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机构投资者交流会会议纪要 

 

一、会议时间 

2021 年 7 月 19 日 15 时至 16 时 

二、会议主题 

昊华能源机构投资者交流会（电话会议） 

三、参会机构 

申万宏源、国泰君安、安信证券、广发证券、国寿安保基金、

中金资管、兴银理财、海通证券、中泰自营、工银安盛、汇丰晋

信、尚雅投资、鼎天投资、建信基金等投资者或债券持有人 

四、昊华能源参会人员 

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  谷中和 

公司总法律顾问、法务合规部部长            杜  峰 

财务管理部部长                            李  军 

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证券产权部部长          甄  超 

财务管理部副部长                          李  鸣 

人力资源部副部长                          胡国富 

以及其他工作人员 

五、会议背景 

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1 年 7

月 9 日公开披露了《2021年半年度业绩预增公告》，该公告表明公

司 2021 年上半年实现归母净利润在 5.80 亿元－6.50 亿元，同比

增加 4.86 亿元－5.56 亿元，增长 515.91%－590.24%。预计公司

2021 年上半年实现扣非后的归母净利润在 5.80 亿元－6.50亿元，



同比增加 4.86 亿元－5.56 亿元，增长 519.26%－594.00%。 

六、会议内容 

（一）公司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集中说明 

Q1：公司上半年业绩预告非常亮眼，2021年公司上半年归属

母公司净利润 2021 年上半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在 5.80亿元－6.50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4.86亿元－5.56亿元，

