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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顾 今 年 煤 炭 领 域 的 关 键 词 ，

“重组”是不容忽视的一个。山东、山

西两大煤炭主要生产省份先后宣布重组

省属煤炭企业。山东能源集团在全国第

二大煤炭企业的位置坐了不到3个月，

就被新成立的晋能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简称晋能控股集团）挤了下来。

选在国庆节假期前的最后一个工

作日宣布重组消息，晋能控股集团也许

想低调处理，但它巨大的体量已容不得

低调，其一举一动必然引人注目。

剑指全国第二大煤企
9月30日，晋能控股集团筹组方案

公布，山西省决定联合重组同煤集团、

晋煤集团、晋能集团，同步整合潞安集

团、华阳新材料科技集团相关资产和改

革后的中国（太原）煤炭交易中心，组

建晋能控股集团。10月30日，晋能控

股集团正式挂牌。

作为山西省的能源旗舰，晋能控

股集团注册资本500亿元，总资产达

1.11万亿元（约占山西省省属企业资产

总额的三分之一），职工47.3万人，煤

炭产能约4亿吨，电力装机容量3814.71

万千瓦，煤机装备制造资产规模368.65

亿元。煤炭产能居全国第二位、全球第

三位。

晋能控股集团组建后，同煤集团

更名为晋能控股煤业集团，晋能集团

更名为晋能控股电力集团，晋煤集团更

名为晋能控股装备制造集团，3家企业

对于先天条件不够好的晋能控股集团而言，后天就更要努力，重

组后还需要下更大力气提质增效。

成为晋能控股集团二级子公司。除此

之外，晋能控股集团还有3家二级子公

司，分别是中国（太原）煤炭交易中

心、研究院公司和财务公司。

迹象显示，晋能控股集团的重组

整合可能将以同煤集团为主。晋能控股

集团注册地址为大同市，同煤集团党委

书记、董事长郭金刚任党委书记、董事

长，晋能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李国彪

任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晋

煤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李鸿双任党委

副书记、副董事长，中国（太原）煤炭

交易中心主任王宇魁任党委副书记、副

董事长，同煤集团总经理崔建军任党委

副书记、副董事长。

对于山西省而言，组建晋能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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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希望通过联合

重组，破解山西省属煤企各自为战、大

而不强、同质化竞争严重的困局，破解

煤电价格矛盾、利益互为掣肘的“老大

难”问题，改变煤机装备制造产业市场

内部化、布局分散、同质化严重、无序

竞争的格局，把山西省煤炭资源转换为

电力优势，把电力优势转换为培育战略

性新兴产业发展的要素优势。

顺应省内及行业大势
晋能控股集团的组建既在意料之

外，也在情理之中。其组建顺应了山西

省和煤炭行业的发展趋势。

一方面，晋能控股集团的组建是

山西省属企业专业化重组的一部分。

山西省这一轮战略重组从4月成立

华远国际陆港集团起，到9月底成立晋

能控股集团止，历时6个月，涉改资产

2.6万亿元，占山西省属企业资产总额

的79%；涉改一级企业20户，占改革

前山西省属企业户数的71%；涉改人员

86万人，占山西省属企业在岗职工人

数的91%；涉改产业涵盖焦煤、动力

煤、钢铁等14个领域。

今年以来，山西省将省属企业集

团数量从28家重组至19家。晋能控股

集团的成立则是山西省本轮战略重组的

目前，除山西、河南、安徽

以外，全国主要产煤省份基

本呈现一省一家主要能源企

业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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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轴之作。

山西省煤炭领域的专业化重组至

少从2018年就开始谋划了。2018年2

月，山西省国资委制定的《省属企业主

辅业目录》显示，山西省七大煤炭集团

中同煤集团、阳煤集团的主业维持煤炭

开采和洗选，山西省焦煤集团的主业由

煤炭开采和洗选调整为焦煤生产加工和

销售，潞安集团、晋煤集团、晋能集

团、山西省煤炭进出口集团的主业分别

确定为煤化工、煤层气开发、清洁能

源、煤炭物流和贸易业。

从今年落地的重组方案看，各大

煤企的定位与当初的规划有较大变化。

煤炭企业数量从7家重组至1家煤炭企

业和1家能源集团。晋能控股集团就定

位为能源集团。

除了晋能控股集团，山西省剩下

的另外1家煤炭企业是山西省焦煤集

团。

现在的山西省焦煤集团由山西省

原焦煤集团吸收合并山煤集团重组而

成，资产总额4400亿元，煤炭产能约2

亿吨，定位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

流炼焦煤和焦化企业。

晋煤集团的煤层气相关资产被整

合重组进华新燃气集团，煤炭等相关资

产被整合进晋能控股集团。

潞安化工集团以潞安集团“煤化

一体产业”为基础，整合重组阳煤集

团、晋煤集团、国控集团等山西省属企

业的优质化工类资产、配套的原料煤矿

及紧密关联资产。

重组后的潞安化工集团资产总额

2200多亿元、配置有8000多万吨的煤

炭产能，规划了以“现代化工”为核

心、以“碳基新材料”和“清洁能源”

