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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日，国电永寿煤业有限责任

公司（简称“国电永寿煤业”）在北京

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55%股权及

7.99亿元债权，作价1元。 

挂牌信息显示，截至2019年5月31

日，国电永寿煤业总资产为6.07亿元，

负债8.87亿元，营业收入0元。换言

之，此时的国电永寿煤业已资不抵债。 

事实上，上述转让已是该企业的

二度“自救”。2018年12月，国电永

寿煤业首次以7.99亿元挂牌转让，最终

无人问津。 

“煤炭企业应该趁目前行业效益

还不错的时候转让负债资产，否则很难

再有更好的时机。”厦门大学中国能源

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强如是解读。 

 

负债煤企加快出清 
企查查数据显示，国电永寿煤业

成立于2008年6月，注册资本4000万

元，拥有两大股东。其中，控股股东国

电陕西电力有限公司（简称“国电陕西

电力”）占比55%，陕西正道投资有限

公司占比45%，前者是国资委直属央企

国家能源集团94家子公司之一。 

根据挂牌信息，因涉及永寿县翠

屏山自然保护区（市级），国电永寿煤

业旗下100%控股的碾子沟煤矿已全面

停止工程建设及勘查活动，采矿权证有

效期已于2017年9月18日过期。与此同

与上一轮煤炭企业整合相比，当下僵尸、负债煤企加速出清，意味

着煤炭行业供给侧改革进入兼并重组的提速阶段，其中煤电联营及

区域整合将是主要渠道。

时，根据评估单位提供的陕西省国土

资源厅“采矿权价款缴款通知书”，

碾子沟煤矿采矿权仍有4000万元未缴

纳。原本建设年限长达46年的碾子沟

煤矿，在使用27年后便早早收场。 

年产30万吨的碾子沟煤矿遭到

“抛售”，仅是新一轮煤炭行业去产能

大潮中的一隅。就在国电永寿煤业转让

信息发布的数日后，国电贵州煤业投资

有限公司（简称“国电贵州煤业”）、 

内蒙古兰太煤业有限责任公司（简称

“内蒙古兰太煤实业”）相继发布转让

信息。 

成立于2011年8月的双龙兴旺煤

业，最新财务信息十分“难看”。挂牌

煤企重组再加速
文/ 余双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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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显示，截至2019年6月30日，双龙

兴旺煤业总资产为2.48亿元，负债5.84

亿，营收亏损达255.57万元。 

与此同时，根据8月13日内蒙古兰

太煤业发布的51%股权及相关债权转让

信息显示，截至2019年6月30日，内蒙

古兰太煤业总资产为8040.35万元，负

债5671.89万元，营业利润亦呈亏损态

势。 

不少僵尸、负债煤企加速出清的

背后，是煤炭行业供给侧改革进入兼并

重组的提速阶段。2018年，山西省、

河南省分别对煤炭集团各专业化板块实

施重组；辽宁省整合9家涉煤企业组建

了辽宁省能源产业控股集团；淮北矿业

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组更名登陆A股市

场；贵州省重组盘江煤电集团，水矿、

六枝工矿划归整合，专业化重组事件接

踵而至。 

与此同时，煤企跨界融合消息不

断。国家能源集团、兖矿集团、晋煤集

团等积极布局氢能产业；陕煤集团重组

江苏恒神股份布局碳纤维；山东能源注

资30亿布局健康医疗等频频上演。 

根据《关于进一步推进煤炭企业

兼并重组转型升级的意见》，到2020

年年底，全国将形成若干个具有较强国

际竞争力的亿吨级特大型煤炭企业集

团，发展和培育一批现代化煤炭企业集

团。 

煤炭企业应该趁目前行业效

益还不错的时候转让负债资

产，否则很难再有更好的时

机。

7月30日，江苏连云港港口煤炭码头，车辆将
卸载的电煤转运至储存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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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摆脱亏损困境，不少煤炭行

业或尝试改制重组。应看到，煤炭企业

大而不强的情况依然存在。”在今年3

月的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年度新闻发布会

上，业内人士如是指出。 

可喜的是，当前政策对于推动煤

炭先进产能释放的态度，正不断明确。 

根据国务院国资委安排，2019年

将继续推进中央企业煤炭资源整合，力

争完成2000万吨产能整合任务。 

今年5月份，国家发改委、工信部

和国家能源局下发的《2019年煤炭化

解过剩产能工作要点》亦明确提出，坚

持上大压小、增优减劣，着力提升煤炭

供给质量；积极稳妥推进煤电优化升

级；加快重点领域“僵尸企业”出清等

目标要求一一在列。 

也应看到，煤企兼并重组提速的

同时，煤价以不可阻挡之势进入下行通

道。2019年，除焦煤外，其他煤种坑

口价格同比、环比均连续三个季度下

跌。以8月为例，无论是沿海电厂还是

全国重点电厂的库存超过或逼近历史高

位；中转环节、沿江港口库存也创新

高。在被动加库存阶段，煤价正在持续

下行。 

 

