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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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0%；采掘

板块整体变动 1.06%，涨幅在 28 个行业中排第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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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3.47%、-0.88%，2.54%)。 

 个股方面（申万），本周上涨的个股为 37 支（占比 59.68%），下跌的

个股 29 支（占比 46.77%），无停牌个股。涨幅前五的个股有冀中能

源（12.14%）、平煤股份（9.56%）、淮北矿业（9.54%）、美锦能源

（8.27%）、山煤国际（5.41%）；跌幅居前的个股为洲际油气(-2.74%)、

海油发展（-2.29%）、金石资源（-2.22%）、*ST 平能（-1.92%）、潜

能恒信（-1.88%）。 

 行业重要新闻：1）蒙古国海关总署发布数据显示，今年 1-7 月，蒙

古国煤炭出口量为 1120.88 万吨，较上年同期下降近 50%，不过较 6

月降幅有所收窄；2）1-7 月湖北铁路发运煤炭 4.1 万吨，同比下降

88.6%；3）1-7 月山西煤矿死亡事故 7 起，停产整顿矿井 170 座。 

 上市公司公告：1）阳泉煤业 2020 年半年度报告，公司报告期实现营

收 1,531,067 万元，与同期相比降低 1.39%，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 72,113 万元，与同期相比减少 34,220 万元，降低 32.18%；

2）新集能源 2020 年半年度报告，公司上半年完成营业收入 36.60 亿

元，同比减少 20.47%；实现利润总额 4.48 亿元，同比减少 59.3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0.94 亿元，同比减少 87.22%；3）西山

煤电 2020 年半年度报告，2020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41.51

亿元，比上年同期减少 16.43%；实现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10.84

亿元，比上年同期减少 14.51%。  

 投资要点：动力煤方面，港口煤炭库存出现下行，高温提升电厂日耗

煤量，后续继续关注煤炭库存去化力度；焦煤方面，焦化厂库存、下

游焦化厂可用天数有所提升，下游开工率整体维持高位，预计焦煤走

势稳中偏弱；焦炭方面，下游钢企开工率小幅下行，但整体维持高位，

下游库存下行明显，焦炭走势偏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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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煤炭库存出现下行，高温提升电厂日耗煤量，后续继续关注煤炭库

存去化力度；焦煤方面，焦化厂库存、下游焦化厂可用天数有所提升，下游开工率整体维

持高位，预计焦煤走势稳中偏弱；焦炭方面，下游钢企开工率小幅下行，但整体维持高位，

下游库存下行明显，焦炭走势偏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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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采掘板块整体变动1.06%，

涨幅在 28 个行业中排第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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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3.47%、-0.88%，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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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支（占比 59.68%），下跌的个股 29 支（占

比 46.77%），无停牌个股。涨幅前五的个股有冀中能源（12.14%）、平煤股份（9.56%）、

淮北矿业（9.54%）、美锦能源（8.27%）、山煤国际（5.41%）；跌幅居前的个股为洲际油

气(-2.74%)、海油发展（-2.29%）、金石资源（-2.22%）、*ST 平能（-1.92%）、潜能恒信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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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煤炭开采企业营业收入情况  

 
 

资料来源： wind 数据库，东海证券研究所 

 

图 7  煤炭开采企业净利润情况 图 8  煤炭开采企业利润情况 

 
 

资料来源： wind 数据库，东海证券研究所 

 

图 9  煤炭期货价格（元/吨）  图 10  动力煤港口库提价 

 

 

资料来源： wind 数据库，东海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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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1  主焦煤现货价格（元/吨） 图 12  煤炭下游库存情况 

 

 

资料来源： wind 数据库，东海证券研究所 

 

图 13  全社会用电量 图 14  全国发电量 

  

资料来源： wind 数据库，东海证券研究所 

 

图 15  全国火力发电量  图 16 独立焦化厂焦炭库存 

 
 

资料来源： wind 数据库，东海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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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7  钢厂焦炭焦煤库存可用天数 图 18  焦化厂库存情况  

 

 

资料来源： wind 数据库，东海证券研究所 

 

图 19  焦厂开工率 图 20  焦炭价格与成本  

 
 

资料来源： wind 数据库，东海证券研究所 

 

图 21  国内钢厂焦炭库存 图 22  焦炭港口库存 

 

 

资料来源： wind 数据库，东海证券研究所 

 

 

