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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债——本期新发 32 只债券，共募集资金 416 亿元，发债规模
环比减少 15.27%，以公募发行为主，主体级别以 AAA 为主。

一、本期行业债券市场情况
二、本期行业要闻
三、本期发债企业动态



债市波动——由于履行债券提前偿还条款，
“11 霍煤债 01”和“11
霍煤债 02”跌幅价格超过 30%。



债务到期情况——4 月，大公评级的煤炭行业债券中有 4 只到期债
券，均正常兑付。

四、报告声明

行 业


行业数据——2018 年 3 月，全国煤炭产量 29,022 万吨，同比增长
1.3%，一季度煤炭产量为 80,454 万吨，同比增长 3.9%。2018 年国
内煤炭产量可能从去年的 35.2 亿吨增长至 36.2 亿吨，全年煤炭总
消费量将稳定在 38.2 亿吨左右。

【点评】随着国内煤炭需求的增长，和优质产能的释放，煤炭
产量同比有所增长。2018 年全年供需偏紧情况或较 2017 年有
所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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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级调整——无。



债务违约——无。



企业新闻——2017 年审计报告陆续披露，煤炭企业出现分化，大
部分煤企利润大幅增长，以龙口煤电为代表的少部分煤企继续亏
损。
【点评】2017 年，由于煤炭价格上涨，煤炭企业普遍盈利大幅改
善，但煤炭企业分化严重，受去产能影响较大，社会负担重，非煤
业务亏损的企业盈利能力难以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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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期行业债券市场情况
本期新发 32 只债券，共募集资金 416 亿元，以公募发行为主，主体级别以 AAA 为
主。本期新发债券规模环比减少 15.27%。
煤炭行业存续企业有 82 家，本期新发 32 只债券1，发行总额 416 亿元，发行债券类
别涉及超短期融资券、短期融资债券、定向工具以及中期票据。32 只债券中涉及到的发
债主体一共 18 家，其中冀中能源峰峰集团有限公司、安徽省皖北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主体级别均为 AA；淮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淮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开滦（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山西兰花煤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徐州矿务集团有限公司和永泰能
源股份有限公司主体级别为 AA+，其余均为 AAA，主要包括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晋能集团有限公司、山西潞安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冀中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山东
能源集团有限公司、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兖矿集团有限公司和永城煤电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本期新发债券数量环比有所减少，新发债规模较上月减少 15.27%，减
少 75 亿元。

表 1 本期新发债券情况（单位：亿元、只）
行业

发行总额

发行数量

煤炭

416

32

发行种类
超短期融资券、短期融资债券、定向工具、中期
票据

数据来源：Wind，大公整理

（二）债市波动
4 月，债券市场波动较大的煤炭行业债券有 2 只，分别为“11 霍煤债 01”和“11 霍
煤债 02”
，债券跌幅价格超过 30%，波动原因均为履行债券提前偿还条款兑付 6 亿元。

（三）债务到期情况
4 月，大公评级到期的煤炭行业债券 4 只，到期债券发行总额 59 亿元，分别为冀中
能源峰峰集团有限公司发行的 7 亿元超短期融资券“17 冀中峰峰 SCP011”
，冀中能源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发行的 7 亿元超短期融资券“17 冀中能源 SCP004”
，兖矿集团有限公司
分别发行的 10 亿元超短期融资券“17 兖矿 SCP005”和“17 兖矿 SCP004”与内蒙古伊泰
煤炭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的 25 亿元中期票据“13 伊泰煤 MTN1”，均已正常兑付。

1

包括陕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的“18 陕煤 01”，未披露实际发行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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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期行业情况
（一）行业数据
图 1 煤炭行业主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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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平均价格指数:环渤海动力煤(Q5500K)

数据来源：Wind

2017 年 4 月末，环渤海动力煤价格为 572 元/吨，较 3 月末上升 1 元/吨。需求方面，
由于供暖季结束，工业用电减少，煤炭的需求紧张有所缓解。供给方面，两会后煤矿恢
复生产，且新增产能逐步释放，因此市场供需偏紧的状态有所缓解，煤炭价格有所回落。

