6号” ）的通知，要求执行企业

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财会〔2019〕6号的要求编制财务报表，企

业2019年度中期财务报表和年度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均按财会〔2019〕6

号要求编制执行。

2、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一一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

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3、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后，公司将执行财政部发布的财会〔2019〕6号的有关规定。

除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外，其他未变更部分，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

准则一一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

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4、会计政策变更日期

财务报表格式调整依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规定的起始日开始执行。公司2019年半年

度财务报表和年度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均执行财会 〔2019〕6号的相关规

定。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1、根据财会〔2019〕6号有关规定，公司对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以下主要变动：

（1）资产负债表：

资产负债表原“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项目拆分为“应收票据” 和“应收账款”

两个项目；原“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项目拆分为“应付票据” 和“应付账款” 两个项

目；

资产负债表新增 “交易性金融资产” 、“应收款项融资” 、“债权投资” 、“其他债

权投资”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交易性金融负债” 等项

目， 减少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 、“持有至到期投资项目” 、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

债”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等项目。

（2）利润表：

利润表新增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 （损失以 “-” 号填

列）” 、“净敞口套期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 号填

列）” 等项目；将利润表原“减：资产减值损失” 调整为“加：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

“-” 号填列）” 。

利润表新增“信用减值损失” 项目，反映企业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一一金

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2017〕7号）要求计提的各项金融工具信用减值准备所确

认的信用损失。

（3）现金流量表：

现金流量表明确了政府补助的填列口径，企业实际收到的政府补助，无论是与资

产相关还是与收益相关，均在“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项目填列。

（4）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所有者权益变动表，明确了“其他权益工具持有者投入资本” 项目的填列口径，

“其他权益工具持有者投入资本” 项目，反映企业发行的除普通股以外分类为权益工

具的金融工具的持有者投入资本的金额。 该项目根据金融工具类科目的相关明细科

目的发生额分析填列。

2、本次公司会计政策变更仅对财务报表格式和部分科目列示产生影响，不影响公

司净资产、净利润等相关财务指标。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属于国家法律、法规的要求，符

合相关规定和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三、董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合理性的说明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国家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 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能够更准确、公允地反映公司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决策程序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在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四、备查文件

1、北大青鸟环宇消防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大青鸟环宇消防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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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迪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银行账户冻结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风险提示：

1、2019年7月15日，公司披露了2019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司2019年上半年归属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95000万元至-105000万元。

2、公司于2019年5月10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凯迪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股票暂停上市的决定》【深证上〔2019〕266号】，公司股票自2019年5月13日起暂停上

市。

3、公司于2018年5月7日收到鄂证调查字2018005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查

通知书》，因公司相关行为涉嫌信息披露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

规定，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立案调查。 2019年4月30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

（处罚字[2019]56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4、公司于2019年4月30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查通知书》（鄂证调查

字[2019]021号），因公司相关行为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中国证监会对公司进行立案

调查，公司目前尚未收到有关结论性意见或决定。

5、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涉及大量诉讼、仲裁案件，将对公司生产经营活动以及本期利

润、期后利润产生不利影响。

凯迪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迪生态” 或“公司” ）在指定信息

披露媒体上于2018年5月24日发布了 《关于公司银行账户被冻结的公告》（2018-51），

2018年6月12日、7月4日、7月19日、9月4日、10月22日、12月11日、2019年1月19日、2019年2

月23日、2019年3月23日、5月28日、6月26日分别发布了 《关于新增银行账户被冻结的公

告 》 （2018-62、2018-78、2018-105、2018-149、2018-181、2018-221、2019-7、2019-22、

2019-31、2019-73、2019-80），2019年7月31日公司发布了《关于银行账户冻结情况的公

告》（公告编号：2019-87）。

因公司债务违约等问题引发信用风险， 导致债权人采取诉讼等措施对公司账户进

行冻结，现将公司最新统计的账户冻结情况更新公布如下：

一、凯迪生态银行账户被冻结的情况

截至2019年8月30日，凯迪生态共有28个账户被冻结，申请冻结金额9,285,839,035.73

元，被冻结账户余额为 13,923,357.77�元。 2019年7月31日至8月29日期间，凯迪生态无新

增被冻结账户。

二、凯迪生态子公司银行账户被冻结的情况

截至2019年8月30日，公司旗下共有52家子公司的151个账户被冻结，申请冻结金额

3,206,274,206.10�元，被冻结账户余额为 40,430,916.18元。 相较2019年7月31日公司发布

的《关于银行账户冻结情况的公告》（编号：2019-87），公司旗下京山凯迪绿色能源开

发有限公司冻结账户全部解封。

其中3家子公司冻结账户数量增加，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被冻结单位名称

新增冻结的银

行账户数量

被冻结的银行账户

总数

被冻结账户内金额合计

（元）

申请冻结金额（元）

1

隆回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

司

1 3 41,553.98 988,106.33

2

庐江县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

公司

2 6 96,945.06 713,942.64

3

南陵县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

公司

1 4 2,779,563.07 1,925,105.29

合计 4 13 2,918,062.11 3,627,154.26

其中2家子公司冻结账户数量减少，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被冻结单位名称

被解冻的银行

账户数量

被冻结的银行

账户总数

被冻结账户内金额合计

（元）

申请冻结金额（元）

1

京山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

公司

1 0 - -

2

蕲春县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

限公司

1 3 15,652.14 1,192,741.74

合计 2 3 15,652.14 1,192,741.74

三、公司银行账户被冻结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上述银行账户包括公司及子公司的基本户和一般户， 上述事项已经对公司的正常