4.上市公司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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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阳泉煤业】2020 年半年度报告。2020 年上半年，公司原煤产量完成 2,156 万吨，与

同期相比增长 6.9%；采购集团及其子公司煤炭 1907 万吨，与同期相比增加 28.70%。销售

煤炭3,992万吨，与同期相比增长16.32%。实现营收1,531,067万元，与同期相比降低1.39%，

其中煤炭产品销售收入 1,445,092 万元，与同期相比增长 0.41%；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 72,113 万元，与同期相比减少 34,220 万元，降低 32.18%。 

【新集能源】2020 年半年度报告。2020 年上半年，公司商品煤产量 747.89 万吨，同比

减少 7.28%；商品煤销量 704.37 万吨，同比减少 11.92%；上网电量 41.37 亿千瓦时，同比

减少 14.13%；完成营业收入 36.60 亿元，同比减少 20.47%；实现利润总额 4.48 亿元，同

比减少 59.36%；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0.94 亿元，同比减少 87.22%。 

【云煤能源】2020 年半年度报告。2020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19,186.59 万元，

同比减少20.51%；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532.26万元，同比减少124.71%。 

【潞安环能】2020 年半年度报告。2020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17.82 亿元，同

比减少 8.1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1.68 亿元，同比减少 26.32%。 

【恒源煤电】2020 年半年度报告。2020 年上半年，公司原煤产量 464.27 万吨，同比下

降 11.11%，商品煤产量 334.49 万吨，同比下降 28.35%，商品煤销量 342.34 万吨，同比下

降 28.23%，煤炭主营业务收入 21.16 亿元，同比下降 31.34%，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3.87

亿元，同比下降 28.0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3.90 亿元，同比下降 21.11%。 

【靖远煤电】2020 年半年度报告。2020 年上半年，公司煤炭产品产量 438.01 万吨、销

量 437.78 万吨，火力发电量 17.67 亿千瓦时，供热量 336.5 万吉焦，供汽 46.53 万吉焦。

实现营业收入 189,059.53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7,668.26 万元，每股收益

0.1210 元，期末每股净资产 3.4 元。 

【西山煤电】2020 年半年度报告。2020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41.51 亿元，比

上年同期减少 16.43%；实现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10.84 亿元，比上年同期减少 14.51%；

每股收益 0.2647 元。 

 

5.行业动态 

蒙古国海关总署发布数据显示，今年 1-7 月，蒙古国煤炭出口量为 1120.88 万吨，较

上年同期下降近 50%，不过较 6 月降幅有所收窄。根据中国煤炭资源网计算，7 月蒙古国煤

炭出口总量为 255.56 万吨，较 6 月的 236.23 万吨增长 8.18%；向中国出口煤炭 245.32 万

吨，环比增长 9.06%，连续第四个月增长，占蒙古国煤炭出口总量的 96%。（煤炭资源网） 

1-7 月湖北铁路发运煤炭 4.1 万吨，同比下降 88.6%。湖北省发改委消息，2020 年 1-7

月份，湖北省铁路煤炭发送量 4.1 万吨，同比减少 31.9 万吨，下降 88.6%；7 月份发送量

为 1.4 万吨，同比减少 0.9 万吨，下降 40.8%。2020 年 1-7 月份，湖北省铁路焦炭发送量

56.4 万吨，同比增加 15.8 万吨，增长 39.0%；7 月份发送量为 6.4 万吨，同比增加 2.1 万

吨，增长 49.9%。 

1-7 月山西煤矿死亡事故 7 起，停产整顿矿井 170 座。山西省煤矿安全监察局日前发

布的信息显示，7 月份，山西省煤矿发生事故 2 起，死亡 2 人，同比起数持平，死亡人数

减少 1 人，下降 33.33%。1-7 月份，山西省煤矿发生死亡事故 7 起，死亡 10 人，同比减

少 5 起、13 人，分别下降 41.67%和 5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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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因素 

风险因素：1、宏观经济波动 2、需求快速下滑 3、产量释放超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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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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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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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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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东海证券研究所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1928号 东海证券大厦 

网址：Http://www.longone.com.cn 

电话：（8621）20333619 

传真：（8621）50585608 

邮编：200215 

北京  东海证券研究所  

地址：北京市西三环北路87号国际财经中心D座15F 

网址：Http://www.longone.com.cn 

电话：（8610）66216231 

传真：（8610）59707100 

邮编：1000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