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晋神能源有限公司
2017 年度财务等重大信息公开
一、年度报告
（一）企业基本情况
1.中文名称及简称：山西省晋神能源有限公司（简称：晋神公司）
2.外文名称及缩写：Shanxi Province Jin God Energy Co.Ltd.
（缩写：JINSHEN COMPANY）
3.法定代表人：李垚
4.股东名称：
山西煤炭运销集团有限公司
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5.注册地址：忻州忻府区气象路和平二巷
6.经营范围：通过省批准的发煤站点铁路经销煤炭。
7.办公地址及邮编:山西省河曲县文笔镇蚰蜒峁村

036500

8.网址：http://www.sxjsny.com/index.jsp
9.电子邮箱: sxsjsny@163.com
10.简介：
山西省晋神能源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4 年 10 月 22 日，注册资本金 5.74 亿元，
是由晋能集团有限公司（控股 51%）和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参股 49%）共同
出资组建的国有股份制有限公司。公司下辖 5 个直属单位（沙坪煤矿、磁窑沟煤
矿、沙坪洗煤厂、铁路公司和销售公司）、5 个专业化中心（信访维稳、行政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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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资供应、生产服务、职工教育培训）和 19 个部室。矿井井田总面积 33.21km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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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沙坪 22.59km ，磁窑沟 10.62km )，地质储量 8.74 亿吨(其中沙坪 6.88 亿吨，
磁窑沟 1.86 亿吨)，可采储量 4.76 亿吨(其中沙坪 3.90 亿吨，磁窑沟 0.86 亿吨),
两矿核准生产能力 640 万吨(其中沙坪 400 万吨，磁窑沟 240 万吨)。总部设在山
西省河曲县，从业人员 2800 余人。
公司成立以来，按照股东双方的总体要求，在省、市、县各级领导的帮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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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下，立足山西煤炭，依托神华铁路，积极探索，所开发的项目已基本形成了
矿、路、站一条龙，产、运、销一体化的发展格局。
近年来，秉承“讲诚信、守规矩、说实话、出实招、办实事”的企业理念，
按照“十三五”规划的发展目标，通过对资源、资金、技术与管理等多方面生产
要素的整合重组，到 2020 年底，综合实力实现新跨越，企业发展实现新突破，
职工生活实现新改善，从严治党实现新进步，建成企业与职工同发展、物质与精
神双丰收、形象与素质都提高、工作与生活俱美好的幸福晋神。
（二）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39.52 亿元，比年初增加 8.33%；
负债总额 35.08 亿元，比年初增加 7.97%；
所有者权益总额 4.44 亿元，比年初增加 11.28 %；
存货 2.54 亿元，比年初增加 32.29%；
应收账款 1.74 亿元，比年初减少 25.64%；
应付账款 6.44 亿元，比年初减少 16.69%；
固定资产净值 17.27 亿元，比年初减少 3.35%；
应交税费 5.28 亿元，比同期增加 220%；
营业收入 34.03 亿元，比同期增加 106.18%；
销售费用 1.02 亿元，比同期增加 37.84%；
管理费用 2.61 亿元，比同期增加 126.96%；
财务费用 1.7 亿元，比同期增加 102.38%；
利润总额 1.05 亿元，比同期增加 228.12%；
净利润 1.22 亿元，比同期增加 281.25%。
（三）财务预算执行情况
营业收入 34.03 亿元，完成年度预算 25 亿元的 136.12%。利润总额 1.05 亿
元，完成年度预算亏损 1 亿元的 205%。
（四）公司发起人认缴的出资额、时间及方式
股东认缴 5.74 亿元出资额，实缴 5.74 亿元出资额，出资时间 2004 年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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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2011 年 1.44 亿元。
（五）领导班子任职情况
截止 2017 年 12 月部分班子成员职务进行变更，情况如下：
经理层变更：
钮利新，2017 年 7 月，被股东方山西煤销集团任命为晋神公司副总经理。
董事会成员任职情况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职务及任职时间