运行、经营管理造成重大影响。 在账户被冻结事项解除之前，尚不排除后续公司其他账

户资金被冻结的情况发生，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若有新增资金冻结相关情况

发生，公司将按照法律、法规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报刊及网站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

资者关注公司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凯迪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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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会议应出席董事11人，实出席董事

11人，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本半年度报告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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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董事会建议以公司2019年6月30日总股本491,201.60万股为基数，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10.00元(含税)。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A股 上交所 兖州煤业 600188

H股 香港联交所 一 01171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靳庆彬 商晓宇

电话 （86�537）538�2319 （86�537）538�2319

办公地址

中国山东省邹城市凫山南路298号兖州煤业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中国山东省邹城市凫山南路298号兖州煤业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电子信箱 yzc@yanzhoucoal.com.cn xyshang.yzc@163.com

2.2�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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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92,645 203,679,900 -0.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4,592,466 60,991,768 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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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20,967 9,563,372 24.65

营业收入 105,975,591 76,308,193 38.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360,854 4,341,279 23.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

5,022,505 4,534,075 10.7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36 7.64 增加0.7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0914 0.8838 23.4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0914 0.8838 2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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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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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兖矿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6.16 2,267,169,423 0 无 0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39.61 1,945,591,353 0 未知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58 28,491,652 0 无 0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人

分红－018L－FH002沪

其他 0.45 21,957,897 0 无 0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人

分红－005L－FH002沪

其他 0.43 21,341,502 0 无 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顺长城沪

深3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41 20,304,429 0 无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39 19,355,100 0 无 0

阿布达比投资局 其他 0.38 18,840,704 0 无 0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二组合 其他 0.29 14,216,382 0 无 0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团体

分红－018L－FH001沪

其他 0.28 13,893,607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兖矿集团香港子公司通过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

2.78亿股H股。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人分红－018L－

FH002沪及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团体分红－018L－

FH001沪为同一基金管理人管理。 除此外，其他股东的关联关系和一致行

动关系不详。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5�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

司 2012年公司债券

（第一期）

12兖煤02 122168 2012/7/23 2022/7/23 40 4.95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

司 2012年公司债券

（第二期）

12兖煤04 122272 2014/3/3 2024/3/3 30.5 6.15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

司公开发行2017年可

续期公司债券 (第一

期)

17兖煤Y1 143916 2017/8/17 2020/8/17 50 5.70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

司公开发行2018年可

续期公司债券 (第一

期)

18兖煤Y1 143959 2018/3/26 2021/3/26 50 6.00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不适用

主要指标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资产负债率 58.02 58.29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8.89 5.16

关于逾期债项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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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务概况

单位 2019年1-6月 2018年1-6月 增减 增减幅（%）

1.煤炭业务

原煤产量 千吨 52,486 53,366 -880 -1.65

商品煤产量 千吨 46,991 48,502 -1,511 -3.12

商品煤销量 千吨 55,288 55,504 -216 -0.39

2.铁路运输业务

货物运量 千吨 10,394 10,433 -39 -0.37

3.煤化工业务

甲醇产量 千吨 846 795 51 6.42

甲醇销量 千吨 834 794 40 5.04

4.电力业务

发电量 万千瓦时 132,089 140,908 -8,819 -6.26

售电量 万千瓦时 79,327 86,155 -6,828 -7.93

注：上表电力业务的发电量和售电量存在较大差异，主要是由于本集团所发电力在满足自用后对外销售。

上半年本集团销售商品煤5,529万吨。 其中：销售自产煤4,487万吨，完成本年度自产煤销售计划的44.9%。

3.2�各业务分部经营

1.煤炭业务

(1)煤炭产量

上半年本集团生产原煤5,249万吨，同比减少88万吨或1.7%；生产商品煤4,699万吨，同比减少151万吨或3.1%。

上半年本集团煤炭产量如下表：

2019年1-6月 2018年1-6月 增减 增减幅

(千吨) （千吨） （千吨） （%）

一、原煤产量 52,486 53,366 -880 -1.65

1.公司 15,662 16,274 -612 -3.76

2.山西能化 843 860 -17 -1.98

3.菏泽能化 1,240 1,785 -545 -30.53

4.鄂尔多斯能化 7,453 7,890 -437 -5.54

5.昊盛煤业 1,189 1,871 -682 -36.45

6.兖煤澳洲 22,797 21,618 1,179 5.45

7.兖煤国际 3,302 3,068 234 7.63

二、商品煤产量 46,991 48,502 -1,511 -3.12

1.公司 15,660 16,269 -609 -3.74

2.山西能化 839 848 -9 -1.06

3.菏泽能化 1,235 1,779 -544 -30.58

4.鄂尔多斯能化 7,443 7,879 -436 -5.53

5.昊盛煤业 1,189 1,871 -682 -36.45

6.兖煤澳洲 17,849 16,984 865 5.09

7.兖煤国际 2,776 2,872 -96 -3.34

注：

①菏泽能化原煤及商品煤产量同比减少，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内，菏泽能化所属赵楼煤矿按新的核定生产能力组

