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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9 年度业绩说明会召开情况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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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23 日采用

电话会议形式召开了公司 2019 年年度业绩电话说明会。本次业绩说明会的召开

事项，公司已于 2020 年 3 月 17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网站、公司网站、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披露了《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召开 2019 年度业绩说明会的预告公告》（公告编号：2020-007 号）。现将

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公告如下： 

一、 本次说明会召开情况 

2020 年 3 月 23 日，公司副总裁、代行总裁职务濮津先生、首席财务官柴乔

林先生、董事会秘书义宝厚先生以及证券事务部、战略规划部、财务部、煤化工

事业部、销售中心相关负责人出席了本次业绩电话说明会。公司就 2019 年度的

经营情况、现金分红等问题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

投资者关注的问题进行了回答。 

二、 本次会议投资者提出的主要问题及公司的回复情况 

公司在电话说明会上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给予了回答，主要问题及答复如下： 

问 1：公司煤炭生产是否受疫情影响？全年规划煤炭产量多少？ 

答：疫情对公司煤炭生产影响不大，主力矿区春节期间未停产。公司 2020

年全年计划自产商品煤产销量 9,600 万吨以上，高于 2019 年自产商品煤产销计

划 8,950 万吨。今年 1-2 月份，公司商品煤产量累计 1,628 万吨，同比增加 4.8%。 

问 2:  疫情影响需求，产能又在释放，公司对于煤价趋势的判断？ 

答：受疫情影响煤炭需求会有所减弱，加上先进产能释放，竞争会加剧，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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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需双方看供给较为宽松，价格会下降，但不会太低。 

3 月份全国煤炭产量增加，采暖期即将结束，下游开工不足，需求疲弱，煤

价下行。今年对比去年煤炭市场形势加上疫情防控，对公司来说还是有压力的。 

问 3：基于煤价走势判断，公司煤炭领域毛利率是否能够持续？ 

答：今年大环境对煤炭市场整体偏利空，疫情对进出口业务有一定的影响，

海外能源消耗会降低，预计价格有一定下行压力，但降幅有限。今年年初的煤炭

价格明显低于去年，对公司保持毛利率有一定的压力，未来公司将加大降本增效

力度，争取能够稳住毛利率。 

问 4：公司去年煤炭产量增速比较快，今年安排似乎比较保守，原因是什么？

之后是否有调增产量安排的可能性？ 

答：2019 年计划自产商品煤产销量 8,954 万吨，实际完成 10,184 万吨，今年

计划自产商品煤产销量 9,600 万吨以上，是根据自身生产能力和各生产矿井的实

际情况安排的。2 月份公司有些矿井延迟复产但现在都恢复了。 

公司未来煤炭产量来源：大海则 1,500 万吨/年动力煤煤矿，预计 2022 年竣

工；里必 400 万吨/年无烟煤煤矿，预计 2024 年竣工；苇子沟 240 万吨/年动力煤

煤矿，预计 2021 年竣工；依兰三矿 240 万吨/年动力煤煤矿，预计 2021 年竣工。 

问 5：政府对进口煤有什么政策？ 

答：进口煤作为国内煤炭市场的有力补充，在价格上具有一定优势。这几年，

进口煤量每年 2.5-3.2 亿吨，去年 2.99 亿吨，2020 年 1-2 月份进口 6,806 万吨，

同比增加 33.1%，从 3 月份开始，受疫情影响需求受到制约。我们分析认为 2020

年进口量会保持在一定水平，政府对进口煤的政策尚不清楚。 

问 6：公司新投产矿井的生产成本情况？ 

答：公司新投产的母杜柴登、纳林河二号矿井属于高产、高效矿井，先进产

能有序释放，单位生产成本低于公司整体平均水平。 

问 7：公司今年煤炭长协签订情况如何？ 

答：目前签订率在 80%以上，疫情对签订进度有一定影响，疫情之后会和剩

下几个客户再面谈；1-2 月份煤炭销售基本上不受影响，同比还是小幅增长的；

长协兑现率比较高，今年长协价格预计维持稳定、窄幅波动。 

问 8：公司新建电厂运营情况如何？ 

答：上海能源 2×350MW 项目和新疆准东五彩湾北二电厂 2×660MW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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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组均已正式并网发电，目前均正常运行。预计今年利润贡献会比较好，这充分

