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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描述： 

截至2008年7月2日，天相煤炭板块中已有12家公司披露了08年中期业绩预告，我们通过对这些数据的分析，

并结合行业上半年运行的一些特点，我们对煤炭板块08年上半年的业绩增长情况进行简单展望。 

评论： 

1. 天相煤炭板块的28家上市公司中，披露中期业绩预告的有12家，除安源股份（600397）中期业绩预亏外，

剩余的11家煤炭企业都是预增，该11家业绩预增企业的中期净利润平均同比增速达100%。从披露业绩预

增公告的企业分布看，如果以公司的主要煤炭品种进行分类，炼焦煤和焦炭类生产企业的业绩增速最快，

增速普遍都超过100%，其中盘江股份（600395）的业绩增速最快，中报业绩预增200%-250%；其他煤种的

企业业绩增速相对为低，多数处于50%-100%的区间。 

2. 价格上涨是业绩快速提升的主要因素。目前煤炭企业披露的业绩预增公告显示，价格上涨是其业绩增长

的主要因素。 根据已披露涨价公告，西山煤电(000983)4月份精煤价格环比上调了25%左右，而紧接着6

月份精煤价格又进一步上调，盘江股份披露的精煤价格也较去年同期上涨了40%以上。虽然，大部分煤炭

生产企业仍然没有披露价格信息，但是从当前的数据看，动力煤综合煤价上涨15-20%，冶金煤综合价格

上涨50%以上较为明确，如此高的价格上涨幅度将会保证煤炭企业的中期业绩大幅提高。 

3. 煤炭企业的毛利将会小幅提升。尽管煤炭价格出现了较快的上涨，但是受材料成本和人工成本快速提升

影响，煤炭企业毛利水平不会出现大幅提升，只可能会保持小幅提高。因而煤炭板块业绩的提升更多可

能来源于价格上涨和销售量增加所带来的营业收入的增长。 

4. 中国神华和中煤能源的业绩增速将起决定作用，中国神华和中煤能源作为煤炭行业的龙头企业，其营业

收入占到了板块营业收入的50%以上，利润占到了60%以上，因而这两家公司的业绩增速将会对煤炭板块

整体业绩增长起到支撑作用。根据中国神华的月度数据可以看出，煤炭产量将会保持20%以上的增速，由

于二季度合同兑现率下降，煤价有望较一季度涨幅加大，我们大致判断中国神华的半年业绩或将超过40%，

甚至接近50%，而中煤能源的业绩同样也会加速，预计超过50%。预计该两家公司的08年中期业绩将保持

40%以上的增长速度，依次测算，我们估计整个煤炭板块的中报业绩增速将有望接近70%，增速喜人。 

5.煤炭价格下半年走势将会面临一些不确定性。通过分析，我们了解上半年煤炭行业的业绩快速增长主要由

于煤炭价格的大幅度上升。而经过大幅上涨后的煤炭价格，其未来走势确实面临一些不确定性的因素，其

中动力煤，特别是电煤下半年价格将会临时管制，而充分市场化的冶金煤价格是否可以足够应对钢铁行业

利润下滑，甚至是钢价的回落，而一旦煤炭价格走势出现反复时，煤炭板块的走势将会面临一些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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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重点关注行业整合和内生性增长比较明确的公司。我们认为，当市场对于煤炭价格进一步上涨的预期变得

相对保守的时候，特别是如果煤炭价格一旦进入高位震荡的局面后，支撑煤炭企业业绩快速增长的将会是煤

炭产量的扩张，这种情况下，具备通过资产整合实现外延扩张的公司和依靠自有资源实现内生性增长的公司

其业绩成长将相对明确。因此，我们认为具备该两项素质的煤炭企业将持续具有投资机会。特别是我们判断

近三年内煤炭行业都处于较为景气的阶段时，那些能够快速把煤炭资源转化为煤炭产品企业应该是重点关注

对象。而我们建议重点关注具备这两项特征的国投新集（601918）和西山煤电（000983）。 

表 1：除中国神华和中煤能源外煤炭板块业绩情况 

除神华和中煤外其他上市煤炭公司 2008年一季度 2007年 

销售收入 377.93 1175.90 

增长率 58.00% 35.20% 

销售成本 246.48 786.98 

增长率 51.49% 33.33% 

净利润 51.35 122.95 

增长率 77.93% 33.32% 

所得税率 25.04% 30.41% 

毛利率 34.78% 33.07% 

数据来源：天相投顾研究整理 

表 2：中国神华和中煤能源业绩情况 

中国神华 2008 年 1 季度 2007 年 中煤能源 2008 年 1 季度 2007 年 

销售收入 237.8 821.1 销售收入 112.6 368.2 

增长率 28.7% 26.0% 增长率 39.4% 29.9% 

销售成本 116.8 407.2 销售成本 64.1 209.9 

增长率 29.6% 32.6% 增长率 39.2% 26.6% 

净利润 73.3 197.6 净利润 15.6 51.7 

增长率 33.5% 19.0% 增长率 45.8% 90.3% 

所得税率 16.9% 21.9% 所得税率 19.9% 23.7% 

毛利率 50.9% 50.3% 毛利率 56.9% 42.0% 

数据来源：天相投顾研究整理 
 
 



  

 
3 诚信源于独立，专业创造价值

公 司 研 究 / 短 评  

www.txsec.com 

 

表 3：煤炭板块 08 年中报业绩预增情况 

序号 名称 代码 业绩预告类型 变化幅度 

1 国阳新能 600348 预增 50~100% 

2 盘江股份 600395 预增 200~250% 

3 新大洲Ａ 571 预增 55% 

4 金牛能源 937 预增 150~200% 

5 兖州煤业 600188 预增 >=100% 

6 国际实业 159 预增 >=100% 

7 兰花科创 600123 预增 >=50% 

8 安源股份 600397 预亏 － 

9 西山煤电 983 预增 50~100% 

10 露天煤业 2128 预增 10~30% 

11 开滦股份 600997 预增 >=150% 

12 四川圣达 835 预增 100~150% 

数据来源：天相投顾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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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投资评级说明 

判断依据： 

投资建议根据分析师对该股票在12个月内相对天相流通指数的预期涨幅为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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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建议 预期个股相对天相流通指数涨幅 

1 买入 >15% 

2 增持 5---15% 

3 中性 (-)5%---(+)5% 

4 减持 (-)5%---(-)15% 

5 卖出  <(-)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