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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山西兰花科技创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
“公司”）
自 1998 年上市以来，始终秉承“诚信创业、广惠员工、造福社会”
的企业宗旨，在抓好经营管理、创造优良业绩，积极回报股东的同时，
自觉把履行社会责任融入企业发展战略和日常经营管理过程中，致力
追求企业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本报告是公司自 2008 年以来
连续发布的第十一份社会责任报告，报告从公司治理、安全生产、环
境保护、员工权益、合作方共赢、社会公益等方面对公司履行社会责
任的情况进行了全方位阐述，公司愿与股东、员工、客户、合作伙伴
和社会各界共创共享、共担共进，共同促进社会不断进步。
1.概述
1.1 企业基本情况
山西兰花科技创业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8 年，是由山西兰花
煤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发起募集上市的山西省首家煤炭类上市
公司。公司股票于 1998 年 12 月 17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是一家以煤炭、化肥、化工为主导产业的现代企业，公司确立了“强
煤、减肥、扩化、发展新材料”的发展思路，所属化肥化工企业以煤
炭为原料进行生产，形成产业一体化优势。
煤炭产业现有各类矿井 14 个，年设计能力 2,020 万吨，其中生
产矿井 6 个（含望云、伯方、唐安、大阳、宝欣、口前），年煤炭生
产能力 840 万吨；参股 41%的华润大宁年生产能力 400 万吨；在建资
源整合矿井 6 个，设计年生产能力 540 万吨（其中永胜煤业 120 万吨
/年矿井于 2018 年 7 月投入联合试运转）；新建玉溪煤矿 240 万吨/
年矿井在建。煤化工产业有化肥企业 4 个，年尿素产能 120 万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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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企业 3 个，两套甲醇转化二甲醚装置，年总产能甲醇 40 万吨转化
生产二甲醚 20 万吨，一套年产 10 万吨己内酰胺项目。截止 2018 年
末，公司总资产 233.07 亿元，净资产 106.23 亿元，注册资本 114,240
万元，其中国有股占 45.11%，社会公众股占 54.89%。员工总数约 1.8
万人。
1.2 2018 年经营情况概述
2018 年，是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公司在扭
亏转盈基础上再创新业绩的关键之年，是公司全面推进煤化工产业转
型升级的攻坚之年。一年来，公司上下紧紧抓住煤炭、煤化工市场恢
复性增长的契机，以提质增效为中心任务，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根本
要求，更加注重深化改革、创新驱动、结构调整、风险防范，促进公
司经营发展健康高效的基础更加稳固。
2018 年，公司累计生产煤炭 755.43 万吨，销售 758.05 万吨；
累计生产尿素 78.71 万吨，
销售 79.02 万吨；
生产二甲醚 27.35 万吨，
销售 27.29 万吨；生产己内酰胺 10.84 万吨，销售 10.9 万吨；全年
实现营业收入 85.29 亿元，同比增长 12.72%；实现利润 13.06 亿元，
同比增长 40.43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10.81 亿元，同比增长
38.27%。
2．公司治理
公司按照《公司法》
、
《证券法》和《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以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要求，建立了规
范的法人治理结构，制定了相关制度和规则，不断提高信息披露质量
和水平，注重与投资者沟通，积极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促进公司健
康稳定发展。
2.1 规范运作
全面落实“依法监管、全面监管、从严监管”的监管要求，严格
按照上市公司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不断提升规范运作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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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2018 年，公司修订完善了《公司章程》
，完成了党建工作入章程
工作，进一步明确和落实了党组织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
将重大事项党委会讨论审议作为董事会决策的前置程序，切实发挥党