近三年主要工作经历
2010.5-2017.1，山西煤销集团忻

李垚

男

1969.4

董事长

州公司总工程师；2017.1-2017.3，晋

2017.1

神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长；2017.3今，晋神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张有河

男

1966.12

副董事长
2016.5

2013.5—2016.5，神东公司总经
理助理；2016.5—今，山西省晋神能
源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
2010.7-今，山西省晋神能源有限
邬培菊

男

1961.3

董事
公司安全、技术负责人、董事、总工
2011.3
程师、副总经理
2011.5-今，山西晋神党委副书
董事
彭宝明

男

1967.1

记、纪检书记、财务总监；

2015.11

2015.11-今，山西省晋神能源有
限公司董事
2007.8-2017.11，山西省晋神能

荆锋明

男

1969.9

董事

源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综合办公室

2011.3

主任、董事会秘书处主任、董事会秘
书

董事
米新民

男

1959.4

2005.12-今，山西晋神能源有限

2012.7

公司工作，先后任晋神河曲煤炭开发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磁窑沟煤矿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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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公司副总工程师、副总经理、董
事
2004.8-2015.11，山西煤炭进出
口集团公司任总调度室主任、山西省

吴国江

男

1963.10

煤运总公司调研室主任、山西煤炭运
董事
销集团公司企业管理部部长、总经理
2015.11
助理兼企业管理部部长；
2015.11-今，山西省晋神能源有
限公司董事
2006.1-今，山西煤销集团审计部
闫智勇

男

1962.9

董事

部长

2015.11

2015.11-今，山西省晋神能源有
限公司董事
2009.11-2010.7，神华集团公司、
中国神华能源公司总工程师办公室副
主任、中国神华能源公司总工程师办

崔洪明

男

1957.10

董事

公室主任。2015.5-今，神华集团公司、

2015.11

中国神华能源公司专职董事（部门正
职级）
2015.11-今，山西省晋神能源有
限公司董事

王雪莲

董事
女
2005.4
2014.2-2017.3，山西省晋神能源
赵广林

男

1968.9

董事

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

2014.2

2014.2-今，山西省晋神能源有限
公司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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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会成员任职情况
姓

名

贺国荣

性别

出生年月

男

1973.10

职务及任职时间

近三年主要工作经历

监事会主席

2013.3月-今，神华集团下派监事

2015.11

会主席

监事
康永

男
2004.10-今
太原市矿业公司财务科会计、太
原煤运公司财务科副科长（主持工
监事

刘月升

男

1961.11

作）
、财务科长、经理助理兼财务科长、
2011.3-今
副经理，现任晋能集团有限公司财务
部长

经理层任职情况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职务及任职时间 近三年主要工作经历
2013.5—2016.5，神东公司总经理助
总经理

张有河

男

1966.12

理；2016.5—今，山西省晋神能源有限公司
2016.5
副董事长、总经理
2010.7-今，山西省晋神能源有限公司
总工程师、副总

邬培菊

男

1961.3

安全、技术负责人、董事、总工程师、副总
经理 2011.3
经理
副总经理

侯向东

男

2004.10-今，山西省晋神能源有限公司

1968.2
2011.3

市场经销部部长、副总经理
2007.1—2011.5，山西晋神河曲公司任

财务总监
彭宝明

男

1967.10

财务总监 （副处级）
；2011.5-今，山西晋
2015.11
神党委副书记、纪检书记、财务总监
2010.10-今，山西省晋神能源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赵志坚

男

1966.7

基建工程部部长、副总工程师、董事、副总
2012.7
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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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12—今，山西晋神能源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工作，先后任晋神河曲煤炭开发有限公司副
米新民