纵向横向整合提速 
当前，主要煤炭生产国前5大企业

的市场占有率均在50%以上。从美国及

其他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煤炭行业在

后工业化阶段，行业集中度将逐步提

升。 

以美国为例，20世纪80～90年代

是行业重要的并购期，主要分为两个阶

段，第一阶段的并购发生在80年代初

到90年代初，主要特点是以石油、钢

铁、电力公司为主的非煤企业退出煤炭

行业；第二阶段为90年代后期，主要

是煤炭集团之间的并购，以达到规模经

济、降低成本、占领市场等目的。 

中国煤炭行业当前发展阶段与美

国上世纪70年代后期的宏观与市场环

境非常类似，但与美国相比，我国的并

购存在一定体制障碍，一方面作为煤炭

市场主体的国有企业对价格信号相对不

敏感，退出市场的进度相对慢；另一方

面国有企业的煤炭资源很难完全实现市

场化方式转让，加之地方利益的保护，

跨区域的重组存在现实障碍。 

“从目前的现实选择来看，煤电

联营和省份范围内的整合重组是国内相

对可行的并购方式。”华金证券分析师

杨立宏分析。 

事实上，自2016年以来，国家有

关部门出台了多项政策，大力推进煤电

联营。2017年8月28日，中国国电集团

与神华集团合并重组为国家能源集团，

成为煤电联营的重要标杆。  

为了形成可推广、可复制的煤电

联营发展模式，2019年6月国家发展改

革委、国家能源局在全国范围内选取了

15个具有代表示范作用的煤电联营项

目，确定为全国第一批煤电联营重点推

进项目。其中安徽省淮沪煤电田集电

厂、淮浙煤电凤台电厂、中煤新集利辛

板集电厂3个项目列入第一批煤电联营

示范项目。贵州、云南、宁夏等地方政

陕 西 、 黑 龙 江 、 河 北 、 河

南、山东、贵州等省份曾陆

续进行了省内国有煤炭集团

的重组。后期，整合潜力较

大的重点区域或聚焦山西、

陕西、贵州三个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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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量进入平稳期，煤炭集团与上市公

司均面临成长性匮乏难题，存在存量

资源整合的内在需求。2019年7月，潞

安环能公告拟现金收购集团慈林山煤

业，意味着山西煤炭国企资产注入的

破冰。  

陕西省也有较大的整合空间。在

陕西，煤炭生产呈现“三足鼎立”的格

局，2018年陕煤集团、神华集团分别

占省内煤炭产量的24%和 20%，地方

企业占比为56%，占比相对较高；蒙华

铁路通车后，陕煤集团作为地方国企更

容易获得运力配置，有利于降低成本、

扩大销售，进一步扩大与地方煤矿的竞

争差距，整合条件进一步优化。 

府也出台煤电联营的推动政策。 

值得一提的是，在目前合同煤占

比已经达到较高水平的情况下，煤电联

营的可行性或将进一步增强。 

除煤电的纵向一体化发展，区域

内的横向整合，或成为不少煤企的选

择。 

当前，除了部分央企的跨区域重

组，大部分横向整合仅限于省域范围。

其中，陕西、黑龙江、河北、河南、山

东、贵州等省份曾陆续进行了省内国有

煤炭集团的重组。后期，整合潜力较大

的重点区域或聚焦山西、陕西、贵州三

个省份。 

山西煤炭资源开发进入中后期，

贵 州 省 盘 江 集 团 也 有 进 一 步 整

合省内资源的可能与空间。一方面，

2018年贵州省内小煤矿占比达87%，

在黑龙江省完成小煤矿的关停后，小煤

矿数量众多的贵州省成为安全隐患最大

的省份，未来拥有地方小煤矿存在较大

的关停和整合空间；另一方面，贵州省

国企战略重组持续，原省直属的贵州水

矿、林东矿业集团、六枝工矿已全部划

归盘江煤电集团，盘江煤电集团成为贵

州省唯一省属国有煤炭平台，有望进一

步整合省内资源。  

“煤炭行业去产能过程中，还应

警惕地方保护主义抬头，以及处理好去

产能后的后续问题。”林伯强提醒。

2019中国煤炭企业煤炭产量50强部分名单（5000万吨以上）

资料来源：中国煤炭工业协会>>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企业名称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中煤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兖矿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晋能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冀中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山西潞安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能源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煤炭板块） 

淮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山西晋城无烟煤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伊泰集团有限公司 

华电煤业集团有限公司 

1亿吨以上企业（共7家） 

5000万吨～1亿吨企业（共10家） 

此外，1000万吨～5000万吨企业共22家，1000万吨以下企业共11家

煤炭产量/万吨 

52413 

19222 

16148 

16023 

14537 

13722 

10011 

8448 

8100 

8013 

7985 

7366 

7086 

6935 

6723 

6064 

5078 

备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