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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邦动态

国邦清能二期开工建设 2012-4-24
本刊讯（通讯员 刘姝琳）2012 年 4 月 21 日，国邦清能二期 400 万吨褐煤定位干馏工程奠基仪
式在中国内蒙古霍林郭勒市隆重举行。内蒙古自治区省委常委、通辽市市委书记杜梓，通辽市市委
副书记、市长胡达古拉带领通辽市、霍林郭勒市政府班子莅临参加。
国邦清能新任 CEO 朱林瑶（华宝集团现任董事局主席）在奠基仪式上表示，国邦首期的成功获
得了国家发改委、能源局、国土资源部的关心与鼓励，被誉为“在褐煤资源综合利用、特别是低质
优用方面具有重要的创新意义”、“很有经济和环保价值”。
继国邦清能项目一期 100 万吨工程成功运营之后，二期 400 万吨工程的奠基标志着国邦清能为
“五年 5000 万吨”计划迈出的重要一步。
神华国邦同赴印尼

LCP 将在印尼落地 2012-5-04

本刊讯（通讯员黄星星

瞿浩德）4 月下旬，国邦清能董事长关新与神华科技发展公司副总孙

照亮一行八人赴印尼实地考察当地煤炭资源状况，参加了第二届年度煤炭提质大会（2nd Annual Coal
Upgrading & Conversion 2012 conference），会见了印尼煤炭工业协会会长、印尼官方煤炭提质首
席技术专家 Bukin Dauley，洽谈了 LCP 技术在印尼的推广应用，并与当地各大煤矿企业就褐煤提质
和综合利用领域的合作进行了深度交流。
国邦清能首席投资官瞿世文（Steve Chu）在第二届年度煤炭提质大会上发表了主题演讲，详细
介绍了已成功投产并运营的国邦清能项目一期 100 万吨工程。印尼能源和矿产资源部官员在会上明
确表示，国邦清能技术是当前唯一可大规模推广应用的褐煤提质解决方案。
会后，印尼政府专门举办了国邦清能低质煤提质技术介绍会。国邦清能首席技术官李柏荣先生
向参会的 20 余家印尼煤炭企业代表们详细介绍了 LCP 技术。印尼政府官员和印尼各大煤矿企业代表
当即表示 5 月初将组团实地考察位于内蒙古的国邦清能项目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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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悉，印尼政府近年已通过一些先导法案，在印尼市场推广褐煤提质技术。至 2014 年，所有印
尼出口煤炭必须经过提质加工，否则将不允许外运。
与会人士透露，目前褐煤提质和综合利用技术领域，仅国邦清能的 LCP 技术成功商业化。此次
参会的日本技术方坦言日本的 UBC 工序因成本过高，无法适应现行煤炭价格，一直未正式兴建工厂。
澳大利亚的 White Energy 气流干燥技术工厂的产品煤因达不到印尼客户要求，已经被停止供应原煤。
此外，高温热成型压球技术、外热式回转窑技术等都存在成本高、提质效果不明显等缺陷，无法与
国邦技术相提并论。

中国神华与俄罗斯 KTK 先后访问内蒙国原 2012-4-24
本刊讯（通讯员 刘姝琳）2012 年 4 月 9 日，神华派出专家技术团队访问内蒙国原矿业公司（简
称“内蒙国原”）。在之前签订的合作协议的基础上，双方从技术层面做了深层次交流。次日，俄罗
斯煤炭公司 Kuzbasskaya Toplivnaya Company (简称 KTK)代表团来访内蒙国原。KTK 对 LCP 技术兴
趣浓厚，其在俄罗斯中部的库茲涅茨克盆地拥有丰富的褐煤资源，目前正在积极寻找成功的褐煤提
质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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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宏观政策

国家能源局：煤炭资源税改任重路远 2012-4-26
http://coal.in-en.com/html/coal-16311631291373472.html
近些日子，有关煤炭资源税改革的消息接连传来：在全国“两会”上，内蒙古和新疆先后向国
务院报送了关于进行煤炭资源税改革试点的请示；3 月下旬召开的《煤炭工业发展“十二五”规划》
新闻发布会上，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官员明确表示，“十二五”期间国家将推进煤炭资源税改革。
从披露的信息看，煤炭资源税改革的重点在两个方面：一是调整资源税定位;二是改变征收方式。

