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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main] 东海行业研究类模板 
◎投资要点： 

 本周采掘行业板块整体点评：本周沪深 300 环比变动 3.41%；采掘

板块整体变动-0.01%，涨幅在 28 个行业中排第 20。(其中采掘服务

Ⅱ(申万)、石油开采Ⅱ(申万)、其他采掘Ⅱ(申万)、煤炭开采Ⅱ(申万)

子板块分别变动-3.51%、-3.71%、-0.52%，1.07%)。 

 个股方面（申万），本周上涨的个股为 25 支（占比 36.23%），下跌的

个股 43 支（占比 62.32%）。涨幅前五的个股有潞安环能（14.51%）、

ST 永泰（12.27%）、伊泰 B 股（10.09%）、伊泰 B 股（10.09%）、

宝丰能源（8.61%）；跌幅居前的个股为郑州煤电(-5.90%)、蓝焰控股

（-5.76%）、安源煤业（-5.62%）、河钢资源（-5.30%）、中海油服

（-5.17%）。 

 行业重要新闻：1）山东“坚决淘汰一批”任务清单煤矿共 27 处 合

计产能 3400 万吨；2）国家发改委：将编制煤炭、电力、钢铁等行业

碳达峰实施方案。 

 投资要点：动力煤方面，下游需求旺盛，港口库存持续下行，处于较

低位置，低库存有望支持动力煤价格维持高位，后续关注供给政策影

响下的变化。焦炭方面，下游钢企开工率持续上行，下游螺纹钢库存

持续去化，焦化厂及下游钢企焦炭库存持续消化，供给方面，焦企开

工率有所下行，预计焦炭短期维持稳中偏强，后续关注下游钢企库存

去化及焦化产能开工率情况。焦煤方面，焦煤库存及可用天数有所回

升，但供需整体变化不大，预计焦煤价格短期维稳运行，后续关注下

游开工率及新增产能投放情况。 

 风险因素：1、宏观经济下行超预期； 2、需求快速下滑 3、煤炭进

出口等行业政策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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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投资要点 

动力煤方面，下游需求旺盛，港口库存持续下行，处于较低位置，低库存有望支持动

力煤价格维持高位，后续关注供给政策影响下的变化。焦炭方面，下游钢企开工率持续上

行，下游螺纹钢库存持续去化，焦化厂及下游钢企焦炭库存持续消化，供给方面，焦企开

工率有所下行，预计焦炭短期维持稳中偏强，后续关注下游钢企库存去化及焦化产能开工

率情况。焦煤方面，焦煤库存及可用天数有所回升，但供需整体变化不大，预计焦煤价格

短期维稳运行，后续关注下游开工率及新增产能投放情况。 

 

2.二级市场表现 

本周采掘行业板块整体点评：本周沪深 300 环比变动 3.41%；采掘板块整体变动

-0.01%，涨幅在 28 个行业中排第 20。(其中采掘服务Ⅱ(申万)、石油开采Ⅱ(申万)、其他

采掘Ⅱ(申万)、煤炭开采Ⅱ(申万)子板块分别变动-3.51%、-3.71%、-0.52%，1.07%)。 

 

图 1  指数走势图—采掘行业和沪深 300 指数  图 2  指数走势图—采掘子板块和沪深 300 指数  

 
 

资料来源： wind 数据库，东海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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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3  本周申万一级行业指数各版块涨跌幅（%）  

 

资料来源： wind 数据库，东海证券研究所 

 

图 4  采掘行业个股本周涨跌幅前五情况（%）  

 

 

资料来源： wind 数据库，东海证券研究所 

 

个股方面（申万），本周上涨的个股为 25 支（占比 36.23%），下跌的个股 43 支（占

比 62.32%）。涨幅前五的个股有潞安环能（14.51%）、ST 永泰（12.27%）、伊泰 B 股

（10.09%）、伊泰 B股（10.09%）、宝丰能源（8.61%）；跌幅居前的个股为郑州煤电(-5.90%)、

蓝焰控股（-5.76%）、安源煤业（-5.62%）、河钢资源（-5.30%）、中海油服（-5.17%）。 

   

3.行业数据跟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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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5  煤炭开采和洗选企业数 图 6  煤炭开采企业净利润情况 

 

 

