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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黑金时代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年度报告摘要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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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法律责任。

一、重要提示

1.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本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

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

台（www.neeq.com.cn 或 www.neeq.cc）的年度报告全文。

2.没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本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无法保证或存在异议。

3.本年度报告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公司第二

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均出席会议并按

规定进行了投票表决。

4.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 2016 年度财

务报告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公司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张新建

电话：0731-85983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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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0731-85983982

电子邮箱：37735861@qq.com

办公地址：长沙市天心区万家丽南路二段 1099 号湘煤大厦

二、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2016 年 2015 年 增减比例

总资产 6,868,871,494.42 7,161,414,283.00 -4.08%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043,400,561.39 1,635,199,115.58 -36.19%
营业收入 3,974,367,716.75 3,126,152,788.20 27.13%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85,060,178.38 -1,011,288,214.26 -42.15%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利润
-669,687,320.33 -967,888,416.77 -30.8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83,883,170.23 265,248,100.54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据归属于挂牌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计算）
-43.68% -51.15%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据归属于挂牌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计算）
-49.9% -48.96%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85 -0.49 -41.8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85 -0.49 -41.84%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股） 0.51 0.80 -36.19%

2.股本结构表

股份性质
期初 期末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无限售条

件的股份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 - 383,308,400 18.6979%

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 - -

核心员工 - - - -

其它 - - 900,074,800 43.9061%

无限售条件的股份合计 - - 1,283,383,200 62.604%

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1,149,925,200 56.0939% 766,616,800 37.396%

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 - -

核心员工 - - - -

其它 900,074,800 43.9061% - -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2,050,000,000 100.00% 766,616,800 37.396%

总股本 2,050,000,000 100.00% 2,050,000,000 100.00%

3.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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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股东名称 期初持股数

持股

变动
期末持股数

期末持

股比例%

期末持有限

售股份数量

期末持有无限

售股份数量

1 湖南省煤业集团有限公司 1,149,925,200 0 1,149,925,200 56.09% 766,616,800 383,308,400

2 涟源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161,572,000 0 161,572,000 7.88% 0 161,572,000

3 长安益阳发电有限公司 145,000,000 0 145,000,000 7.07% 0 145,000,000

4 六盘水市开发投资有限公

司
100,000,000 0 100,000,000 4.88% 0 100,000,000

5 大唐华银电力股份有限公

司
95,834,500 0 95,834,500 4.67% 0 95,834,500

6 中国大唐集团公司 95,510,500 0 95,510,500 4.66% 0 95,510,500

7 北京满瑞佳德投资顾问有

限公司
90,000,000 0 90,000,000 4.39% 0 90,000,000

8 湘江产业投资有限责任公

司
72,500,000 0 72,500,000 3.54% 0 72,500,000

9 湖南发展资产管理集团有

限公司
47,755,200 0 47,755,200 2.33% 0 47,755,200

10 长沙藏晖同金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30,000,000 0 30,000,000 1.46% 0 30,000,000

10 广州中铁合银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30,000,000 0 30,000,000 1.46% 0 30,000,000

合计 2,018,097,400 - 2,018,097,400 98.43% 766,616,800 1,251,480,600

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

中国大唐集团公司和大唐华银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两个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中国大唐集团公司

为大唐华银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其它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4.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三、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商业模式

湖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湖南省煤业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黑金时代股份有限公司

持股 100%

持股 56.0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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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有煤炭开采、加工、销售业务和煤炭贸

易业务，主要收入来源是自产煤炭销售和贸易煤销售。

（1）生产运营模式

本公司根据各矿井的核定生产能力和矿井的实际情况统筹下达

年度生产计划，根据各矿井实际情况审定月度生产计划，生产计划主

要包括原煤产量、开拓进尺、岩巷进尺、重点工程等。生产技术部门

负责提出矿井生产布局、开拓方案和抽掘采接替方案，安全部门负责

矿井的安全监督管理。下属原煤公司、生产矿井负责组织实施生产，

包括生产准备、掘进、采煤、机电、运输、通风、调度等环节的安全

生产、技术管理和现场管理。公司通过强化安全质量标准化建设，大

力实施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推进机械化、智能化，使煤炭生产实现

安全、高产、高效。

（2）物资采购模式

本公司采购的主要物资为所属原煤公司生产、建设消耗的材料、

设备，主要包括：木材及坑代、矿用钢材、钢丝绳、油脂、化工轻工

产品类的火工产品、橡胶制品、通用和煤矿专用机电产品及配件、劳

动保护用品、地方材料等物资。综合考虑规模采购优势和地方材料特

点，公司实行集中批量采购、区域集中采购、原煤公司就近采购三种

方式组织物资采购。对“大宗批量物资”实行公司统一招标、矿区物

资公司依据招标结果，负责购销合同的签订与履约。对“较大批量物

资”实行价格统一控制，由矿区物资公司负责联合或分区招标、比价

采购，负责购销合同的签订及履约。对“零星地方材料”实行价格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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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耗用单位自主组织招标、比价采购，公司依据实际情况在每季

