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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2021 年三季度财务等重大信息公告

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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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目 录

第一节 释义........................................................................................... 3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3

第三节 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5

第四节 季度内发生的重大事项对企业的影响.................................. 8



3

第一节 释义

本公告内容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

含义：

常用词语释义

省国资委 指 山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省财政厅 指 山东省财政厅

山东能源集团、山东能源、集团、
集团公司、本集团、本公司、公司

指 山东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兖州煤业、煤业公司 指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 指 本公司章程

股东 指 本公司股东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董事会 指 本公司董事会

高管 指 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元 指 人民币元，除非文义另有所指

信息公告说明：1.注明集团的为集团一级企业，未注明

的为集团合并口径。2.所披露的财务报表数据，除特别注明

之外，货币单位为人民币元（或万元），币种为人民币。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公司基本信息

1. 中文名称：山东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简称：山东能源

2. 外文名称：SHANDONG ENERGY GROUP CO.,LTD.

3. 注册地址：山东省济南市工业南路 57-1 号高新万达

J3 写字楼 19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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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经营范围：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经营；开展煤炭

等资源性产品、煤电、煤化工、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

料、现代物流贸易、油气、工程和技术研究及管理咨询、高

科技、金融等行业领域的投资、管理；规划、组织、协调集

团所属企业在上述行业领域内的生产经营活动。投资咨询；

期刊出版，有线广播及电视的安装、开通、维护和器材销售；

许可证批准范围内的增值电信业务；对外承包工程资质证书

批准范围内的承包与实力、规模、业绩相适应的国外工程项

目及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

（以下仅限分支机构经营）：热电、供热及发电余热综

合利用；公路运输；木材加工；水、暖管道安装、维修；餐

饮、旅馆；水的开采及销售；黄金、贵金属、有色金属的地

质探矿、开采、选冶、加工、销售及技术服务。广告业务；

机电产品、服装、纺织及橡胶制品的销售；备案范围内的进

出口业务；园林绿化；房屋、土地、设备的租赁；煤炭、煤

化工及煤电铝技术开发服务；建筑材料、硫酸铵（白色结晶

粉末）生产、销售；矿用设备、机电设备、成套设备及零配

件的制造、安装、维修、销售；装饰装修；电器设备安装、

维修、销售；通用零部件、机械配件、加工及销售；污水处

理及中水的销售；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日用百货、工艺

品、金属材料、燃气设备销售；铁路货物（区内自备）运输。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5. 网址：www.shandong-energ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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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电子信箱：web@shandong-energy.com

二、公司简介

山东能源集团是山东省委、省政府于 2020 年 7 月联合

重组兖矿集团、山东能源集团 2家省属重要骨干企业，组建

成立的大型能源企业集团。重组后的新山东能源集团资产总

额 6300 多亿元，煤炭年产能近 3 亿吨，是能源产业的国有

资本投资公司。山东能源集团以煤炭、煤电、煤化工、高端

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现代物流贸易为主导产业，肩负

保障山东能源安全、优化能源布局、优化能源结构的职责使

命，是山东首家资产总额、营业收入“双 6000 亿元”企业，

是全国惟一一家拥有境内外四地上市平台的大型能源企业，

致力于打造全球清洁能源供应商和世界一流能源企业。2020

年完成煤炭产量 2.7 亿吨，实现营业收入 6700 亿元，利润

总额 170 亿元；先后建成八个国家级研发平台，340 项科技

成果获得国家级和省部级奖励。按照 2020 年数据，山东能

源集团煤炭产量位居国内煤炭行业前三位；位列 2021 年《财

富》世界 500 强榜单第 70位、中国企业 500 强第 24 位。

第三节 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 主要财务指标（集团合并数据）

（1）营业收入：1-9 月份，实现收入 6205.61 亿元，

同比增加 1456.30 亿元，增幅 30.66%。

（2）营业总成本：1-9 月份，营业总成本总额 6042.68

亿元，同比增加 1371.03 亿元，增幅 29.35%。（备注：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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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成本=营业成本+税金及附加+销售费用+管理费用+研发费

用+财务费用。）

（3）销售费用：1-9 月份，销售费用 76.45 亿元，同

比增加 5.37 亿元，增幅 7.56%。

（4）管理费用：1-9 月份，管理费用 159.05 亿元，同

比增加 26.37 亿元，增幅 19.88%。

（5）财务费用：1-9 月份，财务费用 97.71 亿元，同

比增加 11.46 亿元，增幅 13.29%。

（6）利润总额：1-9 月份，实现利润 162.82 亿元，同

比增加 38.96 亿元，增幅 31.45%。

（7）应交税费总额：1-9 月份，应交税费 215.65 元，

同比增加 34.34 亿元，增幅 18.94%。

（8）资产总额：7228.63 亿元，比年初增加 377.60 亿

元，增幅 5.51%。其中，固定资产净值 1,736.42 亿元，比年

初增加 3.04%；在建工程 642.20 亿元，比年初减少 4.53%；

无形资产 1,168.49 亿元，比年初减少 2.15%。

（9）负债总额：4841.07 亿元，比年初增加 252.54 亿

元，增幅 5.50%。其中，应付账款 374.43 亿元，比年初增加

2.96%；应付债券 850.34 亿元，比年初增加 6.54%。

（10）所有者权益：2387.56 亿元，比年初增加 125.05

亿元，增幅 5.53%。其中：实收资本 302.22 亿元。

2. 管理和发展指标

（1）职工薪酬：1-9 月份，集团职工薪酬 311.81 亿元，

同比增加 44.27 亿元，增幅 1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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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职务消费：1-9 月份，职务消费 45.96 万元。

（3）投资预算：1-9 月份，完成投资 179.72 亿元。

（4）安全生产投入：1-9 月份，安全生产投入 22.77

亿元。

3. 生产经营企业主要产品产销量

（1）主要产品产量：

①原煤：1-9 月份，原煤产量 16202 万吨，同比减少 2646

万吨，降幅 14.04%。

②尿素：1-9 月份，尿素产量 48.04 万吨，同比增加 7.53

万吨，增幅 18.59%。

③甲醇：1-9 月份，甲醇产量 417.01 万吨，同比增加

4.76 万吨，增幅 1.15%。

④醋酸：1-9 月份，醋酸产量 81.37 万吨，同比增加 2.8

万吨，增幅 3.56%。

⑤焦炭：1-9 月份，焦炭产量 309.8 万吨，同比减少 38.32

万吨，降幅 11%。

（2）主要产品销量（对外销售量）：

①商品煤：1-9 月份，商品煤销量 13,893.75 万吨，同

比减少 2,778.06 万吨，减幅 16.66%。

②尿素：1-9 月份，尿素销量 45.92 万吨，同比增加 8.19

万吨，增幅 21.71%。

③甲醇：1-9 月份，甲醇销量 316.29 万吨，同比增加

44.86 万吨，增幅 16.53%。

④醋酸：1-9 月份，醋酸销量 56.41 万吨，同比减少 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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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减幅 0.6%。

⑤焦炭：1-9 月份，焦炭销量 315.14 万吨，同比减少

41.09 万吨，减幅 11.53%。

第四节 期内发生的重大事项对企业的影响

无

山东能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0 月 3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