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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8 年度和 2019 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 

暨投资者见面会会议情况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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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5 月 17 日下午，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昊

华能源”或“公司”）在上海召开了公司 2018 年度和 2019 年第一季度

业绩说明会暨投资者见面会。 

一、会议时间： 

2019 年 5 月 17 日 14 时至 16 时 

二、会议地点： 

上海市黄浦区四川中路 321 号 中央大厦 10 层会议室 

三、参加人员： 

昊华能源出席会议的有副总经理娄英杰，董事、副总经理、财务总

监、董事会秘书谷中和，副总经理薛令光，证券事务代表赫春江以及财

务管理部和证券产权部相关人员。 

出席本次会议的投资者（排名不分先后）有景林资产、湘财基金、

百年保险、新泉投资、益菁汇资产、凯石基金、国海富兰克林、海通证

券、兴业基金、银河基金、沃珑港资产、申万宏源、长江证券，以及 3

名个人投资者。 

四、会议内容： 

（一）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谷中和简要

介绍昊华能源 2018 年度和 2019 年第一季度经营情况和相关数据 



2018 年度，公司总体煤炭产量 1,047 万吨，其中：京西各矿产煤

176 万吨；内蒙昊华精煤高家梁煤矿产煤 593 万吨；西部能源红庆梁煤

矿 2018 年 7 月进入运营期，完成产量 278 万吨。2018 年度，公司完成

销量 1,292 万吨，其中：京西 208 万吨（增销了库存）；昊华精煤高家

梁煤矿 593 万吨；西部能源红庆梁煤矿 274 万吨，其余为煤炭贸易量。 

2019 年第一季度，公司煤炭产量为 279 万吨，其中：京西大台矿

产煤 20 万吨；昊华精煤高家梁煤矿产煤 148 万吨；西部能源红庆梁煤

矿产煤 111 万吨。2019 年第一季度公司完成煤炭销量 327 万吨，其中：

京西 43 万吨；昊华精煤高家梁煤矿 148 万吨；西部能源红庆梁煤矿 110

万吨，其余为煤炭贸易量。 

收入和利润同比增加主要是由于煤炭价格上升以及西部能源红庆

梁煤矿进入运营期所致。 

（二）投资者提问 

1、昊华能源净资产不断上升，请问对公司股价是否有信心 

公司生产经营一直比较稳定，高家梁煤矿前期投入和建设非常好，

从设备和开采方式都选择最好的技术，抽调了京西最好的人才，现在成

为当地的样板煤矿。高家梁煤矿预计上半年能够完成 750 万吨产能核增

的全部手续，现在进入 3-1 煤层开采，发热量更高。红庆梁煤矿煤质好、

发热量高，有很好的市场竞争力。内蒙煤矿都属于超低瓦斯煤矿，地质

结构简单，基本没有水灾风险，安全生产风险相对较低。 

股价波动是由于多种因素共同导致的，目前市场很多股票市净率都

低于 1。昊华现在每股净资产在 6.9 元，市价很长一段时间在这个水平

之下。公司将继续做好京西退出工作，积极实施“双轮驱动”，努力提

升公司的经营管理水平、增强市场抗风险能力、促进企业稳健发展。我

们对企业未来发展有很强的信心。 



2、公司去年煤炭资源量 1,200 万吨，今年计划资源量达到 1,300

万吨，请问增量的主要来源 

红庆梁煤矿去年产量 270 万吨（2018 年下半年红庆梁煤矿正式投

入运营），今年预计将达到 500 万吨；高家梁煤矿预计 750 万吨；京西

矿区资源量预计 80 万吨左右。 

3、高家梁煤矿和红庆梁煤矿增产后，公司预计成本的下降程度 

高家梁煤矿 2019 年产能将核增到 750 万吨，红庆梁煤矿产能也将

逐步释放，这些都对吨煤成本的降低起到很好的作用。 

4、内蒙矿区煤炭价格情况 

洗精煤比末煤贵 100 元，洗精煤比率越高、售价越高、利润也就越

高，高家梁煤矿洗精率基本在 60%左右。2018 年，高家梁坑口不含税

平均价 200 元左右，红庆梁坑口不含税平均价超过 210 元。 

5、昊华能源的煤炭销售的主要方式 

经过中间商有可能提高售价，但无法拥有直接客户，市场有风险时

会很被动。因此，目前公司自有煤炭全部由自己销售。 

6、京西煤矿退出情况 

公司京西矿区的长沟峪煤矿、木城涧煤矿和大安山煤矿已经停产退

出，目前只有大台煤矿在产。预计大台煤矿 2020 年完成退出工作。 

7、京西煤矿人员安臵情况如何 

2016 至 2019 年 4 月，共安臵 6,775 人，其中办理内部退养 1,255

人、本企业内部分流 689 人、终止解除合同 4,184 人、办理退休 613 人

以及其他 34 人。 

以终止合同方式安臵人员，补偿由国家奖补资金负担；其他方式人

员安臵费用由北京市和企业共同负担。 

8、请问今年人员安臵是否能减少管理费用 



京西矿区今年计划安臵 1,200 人，今年 1-4 月共安臵职工 368 人，

发生安臵费用 8,328.65 万元，其中：中央财政资金支出 4,219.73 万元，

市财政资金支出 1,739.05 万元，企业自有资金支出 2,369.87 万元。 

