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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指标有所改善，产能释放有序推进 

          ——冀中能源 2011年年报点评 

撰写日期：2012年 4月 24日  发布日期：2012年 4月 25日 

事件： 

   公司发布了2011年度报告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75.69亿元，同比增长

24.03%；实现利润总额41.76 亿元，同比增长25.74%；实现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9.13亿元，同比增长22.51%；基本

每股收益1.32元，同比增长27.26%；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加权

平均净资产收益率21.93%，同比减少0.27个百分点；每股经营

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1.32元，同比减少12.72%。 

点评： 
◇各项业务稳定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各项业务稳定增长，营业收入按行业类别

划分，煤炭占 82.74%，化工占 11.89%，建材占 3.49%。煤炭业

务方面：生产原煤 3,414.58 万吨，同比增加 312.51 万吨，增

幅 10.07%；非煤业务方面：生产焦炭 130.18 万吨，同比增长

30.64%；生产甲醇 20.07 万吨，同比增长 6.76%；生产玻纤原

丝 6.87 万吨，同比增长 10.10%，生产水泥 308.49万吨，同比

增长 12.90%；生产水泥熟料 185.06 万吨，同比减少 1.45%；

发电 12.14 亿千瓦时，同比减少 7.19%；生产 PVC 树脂 14.78 

万吨，同比增长 9.48%。 

◇财务指标有所改善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为 375.69 万元，较上期增加

24.03%，净利润29.13亿元，同比增长22.51%，与行业内同等规

模公司相比具有一定的优势；营业收入与净利润稳步增长主要

得益于公司紧紧抓住了去年上半年煤炭市场大力发展的良机，

煤炭产销量大幅提升，综合售价整体提高；而去年年底国家对

煤炭价格进行管制后，煤炭价格出现一波下跌，面对政策的干

预以及下游需求的放缓，公司大力加强内部控制，在高投入高

成本运作时期，各项成本和费用得到有力控制，销售毛利率与

净利率出现止跌反弹，在行业内表现出众。 

◇产能有序释放，资产注入进程加速 
2011 年公司在对外扩张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报告期

内公司在内蒙古地区进行煤炭资源整合，先后整合鄂尔多斯武

媚牛煤矿51%、乾新煤业100%股权和盛鑫煤业72%股权。与此同

时公司也将扩张步伐迈入山西地区，2011年10月公司向母公司

收购山西冀中能源；对其旗下的五矿进行整合，核定产能510万

吨/年，我们预计最快将于今年2季度合并报表。 

公司资产注入预期较强，峰峰集团信达股权问题的解决，

扫清了资产注入最根本障碍，我们预计集团优质资产注入有望

提速推进。 

盈利预测与估值 

综合考虑公司未来发展情况和下游景气度，我们预计公司

2012、2013年公司的EPS分别为1.48、1.65元。结合行业平均估

值水平，我们给予2013年PE的15倍为估值标准，预计6个月目标

位24.75元，并给予“强烈推荐”评级。 

风险提示： 

    受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影响，煤炭价格出现大幅度下跌，行

业基本面出现拐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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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发布了2011年年度报告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75.69亿元，同比增长24.03%；实现利润总额41.76 亿元，同比增长25.74%；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9.13亿元，同比增长22.51%；基本每股收益1.32元，同比增长27.26%；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21.93%，同比减少0.27个百分点；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1.32

元，同比减少12.72%。 

 
1. 各项业务稳定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各项业务稳定增长，营业收入按行业类别划分，煤炭占82.74%，化工占11.89%，建材占

3.49%。煤炭业务方面：生产原煤3,414.58 万吨，同比增加312.51 万吨，增幅10.07%；合计生产精煤2,050.97 

万吨，其中，冶炼精煤1,428.61 万吨，同比增加276.50 万吨，增幅13.48%；非煤业务方面：生产焦炭130.18 

万吨，同比增长30.64%；生产甲醇20.07 万吨，同比增长6.76%；生产玻纤原丝6.87 万吨，同比增长10.10%，生

产水泥308.49万吨，同比增长12.90%；生产水泥熟料185.06 万吨，同比减少1.45%；发电12.14亿千瓦时，同比

减少7.19%；生产PVC 树脂14.78 万吨，同比增长9.48%。 

 

2.财务指标有所改善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为375.69 万元，较上期增加24.03%，净利润29.13亿元，同比增长22.51%，与行业内

同等规模公司相比具有一定的优势；营业收入与净利润稳步增长主要得益于公司紧紧抓住了去年上半年煤炭市场

大力发展的良机，煤炭产销量大幅提升，综合售价整体提高；而去年年底国家对煤炭价格进行管制后，煤炭价格

出现一波下跌，面对政策的干预以及下游需求的放缓，公司大力加强内部控制，在高投入高成本运作时期，各项

成本和费用得到有力控制，销售毛利率与净利率出现止跌反弹，在行业内表现出众。 

 

图1：营业收入与净利润同比增长率 

 

 
据来源：公司公告，爱建证券研究发展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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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 销售毛利率与净利率 

 

 
数据来源：公司公告，爱建证券研究发展总部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304,738.72 万元，较上期减少44,424.12 万元，主要是由

于报告期内客户票据结算量较大导致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减少所致。尽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增长率仍为负

值，但已经出现明显回升态势，现金流有大幅改善迹象。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598,046.48 万元，较