资料来源： wind 数据库，东海证券研究所 

 

图 7  煤炭开采企业利润情况 图 8  煤炭期货价格（元/吨）  

 
 

资料来源： wind 数据库，东海证券研究所 

 

图 9  动力煤港口库提价 图 10  主焦煤现货价格（元/吨）  

 

 

资料来源： wind 数据库，东海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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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1  煤炭下游库存情况  图 12  全社会用电量 

 
 

资料来源： wind 数据库，东海证券研究所 

 

图 13  全国发电量 图 14  全国火力发电量  

 
 

资料来源： wind 数据库，东海证券研究所 

 

图 15  独立焦化厂焦炭库存 图 16  钢厂焦炭焦煤库存可用天数 

 

 

资料来源： wind 数据库，东海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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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7  焦化厂库存情况  图 18  焦厂开工率 

 

 

资料来源： wind 数据库，东海证券研究所 

 

图 19  焦炭价格与成本  图 20  国内钢厂焦炭库存 

 

 

资料来源： wind 数据库，东海证券研究所 

 

图 21  焦炭港口库存 图 22   

  

资料来源： wind 数据库，东海证券研究所 

 

 

4.上市公司公告 

2021 年第一季度主要生产经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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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焦化（600740）】2021 年第一季度主要经营数据。公司 2021 年 1-3 月，焦炭产

量 85.61 万吨，同比下降 1.41%，销量 81.17 万吨，同比下降 5.35%，销售收入 16.98 亿元，

同比增长 16.80%。  

【辽宁能源（600758）】2021 年第一季度主要经营数据。公司 2021 年 1-3 月，商业煤

产量 127.12 万吨，同比下降 12.95%，销量 113.16 万吨，同比下降 27.04%，销售收入 6.83

亿元，同比下降 22.09%。1-3 月累计发电量 8.09 亿度，同比增长 21.46%，平均上网电价

0.33 元/度。 

【兖州煤业（600188）】境外控股子公司发布 2021 年第一季度产量销量。公司 2021

年 1-3 月，商业煤产量 8.7 百万吨，同比下降 10%，销量 8.6 百万吨，同比下降 5%。 

【兖州煤业（600188）】2021 年第一季度主要经营数据。公司 2021 年 1-3 月，商品煤

产量 2,635 万吨，同比下降 6.58%，销量 2,641 万吨，同比增长 26.42%。 

【大有能源（600403）】2021 年第一季度主要经营数据。公司 2021 年 1-3 月，商品煤

产量 290.74 万吨，同比下降 9.02%，销量 289.53 万吨，同比下降 9.75%，煤炭销售收入

124.29 亿元，同比增长 2.66%。 

【平煤股份（600403）】2021 年第一季度主要经营数据。公司 2021 年 1-3 月，商品煤

产量 783.14 万吨，同比增长 3.00%，销量 814.29 万吨，同比下降 1.61%，煤炭销售收入

59.71 亿元，同比增长 10.63%。 

【山西黑猫（601015）】2021 年第一季度主要经营数据。公司 2021 年 1-3 月，焦炭产

量 164.91 万吨，销量 160.87 万吨，销售收入 35.76 亿元。 

 

2020 年年度报告： 

【山西焦化（600740）】2020 年年度报告。2020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71.01 亿元，

同比增长 6.9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97 亿元，同比增长 131.40%。 

【盘江股份（600395）】2020 年年度报告。2020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64.81 亿元，

同比下降 12.5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62 亿元，同比下降 28.85%。 

【辽宁能源（600758）】2020 年年度报告。2020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0.55 亿元，

同比下降 24.4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67 亿元，同比下降 1881.86%。 

【金能科技（603113）】2020 年年度报告。2020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75.45 亿元，

同比下降 7.4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89 亿元，同比增长 16.64%。 

【安源煤业（600397）】2020 年年度报告。2020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76.03 亿元，

同比增长 36.8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23 亿元，同比下降 1273.84%。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 

【辽宁能源（600758）】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2021年 1-3 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6.31

亿元，同比下降 10.9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886.97 万元。 

 

【恒源煤电（600971）】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2021年 1-3 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5.63

亿元，同比增长 27.0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48 亿元，同比下降 2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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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 云维（600725）】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2021 年 1-3 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11

