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炭行业监测月报

一、本期行业发债情况

债市

二、本期行业要闻

 本期新发 17 支债券，共募集资金 238.80 亿元，共涉

三、本期发债企业动态

及主体 8 家，主体级别以 AAA 为主
 本期级别上调和展望上调企业各一家，调整原因涉及
盈利改善和债转股资金到位

四、报告声明

行业
 发改委要求保障煤炭中长期合同的签订

2017.11.01～2017.11.30

点评：发改委要求规模以上煤炭、发电企业集团签订的中长
期合同数量，应达到自有资源量或采购量的 75%以上，同时
对于定价机制有了明确的说明，合同一经签订须严格执行。
保障煤炭企业与上下游签订中长期合同，对于保障煤炭稳定
供应，维护行业平稳运行发挥重要作用，与大公对于未来煤
炭价格在合理区间波动，行业平稳发展的预期相符合。

 煤炭行业产能利用率继续回升，去产能任务有望
2018 年基本完成或提前完成
点评：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作用下，今年以来去产能成
效愈加凸显，供给体系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在不断提升，供给
体系的质量不断提高，三季度产能利用率延续回升态势。从
总量看去产能工作进展顺利，但煤炭行业相对落后的产能仍
然较多，大公认为结构性去产能的任务仍然艰巨。

企业
 江西能源 2017 年前三季度继续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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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江西能源去产能关闭退出矿井较多，导致公司生产
经营规模大幅下降，且去产能煤矿债务未有效化解，利息
支出等负担仍由存续企业承担，费用巨大，加之历史负担
重，
因此在行业转暖且煤企普遍扭亏情况下仍未摆脱亏损。

 沈阳煤业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被冻结
沈阳煤业因与银行借款合同纠纷，其所持有的上市公司红
阳能源股权已全部被冻结。沈阳煤业尚存续两期债券合计
金额 8.70 亿元将于两个月内到期，大公会持续关注企业信
用风险及债券到期兑付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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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期行业发债情况
本期新发 17 支债券，共募集资金 238.80 亿元。
（一）新发债券统计
本期煤炭行业新发 17 支债券，发行总额达 238.8 亿元，发行债券类别涉及超短期
融资券、短期融资债券、中期票据以及私募债。
表1

本期新发债券情况（单位：亿元、支）

行业

发行总额

煤炭

238.80

发行数量
17

发行种类
超短期融资债券、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定向工具、私募债

数据来源：Wind 资讯，大公整理

（二）新发债券信息
本期新发 17 支债券中，债券期限为 1 年及以上债券数量为 8 支，发行方式为 2
支短期融资券、4 支中期票据、1 支定向工具和 1 支私募债，其余 9 支为超短期融资券。
17 支债券中涉及到的发债主体一共 8 家，
其中冀中能源峰峰集团有限公司主体级别 AA、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主体级别 AA+，其余均为 AAA，包括淮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晋能集团有限公司、山西潞安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和永城煤电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评级机构中，可查
的中诚信国际评级 2 次，大公评级 4 次，联合资信 9 次,联合信用 1 次。

（三）信用级别变动
本期有 1 家煤炭企业展望上调，1 家煤炭企业级别上调，其中河南能源化工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南能化”）展望调整原因为，2016 年三季度以来煤炭价格止
跌回升，河南能化盈利及获现能力大幅提升。此外，作为河南省规模最大的省级煤炭
企业集团，河南能化得到了河南省国资委及金融机构的大力支持，截至 2017 年 9 月末，
公司签订的债转股框架协议涉及金额 475 亿元，已到位 100 亿元，使得所有者权益较
2016 年末增长 24.63%至 484.49 亿元。受益于债转股资金的到位，河南能化负债率水
平有所降低，流动性压力得到有效缓解，偿债能力有所增强。
阳泉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泉煤业”）级别调整原因为，阳泉
煤业是国家规划的大型煤炭基地之“晋东煤炭基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拥有的煤炭资
源储量丰富，仍具有生产规模优势，煤种主要为无烟煤和贫瘦煤，煤种较稀缺，且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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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无烟煤品牌认知度仍较高。2017 年 1～9 月，煤炭行业回暖，阳泉煤业煤炭销售量
价齐升，营业收入增幅明显，盈利能力显著提高。
表2

