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西关铝集团有限公司

2021 年中期财务等重大信息公告

一、企业基本情况

1、中文名称：山西关铝集团有限公司 简称：关铝集团

2、法定代表人：杜伟师

3、股东名称：运城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4、公司注册地址：山西省运城市解州镇新建路 36号

5、办公地址：运城市盐湖区安邑办事处东街关铝炭素有限责任公司

6、邮政编码：044000

7、电子信箱：gljtbgs@126.com

8、简介：

山西关铝集团有限公司是山西省运城市国资委监管下的国有独

资公司，其前身山西省运城地区解州铝厂筹建于1984年，投产于1987

年，1998 年组建山西关铝股份有限公司并于当年成功上市。2003 年

企业改制组建成立山西关铝集团有限公司，2004 年电解铝产能达到

33万吨。后因经营困难，于 2006 年、2009 年先后与中国铝业公司、

中国五矿集团公司实现主业电解铝重组。

重组后的山西关铝集团有限公司现有员工 1538 人，各类技术人

员 220 余人 。集团公司经营范围涉及加工制造、电力能源、商贸物

流、物业管理等板块。

二、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报表项目 报告期 上年同期 变动比率(%)

营业收入 15934 19458 -18.11

利润总额 -13791 -13262 3.99

归属于国有股东的净利润 -8937 -8753 2.1

报表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变动比率(%)