亿元，同比增长 74.0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74.93 万元，同比下降 45.39%。 

【上海能源（600508）】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2021年 1-3 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0.07

亿元，同比增长 14.7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2 亿元，同比下降 15.86%。 

【中煤能源（601898）】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2021年 1-3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44.43

亿元，同比增长 61.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5.09 亿元，同比下降 441.1%。 

【中国神华（601088）】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2021年 1-3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676.08

亿元，同比增长 32.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6.11 亿元，同比下降 18.4%。 

 

重要公告： 

【山西焦化（600740）】特定股东减持股份结果。2020 年 9 月 22 日，公司披露了《山

西焦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特定股东股份减持计划的公告》: 1 号计划、2 号计划、3 号计划。

2021 年 4月 19 日，公司收到建信基金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结果的告知函》，上述减持计

划区间已届满。1 号计划、2 号计划、3 号计划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

股份 36,600,0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86%。 

【盘江股份（600395）】公司二〇二一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本次非公开发行

的股票数量不超过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的 30%，即不超过 496,515,558 股（含本数），募

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350,000 万元（含本数），在扣除发行费用后拟全部用于盘江新光 2×66

万千瓦燃煤发电项目、偿还银行借款及补充流动资金。 

【盘江股份（600395）】全资子公司签订《盘江新光 2×66 万千瓦燃煤发电项目非公开

转让协议》暨关联交易。公司全资子公司新光公司拟与盘江电投签订《盘江新光 2×66 万

千瓦燃煤发电项目非公开转让协议》，盘江电投将该项目有关资产转让给新光公司，转让价

款为人民币 16,740,785.71 元。 

【盘江股份（600395）】“三供一业”供水改造移交。公司自全面启动实施“三供一业”

改造以来，已完成供电改造无偿移交。现根据国家政策要求，拟将供水改造项目进行无偿

移交。 

【盘江股份（600395）】全资子公司签订 EPC 总承包合同。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新光公

司与西南电力设计院签署《盘江新光 2×660MW 燃煤发电项目 EPC 总承包工程合同》，总承

包合同金额为人民币 36.28 亿元（含税）。 

【盘江股份（600395）】全资子公司投资建设盘江新光发电项目。公司全资子公司新光

公司拟投资建设盘江新光 2×66 万千瓦燃煤发电项目，投资金额为 48.3 亿元人民币。 

【山西黑猫（601015）】公司收购收购控股股东所持污水处理厂 100%股权。公司拟收

购关联方黄河矿业所持韩城市西昝工业园区污水处理厂 100%股权。本次污水处理厂 100%

股权转让价款为 8,459.76 万元。 

【山西黑猫（601015）】公司收购关联方所持华运物流 51%股权。公司拟收购关联方黄

河矿业所实际持有的华运物流 51%股权。本次华运物流 51%股权的交易价款总额（含税）为

1,498.55 万元。 

【靖远煤电（000552）】下属煤矿发生安全生产事故。2021 年 4 月 19 日，公司下属魏

家地煤矿发生一起安全生产事故。事故发生后，公司立即启动应急预案进行现场救援，并

按相关规定与程序向甘肃煤矿安全监察局兰州监察分局等政府有关部门及时进行了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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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公司初步预计，本次事故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重大影响，也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

产生较大影响。 

【*ST 云维（000552）】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监管工作函。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7 日收

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二部下发的《关于云南云维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

的信息披露监管工作函》，要求公司从经营情况、财务会计信息等方面进一步补充披露相关

信息。 

【中国神华（601088）】退出沃特马克项目开发权益并转让生态用地。本公司全资子公

司沃特马克公司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政府签署《沃特马克项目矿业权和生态用地处置

协议》，沃特马克公司退出现有煤矿项目开发权益，并向新州政府转让一部分生态用地，新

州政府为此向沃特马克公司支付 1 亿澳元。 

【中煤能源（601898）】拟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中煤能源拟将新疆分公司持有的房产、

车辆、办公设备等资产转让给中煤集团全资子公司新疆能源公司，本次资产转让的交易对

价为 6,572.48 万元。 

【兖州煤业（600188）】债务融资工具获得注册。2020 年 6 月 19 日召开的兖州煤业股

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审议批准公司或控股子公司在境内外开展融资额度

不超过等值人民币 500 亿元的融资业务事项。 

 

