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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
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
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1088）

2013年第一季度報告

根據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和上海證券交易所的規定，中國神華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其所屬公司，統稱「本集團」）需刊發季度報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0�(�)條及第��.�0B條以及證
券及期貨條例（香港法例第���章）第XIVA部之內幕消息條文而作出。

本公司董事會宣佈本集團截至�0��年�月��日止�個月期間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的
業績報告。此業績報告未經獨立核數師審計或審閱。

1、重要提示

�.� 本公司董事會、監事會及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保證季度報告內容真實、
準確、完整，不存在任何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並承擔個別和
連帶的法律責任。

�.� 本報告已經公司第二屆董事會第三十七次會議審議通過，會議應出席董事�
人，親自出席董事�人。

�.� 本報告的財務報表未經審計或審閱。本報告的財務報表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編製。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部頒佈的企業會計準則及有關規定和解釋（「企
業會計準則」）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的財務報表的主要差異詳見�.�的說明。

�.� �0��年�月，本公司通過同一控制下企業合併完成收購國華太倉發電有限公司
�0%股權、神華國際（香港）有限公司�00%股權及神華巴彥淖爾能源有限責任公
司�0%股權。本公司�0��年第一季度的財務報表和運營數據包括本次收購的公
司及資產，以往期間的財務報表和相關運營數據亦進行了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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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董事長張喜武博士、財務總監張克慧女士及財務部總經理郝建鑫先生保
證本報告中財務報表的真實、準確、完整。

�.� 除另有所指，本報告內的貨幣單位均為人民幣。

2、 公司基本情況

2.1 按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的主要財務指標

 2013年  �0��年  增減
 1-3月  �-�月  %
   （重述）

基本每股盈利（人民幣元╱股） 0.584  0.���  (�.� )
每股經營活動所得的
 現金淨額（人民幣元╱股） 0.66  0.��  (��.� )

經營收入（人民幣百萬元） 60,039  ��,���  0.�
本期利潤（人民幣百萬元） 14,000  ��,��0  0.�
本公司股東應佔利潤（人民幣百萬元） 11,625  ��,���  (�.� )
經營活動所得的
 現金淨額（人民幣百萬元） 13,146  ��,���  (��.� )     

 於2013年  於�0��年  增減
 3月31日  ��月��日  %

資產合計（人民幣百萬元） 476,208  ���,���  �.�
負債合計（人民幣百萬元） 155,285  ��0,��0  �.0
權益合計（人民幣百萬元） 320,923  �0�,���  �.�
其中：本公司股東應佔權益
 （人民幣百萬元） 268,125  ���,���  �.�
每股股東權益（人民幣元/股） 13.48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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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主要運營數據

運營指標 2013年  �0��年  同比增減
 1-3月  �-�月  %
   （重述）

商品煤產量（百萬噸） 79.9  ��.�  �.0
煤炭銷售量（百萬噸） 111.5  �0�.�  �.�
其中：出口量（百萬噸） 0.7  �.�  (�0.0 )
   進口量（百萬噸） 3.4  0.�  �,0��.�
自有鐵路運輸周轉量（十億噸公里） 50.2  ��.�  ��.�
港口下水煤量（百萬噸） 47.5  ��.�  (�.� )
黃驊港下水煤量（百萬噸） 26.3  ��.�  ��.�
神華天津煤碼頭下水煤量（百萬噸） 7.3  �.�  ��.�
航運貨運量（百萬噸） 18.4  ��.�  (��.� )
航運周轉量（十億噸海裡） 17.9  ��.�  (�.� )
總發電量（十億千瓦時） 50.43  ��.��  �.�
總售電量（十億千瓦時） 47.03  ��.��  �.�     

註：  �. 自�0��年�月份開始，「港口下水煤量」指標的統計範圍不再包含國內貿易煤
銷售中的下水銷售部分。

 �. 為使投資者更易理解本公司業務，自�0��年�月主要運營數據公告起，本公
司披露黃驊港和神華天津煤碼頭的下水煤結算量，不再披露這兩個港口的
煤炭裝船量。上表中�0��年�-�月兩港口的業務量亦按此口徑進行了調整。

2.3 按不同會計準則編製財務報表的主要差異

單位：人民幣百萬元
 歸屬於本公司 歸屬於本公司
項目 股東的淨利潤 股東的淨資產
 2013年  �0��年  於2013年  於�0��年
 1-3月  �-�月  3月31日  ��月��日
   （重述）

按企業會計準則 11,065  ��,�0�  264,864  ���,�0�
調整：
 維簡費、生產安全費、
  其他類似性質的費用
  及其他調整 560  ���  3,261  �,���       

