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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宏观政策
“十二五”规划煤炭业进入深度调整期 2012-4-18
http://coal.in-en.com/html/coal-08050805711360401.html
“十二五”期间，煤炭产量复合增长率将从过去的 8%降至 3.8%，年新增产能将从过去的 14 亿吨降
至 7.5 亿吨。在经历约 10 年的高速发展后，煤炭行业即将进入深度调整时期。
从发展形势看，煤炭行业面临着“三大约束”。首先是经济增长放缓带来的下游需求萎缩，对煤炭行
业形成“增长约束”
；二是降低煤炭在一次能源结构中的比重，实行产量与消费量控制带来的“资源
约束”
；三是煤价涨幅趋缓，人工及资源税费上涨导致的“成本约束”
。
“十二五”期间煤炭行业在资源整合和资本整合方面，将显现出“两大效应”:资源整合方面将出现
“洗牌效应”;在资本整合方面，煤炭企业竞争的“马太效应”将进一步显现，资本将向拥有技术、
产业链优势的企业聚集使强者更强。

2012-04-20
http://www.ccin.com.cn/ccin/news/2012/04/20/225938.shtml
“十二五”煤化工将实行项目总量控制 力挺煤制天然气

由煤炭科学研究院主导编制的《煤化工“十二五”科技规划》已经编制完成，即将对外公布。根据
《规划》
，
“十二五”期间，国家将重点扶持煤制天然气技术应用，并扩大此方面的试点范围。
据预测，
“十二五”期间，煤制天然气项目加速上马，将有望带动千亿元的设备市场需求。
内部人士称，控制总量将是未来煤化工项目发展的一个原则，但不会具体提出拟批准项目的数量。
预计将通过具体项目审批和环评等手段控制煤化工项目。
内蒙古成煤炭行业安全责任险试点地区 2012-4-19
http://coal.in-en.com/html/coal-08470847721362675.html
根据中国煤炭工业协会近日下发的《关于在内蒙古自治区开展煤炭行业安全责任险试点工作的通知》
要求，内蒙古要在全区推行煤炭行业安全责任险试点工作，逐步替代安全生产风险抵押金制。
煤炭行业安全责任险是在综合分析研究工伤社会保险、各种商业保险利弊的基础上，借鉴国际上一
些国家通行的做法和经验，提出来的一种带有一定公益性质、采取政府推动、立法强制实施、由商
业保险机构专业化运营的新的保险险种和制度。

二 、 行业资讯
第二批国家煤炭应急储备规模 500 万吨 2012-4-19
http://coal.in-en.com/html/coal-07590759981362182.html
迎峰度夏临近，储煤保电再成国家和地方发改委等部门的重要工作。国家发改委、财政部日前联合
组织会议，研究落实 2012 年国家煤炭应急储备任务。会议确定，2012 年国家煤炭应急储备总量维
持 2011 年的 500 万吨规模。同期，第二批国家煤炭应急储备点的申报、评估工作也在进行。我国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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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煤炭企业神华初步规划在东北三省、京津冀、华东沿海、华南沿海和西南内陆共 5 个区域建立
国家煤炭储备基地，选定 28 个基地点，总规模 2170 万吨。
我国千万吨大型煤矿产能达 8 亿吨 2012-4-21
http://coal.in-en.com/html/coal-08370837581365696.html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在近日召开的“2012 中国国际煤炭大会暨展览会”上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我
国大型现代化煤矿建设速度加快，煤炭生产力整体水平大幅提高，多数大型现代化煤矿的主要经济
技术指标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初步统计，目前全国有年产千万吨级的大型现代化煤矿 58 处，
产能约为 8 亿吨。
原煤产量增长放缓 煤炭进口将继续高位运行 2012 年 04 月 21 日
http://news.hexun.com/2012-04-21/140655486.html?from=rss
在市场行情整体疲软的情况下，一季度，国内原煤产量继续保持增长势头。据中国煤炭工业协会数
据显示，一季度，全国累计完成原煤产量 8.38 亿吨，同比增长 5.8%，与 2011 年一季度 8.3%的同比
增幅相比，放缓趋势比较明显。
煤炭产业服务转型研究项目启动 2012-4-16
http://coal.in-en.com/html/coal-09210921481357253.html
由中国矿业大学承担的中国工程院“煤炭等资源型产业的服务化转型战略研究”咨询研究项目启动。
中国海外投资并购持续集中于能源、矿业等领域 2012-04-20
http://www.ccin.com.cn/templet/ccin/ShowArticle.jsp?id=225859
前两个月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 97 个国家和地区的 706 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实现非金融
类对外直接投资 74.35 亿美元，同比增长 41.1%。我国企业海外并购活动持续集中于能源、矿业等
领域。这是记者 4 月 18～19 日从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举办的第六届中国企业跨国投资研讨会上
获悉的。《2011 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与经营情况调查报告》显示，亚洲成为我国企业走出去最重要的