（二）行业政策
要闻 1：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 3 月全国煤炭产量同比增长 1.3%，一季度煤炭产量同
比增长 3.9%
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 3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产业主要数据，2018 年 3 月，全国煤炭产
量 29,022 万吨，同比增长 1.3%，一季度全国煤炭产量 80,454 万吨，同比增长 3.9%。
（资
料来源：中国煤炭资源网）

【点评】随着国内煤炭需求的增长，和优质产能的释放，煤炭产量同比有所
增长。2018 年全年供需紧张情况或较 2017 年有所缓和。
要闻 2：2018 年国内煤炭产量可能从去年的 35.2 亿吨增长至 36.2 亿吨，煤炭进口
量将有所下降，全年煤炭消费量将稳定在 38.2 亿吨左右
中国煤炭运销协会副秘书长赵建国日前表示，2018 年国内煤炭产量可能从去年的
35.2 亿吨增长至 36.2 亿吨，煤炭进口将由去年的 2.71 亿吨降至 2.5 亿吨，全年煤炭总
消费量将稳定在 38.2 亿吨左右。（资料来源：中国煤炭资源网）

【点评】近五年我国煤炭进口量呈“V”形变化。2017 年，尽管对煤炭进口
实行从严调控政策，但煤炭进口仍继续增长，只是增幅回落为 6.1%。2017 年我国
进口煤炭 2.71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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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期发债企业动态
（一）评级调整
无。

（二）债务违约
无。

（三）企业新闻
兖州煤业发布涉及仲裁公告，郑州煤炭上市子公司郑州煤电撤销退市风险警示，龙
口煤电 2017 年继续亏损，冀中能源 2017 年利润大幅提升。

内容

涉及企业

公司运营

兖州煤业、郑州煤炭、龙口煤电、冀中能源

 公司运营
1、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兖州煤业于 2018 年 4 月 10 日发布《涉及仲裁公告》，2018 年 4 月 2 日，兖州煤业收
到中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发来的仲裁受理通知书，内蒙古新长江矿业投资有限公司
以兖州煤业违反双方有关股权转让协议为由，向中国贸仲提出仲裁申请，要求兖州煤业
支付股权转让价款人民币 7.485 亿元，相应违约金人民币 6.56 亿元及本案涉及的律师费、
仲裁费、保全费等共合计约人民币 14.35 亿元。以上案件正在仲裁程序中，尚无判决结
果。
2、郑州煤炭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4 月 11 日，上市子公司郑州煤电发布《关于公司股票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公告》，4
月 11 日，郑州煤电停盘。4 月 12 日，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后，股票简称由“*ST 郑煤”变
更为“郑州煤电”
，股票代码“600121”不变，股票价格的日涨跌幅限制由 5%变更为 10%。
3、龙口煤电有限公司
4 月 17 日龙口煤电发布龙口煤电(龙煤暂停)风险提示第三次公告：预计 2017 年度经
营业绩将出现亏损，如果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将连续 4 年亏损，根据上交所上市规则
的相关规定，上交所将在公司披露 2017 年年度报告后，对公司发行的债券继续停牌处理。
4、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4 月 18 日冀中能源发布 2017 年度报告：
2017 年末总资产同比增长 5.20%，达到 457.79
亿元，资产负债率 54.52%，同比增加 0.7 个百分点；2017 年营业收入 203.82 亿元，同
比增长 49.47%，净利润为 10.90 亿元，同比增加 9.30 亿元，其中归属上市公司净利润为
10.64 亿元，同比增长 336.25%；经营性净现金流 42.37 亿元，由负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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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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力求报告内容的客观、公正，但文中的观点、
结论和建议仅供参考，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投资者依据本报告提供的信息进行证券投资所造成的一切后果，
本公司概不负责。
本报告版权仅为本公司所有，未经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制和发布。如引
用、刊发，需注明出处为大公资信煤炭行业小组，且不得对本报告进行有悖原意的引用、删节和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