徐宪平：中俄中欧互利促合作 合作促发展 2012-4-25
http://coal.in-en.com/html/coal-11111111341371163.html

摘自：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徐宪平 24 日发表题为《互利促合作 合作促发展——中俄、中欧
经济合作的现状与展望》的署名文章。
4 月 26 日至 5 月 4 日，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将对俄罗斯、匈牙利、比利时和欧盟总部进行正式
访问。李克强副总理的此次出访活动，对彰显中俄、中欧在贸易、产业、能源和投资等领域的密切
合作关系，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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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俄能源合作进展顺利，成绩斐然。中欧为在能源领域不断拓展合作空间，建立了中
欧能源对话机制、中欧清洁能源中心项目两大平台，在能源工业发展规划、节能减排、清洁能源技
术、可再生能源发展等方面达成了共识，扩大了企业间商业合作。
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要发挥中俄、中欧有关工作机制的积极作用，深化全方位、宽领域、多
层次合作，不断拓展双方利益融合，共同推动双边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深化能源领域开
放合作。本着公平合理、互谅互让、互利共赢的原则，加快中俄在油气、核能、电力、新能源等领
域的合作，实现低碳、清洁和可持续发展。支持中欧企业开展能源科技创新交流，加强知识产权保
护与合作，重点落实好重型直升机、铀浓缩、试验快堆等大型科技创新项目，尽早在纳米技术、生
物工程、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确定一批新的合作项目。召开中欧高层能源会议，确定合作的方向
和重点领域。继续开展政策对话，启动新的环保合作项目，加强汽车领域合作，联合开发电动汽车，
实现节能减排的共同目标。
中俄、中欧合作已经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当前，中国正在深入实施“十二五”规划，将
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俄罗斯 2020 年前
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提出要通过发展科技创新，改善经济结构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欧盟已启动实施
“欧盟 2020 战略”，提出要发展知识与创新经济、绿色经济和高就业经济，实现智能型、可持续和
普惠性增长。在此背景下，推进中俄、中欧产业投资、能源合作，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大有可为。

三、

行业资讯

价格反弹钢厂增产 煤炭价格依然在高位 2012-4-27
http://coal.in-en.com/html/coal-08140814191373842.html
数据显示，秦皇岛山西优混 5500 大卡动力煤价格在 2011 年 11 月份达到高点之后延续了 4 个月
的下行走势，进入 4 月份之后该价格又出现了小幅回升。
中宇资讯煤炭分析师关大利表示，动力煤价格的下跌主要是因为一季度经济增幅放缓，耗能量
下降，电厂的库存较高。他预计，6、7 月份将迎来夏季用电高峰期，动力煤价格可能会在届时出现
反弹。虽然煤炭价格出现了小幅度回落，但总体来说依然处于高位。产煤企业的业绩表现依然非常
优异。

各路资本傍煤加大产能过剩风险 2012-4-27
http://coal.in-en.com/html/coal-10281028901374863.html
主营业务预亏 30 亿元的京东方因为倒手了一座煤矿反而赢利了 37.2 亿元。京东方的成功，让
编辑：杨莉
联系电话：021-60371000
邮箱地址：Jasmine.yang@gbce.com

3

第 026、027 期 20120505

一些主营业务艰难的上市公司纷纷效仿，民营资本更是不甘落后。然而，当前钢铁、电力、水泥等
产业增速下滑已使煤炭需求增幅回落，在众多非煤“巨鳄”扎堆煤矿业的情况下，行业产能过剩风
险也将加速凸显。
中国煤炭市场网首席评论员李学刚建议煤炭企业需要合理控制煤炭产量，实施绿色开采，特别
是在清洁煤利用领域加大技术研发力度。在注重原煤产量的前提下，煤炭企业需要更加重视原煤的
提质加工，让企业的产品在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创出优势，使之更符合行业未来清洁、低碳、高
效发展的主旋律。