男

1959.4

2011.9
总经理兼磁窑沟煤矿矿长、公司副总工程
师、副总经理、董事
2008-2011.9，山西晋神公司沙坪洗煤
副总经理

王秀利

男

1972.2

厂厂长、书记；2011.9-今，山西省晋神能
2011.9
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

尚重远

男

2005.7-今，先后任生产副矿长、总工

1968.5
2011.9

程师、沙坪煤矿矿长兼党委书记、副总经理
2011.1-2015.12，山西晋神沙坪煤业有

田宏伟

男

副总经理

限公司矿长；2013.6-2015.12，山西省晋神

2015.12

能源有限公司董事、副董事长；2015.12-

1971.12
今，山西省晋神能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2012.8—2015.12，山西煤炭运销集团
猫儿沟煤业董事长；
2015.12—2016.11，山西晋神沙坪煤业
副总经理

钮利新

男

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矿长；

1971.8
2017.7

2016.11—2017.07，协助山西省晋神能
源有限公司总经理工作。
2017.07—至今，山西省晋神能源有限
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六）领导班子年度薪酬情况
领导班子成员基薪按月发放，其中正职 23000 元，副职 18400 元。绩效薪金
未发放。
（七）企业股东变化情况
无。
（八）工作报告摘要
2017 年，我们面对内外叠加的矛盾、繁重艰巨的任务、社会各界的期盼，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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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双方、董事会的领导下，公司上下贯彻落实上级决策部署，紧紧围绕“做精
主业、强基固本”的经营思路，秉持“讲诚信、守规矩、说实话、出实招、办实
事”的理念，狠抓责任落实，夯实安全基础，优化产洗运销衔接，努力挖潜降本
增效，全力保障最大化的产能释放和外运提升，主要经济指标实现新突破，整体
运行稳中向好，各项工作取得了较好成绩。全年原煤产量完成 559.65 万吨，生
产进尺完成 10528 米，煤炭销售量完成 1130.88 万吨，营业收入 34.03 亿元，利
润总额 1.05 亿元，利税实现 5.17 亿元。
（九）财务会计报告和审计报告摘要
财务会计报告和审计报告摘要：资产总额 39.52 亿元，所有者权益 4.44 亿
元。2017 年利润总额 1.05 亿元，净利润 1.22 亿元。审计意见为“我们认为，贵
公司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公允反映了贵公司
2017 年 12 月 31 日的合并财务状况及 2017 年度的合并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十）履行社会责任情况
自成立以来，晋神公司主动履行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和政治责任，积极参与
河曲县经济建设，反哺、发展和服务河曲县经济，建立企地共赢、协作发展的新
型政企关系。晋神公司积极参加和完成河曲县委、县政府、工青妇等机构的活动
和任务，为河曲县、忻州市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2017 年，公司
发扬“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精神，自发组织干部职工为河曲县受灾群众捐款
5300 余元；认真落实县委、县政府河道治理的文件精神，投资 75.26 万元将企业
周边公路、街道进行硬化、美化、亮化；2017 年晋神公司累计上缴各项税费 4.2
亿元。被多次授予“山西省优秀企业”、
“山西省五一劳动奖”、
“山西省工人先锋
号”、“忻州市优秀企业”
、“河曲县纳税大户”等荣誉称号。
二、生产经营管理
（一）经营目标完成情况
1.基本指标
营业收入：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34.03 亿元，考核指标（集团）25 亿元，完成
考核指标的 136%。