织生产。

②昊盛煤业原煤及商品煤产量同比减少，主要是由于：受安全环保政策影响，昊盛煤业所属石拉乌素煤矿生产受

到限制。

(2)煤炭价格与销售

上半年本集团销售煤炭5,529万吨，同比减少22万吨或0.4%。

上半年本集团实现煤炭业务销售收入312.20亿元，同比增加12.89亿元或4.3%。

上半年本集团分煤种产、销情况如下表：

2019年1-6月 2018年1-6月

产量 销量 销售价格 销售收入 产量 销量 销售价格 销售收入

（千吨） （千吨） （元/吨） （百万元） （千吨） （千吨） （元/吨） （百万元）

一、公司 15,660 16,144 655.65 10,584 16,269 16,413 590.23 9,686

1号精煤 589 599 948.30 569 332 340 874.39 298

2号精煤 4,870 5,129 902.98 4,631 4,235 4,387 825.19 3,620

3号精煤 1,403 1,494 684.95 1,023 1,290 1,275 652.59 832

块煤 1,223 1,310 756.32 991 1,058 1,156 706.45 816

精煤小计 8,085 8,532 845.47 7,214 6,915 7,158 777.60 5,566

经筛选原煤 7,575 7,612 442.82 3,370 9,354 9,255 445.29 4,120

二、山西能化 839 851 317.71 270 848 859 369.04 317

经筛选原煤 839 851 317.71 270 848 859 369.04 317

三、菏泽能化 1,235 828 1,146.62 949 1,779 1,620 964.40 1,562

2号精煤 1,044 828 1,146.62 949 1,442 1,491 1,012.07 1,509

经筛选原煤 191 - - - 337 129 410.85 53

四、鄂尔多斯能化 7,443 6,522 269.18 1,756 7,879 7,443 256.29 1,908

经筛选原煤 7,443 6,522 269.18 1,756 7,879 7,443 256.29 1,908

五、昊盛煤业 1,189 1,173 329.59 387 1,871 1,881 320.38 603

经筛选原煤 1,189 1,173 329.59 387 1,871 1,881 320.38 603

六、兖煤澳洲 17,849 16,586 584.43 9,694 16,984 16,426 613.29 10,074

半硬焦煤 30 28 1,035.71 29 66 64 781.25 50

半软焦煤 1,611 1,497 828.99 1,241 1,461 1,413 929.23 1,313

喷吹煤 1,415 1,315 885.93 1,165 1,194 1,155 894.37 1,033

动力煤 14,793 13,746 528.08 7,259 14,263 13,794 556.62 7,678

七、兖煤国际 2,776 2,762 384.42 1,062 2,872 2,914 387.29 1,129

动力煤 2,776 2,762 384.42 1,062 2,872 2,914 387.29 1,129

八、贸易煤 - 10,422 625.43 6,518 - 7,948 585.23 4,652

九、本集团总计 46,991 55,288 564.68 31,220 48,502 55,504 539.25 29,931

影响煤炭业务销售收入变动因素分析如下表：

煤炭销量变化影响 煤炭销售价格变化影响

（百万元） （百万元）

公司 -159 1,056

山西能化 -3 -44

菏泽能化 -763 151

鄂尔多斯能化 -236 84

昊盛煤业 -227 11

兖煤澳洲 99 -479

兖煤国际 -59 -8

贸易煤 1,448 418

本集团煤炭产品销售主要集中于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市场。

上半年本集团按地区分类的煤炭销售情况如下表：

2019年1-6月 2018年1-6月

销量 销售收入 销量 销售收入

（千吨） （百万元） （千吨） （百万元）

一、中国 39,182 22,175 39,401 20,192

华东地区 17,302 11,942 23,639 13,177

华南地区 9,885 4,540 3,266 1,815

华北地区 4,600 2,961 8,885 3,866

西北地区 5,922 1,673 2,894 831

其他地区 1,473 1,059 717 503

二、日本 4,475 3,120 2,898 2,189

三、韩国 1,641 1,143 2,343 1,658

四、新加坡 2,728 1,147 5,151 3,436

五、澳大利亚 4,811 2,337 5,615 2,371

六、其他 2,451 1,298 96 85

七、本集团总计 55,288 31,220 55,504 29,931

本集团煤炭产品大部分销往电力、冶金、化工、商贸等行业。

上半年本集团按行业分类的煤炭销售情况如下表：

2019年1-6月 2018年1-6月

销量 销售收入 销量 销售收入

（千吨） （百万元） （千吨） （百万元）

一、电力 25,592 12,414 23,235 12,453

二、冶金 3,978 3,608 3,802 3,513

三、化工 4,594 3,884 4,268 3,394

四、商贸 20,850 11,153 15,695 8,077

五、其他 274 161 8,504 2,494

六、本集团总计 55,288 31,220 55,504 29,931

(3)煤炭销售成本

上半年本集团煤炭业务销售成本为176.69亿元，同比增加19.45亿元或12.4%。

按经营主体分类的煤炭业务销售成本情况如下表：

单位 2019年1-6月 2018年1-6月 增减 增减幅（%）

公 司

销售成本总额 百万元 4,191 4,017 174 4.33

吨煤销售成本 元/吨 257.87 244.05 13.82 5.66

山西能化

销售成本总额 百万元 183 173 10 5.78

吨煤销售成本 元/吨 215.04 201.93 13.11 6.49

菏泽能化

销售成本总额 百万元 481 705 -224 -31.77

吨煤销售成本 元/吨 502.91 385.10 117.81 30.59

鄂尔多斯能化

销售成本总额 百万元 1,016 1,120 -104 -9.29

吨煤销售成本 元/吨 155.76 150.53 5.23 3.47

昊盛煤业

销售成本总额 百万元 414 360 54 15.00

吨煤销售成本 元/吨 352.87 191.53 161.34 84.24

兖煤澳洲

销售成本总额 百万元 4,631 4,566 65 1.42

吨煤销售成本 元/吨 279.19 277.97 1.22 0.44

兖煤国际

销售成本总额 百万元 622 700 -78 -11.14

吨煤销售成本 元/吨 225.19 240.38 -15.19 -6.32

贸易煤

销售成本总额 百万元 6,312 4,381 1,931 44.08

吨煤销售成本 元/吨 605.67 551.30 54.37 9.86

菏泽能化吨煤销售成本变动主要是由于：商品煤销量同比下降，影响吨煤销售成本同比增加104.13元。

昊盛煤业吨煤销售成本变动主要是由于：①商品煤销量同比下降，影响吨煤销售成本同比增加109.27元；②报告期