四、

地区动态

内蒙古大力延伸煤炭产业链条 促进产业发展 2012-4-26
http://coal.in-en.com/html/coal-08130813191371740.html
近年来，内蒙古自治区大力延伸煤炭产业链条，推动以煤炭为基础的产业走向高端。自治区《政
府工作报告》披露，内蒙古不再无限制扩大煤炭生产，今后要把生产规模控制在 10 亿吨以内，把主
要精力转到提高资源利用水平上来。
内蒙古以延链、扩链、补链的方式发展煤基产业，进一步规划了煤炭—电力—冶金、煤炭—电
力—多晶硅—光伏制造、煤炭—电力—稀土新材料、煤炭—电力—煤化工等 7 条产业链。预计这些
产业链到 2015 年可实现工业增加值 9000 亿元，占到内蒙古“十二五”末生产总值的 40%以上，带
动就业 30 万人左右。
内蒙古决定建设绿色和谐矿区试点 2012-4-28
http://coal.in-en.com/html/coal-09410941731376591.html
近日，国土资源部和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决定在锡林郭勒盟和鄂尔多斯市开展和谐矿区建设试点。
构建和谐矿区将以建设绿色矿区为重点，禁止在自然保护区、地质公园、地质遗迹保护区、重要饮
用水资源保护区和原始林区等生态环境保护区范围内新建矿产资源开发项目，限制在呼伦贝尔和锡
林郭勒大草原基本草原划定区及天然次生林区开发利用矿产资源。

澳大利亚收购印尼煤炭资产 增加煤炭投资 2012-4-27
http://coal.in-en.com/html/coal-08430843471374264.html
据报道，澳大利亚 Cokal 有限公司表示，其将收购 PT Silangkop Nusa Raya75.2%的股份，PT
Silangkop Nusa Raya 持有印尼西加里曼丹省三个勘探许可证。Cokal 公司在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一
份报告中显示，SNR 许可证收购金额达 72.2 万澳元(74.9 万美元)，该勘探区占地达 1.3 公顷。Cok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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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签署与其合作企业 Tanzoz Resources 签署一项合约，以勘探坦桑尼亚煤炭资源，与莫桑比克政府
矿业公司签署一项合作协议，勘探莫桑比克省煤炭。

山东煤炭行业以矸换煤 释放 3 亿吨煤炭储量 2012-4-28
http://coal.in-en.com/html/coal-07580758521375651.html
山东煤炭行业变废为宝，合理利用煤矸石，以此突破采煤领域地面下沉和煤矸石污染难题。
在 26 日召开的全国煤矿充填开采现场会上，新矿集团研发出的以矸换煤技术向全国进行推广。
这项技术将煤矸石充填到煤炭采空区，置换出煤炭，将开采率极低的建筑物下、铁路下、水体下和
承压水体上的“三上一下”煤炭的回收率提高到 90%以上，矿井服务年限也可延长十年。

山西煤炭资源整合 2012 年力争产煤 9 亿吨 2012-4-27
http://coal.in-en.com/html/coal-08470847951374299.html
2011 年，山西省煤炭行业重组整合累计关闭矿井 1505 处，淘汰落后产能 2.6 亿吨。全省完成
煤炭产量 8.72 亿吨、同比增长 17.71%。煤炭行业进一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朝着循环化与高端化
方向进军，煤炭企业循环经济园区建设加快，煤矸石发电、煤层气综合利用、现代煤化工、多晶硅、
光伏产业等循环经济和转型标杆项目进展顺利。2011 年，全省非煤项目完成投资 455 亿元，同比增
长 36%。今年，山西省煤炭产量目标为 8.5 亿吨，力争达到 9 亿吨，销售收入力争突破 8000 亿元，
其中非煤收入要占到一半以上。

山西煤焦资本"掘金"文化产业 2012-4-25
http://coal.in-en.com/html/coal-09090909251370425.html
在山西煤炭资源整合、焦化行业重组的大背景下，煤焦资本支撑的文化产业在山西遍地开花。
目前，文化产业的经济拉动效应已开始显现。山西省旅游部门数据显示，近 3 年来，山西民营资本
投入文化产业总额已突破 400 亿元，仅煤炭、焦炭、电力等企业转型投资旅游业的资金就超过了 200
亿元，占据了半壁江山。山西银监局调查数据显示，山西省煤炭企业兼并重组中最终退出煤炭行业
的资金预计在 1400 亿元左右。退出后的一些小煤矿资金主要投入到了高速公路建设、文化产业、现
代农业等。