按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11,625  ��,���  268,1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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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按中國政府相關機構的有關規定，相關企業應計提維簡費、生產安全費
及其他類似性質的費用，計入當期費用並在所有者權益中的專項儲備中單獨反
映。按規定範圍使用專項儲備形成固定資產時，應在計入相關資產成本的同時
全額結轉累計折舊。而按國際財務報告準則，這些費用應於發生時確認，相關
資本性支出於發生時確認為物業、廠房及設備，按相應的折舊方法計提折舊。
上述差異帶來的遞延稅項的影響也反映在其中。

2.4 報告期末股東總人數、前十名股東及前十名無限售股東持股情況表

(�) 本報告期末，本公司的記名股東總數為���,0��戶。其中，A股股東（含神
華集團公司）總數為���,���戶，H股股東總數為�,���戶。

(�) 前十名股東及前十名無限售條件股東持股情況

本公司A股股東持股數量，依據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提供的股
東資料，合併股東普通證券賬戶與信用證券賬戶持股數量計算。

單位：股

     持有 質押或
  報告期內   有限售條件 凍結的
序號 股東名稱 增(+)╱減(-) 期末持股數量 比例（%） 股份數量 股份數量 股份種類 股東性質

� 神華集團有限責任公司 – ��,���,���,��0 ��.0� – 無 人民幣普通股 國家
� HKSCC NOMINEES

  LIMITED +��,��� �,��0,���,0�� ��.0� – 未知 境外上市外資股 境外法人
� 全國社會保障基金
  理事會轉持一戶 – ��0,000,000 0.�0 ��0,000,000 無 人民幣普通股 國家
� 中國人壽保險股份
  有限公司－分紅－
  個人分紅－ 00�L－
  FH00�滬 +�,���,�00 ��,���,��0 0.�� – 未知 人民幣普通股 其他
� 中國建設銀行－
  長城品牌優選股票型
  證券投資基金 +�,�0�,��� ��,0��,�0� 0.�� – 未知 人民幣普通股 其他
� 中國工商銀行－
  上證�0交易型開放式
  指數證券投資基金 –�,�0�,��� ��,0��,��� 0.�� – 未知 人民幣普通股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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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股

     持有 質押或
  報告期內   有限售條件 凍結的
序號 股東名稱 增(+)╱減(-) 期末持股數量 比例（%） 股份數量 股份數量 股份種類 股東性質

� 交通銀行－
  易方達�0指數證券
  投資基金 –�,��0,000 ��,���,��� 0.�� – 未知 人民幣普通股 其他
� 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嘉實滬深�00交易型
  開放式指數證券
  投資基金 –�,���,��� ��,0��,��� 0.�� – 未知 人民幣普通股 其他
� 深圳市龍一號
  投資有限公司 +�,���,�00 ��,���,�00 0.�0 – 未知 人民幣普通股 其他
�0 中國人壽保險股份
  有限公司－傳統－
  普通保險產品－
  00�L－ CT00�滬 +�,�0�,��� ��,���,��� 0.0� – 未知 人民幣普通股 其他
�� 陽江喜之郎果凍製造
  有限公司 – ��,���,0�� 0.0� – 未知 人民幣普通股 其他

註：  �. HKSCC Nominees Limited（香港中央結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持有的H
股為代表多個客戶所持有。

 �. 深圳市龍一號投資有限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為通過招商證券股份有
限公司客戶信用交易擔保證券賬戶所持有。

3、重要事項

3.1 公司主要會計報表項目、財務指標大幅度變動的情況及原因

�0��年�-�月，按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本集團經營收入為�0,0��百萬元（�0��年
同期：��,���百萬元（重述）），同比增長0.�%。其中，煤炭業務經營收入��,���
百萬元（�0��年同期：�0,��0百萬元（重述）），同比下降�.�%；發電業務經營收
入��,���百萬元（�0��年同期：��,���百萬元（重述）），同比增長�.0%。

本集團加強成本管控力度，一季度經營成本達到�0,���百萬元（�0��年同期：
��,���百萬元（重述）），同比增長�.�%；自產煤單位生產成本���.�元/噸（�0��
年同期：���.�元/噸（重述）），同比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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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一季度本期利潤為��,000百萬元（�0��年同期：��,��0百萬元（重述）），
同比增長0.�%；本公司股東應佔利潤為��,���百萬元（�0��年同期：��,���百萬
元（重述）），同比下降�.�%。

