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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篇

问：神渭输煤管道工程项目拟使用募集资金

21

亿元，请简要说明建设该项目的必要性。

华炜： 陕西煤业在神府矿区拥有红柳林、

柠条塔、张家峁和孙家岔四对矿井，目前已形

成生产规模为 36.00Mt/a，规划矿区二期规模

可达 56.00Mt/a、粉焦 6.00�Mt/a。根据区域铁

路建设规划，“十二五” 期间陕北煤炭基地煤

炭外运能力依然制约着陕西煤业的发展：东西

向的包神铁路、 神朔铁路等运输能力已近极

限， 规划的瓦塘铁路能解决矿区部分煤炭外

运，但是其运量受山西中南部铁路通道运量的

限制，产品销售市场受限，货物的铁路运距长，

成本高。 因此，在该区域内建设输煤管道来分

担部分煤炭运量，以缓解铁路运输的压力是很

有必要的。

经初步分析测算表明：管道输煤运输成本

0.154 元 /t.km， 低于铁路运费； 并且安全高

效、节能节地、环保经济，因此，输煤管道项目

较传统运输渠道更有优势。

国家对管道运输有明确的政策支持：一是

管道输煤项目被列入国家 《产业结构调整指

导目录（2011）》第一类鼓励类第三项煤炭的

第 8条；二是管道输煤项目被列入国家鼓励外

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 （国家发改委、 商务部

［2007］ 第 57 号令）； 三是国务院新闻办

2007 年 12 月发布的 “中国的能源状况与政

策” 白皮书明确“鼓励投资煤炭管道运输设施

建设与经营” 。

问：洗煤厂建设及投产情况如何？ 洗精煤

和原煤的吨煤净利相差是多少？

2013

年入洗

量预计为多少？ 洗出率为多少？ 洗煤费用吨煤

为多少？ 未来精煤占比变化如何？

宋老虎：公司现有选煤厂 14 座，设计总入

选能力为 7390 万吨，入洗能力为 5090 万吨 /

年。 2013年入洗量预计为 1568 万吨，洗出率

为 87%，洗煤费用吨煤为 33.35 元 / 吨（不含

原料煤），洗精煤吨煤净利较原煤高出 100 元

左右。随着公司产品结构优化方案的进一步推

进，精煤产品销售比例将不断提高。 谢谢！

问：请介绍公司所属煤矿主要矿区的煤质

状况。

张维新：本公司所属煤矿生产的煤炭主要

为优质动力、化工及冶金用煤，按煤种可主要

分为贫瘦煤、长焰煤、弱粘煤、不粘煤、瘦煤、气

煤等，其煤质具有特低硫、特低磷、特低灰、特

低硝和特高发热量等特点。 谢谢！

问：请介绍公司的运输模式，如使用公路运

输和铁路运输的情况， 并介绍公司目前运输时

使用和在建的重要铁路线， 以及未来拟建设的

重要铁路线。公司主要的运输瓶颈在哪里？公司

正采取或计划采取怎样的应对措施？

姬会民：您好！ 陕西煤业所产煤炭的销售

区域可划分为省内市场和省外市场。省内销售

主要依靠铁路、公路运输，省外销售主要依靠

铁路运输。按照本公司 2012年销量统计，铁路

运输约占 45.69%，公路运输约占 54.31%。 各

矿区通过多条铁路运煤专线与国有铁路网相

连。 外运铁路线东西流向主要包括陇海线、太

中银线、神朔线和侯月线；南北流向主要包括

包西复线、宁西线、襄渝线和西康线。

目前陕西及周边省份多条铁路新线及复

线正在建设中，主要包括宁西复线、西合复线、

黄韩侯线等；同时，陇海客运专线的建设，将实

现陇海线客货分流，从而进一步提升陇海线货

运能力。 “十二五” 末陕西省将基本形成“两

纵五横八辐射一城际” 的铁路网。 正在规划建

设中的蒙华运煤铁路，连接蒙陕甘宁能源“金

三角” 地区与鄂湘赣等华中地区，是“北煤南

运” 新的国家战略运输通道，线路全长 1,837

公里，设计输送能力为 2亿吨。

上述铁路项目的建成将彻底打通公司向

华北、华中、华东、华南、西南输送煤炭以及出

口的通道，进一步提升煤炭销售价格，增加本

公司的效益。

问：

2013

年到目前为止销售结构如何？ 省

内电煤、外运煤现有占比多少？价差多少？吨煤

净利差多少？ 未来预计占比多少？ 结构是否有

改善？

袁景民：销售结构主要分为：内部化工、水

泥、电力企业，省内电煤，省外中长期客户，其

他客户。

2013 年 1-6 月总销量 5,858.74 万吨，其

中： 省内销售 3,946.48 万吨、 占总销量的

67.36%，省外销售 1,912.26万吨、占总销量的

32.64%。