同比增加 515.91%－590.24%。公司业绩是否有可持续性，下半年

业绩怎么样？ 

A1：公司上半年业绩预计同比增加 515.91－590.24%。目前煤

炭价格和产销量都比去年同期有一定程度的增长，煤炭价格的上

涨对利润增长有较大贡献，同时上半年产销量同比也有一定程度

增长，归母净利润预计在 5.8－6.5 亿之间。 

Q2：上半年动力煤价格大幅上涨。公司对煤价处于高位是怎

么解读的？在 7 月 12日的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上，国务

院总理李克强提出综合施策缓解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压力，请问这

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造成怎样影响，公司认为未来煤价的走势将

会如何变化？ 

A2：公司认为未来的煤炭价格，随着国内供需情况的变化，

总体来讲预计还将继续在高位震荡运行。主要依据是国家一方面

提出缓解大宗商品上涨压力，另一方面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

也都通过各种政策要求各煤炭企业严格按照核定产能组织生产。

综合目前煤炭总体需求形势，考虑到入夏后用电量会逐步增加，

以及年底供暖等季节性因素影响，预计今年煤炭价格仍有极大可

能在较高位置波动。 

Q3：公司 2021 年第二季度煤炭产量为 354.16 万吨，销量为



363.91万吨，同比有所减少。今年公司下半年煤炭产能、产量和

销量是否会增加？公司煤炭业务的盈利情况如何？ 

A3：二季度产量比去年同期减少，属于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

结果，公司计划全年煤炭产量为 1280 万吨。 

Q4：目前红墩子煤业红一和红二煤矿正在建设，产能分别是

240 万吨/年，预计何时投产？ 

A4：红墩子煤矿目前处于建设阶段，核定总产能为 480 万吨，

红一红二煤矿产能各为 240 万吨。两煤矿分别于去年和今年取得

了采矿许可证，现在公司正在加紧进行建设，同时对红墩子煤矿

的初步设计进行优化。目前初设优化工作进展比较顺利，也取得

了一些成果。待优化设计完成之后，公司将提交董事会和股东大

会审议初步设计投资概算，同时也会在投资概算的议案中对工程

进度作出相应说明。 

Q5：公司 2021 年第二季度甲醇产量为 12.15 万吨，销量为

12.07 万吨，同比分别增加 4.65%和 6.16%，下半年的生产计划是

怎样的？公司对下半年甲醇的价格走势有何看法？ 

A5：公司全年计划甲醇产销量是 42 万吨。这段时间石油价格

的持续走高推升了甲醇价格的上涨，公司目前对甲醇的价格保持

谨慎乐观态度。 

Q6：公司 2020 年 A 股每股现金红利 0.03 元，分红比例超过

70%，今年高利润驱动下公司是否会有承诺分红预期？ 

A6：公司 2020 年度的分红比例已经接近 75%，今年以来也实

现较好的经营业绩。公司后续会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细致研究，目

前还没有相关的具体规划。 

Q7：在碳中和大背景下，公司是否有发展提纯氢气、布局加



氢站业务，请问公司有什么具体计划？ 

A7：公司目前没有发展氢气提纯、布局加氢站的具体计划。

未来公司将根据国家和地方“碳达峰、碳中和”行动方案和相关

政策等要求，认真研究公司转型升级发展的相关举措。 

Q8：针对京西四矿退出、非洲煤业及巴彦淖等历史遗留问题，

后续有什么具体的妥善解决方案？公司后续计划将采取什么样的

行动来安抚投资者的情绪？ 

A8：北京市将根据京西生态涵养区的定位，对京西退出矿井

进行整体规划。目前这个规划还没有成型，公司将会根据北京市

相应开发和建设规划，做好后续京西资产的处置工作。关于巴彦

淖的历史问题，公司上半年收到 2015 年股权收购多付的 9.05 亿

元以及相应的 2.5 亿元资金占用费，并按照会计准则进行了追溯

调整。针对股民诉讼问题，作为上市公司，公司会履行上市公司

责任，在保障投资者利益的同时，努力维护上市公司和股东利益，

积极稳妥、依法合规地处理后续诉讼问题。 

Q9：公司当前涉及诉讼的情况，预期何时能完全解决，对业

绩是否还有哪些影响？ 

A9：公司涉及的部分诉讼仅开庭一次，鉴于案件尚未审结，

因此对公司影响尚无法确定。 

Q10：公司目前的长协、现货销售比例分别多少，未来会有哪

些变化？ 

A10：公司目前是以现货销售为主，公司目前正在积极努力去

开发长协的客户。结合“碳达峰、碳中和”的要求，公司认为签

订长协是未来煤炭企业实现长期稳定发展的一种有效路径。 

Q11：红业煤矿的红二矿取得了采矿许可证，目前红一矿和红



二矿建设进度如何，何时投产？投产后的主要销售客户规划？ 

A11：红一红二煤矿 2020 年受疫情的影响，投资进度有所延

缓，今年计划投资 14.78 亿元，加快红一红二煤矿的建设。红墩

子煤矿产品主要是焦煤、动力煤，焦煤主要用于冶金，动力煤主

要用于电厂和煤化工企业。公司在京西矿区无烟煤销售过程中，

与国内冶金客户建立了长期良好合作关系；公司在内蒙动力煤市

场也深耕 10 多年，拥有较好的动力煤客户资源。同时宁夏地区是

煤化工基地，现在主要有神华、宝丰等煤化工基地，每年煤炭需

求比较稳定，而且存在较大缺口。公司将根据红墩子煤矿项目的

工程进度，计划有序开发相应的客户资源。 

Q12：红庆梁煤矿取得采矿许可证后是否恢复正常成产？今年

能否达产（600 万吨/年）？目前煤质如何？ 

A12：2020年三季度报告和年度报告中披露红庆梁煤矿已进行

维护性生产，相关产量计划在年度报告也有所披露。红庆梁煤矿

已取得采矿许可证，目前正在办理其他相关证照。红庆梁煤矿煤

质较好，含硫量低，具有较强的环保优势，发热量较高家梁的略

高。 

Q13：目前甲醇的盈利能力如果？原料煤的来源？主要销售客