為提高固定資產管理標準化水平，公司制訂並實行了《固定資產價值與實物協
同管理辦法》及《固定資產目錄》，使固定資產折舊年限與其預計使用壽命更加
接近，財務狀況和經營成果反映更加公允。此次變動不會對公司已披露的財務
報表產生影響，同時經評估認為對本集團當前會計期間的整體營運表現和財務
狀況不產生重大影響。本集團對合併財務報表中若干項目的列示進行了調整，
�0��年同期比較數據亦按當前會計期間的合併財務報表進行了重新列示。報告
期合併財務報表主要會計報表項目的變動情況及說明如下：

單位：人民幣百萬元

合併綜合收益表
2013年 

1-3月
�0��年 

�-�月 變動 變動原因
（重述） %

其他收益╱ 
 （費用），淨額

 
113

 
(���)

 
(���.0)

主要是處置於聯營公司權益獲
得收益，以及公益捐贈支出
同比減少

銷售、一般及 
 管理費用

 
(2,074)

 
(�,���)

 
�.�

主要是經營規模擴大導致的相
關費用增加

應佔聯營公司 
 損益

 
84

 
��

 
���.�

主要是本公司投資的煤炭及電
力相關聯營企業的利潤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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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人民幣百萬元

合併財務狀況表
於2013年 

3月31日
於�0��年 
��月��日 變動 變動原因

%

遞延稅項資產 1,438 �,�0� �0.0 主要是存貨未實現毛利產生的
遞延稅項資產增加

存貨 19,360 ��,��� ��.� 主要是煤炭存貨增加

預付款及其他 
 流動資產

 
18,816

 
��,��0

 
��.�

主要是預付外購煤款，以及神
華財務公司對外發放委託貸
款增加

原到期日為三個月 
 以上的定期存款

 
2,373

 
�,���

 
(�0.�)

主要是定期存款到期收回

單位：人民幣百萬元

合併現金流量表
2013年 

1-3月
�0��年 

�-�月 變動 變動原因
（重述） %

經營活動所得 
 現金流量淨額

 
13,146

 
��,���

 
(��.�)

主要是經營性應收項目以及存
貨增加

投資活動產生的 
 現金流量淨額

 
(5,689)

 
(�,�0�)

 
(��.�)

主要是存放於金融機構的定期
存款到期收回

籌資活動產生的 
 現金流量淨額

 
(1,338)

 
(�,�0�)

 
(��.�)

主要是取得的短期借款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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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煤炭分部主要經營指標分析

(�) 煤炭銷售量和價格明細表：

 2013年1-3月 �0��年�-�月（重述） 變動
   佔銷售量      佔銷售量
   合計      合計    銷售量  價格
 銷售量  比例  價格  銷售量  比例  價格  增減  增減
     人民幣      人民幣
 百萬噸  %  元╱噸  百萬噸  %  元╱噸  %  %

一、國內銷售 108.9  97.7  404.7  �0�.�  ��.�  ���.�  �.�  (�.� )
 （一）自產煤及採購煤 93.0  83.5  384.6  ��.0  ��.�  ���.0  (�.� ) (�.� )
  �、直達 46.2  41.4  284.3  ��.�  ��.�  ���.�  (�.� ) (0.� )
  �、下水 46.8  42.1  483.8  ��.�  ��.�  ���.�  (0.� ) (��.� )
 （二）國內貿易煤銷售 12.5  11.2  521.3  ��.�  �0.�  ���.�  �.�  (��.� )
 （三）進口煤銷售 3.4  3.0  522.4  0.�  0.�  ��0.�  �,0��.�  (��.� )
二、出口銷售 0.7  0.6  669.0  �.�  �.�  ���.�  (�0.0 ) (��.� )
三、境外煤炭銷售 1.9  1.7  702.0  0.�  0.�  ��.�  ���.0  ���.�
 （一）印尼煤電 0.5  0.4  64.4  0.�  0.�  ��.�  ��.0  (��.� )
 （二）轉口貿易 1.4  1.3  934.7  –  –  –  不適用  不適用
銷售量合計╱加權
 平均價格 111.5  100.0  411.4  �0�.�  �00.0  ���.�  �.�  (�.� )

註：  �. 以上表格列示的煤炭銷售加權平均價格均未計入增值稅，且受到銷售
方式、產品品質以及不同銷售類型銷售量的影響。

 �. 「國內貿易煤銷售」是指除本集團於國內自產的煤炭及利用自有運力
圍繞自有礦區、鐵路的外購煤以外，在全國範圍內開展的煤炭購銷業
務。

 �. 「轉口貿易」是指將在國際上採購的煤炭直接轉銷至其他國家或地區的
貿易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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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煤炭分部自產煤單位生產成本明細表：

