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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兰花科技创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是公司
自 2008 年以来连续发布的第十份社会责任报告，报告对公司在公司
治理、股东权益保护、安全环保和履行社会责任等方面工作进行了全
方位阐述，公司愿与投资者、员工、客户等利益相关者就履行社会责
任实践进行分享，并一同进步和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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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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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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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材料分公司年产 20 万吨己内酰胺项目一期
工程年产 10 万吨己内酰胺项目已于 2017 年顺利实现达产见效。截止
2017 年末，公司总资产 235.62 亿元，净资产 100.46 亿元，注册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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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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万人。
1.2 2017 年经营情况概述
2017 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公司紧紧抓住主导产品
煤炭、尿素、二甲醚等市场恢复性上涨的契机，着力提高规范运作能
力，深入推进体制机制改革，统筹谋划产业升级与转型发展，有效激
活经营要素创新活力，生产经营实现由亏转盈的重大转折，顺利完成
30 亿元公司债券到期兑付摘牌，新一届董事会和经理层工作实现了
良好开局。
2017 年，公司累计生产煤炭 720.06 万吨，销售 678.08 万吨；
累计生产尿素 91.79 万吨，
销售 98.12 万吨；
生产二甲醚 27.72 万吨，
销售 28.35 万吨；生产己内酰胺 10.09 万吨，销售 10.02 万吨；全年
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75.66 亿元，同比增长 73.63%；实现利润 9.30 亿
元，同比扭亏增盈 17.36 亿元，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7.81 亿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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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证券监管部门深入推进依法、全面、从严监管，突出以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为核心的监管导向，对公司治理、规范运作和信息
披露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公司对此予以高度重视，今年共组织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管人员 9 人次参加监管部门组织的各类培训，并
在 2017 年 7 月组织了公司高管人员和下属单位负责人、子公司董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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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170 多人参加的兰花科创高管人员合规运作培训班，邀请上交所和
山西省上市公司协会专家到场就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监管理念和最新
监管实践进行详细讲解，系统提升公司中高级管理人员的上市公司监
管知识，为公司规范运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2017 年是公司顺利完成新一届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换届工
作，全年共召开董事会 10 次，股东大会 2 次，监事会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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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平稳运行并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2.2 信息披露
证监监管部门突出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监管导向，对上市公司的
监管要求日趋严格。公司紧跟监管转型步伐，不断改善和加强信息披
露工作，积极落实上交所信息披露直通车、分行业监管等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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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公司累计发布各类定期报告 4 份，
各类临时公告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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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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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连续 15 年向公司股东派发现金红利，截止 2017 年，累计派发现金
红利总额 2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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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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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安全检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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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公司累计检查 420 余厂（矿）次，解决
隐患问题共计 4,649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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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安全投入
坚持“科技兴安”战略，加大安全投入，全年安排煤矿安全费用
1,3082.59 万元，其中，各矿使用安全费 5,804.64 万元，主要用于
系统优化、装备升级、安全设施改造和淘汰落后设备设施；公司统筹
安全费 7,277.95 万元，主要用于一通三防瓦斯治理及沿空留巷；化
肥化工安排安全费用 2,406 万元，主要安全设施完善、安全隐患治理、
紧急停车系统完善整改、安全检测检验以及劳动防护用品和应急物质
的更新配备等；机械制造安全费用 57.4 万元，主要用于整改完善消
防系统、安全检测检验、安全培训等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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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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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累计举办安全培训 102 期，培训人数 4,269 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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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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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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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练 36 次，现场处置方案演练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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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职业危害防治
规范职业卫生管理，落实企业职业病防治主体责任，完善职业卫
生管理制度，规范职业卫生档案，并严格实施；加强职业危害治理，
每年年初制定《职业危害防治计划和实施方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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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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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环境保护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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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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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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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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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进一步削减。
2017 年度主要污染物排放量指标
单位名称

化学需氧量(吨) 氨氮（吨）

烟尘(吨)

