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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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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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伊泰B股 900948 伊煤B股 

H股 香港联交所 伊泰煤炭 03948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赵欣 李渊 

电话 0477-8565731 0477-8565733 

办公地址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东胜区天骄

北路伊泰大厦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东胜区天骄

北路伊泰大厦 

电子信箱 zhaoxin@ir-yitaicoal.com liyuan@ir-yitaicoa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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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095,088,044.18 94,418,470,440.94 -3.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34,451,072,363.84 34,926,974,420.67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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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7,904,154.97 2,780,190,478.00 6.03 

营业收入 15,396,345,301.75 20,075,333,259.04 -23.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733,187,389.47 1,916,051,309.96 -61.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556,259,984.12 1,834,184,983.38 -69.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2.05 5.48 减少3.4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23 0.59 -61.02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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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495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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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伊泰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49.17 1,600,000,000 1,600,000,000 无   

HKSCC NOMINEES   LIMITED  境外法人 10.02 325,957,900   未知   

 伊泰（集团）香港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9.59 312,000,000   无   

 招商证券香港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68 21,986,800   未知   

 VANGUARD TOTAL INTERNATIONAL 

STOCK INDEX FUND  

境外法人 0.57 18,632,366   未知   

 VANGUARD EMERGING MARKETS 

STOCK INDEX FUND  

境外法人 0.43 13,995,696   未知   

 胡家英  境内自然

人 

0.37 11,961,114   未知   



 ISHARES EDGE MSCI MIN VOL 

EMERGING MARKETS ETF  

境外法人 0.32 10,288,127   未知   

 GIC PRIVATE LIMITED  境外法人 0.29 9,528,168   未知   

 ISHARES CORE MSCI EMERGING 

MARKETS ETF  

境外法人 0.26 8,472,795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十名股东中伊泰（集团）香港有限公司是境内法人股

股东内蒙古伊泰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公司未知其他外资

股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和一致行动人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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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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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伊泰煤炭股份有限

公司 2018 年债券（第一期） 

18 伊泰 01 143673 2018 年 6 月

7 日 

2021 年 6 月

8 日 

1,500,000,000 6 

内蒙古伊泰煤炭股份有限

公司 2018 年债券（第二期） 

18 伊泰 02 155118 2018 年 12

月 17 日 

2021 年 12

月 18 日 

2,000,000,000 5 

内蒙古伊泰煤炭股份有限

公司 2019 年债券（第一期） 

19 伊泰 01 155306 2019 年 4 月

2 日 

2024 年 4 月

4 日 

500,000,000 4.9 

内蒙古伊泰煤炭股份有限

公司 2019 年债券（第二期） 

19 伊泰 02 155494 2019 年 7 月

2 日 

2024 年 7 月

2 日 

1,000,000,000 4.75 

内蒙古伊泰煤炭股份有限

公司 2019 年债券（第三期） 

19 伊泰 03 155558 2019 年 7 月

22 日 

2024 年 7 月

23 日 

1,000,000,000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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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94   52.52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4.04   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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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上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煤炭下游需求的下降使得煤炭价格的降幅较大，同时，

为了保证煤炭供应，在复工和运输受限的情况下煤炭生产成本有所提高，煤炭企业利润水平下行

压力较大。报告期内，公司着力保持销售渠道的通畅，紧跟市场，稳定供求关系，推进煤炭产运

销顺畅衔接，努力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达到 910.95 亿元，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153.96 亿元，实现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7.33亿元。公司上半年累计生产商品煤 2,263.38万吨，销售煤炭 3,469.50

万吨，铁路板块累计发运煤炭 3,908.57 万吨，煤化工板块累计生产各类油品和化工品 58.58 万吨。 

煤炭生产方面，2020 年上半年，为严格执行国家政策及《煤矿整体托管安全管理办法（试行）》，

在公司采矿权、所有权、利税关系和隶属关系不变的前提下，公司将塔拉壕煤矿、凯达煤矿、宏

景塔一矿、酸刺沟煤矿、宝山煤矿、大地精煤矿六个煤矿的安全生产、技术管理业务整体托管给

内蒙古仲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仲泰能源”），经营模式和资产归属未发生任何改变，不涉

及所有权或权益或任何其他资产的转让，不会导致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仲泰能源是由公

司原长期合作的多家专业化服务单位整合而成，在煤炭开采及生产管理方面无需磨合周期，有利

于保证整体托管煤矿生产的顺利接续，并更好的保证煤矿的安全生产，提高经济效益。针对井工

煤矿托管，公司制定了《掘进工程管理办法》、《煤炭生产质量管理办法》、《井下工程质量管理办

法》等制度，强化对托管煤矿的生产监督、检查和考核，全力降本增效；加强洗选调运管理，优

化销售方案，实现公司生产及销售的效益最大化。 

煤炭运销方面，报告期内，公司开拓稳定采购渠道，补充优质煤源，扩大贸易环节利润空间；

优化客户结构，抵御市场风险；稳定价格体系，推动期现结合，提升创效能力。 

铁路运输方面，报告期内，公司根据市场情况，灵活调整配煤比例，合理调配煤种，同时，

强化源头控制，及时调整装车方案，加强车流衔接，优化运输组织，提升运输效率，努力降低疫

情影响。 

煤化工板块方面，报告期内，公司坚持摸索新的技术和工艺路线，筑牢平稳运行基础，积蓄

后续发展力量，着力确保项目单位的安全、稳定、长周期、满负荷、优质运行，完善研产销一体

化运营机制，全力将疫情对煤化工板块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努力完成煤化工板块全年经济发展

的目标任务。 

安全、环保工作方面，报告期内，公司不断强化安全管理，贯彻落实安全责任，提高全员安



全责任意识，面对突发疫情，严格遵守并落实国家和地方的疫情防控要求，全力将疫情风险降到

最低，保障职工生命安全；同时，持续加大监察力度，有效防控环境风险，继续推进生态建设和

节能减排工作，各类污染物的排放均达到国家相应的排放标准，未发生环境污染事件。 

2020 年 1 月新冠肺炎疫情在全国爆发，本公司及各分子机构于 2 月份陆续开始复工，从供应

保障、社会责任、内部管理等多方面多管齐下支持国家战“疫”，取得了显著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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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