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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对矿井或面临产能核减，焦煤供给

或受限 
■事件：国家煤矿安监局发布《责令采深超千米冲击地压和煤与瓦斯突

出矿井煤矿立即停产进行安全论证的通知》（下文简称《通知》）。通知

明确，对采深超千米的冲击地压煤矿与煤与瓦斯突出煤矿，经安全论

证在现有技术条件下难以有效治理的，地方政府要立即列入关闭退出

产能名单并组织实施；经论证具备灾害防治能力且瓦斯、冲击地压等

灾害治理到位的，要在现有产能基础上核减 20%产能。 

点评 

■本次安全论证共涉及煤矿 38 处，涉及产能 8876 万吨：根据《通知》

所附名单，本次安全论证共涉及辽宁、山东、安徽、河南等 9 个省份

38 处矿井，合计产能 8876 万吨，其中在建产能仅 445 万吨，在产能产

能 8431 万吨，占我国 34.9 亿吨在产产能的 2.42%。假设这 38 处煤矿全

部在现有基础上核减 20%产能，即产能将缩减 1775 万吨，其中在产产

能缩减 1686.8 万吨，占全国总在产产能的 0.48%。 

 

■焦煤供给存在压缩预期：受限产能名单中，大部分为焦煤产能，其中

涉及山东省产能 4060 万吨，涉及河南省产能 1465 万吨，涉及河北省产

能 180 万吨，江苏省 390 万吨以及辽宁省 330 万吨，合计 6425 万吨产

能，均处于气煤、肥煤等配焦煤产地，这些矿井的停产以及随后的产

能退出或产能核减都将导致焦煤供给压缩。炼焦煤本身较动力煤更加

稀缺，本次产能核减或退出将进一步压减焦煤供给，支撑焦煤价格。 

 

■涉及 5 家上市公司合计 2795 万吨产能，影响时间及具体影响程度有

待观察：本次安全论证的共涉及 5 家上市公司产能，分别为平煤股份，

恒源煤电、上海能源、兖州煤业以及红阳能源。其中 1）恒源煤电受影

响最小，一方面朱集西矿（产能 400 万吨）为在建矿井，目前不贡献

产量，短期对产量无影响，另一方面该矿井为皖北煤电集团托管矿井。

2）影响兖州煤业 420 万吨产能，赵楼煤矿隶属于菏泽能化，占公司总

产能的 3.36%，若核减 20%产能，则对上市公司产能的影响为 0.67%。

3）影响上海能源 180 万吨产能，上海能源总在产产能 805 万吨，名单

中孔庄煤矿占在产总产能 22.36%，如果核减 20%产能，则对上市公司

产能的影响为 4.47%。4）影响红阳能源产能 330 万吨。红阳四矿同时

为冲击地压矿井与瓦斯突出矿井，假设列入去产能名单，对上市公司

红阳能源产能影响约 10.48%;若核减 20%产能，则对上市公司产能的影

响为 6.29% 。5）平煤股份共有 5 对矿井在煤与瓦斯突出矿井名单，合

计产能 1465 万吨，占公司总产能的 44.13%。若这 5 对矿井全部核减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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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能，上市公司产能影响为 8.83%。目前矿井的停产时间以及后续的核

减尚未有定数，考虑到由于这些矿井本来就面临较为复杂的地质条件，

可能本身难以满产，对实际产量的影响仍待观察。 

 

■风险提示：煤价大幅下跌，政策执行不及预期。  



行业快报/煤炭 

3 本报告版权属于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各项声明请参见报告尾页。 

  

表 1：采深超千米与冲击地压和煤与瓦斯突出矿井名单 

 省份  序号 矿井名称  
核定产能  

状态  所属集团  上市公司  
上市公司产

能（万吨/年） 

占上市公司

产能比  
 

（万吨/年） 

冲击地

压煤矿  

辽宁 1 红阳三矿 330 生产矿井 沈阳焦煤有限责任公司 红阳能源 1050 31.43% 

山东 

2 潘西煤矿 90 生产矿井 新汶矿业集团 
   

3 孙村煤矿 140 生产矿井 新汶矿业集团 
   

4 华恒矿业 110 生产矿井 华恒矿业 
   

5 协庄煤矿 150 生产矿井 新汶矿业集团 
   

6 华丰煤矿 120 生产矿井 新汶矿业集团 
   

7 双合煤矿 45 新建矿井 山东双合煤矿有限公司 
   

8 新河煤矿 120 生产矿井 新河矿业 
   

9 
新巨龙能源有限

责任公司 
780 生产矿井 

    