内使用专项储备同比减少，影响吨煤销售成本同比增加36.59元。

2.铁路运输业务

上半年本集团铁路资产完成货物运量1,039万吨，同比减少39千吨或0.4%。实现铁路运输业务收入2.15亿元，同比增

加3,402千元或1.6%。 铁路运输业务成本83,991千元，同比增加11,319千元或15.6%。

3.煤化工业务

上半年本集团甲醇业务经营情况如下：

甲醇产量（千吨） 甲醇销量（千吨）

2019年1-6月 2018年1-6月 增减幅(%) 2019年1-6月 2018年1-6月 增减幅(%)

1.榆林能化 371 374 -0.80 373 385 -3.12

2.鄂尔多斯能化 475 421 12.83 461 409 12.71

销售收入（千元） 销售成本（千元）

2019年1-6月 2018年1-6月 增减幅(%) 2019年1-6月 2018年1-6月 增减幅(%)

1.榆林能化 639,321 820,692 -22.10 519,301 530,840 -2.17

2.鄂尔多斯能化 774,797 852,974 -9.17 576,751 540,845 6.64

4.电力业务

上半年本集团电力业务经营情况如下：

发电量（万千瓦时） 售电量（万千瓦时）

2019年1-6月 2018年1-6月 增减幅(%) 2019年1-6月 2018年1-6月 增减幅(%)

1.华聚能源 39,746 43,175 -7.94 12,267 12,186 0.66

2.榆林能化 14,806 16,215 -8.69 983 1,350 -27.19

3.菏泽能化 77,537 81,518 -4.88 66,077 72,619 -9.01

销售收入（千元） 销售成本（千元）

2019年1-6月 2018年1-6月 增减幅(%) 2019年1-6月 2018年1-6月 增减幅(%)

1.华聚能源 49,031 50,401 -2.72 42,208 37,203 13.45

2.榆林能化 1,870 2,524 -25.91 3,864 5,280 -26.82

3.菏泽能化 232,484 243,829 -4.65 193,162 209,464 -7.78

注：报告期内，榆林能化售电量、销售收入大幅减少，主要是由于：电力对外销售量同比减少。

5.热力业务

上半年华聚能源生产热力43万蒸吨，销售热力11万蒸吨，实现销售收入12,072千元，销售成本8,435千元。

6.机电装备制造业务

上半年本集团机电装备制造业务实现销售收入93,506千元，销售成本79,954千元。

7.非煤贸易业务

上半年本集团非煤贸易业务实现销售收入710.32亿元，销售成本708.36亿元。

8.权益投资业务

上半年本集团权益投资业务实现投资收益10.95亿元。

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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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于2018年12月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一一租赁(修订)》以及《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租赁〉的通知》（财会〔2018〕35号）。

本集团自2019年1月1日起实施新租赁准则。 实施新租赁准则对本集团的影响详情请见按中国会计准则编制的财

务报表附注“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变更” 。

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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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代码：600188� � � �股票简称：兖州煤业 编号：临2019-057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知于2019年8月16日以书面送达或电子邮件形

式发出，会议于2019年8月30日在山东省邹城市公司总部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11名，实际出席董事11名，符

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形成决议如下：

一、批准《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在境内外公布2019年半年度业绩。

（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通过《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中期利润分配预案》，提交公司2019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讨论审

议。

（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董事会建议派发2019年度中期现金股利人民币49.120亿元（含税），以公司总股本49.120亿股计算，每股派发

人民币1.00元（含税）。

公司2019年度中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有关详情请参见公司日期为2019年8月30日的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9年度中期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 该

等资料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香港联交所” ）网站、公司网站及/或中国境内《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三、批准《关于讨论审议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批准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人民币10,069.41万元， 影响公司2019年上半年利润总额减少人民币10,069.41万元，影

响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减少人民币7,795.98万元。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四、通过《关于续签〈兖矿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与兖矿集团有限公司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提交公司2019年度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讨论审议。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一）批准兖矿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兖矿财务公司” ）与兖矿集团有限公司（“兖矿集团” ）签署《兖矿集团财务