目的地，有 32.5%的机构分布于此。
粗钢生产增长放缓 明年炼焦煤价格或持稳 2012-4-20
http://coal.in-en.com/html/coal-08420842401364471.html
钢铁部首席执行官表示，2013 年，全球粗钢产量可能仅上涨 2%，烧焦煤和铁矿石价格幅动不太明显。
日澳动力煤长协谈判未落幕 中日长协谈判延期 2012-4-17
http://coal.in-en.com/html/coal-09290929651359268.html
原定于 4 月第一周举行的中日动力煤长协谈判，由于日澳动力煤长协谈判的尚未落幕，故此延期。
黄腾告诉记者，迟签并不影响中国向日本供煤，供煤将以 2011/2012 年度长协合同价格为基准，新
一年合同如若上涨，日方随后会将先前差价补上。“但如最终谈不成，将以市场价结算”。
与出口市场的清淡相比，国内贸易商进口热情高涨。根据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的统计数据显示，1-2
月份我国累计净进口煤及褐煤 3798 万吨，同比增长幅度达 62%.
首只环保产业基金在穗启动 2012-04-19
http://www.ccin.com.cn/ccin/news/2012/04/19/22571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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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首家专业推动节能环保的产业投资基金——中宸基金日前在广州启动。基金总规模 3 年内将达
到 500 亿元，其中，在节能环保产业方面的规模达到 100 亿元。
该基金主要投向相关部委或地方政府支持的项目，投资方式以股权投资或债务投资为主，并将配合
省部级政府机构推动环保产业的发展，同时协助地方政府搭建创新平台，重点在垃圾处理等方面进
行系统投入。
发改委：一季度全国铁路发运煤炭 5.94 亿吨 2012 年 04 月 20 日
http://stock.sohu.com/20120420/n341164092.shtml
今年一季度，全国铁路发运煤炭 5.94 亿吨，同比增长 6.1%；发运电煤 4.24 亿吨，增长 4.3%。
主要港口一季度发运煤炭 1.59 亿吨，增长 1.8%。其中 3 月份发运 5984 万吨，增长 0.8%。

三、

地区动态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 280 家煤矿将被整合 2012-4-19
http://coal.in-en.com/html/coal-09110911831362849.html
到 6 月份以前，鄂尔多斯的 280 家煤矿将被整合，鄂尔多斯市首批确立了神华集团和伊泰、汇能、
伊东、满世、乌兰、蒙泰、特弘等 7 个当地民营企业为八大兼并主体。每个集团不低于 5 座的整合
目标。随后，鄂尔多斯随后又相继公布了 37 家整合主体，其中，有接近一半儿的企业，是国有能源
集团，以央企为主，也有地方控股的煤矿集团，像山东能源、冀中能源等，共计 45 家。
清水河成功签约煤炭物流综合园区项目 2012-4-19
http://coal.in-en.com/html/coal-11241124431363583.html
在香港举办的 2012 年内蒙古、香港经贸合作活动周期间，清水河县与中国资源交通集团成功签约煤
炭物流综合园区项目。该项目主要依托中国资源交通集团正在投资建设的准兴重载高速公路等交通
优势，由该集团计划在准兴重载清水河营盘梁出口投资建设以煤炭为主的大型综合性物流园区项目。
内蒙古自治区煤炭工业局取消煤炭经营资格公告（第一批） 2012-04-20
http://news.163.com/12/0420/12/7VHKO4GN00014AED.html
新疆首个低阶煤开发项目开工 2012-4-19
http://www.coal.com.cn/Gratis/2012-4-19/ArticleDisplay_300589.shtml
4 月 17 日上午，新疆华阳科工矿业有限公司低阶煤制特种型煤及循环综合利用项目奠基仪式在奇台
县芨芨湖工业园区举行，该项目是新疆首个低阶煤循环综合利用项目。