组织的领导核心和政治核心作用；修订了《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关
联交易管理办法》
、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管理制度。严格落实子公
司法人治理和规范运作要求，强化子公司重大事项内部报告制度的执
行和落实，子公司三会运作、重大事项报告、关联交易等事项管理日
趋规范。积极开展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培训，2018 年 6 月组织开展了
公司总部机关、下属分子公司领导和相关科室人员约 1000 人参加的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应知应会答题活动”，先后多次组织公司相关董
事、监事、高管和分管部门人员，参加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山西省上
市公司协会、山西证监局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组织的远程视频和现场培
训。通过开展各层级、多形式的培训活动，积极营造了公司上下浓厚
的合规文化氛围。
2018 年共召开董事会 5 次，股东大会 2 次，监事会 3 次。公司
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按照《公司章程》所赋予的职责，
各司其职、权责分明、相互制衡。公司董事会严格落实股东大会各项
决策事项，不断提高执行经营管理决策的效率和水平，公司所有重大
事项均通过董事会审议，需股东大会决策事项在董事会后均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公司监事会积极履行监督责任和义务，对公司重大事项都
进行了审核和发表专项意见。公司高管层勤勉尽职，积极进取，确保
公司平稳健康运行。
2.2 信息披露
近年来，监管部门积极推进分行业监管、刨根问底式监管，在信
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原则的基础上，进一步要求上
市公司提高信息披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对公司信息披露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公司紧跟监管转型步伐，不断优化完善信息披露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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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积极做好日常信息披露工作的同时，强化分行业经营信息、重大事
项、环保信息、扶贫信息、社会责任等相关信息的披露，不断提高信
息披露的质量和效率，增强公司透明度，促进投资者全面、客观的了
解公司经营状况。2018 年，公司累计发布各类定期报告 4 份，各类
临时公告 48 份。
2.3 股东权益保护
公司切实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通过业绩说明会、上证互动平台、
来电、来访等多方式与投资者沟通互动，及时回答投资者提出的关于
经营发展、产业结构、规范运作等问题，确保投资者多角度全方位立
体地了解公司，更加清晰理性对公司发展前景和投资价值合理判断。
公司注重对投资者进行回报，除 2016 年因公司亏损未分派红利外，
已连续 16 年向公司股东派发现金红利，截止 2018 年，累计派发现金
红利总额 31.46 亿元。公司独立董事注重对中小投资者权益保护，通
过对关联交易、对外担保、对外投资和资金占用进行审核，发表独立
意见，有效的维护了公司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3．安全生产
公司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牢固树立安全生产的“红线意识”和“底
线思维”
，以落实安全责任为先导，以足额安全投入、提高技术装备
水平和员工安全素质为基础，以强化管理为保证，以强化考核为手段，
不断强化安全基础管理，扎实开展安全隐患排查与整治，各类安全生
产事故得到有效遏止，安全生产保持了长周期平稳运行。
3.1 安全责任体系建设
健全完善了“党政同责、一岗双职、齐抓共管”的安全责任体系，
创新安全监管体制，逐级明确安全责任人，层层分解和落实安全责任，
严格企业主体责任的落实，严格各级职能业务部门的业务保安责任的
落实，严格各级安监部门综合监管责任的落实，严格各岗位自主保安
责任的落实，不断提高自主管理能力，增强自律意识，进一步完善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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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考核机制，严格安全目标考核与领导干部绩效挂钩，严格安全绩效
考核与个人评优晋级晋职挂钩，严格事故责任追究，保证了安全责任
的有效落实。
3.2 安全隐患排查治理
实行“公司、厂（矿）
、科队(车间)、班组、个人”五级隐患排
查机制，实行安监部门每月对企业不少于一次安全检查，公司包厂矿
处部室对所包企业每月不少于两次安全检查，企业由厂矿长牵头组织