度首月 15日前发布各单位“零星地方材料”的采购价格信息，以此

指导并督促各单位加强物资采购管理。

（3）产品销售模式

本公司销售的煤炭按照市场用途划分可分为用于发电、供热的动

力煤，用于炼钢、煤焦油的焦煤，用于水泥、甲醇、 天然气等煤化

工的无烟煤。本公司主要客户为电厂用户、钢厂用户、化工厂用户、

建材水泥厂用户和市场用户。本公司自产煤销售在维持煤炭运销“五

统一”管控模式和基本管理制度稳定的前提下，对煤炭销售结算主体

进行优化分类，由公司制订分类目录，两家或两家以上原煤公司共有

的省内外客户，由公司统一销售和结算，除共有客户以外的其它客户

由所属原煤公司自主销售和结算；公司煤炭贸易业务按照统筹规划、

合理布局、规模经营的原则，组织煤炭采购、物流、仓储、加工和配

送，目前主要采取自营贸易模式，合作销售模式等方式开展煤炭贸易

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的商业模式较上年度没有发生较大的变化。 报

告期后至报告披露日，公司的商业模式没有发生较大的变化。

2.报告期内总体经营情况

本公司于 2016 年 7 月 26 日正式成为新三板挂牌企业。报告期公

司实现营业收入 39.74 亿元，比同期 31.26 亿元增加 8.48 亿元，实

现利润总额-6.28 亿元，比同期-10.45 亿元减亏 4.17 亿元，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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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利润-6.39 亿元，比同期-10.45 亿元减亏 4.06 亿元，归属母公司

净利润-5.85 亿元，比同期-10.11 亿元减亏 4.26 亿元。

（1）创新安全管理，夯实安全基础。牢固树立安全生产红线意

识底线思维。报告期内公司管理层提出了安全是“最大的政治、最大

的效益、最大的福利”的安全理念，把安全生产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

的高度，创新推行了内部安全生产工作巡查制，开展了安全生产“大

排查、大管控、大整治”等专项行动，进一步健全完善安全管理联点

联责制度，安全管理理念和责任体系不断提升和完善。同时，公司结

合自身特点，对安全管理难度较大的单位和重点头面实行重点管理，

层层把控、严防固守，始终保持安全生产高压态势，安全基础工作不

断夯实。

（2）优化生产部署，提升生产效能。报告期内公司在积极落实

去产能政策的同时，进一步优化煤炭生产管理。一是将采掘接替工作

作为贯穿全年的重要工作来抓，逐矿梳理抽掘采接替中存在的问题，

在加强重点工程管理、强化岩巷掘进、提高岩巷单进、加大探煤找煤

力度、确保采掘平衡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有效缓解了采

掘接替紧张的局面。二是大力推进机械化开采，特别是在推进薄煤层

机械化开采方面取得新突破。同时针对采掘过程中的瓶颈问题，在确

保安全的前提下，通过创新方法、优化工艺，努力提高单产单进水平，

采煤生产能力和效率有效提升。三是组织原煤生产竞赛，开展了“确

保安全、增产增效、扭亏增盈”活动，正常产能稳定发挥，取得良好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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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认真研判形势，积极拓展市场。报告期内煤炭市场上半年

持续低迷、供大于求，下半年由滞转紧、煤价跳跃式波动。面对机遇

和挑战，公司始终保持清醒头脑，积极推进业务创新。一是针对复杂

多变的市场形势，结合公司产能和产品实际，适时调整营销策略，优

化用户结构，实现了自产产品销售的基本稳定；二是主动出击，抢抓

市场机遇，按照统筹规划、合理布局、规模经营的原则，及时整合贸

易资源，积极拓展煤炭贸易业务，公司贸易规模和市场影响力大幅提

升。

（4）深化改革改制，激发企业活力。一是全力推进去产能工作。

公司抢抓政策机遇，组织专门力量，本着统一规划、分步实施的原则，

出台化解过剩产能总体方案，分单位制定了实施方案，稳妥推进了去

产能工作，报告期应关退的矿井已经全部关退到位，分流了人员、减

轻了负担。二是深入推进了三项制度改革。通过强化人员编制管理，

加强原煤公司和矿井两级机关的定编定员管理，辅助人员转岗分流、

兼岗并岗和岗位包干等措施，有效控制了人工成本。

（5）精细经营管理，稳定经营业绩。一是进一步加强了预算管

理。公司根据实际情况，突出效益导向，进一步优化了预算管控方法

和手段，采取一企一方案、一月一事项等措施强化预算执行和控制，

有效夯实了管理基础。二是强化内控管理，着力降本增效。通过大力

实行精细化管理，严控成本费用，努力增产节支、挖潜增效，压实基

层降本增效的责任，力求成本费用低部运行，各类非生产性费用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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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明显。三是抢抓市场机遇，努力增收增利。公司积极顺应市场变

化，以提升煤质、优化服务为着力点，保价促价，向市场要效益。

（6）强化内控管理，严控经营风险。报告期内，面对复杂的外

部市场形势，公司对投资、存货、销售及煤炭贸易业务等进行重点风

险排查，综合运用各种手段严控存货及货款规模；修订完善资金管理

办法，优化资金预算管理，加强资金计划刚性执行，严控非生产经营

性开支，规范所属单位财务管理；加强银企合作，拓宽融资渠道，稳

定信贷规模；有效保障生产经营和发展所需资金 。

3.经营计划或目标

2017 年，公司将坚持以发展为第一要务，以提高经济效益和发

展质量为中心，突出安全、改革、效益三大主题，开拓创新，狠抓落

实，奋力实现以下目标：

（1）实现安全年；

（2）预计煤炭产销量 1162 万吨，比 2016 年增加 235.7 万吨，

增幅 25.4%；

（3）预计营业收入 56.96 亿元，比 2016 年增加 17.22 亿元，增

幅 43.33%；

（4）预计实现利润 4863.29 万元，比 2016 年减亏增利 6.77 亿

元。

该经营计划并不构成对投资者的业绩承诺，请投资者对此保持足

够的风险意识，理解经营计划与业绩承诺之间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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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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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

未发生变化。

2.本年度内未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事项。

3.与上年度相比，财务报表合并范围未发生变化。

4.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

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湖南黑金时代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 年 4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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