为两翼的“一核两翼”产业布局。

阳煤集团更名为华阳新材料科技

集团。华阳新材料科技集团以阳煤集团

新材料产业为基础,整合重组山西省属

企业相关新材料优质资产，配置阳煤集

团上市公司（阳泉煤业）及部分煤矿，

主打碳基新材料全产业链集团。

“十三五”期间我国煤炭行业重组情况

2017年

原 神 华 集 团 与 国

电集团合并重组

为 国 家 能 源 集

团。

靖远煤业集团、窑街

煤电集团、甘肃省煤

炭资源开发投资公司

整合成为甘肃能源化

工投资集团。

贵州省四大国有煤炭企业

原盘江矿务局、水城矿务

局、六枝矿务局和林东矿

务局“合四为一”，组建

盘江煤电集团。

辽 宁 整 合 铁 法 能

源、沈煤集团等9

家涉煤企业，组建

辽宁省能源产业控

股集团。

原山东能源集

团与兖矿集团重

组 为 新 山 东 能 源

集团。

2018年7月 2018年11月 2020年7月

重组后的华阳新材料科技集团资

产总额约1013亿元，煤炭产能2860万

吨；将走碳基材料和数字资产两条路

径，形成气凝胶绿色节能建筑新材料、

功能性纤维新材料、新能源蓄能新材

料、石墨烯新材料、铝镁合金新材料、

大数据物联网、5G智慧矿山七大产业

集群。

另一方面，晋能控股集团的成立

顺应了煤炭行业兼并重组的大趋势。

按照中国矿业大学教授聂锐的划

分，2012年至今是煤炭企业重组转

型升级阶段，为我国煤炭企业兼并重

组的第四阶段（前3个阶段分别为：

1993～1997年的煤炭产业组织结构调

整阶段、1998～2001年的煤炭企业资

产重组阶段以及2002～2011年的煤炭

资源整合重组阶段）。在第四阶段，特

别是“十三五”期间，煤炭领域大大小

小的重组整合动作不断。

在煤炭企业不断变大、变强的情

况下，对于剩下的企业而言，兼并重组

资料来源：根据公开信息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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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煤集团主要生产焦煤，市场基本不

冲突。

其二，整合后，主业更加突出，

有助于发挥比较优势、提高盈利能力。

晋能控股集团虽然定位为能源企

业，但产业基本围绕煤来布局。在6家

二级子公司中，煤业公司也处在更核心

的位置。

虽然在能源革命背景下，煤炭行

业面临很多挑战，但目前煤仍是我国的

主体能源。按照中国工程院的预测，煤

炭仍至少有30年的发展期。在这样的

情况下，晋能控股集团集中精力提升安

全生产水平和生产效率也许是个更好的

策略。

其三，中国（太原）煤炭交易中

心的加入可提高销售和市场应对能力。

中国（太原）煤炭交易中心拥有

注册交易商15000多户，是国内交易量

最大、交易额最高、注册交易商最多的

煤炭现货交易市场。引入中国（太原）

煤炭交易中心，晋能控股集团通过重组

关联产业，整合煤炭销售资源，与省内

外优势煤炭企业联动，打造山西省煤炭

统一的交易平台，实现差异化布局、专

业化发展，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增强

产业及交易上下游的协同和互补，提高

产品和服务水平，增强企业话语权，提

升企业竞争力。

重 组 整 合 的 目 标 都 是

“1+1>2”，晋能控股集团的挑战更

是成倍增长。晋能控股集团职工总数

达47.3万人，机构如何设置，人员怎

么安排，管理、文化上能否融合在一

起，都需要费脑筋去解决。目前，晋

能控股集团下属企业都用上了统一的

企业文化标识，而内在的文化、观念

融合还需要更长时间。

另外，晋能控股集团虽然拥有煤

矿数量较多，但千万吨级煤矿数量较

少，目前只有原来同煤集团控制的塔

山矿、同忻矿、麻家梁矿达到千万吨

级产能。其对标的国家能源集团有19

座千万吨级矿井，总产能更大、煤矿数

量更少，职工总数也只有33万多人。

仅在煤炭板块，国家能源集团就领先很

多。要对标国家能源集团，晋能控股集

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即便是与山西省另外一家煤炭企

业——山西省焦煤集团相比，晋能

控股集团的盈利能力也还有提升空

间。山西省焦煤集团的体量不足晋

能控股集团的一半，但利润效益却

好不少。今年前三季度，山西省焦

煤集团实现利润44亿元，居山西省

属企业首位。目前，晋能控股集团

尚未公布重组后的经济数据，不过

从上市公司三季报来看，成绩并不

算好。今年前三季度，晋能控股集

团涉及的3家上市公司大同煤业、漳

泽电力、通宝能源利润合计约10亿

元。

对于先天条件不够好的晋能控股

集团而言，后天就更要努力，重组后还

需要下更大力气去提质增效。毕竟，转

型发展也好、提升职工获得感也好，都

需要资金做支撑。体量变大了，更大的

挑战还在后面。

晋能控股集团虽然拥有煤矿

数量较多，但是目前只有原

来同煤集团控制的塔山矿、

同忻矿、麻家梁矿达到千万

吨级产能。

也成了必然选择。

目 前 ， 除 山 西 、 河 南 、 安 徽 以

外，全国主要产煤省份基本呈现一省一

家主要能源企业的格局，煤炭产能集中

度明显提升。不过，与其他能源领域相

比，煤炭的产业集中度仍较低，继续兼

并重组的概率较高。而接下来的兼并重

组案例有较大几率出现在河南、安徽。

“3+2+1”的机遇与挑战
对于晋能控股集团而言，把几家

企业合在一起，体量变大，优势很明

显。

其一，可以整合资源，避免内部

竞争，提高市场话语权。这也是山西省

组建晋能控股集团的初衷。

多元化发展时期，山西省各家重

点煤企都发展了电力、化工等非煤产

业，重复建设、内部竞争等问题突出。

现在，山西省只剩下晋能控股集

团和山西省焦煤集团以煤为主业。晋

能控股集团主要生产动力煤，山西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