上期减少-188,008.59 万元，主要是由于公司收购嘉信德公司、乾新煤业、山西冀中和盛鑫煤业股权增加投资所

致。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590,832.66 万元，较上期增加529,846.62 万元，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内公司

发行40 亿元公司债券和银行借款增加所致。 

 

图3：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长率大幅回升 

 

 

数据来源：公司公告，爱建证券研究发展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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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产能有序释放，资产注入进程加速 

    2011 年公司在对外扩张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报告期内公司在内蒙古地区进行煤炭资源整合，先后整

合鄂尔多斯武媚牛煤矿51%、乾新煤业100%股权和盛鑫煤业72%股权，新增核定产能分别为120 万吨、60万吨、

120万吨。与此同时公司也将扩张步伐迈入山西地区，2011年10月公司向母公司收购山西冀中能源；对其旗下的

五矿进行整合，核定产能510万吨/年，我们预计最快将于今年2季度合并报表。 

    公司资产注入预期较强，目前集团母公司原煤产量是公司的3.2倍，注入空间较大。峰峰集团信达股权问题

的解决，扫清了资产注入最根本的障碍，我们预计集团资产注入有望提速推进。目前公司在河北、山西和内蒙拥

有3个煤炭基地，规划 2015 年煤炭产量8,000 万吨以上，总产能分别为：本部4,000 万吨/年，山西3,000 万吨

/年，内蒙1,000 万吨/年，为公司未来的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盈利预测与估值 

综合考虑公司未来发展情况和下游景气度，我们预计公司 2012、2013年公司的 EPS分别为 1.48、1.65元。

结合行业平均估值水平，我们给予 2013年 PE的 15倍为估值标准，预计 6个月目标位 24.75元，并给予“强烈

推荐”评级。 

 

表 1：公司盈利预测(单位：亿元)： 

 

合并利润表 2011 2012E 2013E 

营业收入 375.69 442.16 499.32 

营业总成本 336.55 397.13 448.76 

其中：营业成本 282.07 332.83 376.25 

营业税金及附加 3.93 4.64 5.1 

销售费用 6.52 7.7 8.7 

管理费用 36.25 42.78 48.34 

财务费用 6.39 7.54 8.52 

资产减值损失 1.39 1.64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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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0 0 0 

投资收益 0.79 0 0 

营业利润 39.93 45.03 50.56 

加：营业外收入 2.68 3 3 

减：营业外支出 0.85 1 1 

利润总额 41.76 47.03 52.56 

减：所得税 11.29 12.7 14.19 

净利润 30.47 34.33 38.37 

少数股东权益 -0.02 0.1 0.2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30.49 34.23 38.17 

基本每股收益 1.32 1.48 1.65 

数据来源：爱建证券研究发展总部 

 

风险提示： 

         受国家宏观经济和行业政策影响，煤炭价格出现大幅度下跌，行业基本面出现拐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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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师简介： 

汪思伟，证券分析师，法国南锡二大欧洲金融工程硕士，法国里昂三大工商管

理学士、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管理学院金融学学士，5年证券从业经验，历任银河证

券研究员，2010年进入爱建证券担任煤炭、石油化工行业研究员。 

分析师承诺： 

     负责本研究报告全部或部分内容的每一位证券分析师，在此申明，本报告的观

点、逻辑和论据均为分析师本人研究成果，引用的相关信息和文字均已注明出处。

本报告依据公开的信息来源，力求清晰、准确地反映分析师本人的研究观点。本人

薪酬的任何部分过去不曾与、现在不与，未来也将不会与本报告中的具体推荐或观

点直接或间接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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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评级说明 

报告发布日后的12个月内,公司/行业的涨跌幅相对同期的上证指数/深证成指的涨跌幅为基准； 

l 公司评级 

强烈推荐：预期未来6个月内，个股相对大盘涨幅15%以上  

推 荐 ：预期未来6个月内，个股相对大盘涨幅5%～15％  

中 性 ：预期未来6个月内，个股相对大盘变动在±5%以内  

回 避 ：预期未来6个月内，个股相对大盘跌幅5%以上 

l 行业评级 

强于大市：相对强于市场基准指数收益率5％以上； 

同步大市：相对于市场基准指数收益率在-5％～+5％之间波动； 

弱于大市：相对弱于市场基准指数收益率在-5％以下。 

 

重要声明 

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具有证券投资咨询资格，本报告的产生基于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爱建

证券”）及其研究人员认为可信的公开资料或实地调研资料，爱建证券及其研究人员对上述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

性不作任何保证。对由于该等问题产生的一切责任，爱建证券不作任何担保。本报告中的资料、意见、预测均反

映报告初次公开发布时的判断，在不作事先通知的情况下，可能会随时调整。本报告中的观点、结论和建议仅供

参考，并不构成所述证券的买卖出价或征价，爱建证券不就报告中的内容对最终操作建议作出任何担保。 

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我公司及其所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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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可能为这些公司提供或者争取提供投资银行服务或其他服务。 

本报告版权仅为“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所有，未经书面许可，本报告的任何部分均不得以任何方式制作

任何形式的拷贝、复制件或复制品，或再次分发给任何其他人，或以任何侵犯本公司版权的其他方式使用。经过

书面授权的引用、刊发，需注明出处为“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且不得对本报告进行有悖原意的引用、删节

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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