有限公司与兖矿集团有限公司金融服务协议》及其所限定交易及相关服务在2020-2022年度的每年交易金额上限（如

适用），并提交公司2019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讨论审议；

（二）批准由公司独立董事孔祥国、蔡昌、潘昭国及戚安邦组成独立董事委员会，依据独立财务顾问提供的专业建

议，对交易的公允性发表独立意见；

（三）授权公司任一名董事确定股东通函及其他有关文件的内容和披露事宜。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2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其余9名非关联董事一致批准。

有关详情请参见公司日期为2019年8月30日的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该等资料刊载于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香港联交所网站、公司网站及/或中国境内《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五、批准《关于增加兖矿集团财务有限公司注册资本金的议案》。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批准公司与兖矿集团、兖矿财务公司签署《兖矿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增资协议》，公司与兖矿集团按各自持股比例

以现金方式向兖矿财务公司增加注册资本金人民币15亿元，其中，公司出资人民币14.25亿元，兖矿集团出资人民币0.75

亿元，待履行必要的国资监管审批程序后生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2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其余9名非关联董事一致批准。

有关详情请参见公司日期为2019年8月30日的关于增加兖矿集团财务有限公司注册资本金的关联交易公告。 该等

资料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香港联交所网站、公司网站及/或中国境内《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

六、批准《关于增加鄂尔多斯能化和营盘壕公司注册资本金的议案》

（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批准公司向全资子公司兖州煤业鄂尔多斯能化有限公司（“鄂尔多斯能化” ）增加注册资本金人民币27亿元，并

由鄂尔多斯能化向其全资子公司鄂尔多斯市营盘壕煤炭有限公司（“营盘壕公司” ）增加注册资本金人民币27亿元，

待履行必要的国资监管审批程序后生效。

有关详情请参见公司日期为2019年8月30日的关于增加鄂尔多斯能化和营盘壕公司注册资本金的公告。 该等资料

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香港联交所网站、公司网站及/或中国境内《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七、批准《关于向鄂尔多斯能化提供内部借款并由鄂尔多斯能化对外提供借款的议案》。

（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批准公司向鄂尔多斯能化提供人民币14亿元内部借款，并由鄂尔多斯能化转借至内蒙古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及相关安排。

八、批准《关于改聘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聘任商晓宇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有关详情请参见日期为2019年8月30日的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改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该等资料刊载于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香港联交所网站、公司网站及/或中国境内《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九、决定召开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授权任一名董事，确定公司2019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会议召开时间、会议通知发布时间、有关会议资料及

文件，并确定或修改向监管机构和股东提供的资料及文件等。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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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通知于2019年8月23日以书面送达或电子邮件方式

发出，会议于2019年8月30日在山东省邹城市公司总部召开。 会议应出席监事6名，实际出席监事6名，符合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出席会议监事一致赞成，会议审议形成以下决议：

一、通过《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

二、通过《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中期利润分配预案》；

三、通过《关于讨论审议提取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特此公告。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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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9年度中期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利润分配预案主要内容：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拟向全体股东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1.00元/股（含

税），共计派发人民币49.120亿元（含税）。

●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2019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讨论审议。

一、2019年度中期利润分配预案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公司可以采用现金、股票或者现金与股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利润分配。 经董事会和股东大

会审议批准，公司可以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为回报股东长期以来对公司的支持，在充分考虑公司目前总体运营情况、资金状况和公司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

公司董事会建议派发2019年度中期现金股利人民币49.120亿元（含税），以公司总股本49.120亿股计算，每股派发人民

币1.00元（含税）。 除上述现金分红外，公司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截至2019年6月30日，公司按照中国会计准则计算的未分配利润余额为人民币458.085亿元（未经审计），按照国际

财务报告准则计算的未分配利润余额为人民币477.929亿元（未经审计）。 扣除拟分配的2019年度中期现金股利人民币

49.120亿元后，公司按照中国会计准则计算的剩余未分配利润余额为人民币408.965亿元，按照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计算

的剩余未分配利润余额为人民币428.809亿元。

根据公司上市地相关规定和市场惯例，2019年度中期现金股利将在公司2019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

两个月内（若被通过）在境内外派发。公司将在2019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后发布权益派发实施公告，确定2019年度

中期现金股利派发的股权登记日、除权日和股利发放日。

公司2019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将择日另行公告。

二、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讨论审议〈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中期利润分配

预案〉的议案》，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2019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讨论审议。

董事会认为：目前公司产能加快释放，盈利能力大幅增强，经营业绩屡创新高。 为了更好地回报股东长期以来对公

司的支持，在充分考虑公司目前总体运营情况、资金状况和公司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董事会提出上述现金分红建议。

上述现金分红建议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鼓励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的指导意见。经测算，公司存量及经营流入资金可保障

本次现金分红，本次现金分红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本次现金分红后，预计公司未来仍将产生稳定

现金流，能够保障公司正常运营和可持续发展。

三、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 公司2019年度中期利润分配预案是在充分考虑公司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做出的， 符合中国证监会

《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指引》等监管要求和《公

司章程》相关规定。 公司2019年度中期利润分配预案充分考虑了广大投资者的合理诉求，增强了股东对公司发展的信

心，有利于维护公司的长远利益和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有利于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同意公司2019年度中期利润分配

预案，并同意将该预案提交公司2019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讨论审议。

四、监事会意见

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讨论审议〈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中期利润分配预