本期发债企业级别调整情况
企业名称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时间

评级机构

河南能源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AAA

负面

AAA

稳定

2017.11.16

中诚信国际

阳泉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AA+

稳定

AAA

稳定

2017.11.30

大公

数据来源：Wind 资讯，大公整理

二、本期行业要闻
 煤炭行业
发改委要求保障煤炭中长期合同的签订；煤炭去产能任务有望
在 2018 年基本完成或提前完成；煤炭行业产能利用率继续回升。
要闻 1：发改委要求保障煤炭中长期合同的签订
11 月，国家发改委印发《关于推进 2018 年煤炭中长期合同签订履行工作的通知》
（以下简称“通知”）。通知要求，相关企业要充分认识煤炭中长期合同的重要作用，
完善下水煤、铁路直达和区域内合同的定价机制。通知还要求，要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提高合同履行水平。全年中长期合同履约率应不低于 90%，重点对 20 万吨以上的中长
期合同进行监管，建立动态信用纪录。
（资料来源：中国煤炭资源网）
点评：通知要求规模以上煤炭、发电企业集团签订的中长期合同数量，应达到自有资源量或采购
量的 75%以上，同时对于定价机制有了明确的说明，合同一经签订须严格执行，履约率应不低于
90%。保障煤炭企业与上下游签订中长期合同，对于保障煤炭稳定供应，维护行业平稳运行发挥
重要作用，与大公对于未来煤炭价格在合理区间波动，行业平稳发展的预期相符合。

要闻 2：煤炭去产能任务有望在 2018 年基本完成或提前完成
在 11 月 14 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介绍，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
动下，截止到目前，我国钢铁、煤炭去产能年度目标都已经超额完成，今年以来我国
供给体系的质量持续改善。11 月 21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连维良表示，今年年
底，全国煤矿数量将从 2015 年的 1.08 万处进一步减少到 7,000 处左右。我国煤炭去
产能任务有望在 2018 年基本完成，或有可能提前完成。
（资料来源：中国煤炭资源网）
点评：从总量看去产能工作进展顺利，但煤炭行业相对落后的产能仍然较多，大公认为结构性去
产能的任务仍然艰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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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3：煤炭行业产能利用率继续回升
11 月 13 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产能利用率为 69.0%，
同比提高 10.6 个百分点，环比提高 1.3 个百分点，延续了五个季度的回升态势，为 2015
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资料来源：中国煤炭资源网）
点评：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作用下，今年以来去产能成效愈加凸显，供给体系的适应性和灵
活性在不断提升，供给体系的质量不断提高,三季度产能利用率延续回升态势。

三、本期企业动态
永泰能源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神华集团与国电集团完成重组工
商变更并已确认高管团队；江西能源 2017 年前三季度受去产能关闭
矿井及历史负担严重影响仍然亏损；沈阳煤业持有的上市公司股权
被冻结。
（一）信息披露
1、永泰能源（中性）
11 月 21 日，永泰能源发布《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称，为提高盈利能力和持
续经营能力，公司正在筹划通过重大资产重组向非关联方收购能源类等资产。（Wind
资讯）

2、国家能源（中性）
11 月 30 日，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发布关于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重组进展，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已更名为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并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完成变更登记(备案)，此外，中共中央组织部已确认
国家能源的高管团队。
（Wind 资讯）

（二）公司运营
1、江西能源（负面）
11 月 2 日，江西能源发布关于 2017 年 1～9 月经营业绩亏损的公告，前三季度实
现收入 71.68 亿元，净利润-5.97 亿元，亏损总额超过净资产 10%。亏损主要原因为去
产能关闭退出煤矿以及历史负担较重所致。
（中国货币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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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沈阳煤业（负面）
11 月 20 日，沈阳煤业下属上市子公司红阳能源发布公告称，因平安银行太原分
行与沈阳煤业借款合同纠纷，冻结沈阳煤业所持有的红阳能源限售流通股
433,909,427 股，冻结日期为 2017 年 11 月 17 日至 2020 年 11 月 16 日，沈阳煤业持
有的红阳能源股份已全部处于冻结状态。（Wind 资讯）
点评：江西能源 2016 年以来去产能关闭退出矿井较多，导致其生产经营规模大幅下降，且去产
能煤矿债务还未有效化解，利息支出等负担仍由存续企业承担，费用巨大，加之历史负担重，在
行业转暖且煤炭企业普遍扭亏情况下仍未摆脱亏损。沈阳煤业因与银行借款合同纠纷，其所持有
的上市公司红阳能源股权已全部被冻结。沈阳煤业尚存续两期债券合计金额 8.70 亿元将于两个
月内到期，大公会持续关注企业信用风险及债券到期兑付情况。

四、报告声明
本报告分析及建议所依据的信息均来源于公开资料，本公司对这些信息的准确
性和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也不保证所依据的信息和建议不会发生任何变化。我们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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