利润总额：全年实现利润总额 1.05 亿元，考核指标（集团）为-1 亿元，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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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考核指标 205%。
工业增加值：全年该指标完成值为 111937.9 万元，考核指标为 34356.4 万
元，该指标完成 325% 。
2.辅助指标
总资产报酬率：全年该指标完成值为 7.25%，考核指标为-1.5%。
销售利润率：全年该指标完成值为 3.08%，考核指标为-7.81%。
3.运行指标
原煤产量：全年生产原煤 559.65 万吨，完成考核指标 600 万吨的 93.3%。
生产进尺：全年完成 10528 米，完成考核指标 17000 米的 62%。
铁路煤炭贸易量（开票结算）：全年完成 952.23 万吨，其中：晋神本部自产
煤 511.95 万吨；外购销售贸易量 440.28 万吨。完成集团公司下达指标 700 万吨
的 136%。
4.控制指标
控制从业人员规模：2017 年末全部从业人员 2820 人，相比上年末人数 2847
人减少了 27 人。
清收盘活资金：2017 年实际清收盘活资金 13472.57 万元，相比集团公司下
达的 2266.67 万元，多完成了 594.38%。
（二）重点项目投资情况
1.沙坪煤矿水平延深建设项目总投资为 20625.38 万元，建设工期为 25 个月，
截止到 2017 年底累计完成投资 230 万元，主要内容为初步设计编制、安全专篇
编制、瓦斯涌出量报告编制等。
2.磁窑沟煤矿水平延深建设项目总投资为 24722.24 万元，建设工期为 22 个
月，截止到 2017 年底累计完成投资 180 万元，主要内容为初步设计编制、安全
专篇编制、瓦斯涌出量报告编制等。
3.铁路公司火山隧道整治工程，工程内容为 35 米范围内原有砌衬拆除、打
钻注浆、更换变形钢骨架、浇筑混凝土及喷浆，于 2017 年 8 月底竣工，投资金
额为 196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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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环境保护情况
1.环境管理体系建设
晋神公司对环保工作十分重视，确定了党、政一把手抓环保工作。从上到下
形成了环保体系、已完善了环保组织机构；从部门到科室、层层落实到人，工作
落实到位；公司的下属单位也相应的健全环保机构和各项环保管理制度并成立了
环境质量监测中心，工作人员齐全。
2.节能降耗
公司重点用能单位：沙坪煤业有限公司、磁窑沟煤业有限公司。沙坪煤业有
限公司全年完成节能量 1300 吨标准煤。磁窑沟煤业有限公司全年完成节能量
3251.4 吨标准煤。
3.矿山绿化
晋神公司各矿（厂）区绿化造林面积已达工业矿（厂）区占地面积 30%以上，
符合环保要求。
4.“三废”治理及环保设施建设、运行
（1）固废治理情况：
涉及的固定废物为矸石，公司全年产生矸石约 164 万吨。矸石场数量：2 座
（沙坪洗煤厂、磁窑沟煤业）。洗选矸石全部按照环保要求运往矸石场地填埋，
分层堆放，层层压实；磁窑沟煤矿生产的原煤发热量在 4000—5200 大卡，煤质
较好，矸石与精煤进行混装销售或运至沙坪洗煤厂入洗，炉渣用于垫路。
（2）矿井水处理站建设情况：
现有 2 座生产矿井（沙坪煤业、磁窑沟煤业）各配套 1 座矿井水处理站，水
处理能力满足矿井水处理需要，全年共处理矿井水约 460000m³ ，部分利用于井
下除尘、荒山绿化，部分达标外排。
（3）废气治理情况：
类型：燃煤蒸汽锅炉。共计：8 台。
沙坪煤矿：锅炉房 1 座，安装 3 台 6 吨燃煤蒸汽锅炉，配套安装麻石水膜脱
硫除尘设备，锅炉房烟囱高 45 米，出口直径 1.2 米，严格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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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排污量进行排放污染物（二氧化硫 70 吨/年，烟尘 40 吨/年）。
沙坪洗煤厂：锅炉房 1 座，现有 2 台 DZL8-1.25-AⅡ蒸汽锅炉，采用水浴冲
击脱硫除尘器。严格按照沙坪排污许可证规定的排污量进行排放污染物。
磁窑沟煤矿：锅炉房 1 座，现有 3 台 4 吨 DZL4-1.25-AII 型蒸汽锅炉，锅炉
配套安装 SYC 花岗岩冲击水浴脱硫除尘器进行脱硫除尘，锅炉房烟囱高 40 米，