案〉的议案》，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2019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讨论审议。

五、风险提示

2019年度中期利润分配预案尚需公司2019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方可实施，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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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兖矿集团有限公司（“兖矿集团” ）与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本公司” ）控股

子公司兖矿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兖矿财务公司” ）签署《金融服务协议》，约定兖矿财务公司为兖矿集团成员单位

（包括兖矿集团，兖矿集团控股51%以上的子公司，兖矿集团及兖矿集团控股51%以上的子公司单独或共同持股30%以

上的公司，兖矿集团及子公司下属的社会团体法人，但不包括本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提供存款、综合授信和其他金融

服务及相关服务在2020一2022年度每年的交易金额上限（如适用）（“本次日常关联交易” ）。

● 日常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本次日常关联交易协议按一般商业条款订立，交易项目的定价政策体现公平合

理原则，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现在及将来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公

司与控股股东在业务、人员、资产、机构、财务等方面独立，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公司业务不

会因本次日常关联交易而对控股股东形成依赖。

●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履行股东大会批准程序。

一、本次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本次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批程序

本公司于2019年8月30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续签〈兖矿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与兖矿

集团有限公司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约定兖矿财务公司为兖矿集团成员单位提供存款、综合授信、其他金融服务及

相关服务在协议有效期内的交易金额上限（如适用）。

公司董事会成员共11人，出席董事会会议的董事11人，2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其他9名非关联董事(包括4名独立董

事)一致同意该议案。 参加表决的董事人数符合法定比例，会议的召开及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尚需履行股东大会批准程序。

(二)�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及独立意见和独立董事委员会发表的意见

公司4名独立董事于2019年8月27日同意将《关于续签〈兖矿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与兖矿集团有限公司金融服务协

议〉的议案》提交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讨论审议。

独立董事审阅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后，在董事会上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公司董事会对《关于续签〈兖矿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与兖矿集团有限公司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的审议、表决程

序符合法律、法规、上市地监管规则及《公司章程》规定；

2.本次日常关联交易协议按一般商业条款订立，是公司日常和一般业务，对公司及全体股东公平合理，符合公司及

全体股东整体利益。

依据公司上市地监管规定， 公司设立独立董事委员会。 独立董事委员会就持续性关联交易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

下：

1.公司董事会对《关于续签〈兖矿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与兖矿集团有限公司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的审议、表决程

序符合法律、法规、上市地监管规则及《公司章程》规定；

2.本次日常关联交易协议按一般商业条款订立，是公司日常和一般业务，对公司及全体股东公平合理，符合公司及

全体股东整体利益。

3.建议公司独立股东于公司股东大会上投票赞成签署《金融服务协议》及相关持续性关联交易于2020-2022年度

每年的交易金额上限。

(三)2017年-2019年金融服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币种：人民币

项目 单位

2017年 2018年 2019年上半年

年度上限 实际 年度上限 实际 年度上限 实际

存款余额 亿元 94.00 88.08 100.00 99.86 107.00 104.88

综合授信 亿元 71.00 52.95 75.00 74.53 80.00 72.55

金融服务

手续费

万元 370.00 11.00 390.00 167.00 400.00 45.50

(四)�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请见本公告“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一节相关内容。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兖矿集团为国有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 控股股东为山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注册资本人民币

776,920万元，法定代表人李希勇，主要从事矿业（煤炭及有色金属）开采、加工、贸易及配套服务，高端化工，现代物流

及工程技术服务等业务，住所为山东省邹城市凫山南路298号。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兖矿集团总资产人民币3,074.10亿

元，净资产人民币905.98亿元；2018年度，营业收入人民币2,572.28亿元，净利润人民币51.77亿元。

兖矿集团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截至本公告公布之日，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53.79%股份。 依据上市地有关规定，

兖矿集团是本公司的关联方。

兖矿集团以往年度与本公司进行的日常关联交易均按照协议条款执行， 其应支付的日常关联交易款项未形成公

司坏帐。 本公司与兖矿集团2017-2019年进行的金融服务日常关联交易情况请参阅本公告“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

况” 。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兖矿财务公司与兖矿集团于2019年8月30日签署《金融服务协议》，约定了兖矿财务公司为兖矿集团成员单位提供

存款、综合授信、其他金融服务及相关服务在2020-2022年度的交易金额上限（如适用）。

(一)服务内容

（1）存款服务：2020-2022年度，兖矿财务公司将按照一般商业条款向兖矿集团成员单位提供存款服务。 本公司及

附属公司不会就存款服务作出任何资产抵押或担保；

（2）综合授信：2020-2022年度，兖矿财务公司每年为兖矿集团成员单位提供的综合授信（包括但不限于：贷款、贸

易融资、票据承兑和贴现、透支、保理、担保、贷款承诺、开立信用证等）每日最高余额（含累计结算利息）分别不超过：

人民币94亿元、人民币98亿元和人民币101亿元；

（3）其他金融服务：兖矿财务公司为兖矿集团成员单位提供付款和收款等结算服务、委托贷款服务、担保业务服

务以及其他与结算业务相关辅助服务等金融服务，2020一2022年度每年收取的服务手续费均不超过人民币400万元。

2020年度综合授信预计金额比2019年上半年执行金额差异较大的原因是兖矿集团成员单位新项目投资的资金需

求，以及业务资金需求随经营规模扩大而增长。

(二)服务定价原则

（1）存款服务：兖矿财务公司向兖矿集团成员单位提供存款服务的利率，应符合中国人民银行的相关规定，同时

参照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存款基准利率（如有）及一般商业银行提供同种类存款服务所确定的利率，并按一般商业条