该县今年计划开工建设煤炭煤电煤化工、煤电冶项目 28 个，计划投资 95 亿元。据了解，华阳公司
低阶煤制特种型煤及循环综合利用项目总投资 35 亿元，分 3 期 6 年建成。首期项目投资 4.98 亿元，
2013 年底建成投产。全部建成后每年可就地加工原煤 1400 万吨以上。
甘肃阿克塞 300 万吨煤化工项目开工 2012-04-20
http://www.ccin.com.cn/ccin/news/2012/04/20/225996.shtml
4 月 18 日，甘肃省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 300 万吨煤化工循环经济产业链项目开工奠基。
项目总投资 21 亿元，建设周期 5 年。一期工程 2012 年 4 月开工，2015 年 5 月建成投产；二期工程
2014 年 3 月开工，2017 年 3 月完成全部建设内容。该项目将建成 240 万吨/年焦煤、5 万吨/年粗笨
加氢精制产品、2 万吨/年镁合金的生产线各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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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个 IGCC 工业示范工程投运 2012-04-19
http://www.ccin.com.cn/ccin/news/2012/04/19/225709.shtml
4 月 17 日，天津绿色煤电 250 兆瓦级整体煤气化联合循环发电（IGCC）工业示范工程气化炉点火成
功并产出合格煤气。这标志着中国华能集团清洁能源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开发的两段式干煤粉气化
技术一次投料成功，工业化迈出关键一步。据悉这是我国第一个 IGCC 工程。
欧盟将全力支持发展绿色经济 2012-04-20
http://www.ccin.com.cn/templet/ccin/ShowArticle.jsp?id=225962
欧盟环境部长 19 日表示，将全力支持欧盟发展绿色经济并坚持，发展绿色经济是走出经济危机的唯
一出路，实现绿色转型不仅能增加就业，消除贫困，提高欧盟的竞争力。
日本石化企业加速转战海外 中国成热门 2012-04-19
http://www.ccin.com.cn/ccin/news/2012/04/19/225692.shtml
"今后日本石化市场难有大的增长，加之日元升值、原料价格高企、供电不足、地震多发、相关法律
法规严苛等不利因素，日本石化生产向海外转移已成为一种发展趋势。”在上周举行的日本化学企
业与中国媒体交流会上，三菱化学控股管理（北京）有限公司总经理濑川拓的一席话代表了当前日
本多数石化企业的最新动向。 中国成为了日本企业生产海外转移的热门选择。