印尼首季外资创新高 投资主要集中煤炭领域 2012-4-25
http://coal.in-en.com/html/coal-08250825231370040.html
据印尼投资统筹机构最新报告，今年第一季度，印尼投资总额为 71.2 万亿印尼盾，同比增加
32.5%，其中外国投资贡献最大，投资总额达到 51.5 万亿印尼盾，比去年同期增加 12 万亿盾，增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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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 30.3%，创历史新高。印尼第一季度国内外投资的主要目的地还是在爪哇岛，总额达到 37.6 万
亿印尼盾，占投资总额的 52.8%.国内外投资的主要项目仍然集中在包括煤炭在内的矿产领域。

二季度越南煤炭产量目标达 1300 万吨 2012-4-25
http://coal.in-en.com/html/coal-08480848951370351.html
据报道，越南全国煤炭和矿产工业集团(以下简称“Vinacomin”)总经理 Le Minh Chuan 宣称，
第二季度，其计划生产 1300 万吨煤炭。该集团预计，今年煤炭产量将达到 4550 万吨，较去年增加
100 万吨，其收益预计将达到 96.3 万亿越南盾(约 45.8 亿美元)。Chuan 表示，Vinacomin 将加紧重
大煤矿项目实施，从各种资源中调动资金，以减少国家资金支出，这是今年该公司的首要任务。

五、

公司新闻

神华鄂尔多斯抢跑 煤制气乱局隐忧初现 2012-4-26
http://coal.in-en.com/html/coal-08250825341371993.html
4 月 10 日刚刚宣布进入实施阶段的神华鄂尔多斯煤制气项目（简称鄂尔多斯项目）被指未批先
建。事实上，随着天然气定价改革的不断推进，煤制气的市场前景被越来越多投资者看好，“然而
由于国家审批时间较长，为把握商机，不少企业选择‘边批边建’，据我们统计，国内大概有近 30
个煤制气项目在筹建过程中，主要集中在新疆和内蒙古。”息旺能源分析师钱莉说。
鄂尔多斯项目位于伊金霍洛旗乌兰木伦镇马家塔，毗连神华集团已投产的 100 万吨/年直接煤制
油工厂。总投资约 160 亿元人民币，预计于 2015 年底建成投产。根据神华集团规划，该项目年消耗
原煤 680 万吨，生产替代天然气 17.3 亿立方米、合成气 12.1 亿立方米，同时副产硫磺、硫铵等产
品。

神华刁难蒙古国 3000 亿美元煤矿争夺至第九年 2012-4-26
http://coal.in-en.com/html/coal-09120912141372401.html
4 月 24 日，来自蒙古首都乌兰巴托的消息称，蒙古政府无法满足希望参与该项目的多个海外投
资者的要求，或将选择单独开发塔本陶勒盖，并放弃寻找其他投资人。记者了解到，今年为蒙古国
的选举年，而牵涉诸多利益团体的选举也将于 6 月举行。为积累政治筹码，目前蒙古政府对国内主
要矿产权益的审查也极为严格。
自 2003 年神华集团与内蒙古巴彦淖尔盟组成经贸团前往乌兰巴托商谈开发塔本陶勒盖煤矿起，
这场拉锯战一直持续至今。据记者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神华集团为拿下塔本陶勒盖煤矿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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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额已超过 200 亿元。“虽然这个项目的前景还存在很多不确定因素，但神华应该不会轻易放弃，
箭以上弦，不得不发。”中国矿业联合会调研部一名负责人表示。
中铝再“涉煤” 近 24 亿港元入股永晖 2012-4-25
http://coal.in-en.com/html/coal-08110811271369897.html
中国铝业昨晚发布公告称，公司拟收购 Winsway Resources 持有的永晖焦煤（01733.HK）11.28
亿股，占其已发行总股本的 29.9%，收购对价为每股 2.12 港元，总价 23.92 亿港元。此次收购完成
后，中国铝业将成为永晖的最大单一股东。
资料显示，永晖焦煤是中国进口焦煤领先的供货商之一，更是蒙古焦煤的最大采购商之一，其
主要业务包括采购、运输、仓储、加工及销售焦煤以及向中国整个钢铁行业提供服务。永晖焦煤的
年报显示，截至 2011 年末经审计综合净资产值为 72.73 亿港元，净溢利 10.52 亿港元。
中铝称 7 月 5 日前收购南戈壁煤矿 2012-4-26
http://coal.in-en.com/html/coal-09050905471372309.html
中国铝业并没有放弃收购蒙古南戈壁煤矿企业。该公司昨晚发布公告称，公司和南戈壁控股股
东艾芬豪公司（Ivanhoe Mining Ltd.）确认，在满足锁定协议的条款和条件的前提下，公司同意在
2012 年 7 月 5 日或之前发出收购要约，随后收购需要在要约发出后的 36 天之内完成。
海陆重工与乌兰煤炭一致同意解除合作协议 2012-4-26
http://coal.in-en.com/html/coal-09390939531372552.html
海陆重工（002255）公告，由于公司基建量大幅增加、现金流趋紧以及双方在项目整体规划上
一直未能达成共识，公司与乌兰煤炭一致同意解除原双方就装备制造合作事宜签订的《合作意向协
议》。公司称，合作尚未签订正式协议，乌兰海陆尚未注册成立。
公司于 2011 年 6 月 12 日和乌兰煤炭签署《合作意向协议》，共同投资成立鄂尔多斯市乌兰海
陆重工有限公司。