10 古城煤矿 220 生产矿井 临沂矿业集团 
   

11 王楼煤矿 130 生产矿井 山东能源临矿集团 
   

12 星村煤矿 90 生产矿井 山东天安矿业集团 
   

13 唐口煤矿 500 生产矿井 
山东能源淄博矿业有限

公司    

14 安居煤矿 150 生产矿井 济宁矿业集团 
   

15 梁宝寺煤矿 300 生产矿井 肥城矿业集团 
   

16 阳城煤矿 210 生产矿井 济宁矿业集团 
   

17 滕东生建煤矿 45 生产矿井 滕东生建煤矿 
   

18 彭庄煤矿 110 生产矿井 鲁能集团 
   

19 赵楼煤矿 420 生产矿井 兖煤菏泽能化 兖州煤业 12485 3.36% 

20 龙郓煤矿 240 生产矿井 龙矿集团 
   

21 
单县能源有限责

任公司 
90 生产矿井 山东能源肥城矿业集团 

   

江苏 
22 孔庄煤矿 180 生产矿井 大屯煤电（集团） 上海能源 805 22.36% 

23 张双楼煤矿 210 生产矿井 徐矿集团 
   

煤与瓦

斯突出

煤矿  

黑龙江 24 东海煤矿 150 生产矿井 鸡西矿业 
   

吉林 

25 宇光营城矿业 100 生产矿井 吉林省宇光营城矿业 
   

26 
江源煤业有限责

任公司 
240 生产矿井 江源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河北 
27 赵各庄煤矿 150 生产矿井 开滦集团 

   
28 九龙矿 210 生产矿井 冀中峰峰集团 

   

安徽 

29 潘三矿 400 生产矿井 淮南矿业集团 
   

30 顾北矿 400 生产矿井 淮南矿业集团 
   

31 朱集东矿 500 生产矿井 淮南矿业集团 
   

32 朱集西矿 400 新建矿井 皖北煤电集团 恒源煤电 
 

委托经营 

河南 

33 平顶山四矿 300 生产矿井 平顶山天安煤业 

平煤股份 3320 44.13% 

34 平顶山一矿 400 生产矿井 平顶山天安煤业 

35 平顶山十一矿 300 生产矿井 平顶山天安煤业 

36 平顶山十矿 330 生产矿井 平顶山天安煤业 

37 平顶山十二矿 135 生产矿井 平顶山天安煤业 

江西 38 曲江煤矿 81 生产矿井 丰城矿务局 
   

资料来源：国家煤矿安监局，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备注：红阳四矿同时为冲击地压矿井与瓦斯突出矿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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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业评级体系 

收益评级： 
领先大市 — 未来 6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领先沪深 300 指数 10%以上； 

同步大市 — 未来 6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与沪深 300 指数的变动幅度相差-10%至 10%； 

落后大市 — 未来 6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落后沪深 300 指数 10%以上； 

风险评级： 
A — 正常风险，未来 6 个月投资收益率的波动小于等于沪深 300 指数波动； 

B — 较高风险，未来 6 个月投资收益率的波动大于沪深 300 指数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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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基于已公开的资料或信息撰写，但本公司不保证该等信息及资料的完整性、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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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问或者金融产品等相关服务，提请客户充分注意。客户不应将本报告为作出其投资决

策的惟一参考因素，亦不应认为本报告可以取代客户自身的投资判断与决策。在任何情

况下，本报告中的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均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无论是否已经明

示或暗示，本报告不能作为道义的、责任的和法律的依据或者凭证。在任何情况下，本

公司亦不对任何人因使用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所引致的任何损失负任何责任。 

本报告版权仅为本公司所有，未经事先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

复制、发表、转发或引用本报告的任何部分。如征得本公司同意进行引用、刊发的，需

在允许的范围内使用，并注明出处为“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中心”，且不得对本

报告进行任何有悖原意的引用、删节和修改。 

本报告的估值结果和分析结论是基于所预定的假设，并采用适当的估值方法和模型得出

的，由于假设、估值方法和模型均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估值结果和分析结论也存在局限

性，请谨慎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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