铁路运量占比较上年下降的原因是公司

总销量逐年增加，且增幅较大，而铁路运量虽

然也在增加，但是增加的幅度低于总销量增加

幅度，所以计算出铁运量占比在下降。 但是随

着西平线的开通、黄韩侯线、宁西复线、西康复

线等的建成通车， 预计公司 2015年之后铁路

运输会有很大改善。

在省内电煤与外运煤的价差 40 元 / 吨左

右的价差。

2014 年将加大对内部企业的供应力度，

并以市场化手段配置省内电煤资源。 总体来

看，省外销量逐步扩大，块煤比例有所提高，集

团整体销售结构有所改善。

行业篇

问：煤炭行业前景如何？ 煤价是否还有下

行压力？ 为什么煤炭价格未来再降的可能性比

较低？

华炜：目前，受到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影响，

煤炭行业到达了十年以来的低谷。 但从长远来

看，煤炭行业依然前景广阔，并且经过多年的

努力，煤炭行业整体发生了显著地变化。 一是

从能源结构看， 全球煤炭消费比重从 1990 年

27.38%提高到 2012年 29.9%， 而我国更是到

达 70%以上的比重，这说明煤炭将长期是世界

上的主要能源；二是从煤炭需求看，电力是主

要的煤炭需求行业，我国 71.5%的发电来自于

火力燃煤发电，随着经济的发展火电耗煤量将

会不断增长。 另外，煤炭是碳基化工品的主要

来源，在石油、天然气储量大大低于煤炭的现

实情况下， 化工企业的煤炭需求将会大大增

加。 三是从行业发展看，煤炭行业的产业融合

发展步伐不断加快，分质利用综合技术不断完

善， 环境保护意识和绿色开采方式不断加强，

未来煤炭行业必将是国家工业经济转型发展

的示范行业。

任何行业都有市场风险，也有淡旺季的价

格区分，煤炭行业也不能脱离全社会的经济发

展环境。 煤炭价格是否还有下行压力是由市场

决定的，但从近期的情况来看，出现了一些上

扬的势头并且上升幅度较大。

从长远来看，煤炭价格不可能出现大的下

降。 主要原因：一是煤炭产品属于不可再生性

及初级资源， 资源的稀缺性不允许价格过低；

二是经过今年的大跌，部分地方的煤炭企业已

经出现了价格、成本倒挂的情况，价格过度低

于价值不符合经济规律； 三是受经济影响，大

量煤炭企业停产、减产，导致供应量大大降低，

从而使煤炭价格保持稳定。

问：请介绍一下国内煤炭行业未来整合及

发展方向。

张维新：山西省作为国内最先整合煤炭企

业的省份，走了一条治乱局、减矿数、顺价格的

外延式扩张发展之路，在各省间起到了良好的

示范作用。 2010 年，内蒙古、山西、陕西、河南

和山东相继提出了省内煤炭整合重组方案，均

以提高单井产量，鼓励大型煤炭企业兼并重组

中小煤矿为指导思想。 目前，山西、河南、山东

等部分产煤省份整合已基本完成， 但陕西、内

蒙、贵州、河北等地整合仍在继续推进。

未来的煤炭行业的发展趋势仍将是各省

通过兼并重组减少煤炭企业数目，提高单个企

业煤炭产量和规模，提升资源回收率和技术水

平，加强环境保护和治理能力，并力图组建省

内以及跨省大型煤矿集团。到 2015年，煤炭调

整布局和规范开发秩序将取得明显成效，生产

进一步向大基地、大集团集中，形成 10 个亿吨

级、10 个 5000 万吨级大型煤炭企业， 煤炭产

量占全国的 60%以上。 谢谢！

发行篇

问：请简要说明本次募投项目的实施对公

司经营状况的积极影响。

张茹敏：

一、提高公司核心竞争力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紧紧围绕本公司

现有核心业务，着重提高煤炭生产能力和运行

效率，将进一步提升本公司的综合实力和市场

影响力。

二、巩固和提升公司行业地位

本次收购项目紧紧围绕公司主营核心

相关业务，收购项目的顺利实施必将进一步

提升本公司煤炭保有储量， 提高行业地位，

增强市场份额，为本公司长期发展创造优良

环境。

三、提高公司盈利能力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将会使本

公司的生产规模、产品结构、市场开拓能力等

得到较大幅度的提高，可为本公司培育新的利

润增长点，为本公司直接带来收益，并为本公

司的后续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四、避免同业竞争

对董东的收购完成后，可减少陕煤化集团

未来增加的煤炭生产能力，避免未来可能产生

的同业竞争。

文字整理 浦奕安 倪丹

出席嘉宾