二氧化硫(吨) 氮氧化物（吨）

煤矿单位

37.734

1.253

19.873

82.649

77.022

化肥化工单位

190.6775

24.7249

306.23

523.51

952.319

合计排放总量

228.4115

25.9779

326.103

606.159

1029.341

52.425

961.908

1879.08

2539.93

排污证核定排放总量 282.774

4.3 环保投入
2017 年，公司累计投入环保资金 7253.55 万元，实施了一系列
环保综合治理项目。其中煤炭企业投入环保专项资金 2948.45 万元，
主要实施了燃煤锅炉、暖风炉、煤矸石砖厂焙烧窑对标改造工程、矿
井水综合利用工程、生活污水深度处理、烟气在线监测、矸石山治理
等项目。化肥化工企业投入环保专项资金 4305.1 万元，主要实施了
锅炉、三废炉对标改造、煤场喷雾和防尘装置安装、煤场、渣场、配
料厂封闭工程、挥发性有机物 VOCs 监测及治理、废水 COD 和氨氮在
线自动监测、锅炉、三废炉、吹风气排气口在线监测等项目。
4.4 工业废弃物综合利用
2017 年四家煤矿生产单位共产生煤矸石约 52.58 万吨，利用量
约 39.76 万吨，煤矸石综合利用率 76％。化肥化工企业共产生粉煤
灰、炉渣约 38.63 万吨，全部通过外销及部分掺烧等方式进行综合利
用及安全处置，确保了固废利用率达 85%，安全处置率达 100%。公司
危险废物主要为废矿物油，2017 年共处置 111.47 吨，危废处置全部
由具有专业资质的单位进行回收处理，严格执行危险废物转移联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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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通过对收集、储存、利用、处置等各个环节的严格把关，确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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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公司各有关重点排污单位按要求开展了污染源自行监
测及信息公开工作，各单位根据《企业自行监测方案编制指南》
（2017
年版）并结合自身实际情况，编制了 2017 年度自行监测方案并报市
环境监测站审核备案和公布，并对日常各类废水、废气、噪声等自测
数据及时进行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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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所属煤矿及化肥化工企业已全部完成清
洁生产审核。
4.7 环境应急能力建设
公司煤矿及化肥化工单位均已完成《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的
修订及备案工作，并定期组织开展对预案的培训及演练，2017 年主
要对煤气泄漏事故、尿素分排口氨氮超标、二甲醚罐泄露中毒着火事
故、甲醇储罐金属软管破裂泄漏事故、危险废物泄漏事故等方面开展
了环境应急演练，切实提高了企业应对突发环境污染事件的应急响应
能力和处置能力。
5 技术创新
公司 2017 年共申报专利 20 项（3 项发明、17 项实用新型），授
权 20 项（4 项发明、16 项实用新型）
，争取晋城市专利资助经费 4.6
万元。全年组织申报科技成果 2 项。截止目前，公司共申请专利 207
项，授权 194 项（其中发明 11 项、实用新型 181 项、外观设计 2 项）。
公司“合成氨优化控制技术”由中国煤炭协会组织鉴定，结果为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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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现已完成“合成氨优化控制”项目省科技厅网上成果申报及书
面材料，并上报省科技厅。
创新型技术和科研成果只有应用到企业的生产经营中，才能实现
其最大的价值。公司正在实施的项目“自循环式超前自移支架” 和
“煤矿虚拟现实(VR)培训系统开发及应用项目”预计将为企业赢得可
观的利润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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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公司制定的《2017 年度工资总额与经营指标挂钩考核实施
办法》、
《分子公司经营管理人员岗位绩效工资实施方案》，按照总额
控制，合理管控原则，将工资总额与利润指标逐月分解，依据各单位
当月利润完成情况对其工资总额进行发放。根据经济效益情况，我公
司及时上调职工收入，全年人均收入 6.38 万元，同比增长 12.7%。
同时根据《社会保险法》规定，足额为员工缴纳各项保险费，确保员
工的福利保障，累计投入 2,803 万元，改善各单位生产生活设施、职
工娱乐福利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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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训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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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期，共计 1,862 人次，其中煤矿特殊工种 34 期 1,063 人次，煤
矿安管人员 7 期 459 人次，煤矿班组长 7 期 343 人次；举办非煤安全
培训 28 期，共计 941 人次，其中特殊工种 16 期 502 人次，安管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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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期 439 人次；举办特种设备作业人员培训班 21 期，共计 878 人次；
举办其他培训班 9 期，共计 753 人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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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应商是企业重要的合作伙伴，是推动企业良性发展的重要力量。
公司不断优化供应商管理，建立 A、B 分级评价制度，着力形成供应
商选择市场化机制。推行“阳光采购”
，采购过程公开透明，采取合
格供应商间比质，比价最优原则，充分保障公司和供应商的合法利益。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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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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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务室开展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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