9、请问京西煤矿退出是否会带来资产减值 

2016 年和 2017 年已经处臵了大部分退出的资产，2018 年完成京西

部分资产的臵换和处臵。目前京西煤矿的净资产大致在 2,500 万左右，

部分资产还有回收价值，预计在 2020 年完成全部处臵工作，总体上对

公司经营和业绩影响较小。 

10、目前公司资产负债率较低，请问公司未来是否有别的重大投

资安排 

昊华能源的战略构想是“构建以煤炭为基础，以煤化工为核心，多

种能源开发与利用，提供清洁能源综合服务的卓越上市公司”。 

目前昊华能源仍将以煤为主，目前公司在内蒙已经拥有了高家梁煤

矿和红庆梁煤矿，加之京西各矿专业人才和队伍优势，已经为公司煤炭

产业发展储备了大量优秀人才。今后公司将主要在内蒙、宁夏、陕西等

煤炭富集地区筛选优质资源和项目。 

以煤化工为核心就是要适时进入煤化工产业、适度延伸产业链，提

升公司抗风险能力。公司目前已经在煤制甲醇项目中积累了一定经验、

培养和储备了一批煤化工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目前正在积极调研煤化

工项目，包括煤制油、煤制气、煤制烯烃煤制乙二醇等。今后将选择合

适时机进入相关领域，适度延伸公司产业链。 

11、煤制甲醇项目的生产经营情况 

昊华能源 2011 年开始投资建设 40 万吨煤制甲醇项目，2015 年投

入正式生产，实现了公司“当年投产、当年达产、当年盈利”的项目建

设模式，自投产以来一直保持着盈利。 



12、请问公司目前是否有清洁能源项目 

昊华能源目前主要是煤和煤化工业务，其他能源清洁利用项目也在

积极调研中。 

13、请问公司目前科研投入情况 

目前京能集团有研究院，包括传统和新型的研究；公司也与很多大

专院校和科研院所进行有非常紧密的科研合作。 

煤炭的科研费用主要投入在煤炭安全保障和生产效率提升等方面；

公司研发主要在实用技术方面，目前国泰化工已经成为国家高新技术企

业。 

14、公司在煤炭综合利用方面是否有考虑 

目前公司鼓励煤化工利用自有煤，加大自有煤使用比例，通过内部

科技改革，提升效率，深化煤炭产业链。 

15、作为资深国企，请问公司是否考虑输出管理，轻资产扩张 

对于煤炭代管等问题，因为国家政策调整不断调整，公司也在积极

应变。由于目前安全生产的大形势，国内各大煤矿主要还是自管为主。 

16、请问京能集团对上市公司的考核标准是否有新的变化 

考核分两部分，首要是安全，其次是业绩。安全方面要求绝对不能

出安全事故，这是一票否决的考核指标。业绩首要考核利润，净资产收

益率，其他包括现金流（利润保障倍数），成本等，对收入还没有列入

考核指标内。 

17、请问公司对去年第四季度业绩下滑的解释 

因为员工工资兑现和结算集中在四季度，加上公司计提的减值等，

都对业绩造成一定影响。 

18、请问京东方能源前期工作的情况 

目前依旧在资源整合推进过程中。 



19、请问公司是否有回购计划 

目前昊华能源在股本规模较小，且回购需要层层审批，过程比较繁

冗。股票回购虽然能够在短时期内提振股价、增强市场信心，但长期效

果并不明显，需要综合考虑维护股价稳定的长效机制。昊华能源得益于

行业和公司自身业绩比较稳定，市场表现也比较稳定，目前股东集中度

高、持股数较高，投资者应该对股票有信心。同时集团也鼓励其下属上

市公司运用多种混改手段稳定股价，我们也会对此进行跟进研究。 

20、公司是否有混改计划 

进入国企改革双百行动名单的北京市属国企有五家，京能集团是其

中之一。公司有意愿进行更深层次的混改，对如何在公司和子公司层面

实施混合所有制改革进行探讨。公司将根据京能集团的统一部署，稳步

推进国企改革进程。 

21、公司煤炭定价机制 

出口的京西煤按照国际定价体系，参考澳大利亚的焦煤价格变动。

内蒙定价主要参考秦皇岛 CCI 指数，但在当地价格反映上会有些滞后，

也会受到运输和仓储等因素影响。 

22、昊华目前主要服务的客户 

目前公司内蒙煤炭主要供应电厂，部分作为钢厂喷吹煤的配煤；京

西煤主要是冶金用煤，用于钢厂烧结。 

23、公司现金流和应收账款情况 

受近年来煤炭市场持续好转，整个行业和公司的现金流以及应收账

款情况都比较好。 

24、请问公司对后期煤炭市场的展望 

国内煤炭的主要需求来自四大行业，其中火电占了将近一半，还有

钢铁、化工和建材行业。其中，虽然火电增速有所放缓，但经过多年的



市场化运作，以往通过竞相压低上网电价的恶性竞争方式已不再使用，

火电和煤炭的市场联动更为紧密，对上游煤炭价格的态度也有明显转变，

电煤价格、尤其是资源大省的煤炭价格能够保持平稳；钢铁产量仍在增

长，主焦煤的价格仍在上涨、进口煤量仍在增加，使得国内煤价能够维

持目前的价格水平；化工行业、尤其是煤化工行业，如煤制油、煤制烯

烃等现在发展较快，用煤量很大；国内基础设施建设仍然在不断增长，

建材行业仍保持着较好的发展趋势；近年来，由于政府对新能源的补贴

越来越少，风电、光伏等新能源产业规模扩大也受到一定的限制。 

因此，根据多方面因素考虑，目前煤价不具备大幅下降的可能。 

五、会议结束： 

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谷中和再次感谢各位

投资者的莅临，也感谢对昊华能源的关心和爱护，希望投资者能够到公

司厂矿去实地考察参观，能够更直观的感受到昊华能源的发展。 

 

特此公告。 

 

 

                          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5 月 2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