款厘定。

（2）贷款服务：兖矿财务公司向兖矿集团成员单位提供贷款（综合授信）服务的利率，应符合中国人民银行的相

关规定，同时参照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贷款基准利率（如有）及一般商业银行提供同种类贷款服务所确定的利率，并

按一般商业条款厘定。

（3）其他金融服务：兖矿财务公司向兖矿集团成员单位提供其他金融服务所收取的手续费，凡中国人民银行或银保监

会有收费标准规定的，按收费标准收取服务费；没有规定的，参照一般商业银行提供同种类金融服务所收取的手续费，

并按一般商业条款厘定。

(三)协议期限

《金融服务协议》在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并经双方加盖单位公章，且履行完毕双方内部审批程序（包

括根据本公司上市地监管规定取得必要的独立股东批准）后自2020年1月1日起生效，至2022年12月31日终止。

四、本次日常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日常关联交易的目的

兖矿财务公司为兖矿集团提供金融服务，有利于兖矿财务公司扩大资金来源，提升盈利能力，拓展业务范围，提高

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融资成本，增强公司竞争力。

(二)�本次日常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协议按一般商业条款订立， 交易项目的定价政策体现公平合理原则， 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

益；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现在及将来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公司与控股股东在业务、人员、资

产、机构、财务等方面独立，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公司业务没有因本次日常关联交易而对控

股股东形成依赖。

五、备查文件

(一)�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和独立董事委员会发表的意见；

(三)�《兖矿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与兖矿集团有限公司金融服务协议》。

特此公告。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30日

股票代码：600188� � � �股票简称：兖州煤业 编号：临2019-061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兖矿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金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风险：本次增资尚需履行必要的国资监管审批程序，并报请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山东监管局审

批。

● 与同一关联人的交易情况：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兖州煤业”“公司” ）与兖矿集团有限公司（“兖矿集

团” ）过去12个月内累计发生临时性关联交易2次，涉及金额共计人民币18,537.09万元。

● 本次增资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批准，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讨论审议。

一、关联交易概述

经公司2019年8月30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讨论审议，批准兖州煤业与兖矿集团、兖矿集团财务有

限公司（“兖矿财务公司” ）签署《兖矿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增资协议》（“增资协议” ）；兖州煤业与兖矿集团按各自于

本公告披露日的持股比例以现金方式向兖矿财务公司增加注册资本金人民币15亿元，其中，兖州煤业出资人民币14.25

亿元，兖矿集团出资人民币0.75亿元（“本次增资” ）。 本次增资为原股东同比例增资，按照相关规定，无需经过评估定

价。

兖矿集团是公司的控股股东，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直接和间接持有本公司约53.79%股份。依据公司上市地有关规定，

本次增资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过去12个月内，公司与兖矿集团发生的临时关联交易金额累计人民币18,537.09万元，占公司2018年度经审计净资

产的0.3%。

二、关联方介绍

本次交易的关联方为兖矿集团。

兖矿集团为国有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控股股东为山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注册资本人民币776,

920万元，法定代表人李希勇，主要从事矿业（煤炭及有色金属）开采、加工、贸易及配套服务，高端化工，现代物流及工

程技术服务等业务，住所为山东省邹城市凫山南路298号。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兖矿集团总资产人民币3,074.10亿元，净资产人民币905.98亿元；2018年度，营业收入人民币2,

527.28亿元，净利润人民币51.77亿元。

三、兖矿财务公司基本情况

兖矿财务公司为兖州煤业控股子公司，于2010年9月13日在山东省注册成立，注册资本人民币10亿元，主要从事对

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吸收成员单位的存

款；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等业务。 其于本公告披露日的股权结构如下表：

币种：人民币 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出资额 出资比例

兖州煤业 95,000 95%

兖矿集团 5,000 5%

兖矿财务公司是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银保监会” ）批准成立的非银行金融机构，持有银保监会颁

发的金融许可证。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兖矿财务公司总资产人民币231.46亿元，净资产人民币14.88亿元；2018年度，兖矿财务公司营

业收入人民币4.67亿元，净利润人民币1.96亿元（以上财务指标按中国会计准则编制，已经审计）。

截至2019年6月30日，兖矿财务公司总资产人民币192.04亿元，净资产人民币15.82亿元。 2019年上半年，兖矿财务公

司营业收入人民币2.52亿元，净利润人民币0.94亿元（以上财务指标按中国会计准则编制，未经审计）。

四、增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增资主体

兖州煤业、兖矿集团。

（二）增资价款

兖州煤业以现金方式向兖矿财务公司增资人民币14.25亿元；

兖矿集团以现金方式向兖矿财务公司增资人民币0.75亿元。

（三）增资缴付

经监管机构批准后10个工作日内，缴付出资。

（四）生效条件

增资协议在以下条件达成之日起生效：

1.各方完成协议的签字盖章；

2.经监管机构批准。

（五）违约责任

增资协议任何一方违反协议的约定给其他方造成损失的，须赔偿因此给他方造成的损失。

五、本次增资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增资有利于兖矿财务公司拓宽业务范围、扩大业务规模、提高风险抵御能力，有利于公司及附属公司享