山西同煤 11 个新项目投产盈利运营 2012-4-25
http://coal.in-en.com/html/coal-09170917671370499.html
60 万吨甲醇项目年底将竣工，电力成为第二主业，一期 240 万吨新型干法水泥项目投产运营。
今年以来，同煤集团投资 110 亿元建设的 21 个重点项目，已有 11 个项目相继建成投产实现盈利运
营。伴随着一大批非煤产业项目的落地，蓬勃兴起的非煤新兴产业已经成为该集团实现跨越发展的
重要抓手。
总投资 336 亿元的煤化工循环经济园区建设全面启动，园区建成后将形成 “煤-甲醇-聚甲醛编辑：杨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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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甲醛改性产品”和“煤-甲醇-烯烃”两条产业链，年产值实现 183 亿元，成为山西最大、世界一
流的煤化工园区。

净赚 86.2 亿兖煤三连冠“赚钱王” 2012-4-27
http://coal.in-en.com/html/coal-08430843961374268.html
年报显示，兖州煤业 2011 年实现营收约 487.7 亿元，同比增长近 40%；净利润 86.23 亿元，同
比增长-4.3%，每股收益 1.75 元。通过换股加现金的方式，兖州煤业成功实现在海外澳洲的上市，
2011 年，公司在澳洲当地的控股子公司兖煤澳洲净利润同比则减少 6.851 亿元，减幅达到 25.7%.
公司指出下滑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兖煤澳洲账面汇兑收益同比减少接近 22 亿元，影响净利润同比减少
约 15 亿元。

兖州煤业拟超 8 亿收购两煤矿整体资产 2012-4-24
http://coal.in-en.com/html/coal-09060906841368523.html
兖州煤业（600188）4 月 23 日晚间公告，公司拟以经评估的合并净资产值 8.24 亿元为转让价
款，收购控股股东兖矿集团有限公司拥有的北宿煤矿和杨村煤矿整体资产。公告称，本次交易有利
于增加公司后备煤炭资源储备，提高公司煤炭产量和盈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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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朔州煤电宏力再生工业园区正式开工 2012-5-1
http://coal.in-en.com/html/coal-08220822621377256.html
近日，同煤朔州煤电宏力再生工业园区在怀仁县正式开工，项目总投资 2 亿元，包括粉煤灰加
气混凝土砌块、煤矸石烧结砖、粉煤灰无机纤维三个项目。园区投产后每年可消耗和循环利用工业
固体废物粉煤灰 30 万吨、矿渣 15 万吨、煤矸石 30 万吨。

丰田通商将购买加拿大煤层气股权 2012-4-24
http://coal.in-en.com/html/coal-08260826101368158.html
据报道，丰田通商近日宣布，将购买加拿大艾伯塔州煤层气股权，项目总投资约 500 亿日元（约
合人民币 38.5 亿元）。煤层气是天然气的原料之一，丰田通商希望把开采的煤层气供应北美市场，
确保稳定收益。丰田通商将通过当地子公司，购买该国能源巨头加拿大能源公司所持矿区 32.5%的
股权。煤层气是煤炭形成过程中产生的气体。近年来，它与页岩气等资源一起广受关注，北美及澳
洲等地正推进相关的商业开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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