每周不少于两次安全隐患排查，科队（车间）
、班组、个人开展日常
检查的工作体制。2018 年，公司累计检查 380 余厂（矿）次，解决
隐患问题共计 2436 条。
3.3 安全投入
坚持“科技兴安”战略，加大安全投入，2018 年共安排煤矿安
全费用 22,249 万元，其中，各矿使用安全费 5,579 万元，主要用于
“一通三防”瓦斯治理、机电设备、运输安全保护设施的更新和安全
防护等；公司统筹安全费 16,670 万元，主要用于综放面液压支架、
刮板输送机、转载机、破碎机等综采机电装备的更新；化肥化工安排
安全费用 2,795 万元，主要用于生产设备、管道防腐和特种设备检测
检验、安全生产责任险、防护器材更新、设备安全隐患的整改、安全
生产许可证换证评价、员工安全培训、消防管理经费、更新和维护保
养等；机械制造公司安全费用 40 万元，主要用于安全培训、电焊烟
尘和喷漆房废气净化设施、特种设备检测检验以及消防器材维护保养
等费用。
3.4 安全培训教育
通过日常岗位业务培训、定期组织开展各类职工技术比武和技能
竞赛活动，促进员工的安全操作知识和操作技能不断提高；主要负责
人、安全管理人员、特殊工种人员按照有关规定全部经过相关培训取
得资格证后上岗，并认真进行复训教育；以警示教育为主题，深入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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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安全培训教育；坚持全员以及各类人员的培训，确保人员的安全素
质不断提升。煤矿安管人员、特殊工种持证上岗率 100%。通过培训，
促进广大员工安全管理由外部监督控制逐步转化为员工的自我管理，
实现人的本质安全。依托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各单位积极组织观看
了《施精准之策固预防之本——构建双重预防管控机制解读》
、
《反思
生产安全事故典型案例盘点》
、
《企业安全风险分析与管控》
、
《生命至
上安全发展》
、
《隐患直击》等警示教育片，在观影的同时，组织员工
进行深刻反思和剖析，有效的提高了广大干部职工的安全意识，强化
了员工对安全的敬畏心理。
3.5 安全应急管理
加强应急班值守工作，特别是节假日、特殊时段和敏感时期，保
证 24 小时信息畅通，不脱岗、不漏岗，信息反馈及时；各煤矿定期
开展应急演练，通过每年不少于两次的大型演练，不断地检验和改进
了应急预案的可操作性；化肥化工企业每月一次现场处置方案演练，
每年一次综合式专项预案演练。各厂矿都加强应急救援队伍建设，建
立了专职或兼职的应急救援队伍。6 月份在新材料分公司组织了笨泄
漏着火的大型综合应急预案演练，市、县领导到场观摩。全年共举办
厂矿级综合应急预案演练 16 次，开展瓦斯、水害、火灾、顶板等专
项应急救援演练 60 次，现场处置方案演练 160 余次，提高了各单位
现场处置和应对突发事件的处置能力。积极开展预防性安全检查，将
事故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下，确保安全生产的顺利进行。
3.6 职业危害防治
公司大力加强职业化卫生管理，落实企业职业病防治主体责任，
在单位年度目标考核和厂矿长年薪考核中都明确了职业健康年度目
标。完善管理制度，规范职业卫生档案，每年初制定《职业危害防治
计划和实施方案》以加强职业危害治理。针对职业危害超标场所从工
程技术、管理、防护等措施进行整改治理，保障作业环境符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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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监督检查，及时消除职业危害防护设施存在的问题，及时纠正作
业人员的不规范行为，保障了企业依法依规组织生产。加强职业健康
的宣传培训工作，开展职业健康专题讲座，编写职业健康培训 PPT 课
件，对各厂矿主要负责人和职业健康管理人员进行了培训授课。
4.环境保护
2018 年，公司将依法经营作为企业生存发展的一项基本原则，
严格执行国家环境保护的各项法规、政策，按照上级环保部门工作要
求，认真贯彻落实各项环保管理制度，牢固树立“安全第一、环境和
谐、可持续发展”的思想理念，坚持以改善环境质量为核心，以保障
环境安全为目标，以污染减排为重点，不断完善环保工作管理体系，
确保环保资金投入，落实环保工作措施，圆满完成年度环保治理任务，
实现公司全年环境安全无事故。
4.1 环境影响评价执行与环保“三同时”管理
公司认真贯彻落实各项环保法律法规，继续实行建设项目环保第
一审批权，各类新、改、扩建项目均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法》和
环保“三同时”制度，从源头上严控新增污染源，完善建设项目环保
手续，各类污染防治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用，
坚决杜绝未批先建、边批边建、批建不符、未验先投等违法建设行为，
确保了建设项目环评审批率、环保“三同时”执行率均达 100%。
4.2 污染减排
2018 年，公司认真落实环境保护“源头控制、过程监管、末端
强化”的治理方针，扎实推进污染减排，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较
2017 年进一步削减。
2018 年度主要污染物排放量指标
单位名称