5.行业动态 

山东“坚决淘汰一批”任务清单煤矿共 27 处 合计产能 3400 万吨。为深入贯彻落实

山东省委、省政府关于“坚决淘汰落后动能，坚决改造提升传统动能，坚决培育壮大新动

能”决策部署，确保 2022 年实现“五年取得突破”目标，近日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综合试

验区建设领导小组印发了关于《全省落实“三个坚决”行动方案（2021-2022 年）》的通知。

通知指出，围绕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统计局确定的六大高耗能行业（石油、煤炭及其他

燃料加工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

业，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结合山东省产业发展实际，

精准聚焦钢铁、地炼、焦化、煤电、水泥、轮胎、煤炭、化工 8 个重点行业，加快淘汰低

效落后动能。综合考虑煤矿资源禀赋、开采条件、灾害威胁程度等因素，分类处置，精准

施策。到 2021 年，全省 30 万吨/年及以下 8 处煤矿全部关闭，合计产能 240 万吨；关闭退

出 19 处采深超千米冲击地压煤矿，合计产能 3160 万吨。（来源：煤炭网） 

国家发改委：将编制煤炭、电力、钢铁等行业碳达峰实施方案。据证券时报消息，国

家发改委副秘书长苏伟表示，国家发改委目前正在研究制定 2030 年前碳达峰的具体行动方

案，主要是聚焦 2030 年之前的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的目标，合理确定主要领域、重点行

业的达峰目标，组织实施若干行动。在碳达峰行动方案的框架下，编制出台煤炭、电力、

钢铁、石化、化工等一系列的实施方案。（来源：证券时报）。 

 

风险因素 

风险因素：1、宏观经济下行超预期； 2、需求快速下滑 3、煤炭进出口等行业政策变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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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注： 

一、市场指数评级 

看多——未来6个月内上证综指上升幅度达到或超过20% 

看平——未来6个月内上证综指波动幅度在-20%—20%之间 

看空——未来6个月内上证综指下跌幅度达到或超过20% 

二、行业指数评级 

超配——未来6个月内行业指数相对强于上证指数达到或超过10% 

标配——未来6个月内行业指数相对上证指数在-10%—10%之间 

低配——未来6个月内行业指数相对弱于上证指数达到或超过10% 

三、公司股票评级 

买入——未来6个月内股价相对强于上证指数达到或超过15% 

增持——未来6个月内股价相对强于上证指数在5%—15%之间 

中性——未来6个月内股价相对上证指数在-5%—5%之间 

减持——未来6个月内股价相对弱于上证指数5%—15%之间 

卖出——未来6个月内股价相对弱于上证指数达到或超过15% 

四、风险提示 

 本报告所载的全部内容只提供给客户做参考之用，并不构成对客户的投资建议，并非作为买卖、认购证券或其它

金融工具的邀请或保证，建议客户如有任何疑问应当咨询独立财务顾问并独自进行投资判断。 

五、免责条款 
本报告基于本公司研究所及研究人员认为可信的公开资料或实地调研的资料，但对这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

完整性不做任何保证。本报告仅反映研究员个人出具本报告当时的分析和判断，并不代表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或
任何其附属或联营公司的立场，本公司可能发表其他与本报告所载资料不一致及有不同结论的报告。本报告可能因时
间等因素的变化而变化从而导致与事实不完全一致，敬请关注本公司就同一主题所出具的相关后续研究报告及评论文
章。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本公司的关联机构可能会持有报告中涉及的公司所发行的证券并进行交易，并可能为这些
公司正在提供或争取提供多种金融服务，本公司的关联机构或个人可能在本报告公开发布之间已经了解或使用其中的
信息。 

分析师承诺“本人及直系亲属与本报告中涉及的内容不存在利益关系”。本报告仅供“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
户、员工及经本公司许可的机构与个人阅读。 

本报告版权归“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所有，未经本公司书面授权，任何人不得对本报告进行任何形式的翻版、复

制、刊登、发表或者引用。 

六、资格说明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是经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合法证券经营机构，已经具备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我们欢迎社

会监督并提醒广大投资者，参与证券相关活动应当审慎选择具有相当资质的证券经营机构，注意防范非法证券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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