出口直径 1.0 米，严格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的排污量进行排放污染物。（二氧化
硫 25.21 吨/年，氮氧化物 25.21 吨/年，烟尘 12.21 吨/年）
5.各项环保设施运行正常，未发生环境污染事件。
三、大额度资金运作
(一)重大投资
本年度无重大投资活动。
（二）重大融资
2017 年度融资（续贷）17.81 亿元，归还到期贷款 16.95 亿元，支付利息 1.67
亿元。
（三）资产抵押、质押
2017 年末，用于抵押贷款的资产账面价值 1138.69 亿元，抵押物主要为山西
晋神河曲煤炭开发有限公司账下的土地使用权。
（四）对外担保
2017 年无对外担保。
（五）对外提供借款
2017 年无对外提供借款。
四、职工权益维护
（一）员工情况
报告期末，公司在册人员 2319 人。公司 2017 年在册人员年平均收入 92802
元。
（二）人才队伍建设情况
2017 年集团公司组织的工程系列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工作，我公司共
通过 1 名高级工程师、7 名中级工程师、50 名助理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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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职工培训情况
2017 年公司培训工作主要以安全管理人员培训、专业技术人员培训、操作技
能人员培训、取证培训为主，适度承接外单位培训。共举办各类培训班共 45 期，
共计培训天数 153 天，培训人数 2206 人次。
在认真完成公司及县煤管局培训任务的同时，我中心利用现有的教学条件，
主动“走出去”吸引社会其他单位到培训中心举办相关培训。承接了忻州煤矿安
全生产标准化培训班一期；上榆泉煤矿从业人员复训三期；上榆泉煤矿职工军训
一期。
积极配合公司业务部室举办各类培训：1.举办了“重点灾害预防知识”培训；
2.举办了“尊崇党章 锤炼党性 向党说句心里话”警示教育；3.举办了 2017 年
晋神公司节能专题知识讲座培训班；4.举办了能源产业电子招标培训班；5.举办
了“总书记视察山西讲话进基层”主题宣讲；6.举办了税务知识培训。
（四）职业劳动、卫生保护情况
公司严格遵守《劳动法》、
《劳动合同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保障职工享有法
律所赋予的各项权利和义务。公司依据《社会保险法》及相关法律法规为职工参
保，缴纳“五险一金”及大病医疗保险和井下职工意外伤害险等。随着煤炭市场
行情回暖，公司效益好转，在 2017 年解决了公司欠薪欠保问题，并于每月 20 日
按时发放工资，职工工作积极性得到空前提高。
出台了加强劳动纪律管理的补充规定，对机关人员在岗情况进行了不定期的
突查，机关人员工作作风有了很大的改观。另外出台了“三长人员”归口公司统
一管理的办法，为生产单位加强员工队伍管理、轻装上阵、提高劳动效率起到了
很好的作用。
为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
的工作方针，以煤矿安全生产标准化为基础，完善了职业卫生各项管理制度，积
极控制职业危害因素，控制和杜绝职业病发生，提高职业危害防治管理水平。按
规定开展了职业健康体检、职业危害防治培训工作，提高了全员职业卫生安全意
识。
五、履职待遇、业务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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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务用车费用
2017 年度企业领导人员公务车费共计 1014138.13 元（因山西省晋神能源有
限公司于 2017 年 7 月实施车改，7 月 1 日起对领导专车进行封存，故 7 月 1 日后
未产生费用），与上年相比降低 50%。
（二）业务招待、差旅等费用年度预算及执行情况
2017 年业务招待费 254.31 万元，比计划增加 123.23 万元，增幅 94%；差旅
费 303.65 万元，比计划增加 143.81 万元，增幅 90%。由于 2017 年度消化以前年
度未入账部分招待费及差旅费，导致比计划超支较高。
（三）境外考察培训等费用年度预算及执行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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