 2013年1-3月  �0��年�-�月  增減
   （重述）
 人民幣元╱噸  人民幣元╱噸  %

自產煤單位生產成本 121.4  ���.�  �.�
 原材料、燃料及動力 24.2  ��.�  �.�
 人工成本 14.8  ��.�  0.�
 維修費 7.2  �.0  �.�
 折舊及攤銷 18.3  �0.�  (�.0 )
 其他 56.9  ��.�  �.0

�0��年�-�月，自產煤單位生產成本為人民幣���.�元/噸（�0��年同期：人
民幣���.�元/噸），同比增長�.�%。

自產煤單位生產成本中「其他」項由以下三部分組成：（�）與生產直接相關
的支出，包括安全生產支出、洗選加工費、礦務工程費等，佔��%；（�）輔
助生產費用，佔�%；（�）征地及塌陷補償、環保支出、地方性收費等，佔
��%。「其他」成本同比增長�.0%，主要是洗選加工費、礦務工程費等費用
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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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發電分部主要經營指標分析

�0��年�-�月，公司發電分部平均售電電價���.�元/兆瓦時（�0��年同期：���.�
元/兆瓦時（重述）），同比下降0.�%；平均售電成本為���.�元/兆瓦時（�0��年同
期：���.�元/兆瓦時（重述）），同比下降�.�%。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燃料成本降
低。

3.4 行業環境

�0��年以來，中國經濟運行總體平穩，一季度國內生產總值（GDP）同比增長
�.�%。經濟平穩增長保持了對煤炭等能源需求的增加。

一季度，全國原煤產量為�.�億噸，同比下降�%；煤炭淨進口量為�,���萬噸，
同比上升��.�%；全社會發電量為��,���億千瓦時，同比上升�.�%，回落�.�
個百分點，其中全國規模以上電廠火電發電量為�0,00�億千瓦時，同比上升
0.�%，水電發電量為�,�0�.�億千瓦時，同比上升��.�%。由於煤炭需求不旺、
進口煤持續增加和水電發電量佔比提高等因素影響，煤炭價格呈現下行態勢。
截止�月底，環渤海動力煤價格指數從年初的���元/噸下降到���元/噸，降幅為
�.�%。

由於二季度為動力煤消費淡季，多種因素將對煤炭現貨價格有負面影響，但由
於成本剛性支撐以及大秦線檢修等因素影響，預計二季度動力煤價格將維持低
位震盪態勢。預計�0��全年煤炭供需將保持基本平衡，受國民經濟回暖、生產
成本剛性支撐、進口煤價優勢縮小等因素影響，可能出現不同地區、部分時段
供應富餘或偏緊的狀況。

註：  行業環境內容僅供參考，不構成任何投資建議。行業環境的資料來源於國家統
計局、中國煤炭市場網、中國煤炭資源網、中國電力企業聯合會等。本公司力
求數據準確可靠，但并不對其中全部或部份內容的準確性、完整性或有效性承
擔任何責任或提供任何形式的保證，如有錯漏，本公司恕不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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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重大事項進展情況及其影響和解決方案的分析說明

□適用  3不適用

3.6 公司、股東及實際控制人承諾事項履行情況

在報告期內或持續到報告期內，控股股東神華集團有限責任公司所作承諾及履
行情況如下：

承諾事項 履行情況

神華集團有限責任公司與本公司的 遵守承諾，未發生違反該承諾的情況
 《避免同業競爭協議》

註：  承諾事項具體內容請參見本公司�0��年度報告重要事項章節。

3.7  預測年初至下一報告期期末的累計淨利潤可能為虧損或者與上年同期相比發生大幅
度變動的警示及原因說明

□適用  3不適用

3.8 本公司沒有向股東宣派或派付季度股息（包括現金分紅）的計劃。

承董事會命
中國神華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秘書
黃清

北京，二零一三年四月二十六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張喜武博士、張玉卓博士、凌文博士及韓建國
先生，非執行董事孔棟先生及陳洪生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范徐麗泰女士、貢華章先生
及郭培章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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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按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

合併綜合收益表
2013年1-3月

單位：百萬元 幣種：人民幣 審計類型：未經審計
 2013年1-3月  �0��年�-�月
   （重述）
經營收入 60,039  ��,���
經營成本 (40,617 ) (��,��� )   

毛利 19,422  �0,��0
銷售、一般及管理費用 (2,074 ) (�,��� )
其他收益/（費用），淨額 113  (��� )
財務費用淨額 (416 ) (��� )
應佔聯營公司損益 84  ��   