受更加安全、高效的金融服务。

（二）本次增资可为公司增加新的利润增长点。

（三）本次增资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对公司现金流和主要财务指标不构成重大影响。

六、本次增资已履行的审批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本次增资已经公司2019年8月30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批准。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成员共11人，2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9名非关联董事一致批准本次增资， 参加表决的董事人数

符合法定比例，会议的召开及表决合法有效。

（二）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公司4名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同意将本次增资事项提交董事会讨论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审阅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后，在董事会上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公司董事会对《关于增加兖矿集团财务有限公司注册资本金的议案》的审议、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上市监

管规则及《公司章程》规定；

2.公司与兖矿集团按各自持股比例以现金方式向兖矿财务公司增加注册资本金，有利于兖矿财务公司拓宽业务范

围、扩大业务规模、提高风险抵御能力，有利于公司及附属公司享受更加安全、高效的金融服务；

3.签订的关联交易协议乃按一般商业条款订立，对公司及独立股东而言公平合理，订立关联交易协议符合公司及

独立股东整体利益。

七、备查文件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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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鄂尔多斯能化和

营盘壕公司注册资本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增资标的：兖州煤业鄂尔多斯能化有限公司（“鄂尔多斯能化” ）、鄂尔多斯市营盘壕煤炭有限公司（“营盘壕

公司” ）

● 增资金额：人民币27亿元

● 特别风险提示： 本次增资不属于关联交易， 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亦不会引起鄂尔多斯能化及营盘壕公司

（“增资标的” ）控制权的变更；本次增资尚需履行必要的国资监管审批程序。

一、增资概述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兖州煤业”“公司” ）以现金方式向鄂尔多斯能化增资人民币27亿元，并由鄂尔多斯能

化以现金方式向营盘壕公司增资人民币27亿元（“本次增资” ）。 本次增资后，鄂尔多斯能化注册资本金由人民币81亿

元增加至人民币108亿元，营盘壕公司注册资本金由人民币3亿元增加至人民币30亿元。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监管规定，本次增资属于董事会审批权限，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次增资已获公司第七

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批准。

本次增资不属于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亦不会引起增资标的控制权的变更；本次增资尚需履行必要的

国资监管审批程序。

二、增资标的基本情况

（一）鄂尔多斯能化

鄂尔多斯能化为兖州煤业全资子公司，于2009年12月18日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注册成立，注册资本人民币

81亿元，主要从事煤炭、焦炭、铁矿石销售；对煤炭、化工企业的投资；煤矿机械设备及配件、矿用材料、金属材料、机电

产品、建筑材料的销售；矿用机械设备的维修与租赁；煤炭开采等业务。

截至2018年12月31日，鄂尔多斯能化总资产人民币279.21亿元，净资产人民币60.20亿元；2018年度营业收入人民币

67.42亿元，净利润人民币2.18亿元（上述财务指标按中国会计准则编制，已经审计）。

（二）营盘壕公司

营盘壕公司为鄂尔多斯能化全资子公司，于2013年7月31日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乌审旗注册成立，注册资本

人民币3亿元，主要从事煤炭销售；煤炭机械设备安装与销售等业务。 营盘壕公司是内蒙古自治区东胜煤田纳林河矿区

营盘壕井田的唯一开发主体。

截至2018年12月31日，营盘壕公司总资产人民币62.38亿元，净资产人民币6.99亿元；2018年度营业

收入人民币20.96亿元，净利润人民币1.42亿元（上述财务指标按中国会计准则编制，已经审计）。

三、本次增资对公司的影响

（一）优化资本结构、降低财务费用，增强抵御风险能力

目前，营盘壕公司资产负债率较高，资本结构不合理，抵御市场风险能力较弱。 本次增资后，将有

效改善资本结构，降低财务费用。

（二）加大投资力度、聚焦煤炭主业，进一步做大做强煤炭产业

内蒙古自治区煤炭资源的开发运营对公司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鄂尔多斯能化、营盘壕公司是兖州

煤业在内蒙古自治区设立的煤炭资源开发运营主体，对其加大投资力度，有利于公司聚焦主业，进一

步做大做强煤炭产业。

四、备查文件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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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改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经2019年8月30日召开的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本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

会议审议批准，公司聘任商晓宇女士为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履行职责。

商晓宇女士具备履行职责所必需的财务、管理、法律等专业知识，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及个人品

质，并取得了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培训合格证书。

商晓宇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的公司股东之间不存在

关联关系，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惩戒情形。

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向瑛女士提交的辞职报告，因工作调整原因，向女士申请辞去本公司证券

事务代表职务，辞职报告自送达本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公司董事会对向瑛女士在担任证券事务代表期间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商晓宇女士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86� 537）538� 2319

传真号码：（86� 537）538� 3311

电子邮箱：xyshang.yzc@163.com

通讯地址：中国山东省邹城市凫山南路298号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特此公告。

附：商晓宇女士简历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30日

附：

商晓宇女士简历

商晓宇，出生于1982年6月，高级经济师，经济学硕士。 商女士于2005年加入本公司，历任公司董事

会秘书处证券事务科科长、副主任经济师。2007年9月获得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任职资

格。 商女士毕业于山东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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