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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792      证券简称：云煤能源     公告编号：2022-051 

 

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 年度暨 2022 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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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年 5 月 17日（星

期 二 ） 13:00-14:00 在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上 证 路 演 中 心 （ 网 址 ：

http://roadshow.sseinfo.com/）以网络互动方式召开了 2021年度暨 2022年第

一季度业绩说明会。 

2022 年 5 月 7 日，公司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

露了《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1年度暨 2022年第一季度业绩说

明会的公告》（具体内容详见临时公告：2022-046），现将本次业绩说明会的召开

情况公告如下： 

一、业绩说明会的基本情况 

2022 年 5 月 17 日（星期二）13:00-14:00，公司董事长李树雄先生，副董

事长、总经理张国庆先生，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戚昆琼女士出席了本次业绩说

明会，公司就 2021 年度及 2022年第一季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等投资者关心的

问题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

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本次业绩说明会投资者提出的问题及公司的回复情况 

公司前期未收到投资者通过上证路演中心网站“提问预征集”栏目或公司

邮件等多种渠道向公司的提问，本次业绩说明会主要针对现场投资者提出的问题

进行回复，具体回复情况如下： 

问题 1：请问公司的研发费用有所增加，公司主要加强了在哪些方面的研

http://roadshow.sseinf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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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现将您的提问回复如下：公司近年来持续加强研

发投入水平，强化配煤技术研究，增配了岩相分析设备、小焦炉实验设备、建立

了配煤模型、稳定提升焦炭质量、降低生产成本。 

问题 2：请问公司 200万吨/年焦化环保搬迁转型升级项目进展如何？ 

回复：您好，感谢您的提问！为保证 200 万吨/年焦化环保搬迁转型升级项

目建设力量，公司先后抽调人员充实到安全和质量管理工作中，为 200 万吨/年

焦化环保搬迁转型升级项目建设出力。200 万吨/年焦化环保搬迁转型升级项目

的总投资 35.62亿元，预计建设周期为 2年。2021年内公司通过克服政策变化、

办证手续等因素影响，按节点目标推进各项工作。完成了 200 万吨/年焦化环保

搬迁转型升级项目立项、环境影响报告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等 18 项审批工

作，以及项目地块的摘牌、详勘、桩基、边坡、场平工程等工作，签订招商引资

协议并取得成交确认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不动产权证、项目建设工程规划

许可证等；成立筑炉质检工作小组保障项目建设安全和质量管理工作，现先建的

2号焦炉已经封顶，项目按一级网络计划推进、进展可控。 

问题 3：公司是怎么保障工人安全作业的问题？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现将您的提问回复如下：截止 2021 年底，公司

全面实现“四个为零”的工作目标，即重伤及以上事故为零、一般及以上职业危

害事故、火灾事故为零、环境污染事故为零。组织开展安全（消防）宣传教育培

训共 30 场次，培训 870 人次。在现场采取“合署办公、安全网格化管理、分级

管控、日日碰检查”，确保从业人员安全作业。 

问题 4：请问公司 2021年度是购买了什么固定资产导致较大额度支出？ 

回复：您好，感谢您的提问！公司 2021 年末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

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为 2.86亿元，同比增加 1973.74%。主要原因是主要原因

是报告期为 200 万吨/年焦化环保搬迁转型升级工程项目支付的资金较上期增加

所致。 

200 万吨/年焦化环保搬迁转型升级项目，是公司充分发挥在煤化工行业技

术优势，进一步巩固市场竞争力，加快推进产业结构升级，提高持续发展能力和

综合竞争能力，实现产业集聚、企业集约、区域互补、资源综合利用、工业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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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协同发展等多重效应的有效途径。 

问题 5：进入二季度之后焦煤供需的格局和价格有没有发生变化？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现将您的提问回复如下：今年 5月份焦煤价格已

下降 10%左右，供需格局没什么太大变化；产量方面预计基本上不会大幅度变化；

需求方面下游客户比较稳定。 

问题 6：开始执行的煤炭长协价格新政会对公司业绩有影响吗？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现将您的提问回复如下：2022 年 2 月末，发

改委发布《关于进一步完善煤炭市场价格形成机制的通知》，进一步完善煤炭价

格形成机制，引导煤炭价格在合理区间运行，有利于稳定市场预期，防止煤炭价

格大起大落。2022 年，在保供稳价政策指引下，煤炭供需有望逐步摆脱紧平衡

格局。随着中长期合同覆盖面扩大、价格中枢提高，价格波动程度将有所减弱，

整体价格水平较疫情前会有所抬升，但较 2021 年将明显回落。 

目前，公司已在长协采购取得实质突破：与国有大矿形成长协合作，引进经

济焦煤，加大直采力度；减少了原料煤采购的中间流转环节，有利于采购成本稳

定。 

问题 7：关于取消进口煤关税，公司对此怎么看？ 

回复：您好，感谢您的提问！取消进口煤关税有利于全国进口，假设全国大

量引入进口煤，将平抑国内煤价、缓解供需矛盾；现在进口煤价格远高于公司现

阶段的原料煤采购价格，目前使用进口煤对于公司而言没有优势。 

问题 8：2022年一季度，公司实现主营收入 18.37亿元，同比上升 34.58%。

收入增加，效益却倒挂，这叫无效生产！有没有图利大股东呢？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现将您的提问回复如下：效益倒挂主要原因是公

司在一季度承担了劳务派遣人员安置费，加之全国炼焦煤价格普涨，西南地区受

贵州煤矿事故及安全影响，原料煤价格居高不下，采购成本上升所致。 

问题 9：请问公司二季度可以扭亏为盈吗？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现将您的提问回复如下：目前，公司生产经营正