四、 公司新闻
中国神华与中煤能源 3 月份自产煤产量均创历史新高 2012-4-17
http://finance.qq.com/a/20120417/006799.htm
中国神华 3 月份单月自产煤产量为 2,760 万吨,同比增长 12.2%,一季度自产煤产量达到 7,910 万吨,
同比增长 20.4%。中煤能源 3 月份单月自产煤产量为 1,046 万吨,同比增长 25.9%,一季度自产煤量
为 2,876 万吨,同比增长 11.0%。
销量方面,中国神华 3 月份商品煤销量为 4,210 万吨,同比 增长 20.6%,
一季度商品煤销量达到 1.083 亿吨,同比增长 21.7%。中煤能源 3 月份商品煤销量为 1,266 万吨,同
比增长 1.8%,一季度商品煤 销量为 3,470 万吨,同比增长 6.0%。
蒙古暂停南戈壁采煤业务 中铝收矿或生变 2012-4-18
http://coal.in-en.com/html/coal-07520752651360236.html
中国铝业 18 日公告，获悉蒙古矿产资源局宣布要求暂停由南戈壁的全资附属公司 SouthGobi Sands
LLC 拥有的若干许可证的勘探及开采活动。公司正在评估上述事宜对收购南戈壁计划的影响，但截
至公告日尚未有充足的信息支持公司做出结论。公司将密切关注事态的进展并将及时向投资者公布
最新的情况。
TCL 牵手亿利集团合作开发煤炭矿资源 2012-04-22
http://news.dayoo.com/finance/201204/22/54391_108124590.htm
TCL 集团今日的一份公告称，4 月 6 日，全资子公司惠州 TCL 资源投资有限公司（TCL 投资）与亿利
资源集团有限公司（亿利集团）签订《投资合作框架协议》，双方拟在内蒙古和新疆分别成立合资
公司，合作开发煤炭资源、金属矿产资源等项目。
全球首个煤油共炼项目开工 2012-04-20
http://www.ccin.com.cn/ccin/news/2012/04/20/22586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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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8 日，全球首个煤油共炼工业化示范项目——延长石油集团油煤新技术开发公司 45 万吨/年煤
油共炼试验示范项目开工建设。延长石油集团董事长沈浩表示，项目建成投产后，将为我国开辟一
条崭新的煤制油技术路线。
据了解，该项目概算总投资 17.9 亿元，将采用全球领先的美国 KBR 公司悬浮床加氢裂化技术，利用
榆林炼油厂炼油过程副产的渣油，与当地丰富的低阶煤加氢混炼，制取柴油、汽油调和组分、液化
气以及石脑油等高附加值产品。
大唐公用工程助重化基地绿色化 2012-04-19
http://www.ccin.com.cn/ccin/news/2012/04/19/225715.shtml
4 月 15 日，天津大唐国际公用工程岛应急锅炉项目在天津滨海新区南港工业区正式开工。
据介绍，天津大唐国际公用工程岛是天津南港发展循环经济的重要引擎，它将热电联产、海水淡化、
工业制盐等项目有机结合，通过煤、气、化与化工联产联供，电厂余热回收利用，升温海水制取淡
化水，浓海水工业制盐并提取化学品等环节，实现资源、能源的合理配臵和循环综合利用。
伊泰年产 540 万吨煤基多联产综合项目开工 2012 年 04 月 22 日
http://news.xinhua08.com/a/20120422/943854.shtml
近日，由内蒙古伊泰集团有限公司投资的年产 540 万吨煤基多联产综合项目在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
发区(头屯河区)甘泉堡工业园区开工。该项目总投资 803.68 亿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 550 多亿元，
分两期实施，预计 2017 年建成。预计项目全部建成达产后，每年可上缴国家税款约 120 亿元。
永达汽车及伊泰煤炭拟 IPO 共筹逾 160 亿港元 2012-4-20
http://coal.in-en.com/html/coal-07490749181363885.html
据市场消息透露，永达汽车及伊泰煤炭将分别于 4 月底及 5 月初进行上市聆讯，计划在市场共集资
163.8 亿元。
永达汽车暂计划于下周四（26 日）进行上市聆讯，希望赶及 5 月或 6 月来港上市，集资约 5 亿至 6
亿美元（约 39 亿至 46.8 亿港元），安排行包括瑞银及汇丰。
外媒称 KKR 拟购必和必拓与力拓采矿业务 2012-4-16
http://coal.in-en.com/html/coal-09370937581357343.html
《星期日泰晤士报》报道，KKR 计划斥资约 7.5 亿美元收购必和必拓位于加拿大的 Ekati 石矿业务，
然后将两者合并，以向石行业的领头羊戴比尔斯和 Alrosa 发起挑战，目前在竞购赛中处于领先地位。

五、 会展资讯






2012 年蒙古国国际矿业展 4 月 20 日在米歇尔展览中心开幕，来自中国、蒙古国、俄罗斯、澳
大利亚等 15 个国家的 90 多家矿业设备生产商及经销商参加此次展览会。
http://coal.in-en.com/html/coal-14301430901365768.html
2012 年 5 月 23 日至 24 日，Coaltrans Conferences 将重回乌兰巴托举行第二届蒙古煤炭运输
会议（2nd Coaltrans Mongolia）
。
http://coal.in-en.com/html/coal-09290929651359268.html
2012 中国（山西）国际煤炭科技与装备展览会 2012 年 10 月 25 日-27 日
http://news.byf.com/html/20120421/14191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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