资产总额 175123 173381 1

归属于国有股东的净资产 -138165 -129608 -6.6

三、企业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的情况。

截至2021年 6月30日山西关铝集团有限公司控股股东为运城市

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百分百控股，未发生变化。

四、财务会计报告摘要

（一）重要的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

1、会计制度：本公司执行《企业会计准则》及其后续规定。

2、会计年度：采用公历制，即从公历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止

为一个会计年度。

3、记账本位币：公司以人民币为记账本位币。

4、记账基础和计价原则：公司以权责发生制为记账基础，在将

符合确认条件的会计要素入账并列报于会计报表时，按照企业会计准

则规定的计量属性进行计量。

主要的会计计量属性包括历史成本、重置成本、可变现净值、现

值、公允价值等。公司在对会计要素进行计量时，一般采用历史成本；



当能够确定取得并可靠计量会计要素的金额时，应采用重置成本、可

变现净值、现值或公允价值。

5、外币业务核算

外币交易在初始确认时，采用交易发生日的即期汇率将外币金额

折算为记账本位币金额。在资产负债表日，外币货币性项目，采用资

产负债表日即期汇率折算。因资产负债表日即期汇率与初始确认时或

者前一资产负债表日即期汇率不同而产生的汇兑差额，计入当期损

益；以历史成本计量的外币非货币性项目，仍采用交易发生日的即期

汇率折算，不改变其记账本位币金额。

6、现金等价物的确定标准

所编制现金流量表中，现金等价物为公司持有的期限短、流动性

强、易于转换为已知金额现金、价值变动风险很小的投资。

7、应收款项坏账损失核算方法

坏账的确认标准：

（1）债务单位撤销、破产、资不抵债、现金流量严重不足、发生

严重自然灾害等导致停产而在可预见的时间内无法偿付债务等；

(2)债务单位逾期未履行偿债义务超过 3 年；

(3)其他确凿证据表明确实无法收回或收回的可能性不大。

(4)坏账损失的核算方法：坏账损失采用备抵法核算，期末按账

龄分析法并结合个别认定法计提坏账准备（包括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

款），计入当期损益。对于有确凿证据表明确实无法收回的应收款项，

经山西关铝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批准后列作坏账损失，冲



销提取的坏账准备。母公司坏账准备计提比例为 5%，对有确凿证据

表明该项应收款项收回的可能性不大，山西关铝集团有限公司单项计

提该项应收款项的坏账准备，提取比例可以达到 100%。

8、存货的核算

（1）存货的分类：基础设施、房地产及建安装饰工程部分的存

货分为库存材料、开发成本、出租开发产品和开发产品等；生产制造

部分的存货分为原材料、委托加工材料、低值易耗品、包装物、在产

品、产成品等。

（2）房地产开发成本采用实际成本核算。出租开发产品以取得

时实际成本计价，按出租产品可使用年限平均摊销。

（3）开发用土地按取得时实际成本入账。在项目开发时，按开

发项目建筑面积分摊计入开发项目的开发成本，不单独计算建筑面积

的部分不分摊土地成本。公共配套设施按实际发生额核算，能够认定

到所属开发项目的公共配套设施，直接计入所属开发项目的开发成

本；不能直接认定的公共配套设施先在开发成本中单独归集，在公共

配套设施项目竣工决算时，该单独归集的开发成本按开发产品销售面

积分摊并计入各受益开发项目中去。

（4）低值易耗品、包装物在领用时采用一次性摊销。

（5）库存材料、在产品、产成品按实际成本入账；发出时，采

用加权平均法核算。房地产业采用个别计价法确定发出产品的实际成

本。

（6）存货盘存制度采用永续盘存制，资产负债表日存货按成本



与可变现净值孰低原则计量。可变现净值是指在日常活动中，存货的

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及相关

税费后的金额。存货跌价准备按单个存货项目计提。计提的存货跌价

准备计入当期损益。

在资产负债表日，如果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影响因素已经消失

的，减记的存货价值予以恢复，并在原已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金额内

转回，转回的金额计入当期损益。

9、固定资产及其折旧

(1)固定资产的确认标准：为生产商品、提供劳务、出租或经营

管理而持有的且使用寿命超过一个会计年度的有形资产。

(2)固定资产按照成本进行初始计量，采用年限平均法计提折旧。

除了已提足折旧仍继续使用的固定资产和单独计价入账的土地，公司

对所有固定资产计提折旧。

(3)固定资产残值率不超过原值的 5%，折旧年限及年折旧率分别

为：

资产类别 使用年限 年折旧率%

房屋建筑物 15-40 2.4-6.4

机器设备 8-22 4.35-12

运输工具 6-12 8-16

电子及办公设备 6 16

其他 6 16

(4)每年年度终了，公司对固定资产的使用寿命、预计净残值和



折旧方法进行复核。使用寿命预计数与原先估计数有差异的，调整固

定资产使用寿命。净残值预计数与原先估计数有差异的，调整预计净

残值。

(5)固定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见资产减值相关会计政策。减值损

失一经确认，在以后会计期间不得转回。已全额计提减值准备的固定

资产，不再计提折旧。

10、借款费用

公司发生的借款费用包括因借款而发生的利息、折价或溢价的摊

销和辅助费用，以及因外币借款而发生的汇兑差额等。

发生的借款费用，可直接归属于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的购建或

者生产的，应当予以资本化，计入相关资产成本；其他借款费用，应

当在发生时根据其发生额确认为费用，计入当期损益。符合资本化条

件的资产，是指需要经过相当长时间的购建或者生产活动才能达到预

定可使用或者可销售状态的固定资产、投资性房地产和存货等资产。

购建或者生产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或者可销

售状态时，借款费用停止资本化。在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达到预定

可使用或者可销售状态之后所发生的借款费用，在发生时根据其发生

额确认为费用，计入当期损益。

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在购建或者生产过程中发生非正常中断、

且中断时间连续超过 3 个月的，暂停借款费用的资本化。在中断期间

发生的借款费用确认为费用，计入当期损益，直至资产的购建或者生

产活动重新开始。如果中断是所购建或者生产的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



产达到预定可使用或者可销售状态必要的程序，借款费用的资本化继

续进行。

11、收入的确认

(1)商品销售收入的确认：公司已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

报酬转移给购货方；公司既没有保留通常与所有权相联系的继续管理

权，也没有对已售出的商品实施有效控制；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

量；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公司；相关的已发生或将发生的成本

能够可靠地计量时确认商品销售收入的实现。合同或协议价款的收取

采用递延方式，实质上具有融资性质的，按照应收的合同或协议价款

的公允价值确定销售商品收入金额。

(2)提供劳务收入的确认：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相关的

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公司；交易的完工进度能够可靠地确定；交易中

已发生和将发生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时，确认劳务收入的实现。

(3)让渡资产使用权收入的确认：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公

司，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时，确认利息和使用费等收入的实现。

利息收入金额，按照他人使用公司货币资金的时间和利率计算确定，

对于时间较长的，采用实际利率计算确定。使用费收入金额，按照有

关合同或协议约定的收费时间和方法计算确定。

12、所得税

公司所得税费用采用以资产负债表为基础的债务法核算。以未来

期间很可能取得用以抵扣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应纳税所得额为限。

13、合并报表编制方法及范围



(1)合并范围：凡公司能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子公司，均纳入合并

报表范围。

(2)编制的程序：以母公司和子公司的财务报表为基础，按照权

益法调整对子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后进行编制。

(3)编制基础：母子公司的财务报表；子公司采用的会计期间、

会计政策和会计处理方法与母公司一致。

(4)编制方法：以母公司和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的会计报表以

及其他有关资料为依据，合并各项目数额予以编制。母公司与子公司

之间的所有重大交易和往来款项均在合并时予以抵销。

14、资产负债情况

单位：万元

报表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变动比率(%)

资产总额 175123 173381 1

流动资产 59187 50925 16.22

非流动资产 115936 122455 -5.32

流动负债 204986 189415 8.22

非流动负债 183059 183708 -0.35

所有者权益（含少数股东权益） -212922 -199742 -6.6

归属于国有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38165 -129608 -6.6



15、损益情况

单位：万元

说明：

（1）流动资产较年初变化较大，主要原因是关铝热电公司上半

年预收热力公司热费存款。

（2）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变化较大，主要原因是关铝热电公司

本年度交易电价降低。

（二）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公司的控股及纳入合并会计报表

的子公司：

单位：万元

投资的子公

司

注册

资本

实收

资本

本公

司投

资

投资

比

例％

经 营 范 围

洋浦晋铝经

贸有限公司

100 100 100 100
商务代理、有色金属及原材料、

机电产品、化工产品

山西关铝集

团重庆经贸

有限公司

150 150 105 70
有色金属，金属材料，矿产品，

机电设备销售

报表项目 报告期 上年同期 变动比率(%)

营业收入 15934 19458 -18.11

利润总额 -13791 -13262 3.99

归属于国有股东的净利润 -8937 -8753 2.1



运城关铝热

电有限公司

80,000
65,239.
89

41,23
9. 89

63.21
电力、热力的生产销售及其相

关机电维修、技术服务

运城市永济

关铝物业服

务有限公司

185.46 185.46
185.4
6

100

物业管理服务；五金交电、建

筑材料、日用百货、劳保用品

销售;住宿、餐饮服务

运城市关铝

物业服务有

限公司

209.5 209.5 209.5 100
物业管理，房屋租赁；零售：

劳保用品、五金建材

运城市关铝

聚达物流有

限公司

100 100 100 100

自有场地及房屋租赁；货物配

载、物流信息服务、货运代理；

餐饮服务；物业管理服务。

五、环境保护情况

无。

六、其他事项

无。

法定代表人签字：

山西关铝集团有限公司

2021 年 8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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