常，2022 年第一季度经营业绩较上年四季度已大幅减亏，如行业政策和市场价

格无大幅变化，公司二季度基本能实现产销平衡，具体经营业绩请以公司实际披

露定期报告数据为准。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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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0：公司与控股股东昆钢控股的控股子公司的联营企业武钢集团昆明

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保持长期稳定的相互合作关系，互为最大的供应商和客商。前

五名客户销售额 508,301.57 万元，占年度销售总额 83.91%；其中前五名客户销

售额中关联方销售额 499,514.93 万元，占年度销售总额 82.46 %。请说明公司

在拓展新客户方面的计划和进展。与同行业公司相比，公司在省内市场开发新客

户方面的优势是什么？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现将您的提问回复如下：1、公司在焦丁、焦

粉网上竞拍销售达到 75%，化工产品网上竞拍销售达到 100%，拓展了大量的新客

户。2、公司在省内市场开发新客户方面具有诚信度高、产品质量优、服务好、

生产稳定带来销量稳定、可实现定制化生产、具有省内唯一干熄焦工艺。 

问题 11：请问公司 2021年度毛利率下跌的原因是什么？ 

回复：您好，感谢您的提问！ 

1）就焦炭而言，主要原因是 2021年四季度，受能耗、产能产量“双控”的

影响，钢企焦炭需求减少，原料煤价格受电煤紧缺影响大幅飙升，煤价涨幅大于

焦价涨幅，导致焦炭毛利下降。 

2）就煤气而言，主要原因是原料煤采购价格同比上涨 67.56%，导致外销煤

气单位成本增加 0.42 元/m³；另一方面，为促使客户多使用煤气，煤气实行阶梯

化价格，以及部分主要客户停产检修的影响，售价同比减少 0.11元/m³。 

3）就化工产品而言，主要原因是原料煤采购价格上涨，化工产品单位成本

增加 2,358.58 元/吨，但销售价格仅上涨 1,116.80 元/吨，导致毛利率下降。 

问题 12：请问公司去年的净利润为负，同比减少-150.35%的原因是什么？ 

回复：您好，感谢您的提问！公司焦化主业市场价格先扬后抑大幅波动，波

动区间较去年明显扩大，公司根据市场走势情况及时调整生产节奏。2021年度，

公司焦炭价格大幅增长导致营业收入大幅增加，而焦炭产量小幅缩减对营业收入

增长的抑制作用较弱，最终公司全年营业收入大幅增加；前三季度焦化行业景气

度较好，公司安宁分公司、师宗煤焦化两个焦化生产基地“满负荷、高水平”地

组织生产，效益稳步提升。四季度，“双控”政策效能凸显，下游钢企焦炭需求

大幅减少，公司实施了减产，同时受原料煤价格受电煤紧缺大幅飙升影响，公司

焦炭价格受上下游双重挤压，导致煤焦价格倒挂，致使公司全年未能实现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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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3：2013 年增发收购的四个煤矿，金山已经关停，请问 1： 9 年来四

个煤矿共为公司贡献了多少利润？关停金山煤矿损失多少？ 2：留下来的三个煤

矿长期闲置，预计还要多久才能正常生产？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现将您的提问回复如下：1、九年来，四个煤

矿受政策影响，逐步进行技改提升产能，未形成规模性、长期性的开采，处于亏

损状态。金山煤矿关停影响损益情况，具体内容详见 2017年 4月 28日披露的《公

司关于 2016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2、留下来的煤矿处于整合重组阶

段，正在抓紧推进，预计还需要一段时间。 

问题 14：钢铁企业正在发展高炉大型化，大型高炉所对原燃料的要求苛刻。

随着高炉大型化的发展，对焦炭质量要求将逐步提高，优质炼焦煤资源将更加紧

缺。请公司介绍在提升焦煤质量方面的计划和发展目标，以及公司现有的技术储

备。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大型高炉对原燃料的要求确实苛刻，同样对焦

炭质量要求将逐步提高，公司目前在原料煤的质量划分上进一步细化指标，公司

已制定新的标准，尤其对煤的岩相单一性提出了具体要求。通过开展 1kg、40kg

小焦炉实验，成立了专门的配煤研究小组，焦炭的 M40、M10，反应后强度、反

应性要求合格率达到 100%。在 200万吨/年焦化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提升公司焦

炭质量，要求反应性小于 22%，反应后强度大于 70%。在技术上，一是对西南区

域供应的原料煤建立了数据库；二是在分子公司配足了岩相分析设备和小焦炉实

验设备；三是新建 7.6m 顶装焦炉提升焦炉大型化、智能化；四是强化技术研发

团队的建设。 

问题 15：公司 35亿改造，去年第四季度焦煤倒挂，为啥生产那么多焦炭，

焦煤倒挂为何不降低产量？35 亿改造，会不会又是改造完成之日，又是巨亏之

日？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现将您的提问回复如下：2021 年四季度，钢

厂受能耗双控原因限产，焦炭需求下降，逐步出现焦企主动减产现象，10 月中

下旬因下游钢市趋弱，加之钢企环保压力较大，钢厂基本无利润，受压减粗钢产

量等因素，钢厂停产、检修增加，焦企焦炭库存也逐步增加，导致焦炭市场价格

快速下跌。11月份主流地区焦价下跌 8轮累计下跌 1,600元/吨，12 月中、下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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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价逐步企稳偏强震荡；华北、华东等地焦企陆续提出涨价诉求，但总体上，四

季度焦企进入亏损区，公司吨焦利润为负。公司实施 200 万吨/年焦化环保搬迁

转型升级项目是绿色智能、成本具有较大优势，经济效益较好。 

三、其他事项 

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次

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感谢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本次线上业绩说

明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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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5月 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