户？目前甲醇的成本？  

A13：目前甲醇的原料煤一部分来源于红庆梁煤矿，一部分来

源于其他煤矿的外购。今年甲醇价格虽然上涨较多，但是原料煤

价格上涨幅度更大，所以国泰化工甲醇项目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减

亏，但仍未实现盈亏平衡。 

Q14：目前公司煤炭销售的定价模式？ 

A14：目前公司煤炭销售定价模式主要为市场方式。 



Q15：2020 年加强人员安置调配，实现公司“瘦身”减负，

全年共化解安置员工 852人，2021 年是否还有进一步“瘦身”的

计划？通过怎样的方式实现？ 

A15：公司 2020 年已安置化解 852 人，今年还有人员安置计

划，目前按照政策正在有序推进人员安置。  

Q16：2020 年出现了“采空区耕地占用税”，这个税是如何

征收的？从量还是从价？ 

A16：内蒙古自治区出台了《关于内蒙古自治区耕地占用税实

施办法的决定》，从 2014 年 12 月 18 日开始执行。目前是由煤矿

测量并上报给相关部门，经审核后按照采空区面积从量计税。 

（二）投资者的其他问题 

Q1：红庆梁煤矿复产，所有的证件都需要重新办理吗？ 

A1：红庆梁煤矿已经取得采矿许可证，目前正在办理安全生

产许可证。相关资料已经上报到自治区相关部门。由于安全生产

许可证发放已由原来的煤监局变更到能源局，因此还需要一定时

间周期。 

Q2：预计今年红庆梁煤矿还能够复产吗？ 

A2：为保障煤矿资产安全，红庆梁煤矿目前进行维护性开采。

公司将争取尽快完成安全生产许可证等证照的办理工作，以实现

正常生产经营。 

Q3：后续要通过董事会决议开展红一红二的优化设计，具体

投入是多少？ 

A3：红一红二的优化设计后的具体投入，将在公司股东大会

议案中公开披露。 

Q4：除了在建煤矿，未来还有新项目的投入吗？ 



A4：按照战略规划，2025 年末总产能力争达到 3000万吨，现

阶段含在建矿井的公司煤炭总产能是 1830万吨，与公司规划目标

还有一定差距。目前，公司正在煤炭资源富集区寻找一些新的煤

炭项目。  

Q5：京能集团对公司的定位还是围绕着煤炭吗？ 

A5：公司十四五期间的战略规划是“煤为核心、煤电平衡、

协同发展”。公司将结合“碳达峰、碳中和”的政策和要求，研究

公司转型升级发展的实施方案和路径。 

Q6：MCM 公司（原非洲煤业）整体表现不达预期出现亏损，

股权也稀释到第二大股东，公司后续有什么计划？ 

A6：MCM公司受转型的影响，主要的精力在新项目建设的融资

上。2020 年 MCM 公司实现一定程度上的减亏，公司未来将根据整

体战略发展要求妥善处理海外投资。 

Q7：京能集团对公司有没有资金、资源方面的支持？ 

A7：京能集团主要从两方面给予上市公司支持：一是资金支

持。2020 年京能集团财务公司给予公司 35 亿元授信额度，2021

年给予 50.2 亿元的授信额度。二是发挥煤电协同效应等。 

Q8：融资结构和综合的融资成本是多少？碳中和是否影响到

公司的融资成本？ 

A8：现阶段公司的融资结构包含两期公司债券、平安资管计

划及并购贷款，其他主要是京能集团财务公司的借款。公司 2020

年综合融资成本同比降低 49个 BP，全年平均融资利率 5.14%。按

照“三降一减一提升”的要求，公司也会努力通过各种措施降成

本、降负债，并积极维护好银企关系，不断强化绿色矿山建设和

节能减排各项工作，争取绿色金融支持。今后公司将进一步优化



资本结构，并结合碳中和政策等考虑新的项目。 

Q9：后续债券融资还有考虑吗？ 

A9：今年以来，公司一方面收到了 11.55 亿元的返还款项，

另一方面受上半年煤炭市场向好的影响，现金流充裕。后续公司

将按照发展战略的要求，待有合适项目的时候，考虑资金的筹措

和投入，包括战略投资者的引进等措施。  

（三）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谷中和

进行总结发言 

第一，感谢各位投资者对公司的关注和支持，公司已经发布

上半年业绩预告，因为去年同期受疫情的影响，煤炭的价格、产

量都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今年上半年，煤炭价格较去年同期大幅

度上涨，煤炭产销量较去年同期也有一定幅度的增加。今年上半

年甲醇价格比去年同期有一定幅度的回升，甲醇业务的亏损比去

年同期减少，所以公司今年上半年的业绩比去年同期有较大幅度

的提升。 

第二，关于投资者关注公司业绩是否有持续性的问题。在业

绩持续性方面，红庆梁煤矿设计产能 600 万吨，目前受到多种因

素影响，产能尚未充分释放，因此后续红庆梁煤矿的产能还有一

定增长空间；关于红墩子煤矿，初步计划红一煤矿 2022 年投产，

红二煤矿 2023年投产，公司将努力加快各项工程建设进度，力争

实现早投产、早收益。 

第三，需要关注政策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国家是否出台新的

政策限制产能的增加仍有一定不确定性。另一方面由于“碳达峰、

碳中和”等政策因素，企业投资建设新矿井的力度和速度将会放

缓。在这种情况下，公司认为煤炭需求会随着经济增长的需要，



在 2030年碳达峰之前有一定程度增长。三是为保障我国能源供应

安全，在确保安全生产的前提下，政策性的调整和支持仍有可能。

公司在关注国家政策的同时，通过不断加强管理、降低成本费用，

依托现有矿井增加产能，努力确保经营业绩的可持续性。 

第四，公司将关注相关上市公司分红方案，进一步研究高分

红比例的可行性。 

总体而言，公司判断下半年煤炭总体形势仍比较乐观。希望

投资者能够继续关注和支持公司的发展，帮助推荐新的发展项目，

分享煤炭企业转型的成功案例。希望在符合国家政策要求的前提

下，在战略发展上能够吸收和借鉴同行业先进经验，走好转型升

级发展之路。 

七、会议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