COD(吨)

氨氮(吨)

烟尘(吨)

二氧化硫(吨) 氮氧化物（吨）

煤矿单位

23.94

0.88

19.55

21.91

31.86

化肥化工单位

109.43

6.39

112.57

535.86

830.39

合计排放总量

133.37

7.27

132.12

557.77

86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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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污证核定排放总量

281.56

50.83

971.93

1880.63

2526.54

4.3 环保投入

2018 年煤矿生产企业共投资 20,586.67 万元，主要实施了
矿井水及生活污水处理系统提标改造项目、储煤场全封闭项目、
锅炉烟气在线监测系统项目、锅炉烟气脱硝治理项目、煤矸石排
矸场覆土治理、运矸道路建设项目、矿区绿化及林地养护、运煤
专用道路及采空区治理等 68 个项目。
七家化肥化工企业共投资 22,404.68 万元，主要实施了吹风
气烟气达标排放改造、工艺废气收集处理、污水池封闭及废气收
集处理、罐区及装卸栈台 VOCs 治理等八项环保提升改造项目、
锅炉及三废炉烟羽脱白治理项目、含氟废水治理项目、煤场(灰
渣)堆场及输送系统全封闭项目、车辆冲洗装置、污染源在线自
动监控设施、小型空气质量监测站建设、污染防治设施用电监管
系统、锅炉除尘系统改造等 90 余个项目。
4.4 工业废弃物综合利用
2018 年煤矿生产企业产生煤矸石 57 万吨，利用 35.58 万吨，综
合利用率 62.4%，主要用于煤矸石制砖。七家化肥化工企业产生粉煤
灰 17.29 万吨，利用 10.14 万吨，综合利用率 58.6%，主要通过锅炉
掺烧、外售制砖、水泥添加等方式进行利用；产生炉渣 26.18 万吨，
利用 11.69 万吨，综合利用率 44.65%。
公司危险废物主要为废矿物油、废催化剂。年度产生废矿物油、
废催化剂等各类危险废物975.3吨，处置314.99吨，贮存712.11吨，
所有危废处置全部由具有专业资质的单位进行回收处理并严格执行
了危险废物转移联单制度，危险废物安全处置率达100%。
4.5 污染源环境自测与信息公开
2018年，根据晋城市环保局《关于开展全市污染源自动监控设
施全覆盖建设的通知》
（晋市环发[2018]250号）文件的要求，化肥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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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及煤矿企业均已完成高架源自动监控设施的安装并联网，共36台
（套）
，其中水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12台（套），大气污染源自动监控
设施24台（套）；建设完成6座小型空气质量监测站点并通过联网环保
验收。
4.6 清洁生产审核
在强化环保末端治理和污染物达标排放基础上，公司坚持走“节
能降耗、循环发展”的可持续发展道路，积极推行生产全过程节能、
降耗、节水、减污技术，公司所属大部分煤矿及化肥化工企业完成新
一轮的清洁生产审核。
4.7 环境应急能力建设
为有效防范和应对各类突发环境事件，根据《突发环境事件应急
管理办法》及晋城市环保局相关文件要求，公司煤矿及化肥化工单位
及时对本单位预案进行了修订并备案，围绕煤泥水排放、污水超标排
放、污水外溢、甲醇槽泄露、氨泄漏、气柜着火次生环保污染事故、
二甲醚球罐泄露等开展了多项环保应急演练。同时，应市环保局要求
于 20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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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针对窄体、定向探放水钻进技术和顶板“两带”发育高度测试研