体现出煤电一体化协同效应带来的成果。 

问 9：公司电力方面的投资规划如何？ 

答：建设坑口电厂和煤电联营项目，符合国家鼓励方向和公司实际，如果有

合适的项目，公司会择机进行投资。 

问 10：公司新投产电厂中，哪一个是算在投资收益？哪一个算在公司自己

的电力板块收益？ 

答：新疆准东五彩湾北二 2×660MW 和上海能源 2×350MW 两个电厂计入

电力板块收益，平朔 2×660MW 电厂属于投资收益。 

问 11：国际油价暴跌对公司煤化工业务的影响？ 

答：国际油价暴跌对公司煤化工业务的影响，一是对市场信心的影响。国际

油价的大幅下跌给市场信心带来恐慌，同时引起市场心理预期的变化，随用随采

成为常态，库存向中上游累积，从而造成价格的加速下行。二是需求的下降。疫

情期间居民对终端的塑料制品需求减少。同时原油价格暴跌会带动天然气价格下

跌进而降低进口甲醇的生产成本，当内地、港口甲醇价差超过运费，进口甲醇资

源将会挤压内地甲醇需求。三是成本的坍塌和供应的增加。对于化工产业链，油

价下跌会导致化工品整体成本下降，当前化工行业利润处于低位，且化工产业链

内部利润继续向下游环节转移。油价下跌会导致气头尿素成本优势更加明显，同

时成本较低的聚烯烃进口量会进一步增大，国内煤制烯烃成本竞争优势减弱。 

从短期看，聚烯烃价格从春节疫情爆发后已经下跌了 10%，短期连续大跌的

风险有限，市场会逐渐回归基本面。中长期来看，原油价格变化的不确定性依然

存在，疫情世界范围内的发展也存在变数。 

问 12：公司是否生产医用防护物资？ 

答：为助力疫情防控，公司安排中煤蒙大公司紧急生产疫情防控医用物资材

料聚丙烯 Z30S 产品 1.5 万吨，为下游企业医用防护用品生产提供基础材料。经

突击抢运，已圆满完成发运任务，供应相关医用无纺布生产企业。 

问 13：公司 2019 年经营现金流中，为什么购买商品、接受劳务的现金流出

规模增幅较大？ 

答：2019 年，公司在持续释放先进产能的同时，进一步完善营销体系，积极

拓宽销售渠道，自产商品煤和买断贸易煤销量均大幅增长，使得公司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增幅较大，与此同时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和购买商品、接受

劳务支付的现金均呈现较大增幅。受益于公司经营业绩同比增长，以及公司持续

精益资金管理，2019 年公司生产销售活动创造的现金净流入同比大幅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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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 14：为什么公司 2019 年财务费用大幅增加？ 

答：2019 年，公司财务费用净额 47.54 亿元，同比增加 10.97 亿元，主要原

因如下：一是 2018 年报表口径将财务公司贷款、同业存款利息收入等冲抵财务

费用，而 2019 年随着财务公司业务规模扩大，作为单独业务分部披露收入、成

本和利润，口径的变化带来财务费用增加，但仅是影响报表列报，不影响利润总

额；二是 2018 年下半年以来部分重点建设项目陆续投产见效，贡献利润同时项

目建设贷款利息支出按《企业会计准则》规定从资本化转为费用化核算，使财务

费用同比增加。 

公司大规模项目建设在“十二五”期间，当时公司债务融资的利率低于市场

综合资金成本，但当时基准利率处于高位，社会融资成本整体相对较高。随着公

司利用银行信贷融资和资本市场发行债券直接融资相结合方式筹集低成本、长期

限的资金，置换到期融资成本相对较高的债务等，公司债务结构将陆续得到改善。

煤炭行业是重资产行业，公司在债务融资期限选择上将积极获取长期债务，以进

一步控制债务和资金风险。 

问 15：公司在煤矿智能化领域有何规划？ 

答：公司正在大力的利用各项信息技术，更好地促进煤矿智能化工作建设和

装备技术发展，公司初步制定了 2019-2023 年度煤矿智能化工作面专项规划，持

续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在规划期末，公司煤矿智能化工作减人增效将取得较大

进展，科技创新和新技术、新设备应用更加普遍，实现智能工作面占比、技术水

平均位于国内煤炭行业前列，新建矿井工作面全部实现智能化。 

问 16：公司 2019 年资产减值计提情况，未来是否还有对资产计提减值的计

划？ 

答：近年来，公司持续夯实资产质量，对停缓建项目和经营较差的在产项目

等存在减值迹象的资产根据中国企业会计准则及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进行减值测

试，并根据减值测试结果计提了减值准备。2019 年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6.88 亿元，

比 2018 年大幅减少，也从一定程度上说明公司资产质量在持续改善。 

未来公司将结合相关煤炭、煤化工和电力行业政策及相关企业生产经营情况，

继续梳理项目情况和资产状况，依据准则要求规范进行减值测试并合理有序计提

资产减值，以进一步夯实公司资产质量和业绩基础。 

问 17：从披露的业绩公告中我们看到公司对可收回金额低于账面价值的物

业、厂房及设备计提减值准备 5.92 亿元（H 股口径），具体分布在哪些板块？ 

答：近年来，公司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夯实资产质量。2019

年，公司为客观、公允地反映资产状况，本着谨慎性原则，根据会计准则对本年

度出现减值迹象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并根据减值测试结果相应计提了减值准备。

其中：对可收回金额低于账面价值的物业、厂房及设备计提减值准备 5.92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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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可收回金额低于账面价值的其他非流动资产计提减值准备 0.62 亿元。上述减

值准备大部分集中在其他业务板块。 

问 18：2020 年公司的成本管控目标？ 

答：2020 年，公司将在稳定产量的同时，进一步加强成本精益管理，深入开

展提质增效专项行动，深挖降本增效潜力，积极应对市场下行的影响。 

问 19：公司是否会回购股份？ 

答：公司目前暂无回购计划。 

问 20：公司是否会增加分红比例？ 

答：为更好的回馈股东，维护企业价值和股东价值，并保持利润分配政策的

连续性和稳定性，公司董事会建议 2019 年按照中国企业会计准则合并财务报表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的 30%，即 16.88 亿元向股东分派现金股利。以公司全

部已发行股本 132.59 亿股为基准，每股分派人民币 0.127 元（含税）。 

在此，公司对长期以来关心和支持公司发展并积极提出建议的投资者表示衷

心感谢！ 

    特此公告。 

 

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3 月 2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