未計所得稅的利潤 17,129  ��,�0�
所得稅 (3,129 ) (�,��� )   

本期利潤 14,000  ��,��0   

其他綜合收益/（費用）
匯兌折算差額 (36 ) ��   

其他綜合收益/（費用），除稅淨額 (36 ) ��   

本期綜合收益合計 13,964  ��,00�   

以下人士應佔利潤：
本公司股東 11,625  ��,���
非控股股東 2,375  �,���   

本期利潤 14,000  ��,��0   

以下人士應佔綜合收益合計：
本公司股東 11,599  ��,���
非控股股東 2,365  �,���   

本期綜合收益合計 13,964  ��,00�   

每股盈利（人民幣元）
－基本 0.584  0.���
－攤薄 0.584  0.���   

公司法定代表人：張喜武 財務總監：張克慧 財務部總經理：郝建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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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
合併財務狀況表

2013年3月31日

單位：百萬元 幣種：人民幣 審計類型：未經審計
 2013年  �0��年
 3月31日  ��月��日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淨額 235,390  ���,0��
 在建工程 63,488  ��,���
 無形資產 288  ���
 勘探及評價支出 2,612  �,���
 於聯營公司的權益 4,691  �,���
 可供出售投資 960  ��0
 其他非流動資產 28,031  ��,���
 預付土地租賃費 13,576  ��,���
 遞延稅項資產 1,438  �,�0�   
非流動資產合計 350,474  ���,00�   
流動資產
 存貨 19,360  ��,���
 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淨額 21,326  �0,0��
 預付款及其他流動資產 18,816  ��,��0
 受限制的銀行存款 6,113  �,0��
 原到期日為三個月以上的定期存款 2,373  �,���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57,746  ��,���   
流動資產合計 125,734  ���,��0   
流動負債
 短期貸款及一年內到期的長期貸款 27,514  ��,0��
 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 31,014  ��,0��
 預提費用及其他應付款 46,702  ��,���
 一年內到期的長期應付款 169  ���
 應付所得稅 4,471  �,���   
流動負債合計 109,870  �0�,���   
流動資產淨額 15,864  �,�0�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366,338  ���,��0   
非流動負債
 長期貸款，扣除一年內到期的部份 39,400  ��,���
 長期應付款，扣除一年內到期的部份 2,784  �,���
 預提復墾費用 1,992  �,���
 遞延稅項負債 1,239  �,��0   
非流動負債合計 45,415  ��,���   
淨資產 320,923  �0�,���   
權益
股本 19,890  ��,��0
儲備 248,235  ���,���   
本公司股東應佔權益 268,125  ���,���
非控股股東權益 52,798  ��,���   
權益合計 320,923  �0�,���   

公司法定代表人：張喜武 財務總監：張克慧 財務部總經理：郝建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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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

合併現金流量表
2013年1-3月

單位：百萬元 幣種：人民幣 審計類型：未經審計
 2013年1-3月  �0��年�-�月
   （重述）

經營活動
 經營所得的現金 16,831  ��,��0
 已付所得稅 (3,685 ) (�,0�� )   

經營活動所得的現金淨額 13,146  ��,���   

投資活動
 資本開支 (7,800 ) (�,��� )
 預付土地租賃費 (8 ) (��� )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所得款項 190  ��
 收購子公司收到的現金 –  ���
 出售聯營公司所得款項 230  –
 對聯營公司投入的資本 (185 ) (��� )
 已收聯營公司股息 188  �0
 已收利息 129  ���
 受限制的銀行存款淨增加額 (32 ) (�0� )
 原到期日在三個月以上定期存款增加額 (18 ) (��� )
 原到期日在三個月以上定期存款到期額 1,617  ���
 交易性債券投資所得款項 –  ��   

投資活動所用的現金淨額 (5,689 ) (�,�0� )   

融資活動
 已付利息 (810 ) (��� )
 來自貸款的款項 5,776  ���
 償還貸款 (6,041 ) (�,��� )
 非控股股東投入 403  ���
 分派予非控股股東的股息 (666 ) (�,��� )
 與�0��年收購及�0��年收購相關的原股東投入 –  ��0
 與�0��年收購及�0��年收購相關的原股東分配 –  (��� )   

融資活動所用的現金淨額 (1,338 ) (�,�0� )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減少淨額 6,119  �,���
 期初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51,627  ��,���
 匯率變動的影響 –  �   

期末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57,746  ��,���   

公司法定代表人：張喜武 財務總監：張克慧 財務部總經理：郝建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