究方面展开合作。战略合作协议的签订对于实现院企优势互补、资源
共享，互惠双赢、共同发展具有积极的带动作用。
6.员工权益保护
公司采取多种措施，积极推进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建立健全工资
总额与经营目标挂钩考核体系，全力稳岗保收。同时加大人力资源开
发力度，开展多层次专业化培训，稳步提升员工专业素质。
6.1 员工薪酬
2018 年度公司严格执行《工资总额管控条例》，根据相关规定对
分子公司工资总额进行管控。为突出体现工资总额与企业效益挂钩原
则，公司组织制定了《2018 年度工资总额与经营指标挂钩考核实施
办法》并对各分子公司采用“年初预算、月度审批、半年结算、全年
累计结算”的管理模式，实行过程管控。在确保整体经营态势一路上
扬的前提下，紧扣工效联动，工效挂钩政策，适时科学合理调整收入
分配措施。实现在岗人员工资较快增长，全公司从业人员人均收入
7.06 万元，同比上涨 9.69%。
6.2 员工培训
公司继续认真贯彻落实相关法律法规，紧紧围绕公司经营思路，
严格执行主管部门规定和公司规章制度，根据企业需求切实开展安全
培训，积极加强员工技能技术岗位培训。全年举办煤矿安全培训班
50 期，共计 2,103 人次，其中煤矿特殊工种 34 期 1,093 人次，煤矿
安管人员 5 期 306 人次，煤矿班组长 9 期 514 人次；举办非煤安全培
训 35 期，共计 1134 人次，其中特殊工种 23 期 729 人次，安管人员
12 期 405 人次；举办特种设备作业人员培训班 10 期，共计 527 人次；
举办其他培训班 13 期，共计 1,481 人次。2018 年 12 月，公司组织
各煤矿单位的 90 名基层生产技术骨干赴中国矿业大学进行三个月的
脱产学习。学习内容既包括矿井通风与安全、矿井瓦斯防治、矿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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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学、矿井水害防治、测量学等核心课程，还包括赴全国煤炭行业先
进单位考察学习，并组织参与《煤炭行业形势及发展趋势的思考》、
《煤矿双重预防机制体质建设》等专业论坛学习，为公司的发展和人
才知识技能更新提供重要的人才保障。
7.合作方共赢
公司的发展离不开社会各相关方的支持，公司与供应商、客户以
及其他利益相关方建立了良好的互动沟通，公司积极支持和关爱弱势
群体，通过扶危济困、冬季供煤等体现企业社会责任，促进公司与各
相关方的和谐共赢。
7.1 供应商管理
公司实行供应商年度评价和动态管理，即“严格审查、优化结构、
动态管理、优胜劣汰”。积极推进与优秀的、具有行业代表性的制造
商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并从履行、售后、响应、紧急情况处理等各方
面对供应商进行动态评价考核，优化供应商资源。2018 年，公司合
同履约率 100%，产品质量和售后满意度获得一致好评。
7.2 客户管理
公司十分注重客户关系管理，在稳定大客户关系的基础上，销售
人员积极走出去，大力开拓新客户、中心客户，加强与客户的互动沟
通，充分了解客户需求、产品销售和经营状况、优化资源配置，减少
中间环节，量体裁衣，及时满足客户的基本需求和个性化需求。
7.3 扶贫工作
公司认真贯彻落实国家、省、市一系列扶贫政策要求，切实履行
企业应尽的社会责任，通过产业扶贫、健康扶贫、文化扶贫、职业技
能培训等多种措施支持贫困地区摆脱贫困，逐步实现小康社会目标。
产业扶贫方面，结合帮扶对象所在地的资源禀赋和自然条件，支持其
发展优质小米、红辣椒、花椒、中草药等特色农产品种植业，并提供
种子、化肥等农资产品；健康扶贫方面，积极安排所属厂矿内部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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