陕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华 炜先生

陕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董事 宋老虎先生

陕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张维新先生

陕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姬会民先生

陕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张茹敏女士

陕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总会计师 袁景民先生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赵沛霖先生

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投资银行板块副主管、董事总经理、项目保荐代表人 徐 晨先生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执行总经理、中信证券能源行业组负责人 刘隆文先生

以崭新姿态快速崛起 打造煤炭行业翘楚

———陕西煤业 2014 年 IPO 网上投资者交流会精彩回放

大家好

!

欢迎参加陕西煤业首次公

开发行

A

股网上路演。我代表陕西煤业对

大家的关注和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

陕西煤业是中国西部最大的煤炭企

业，也是国家确定的陕北大型煤炭基地两

个建设开发主体之一，集中了陕西骨干煤

炭企业的优质资源、产业基础、人才队伍

和技术力量。

2009

年

-2012

年，四次向股

东分红合计

94.5

亿元，每股

1.05

元。

大家知道，这两年煤炭行业进入了深

度调整期，煤价大幅下降，煤企效益大幅

下滑。 实事求是地讲，陕西煤业也不例外。

但是，在行业不少企业经营十分困难甚至

亏损的情况下， 公司依然在

2012

年实现

每股收益

0.71

元，

2013

年上半年实现每

股收益

0.3

元，表现出较强的竞争优势。应

了我常讲的一句话，行业好你好，不见得

是真好；行业不好你好，才是真好。

各位朋友，陕西煤业的发展离不开各

位投资者的信任与支持。 大家的信任和支

持， 是我们本次股票发行成功的关键，也

是我们今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我

们真诚地希望通过今天网上交流和沟通，

大家对陕西煤业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

坚定对我们未来发展的信心，为后续建立

长久的信任和合作奠定良好的基础。

陕西煤业是一个年轻的企业，一个有

美好发展前景的企业， 一个负责任的企

业，我们一定会严格遵守上市公司相关法

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

的各项要求，不断完善公司治理，切实规

范运营，不负股民期待。

我相信，陕西煤业将凭借得天独厚的

优势、活力和高成长性，把握全球能源机

遇，打造中国一流能源企业，在西部迅速

崛起，在中国迅速崛起，以优异成绩回报

股东、奉献社会，与广大投资者共享发展

成果，共享财富增长。

谢谢大家！

陕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华炜先生致辞

大家上午好！

作为陕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

A

股的联席保荐人和联席主承销

商， 请允许我代表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

司，对所有参加本次

A

股发行网上路演推

介的嘉宾和投资者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陕西煤业自

2008

年正式成立以来，作

为陕西省唯一一家省属特大型煤炭企业集

团， 凭借其丰富的煤炭资源储备以及资源

整合的区位、政策优势等，业务规模稳步增

长，产销量持续上升，目前已发展成一家具

有较强竞争力和增长潜力的煤炭企业。

中金公司全程参与了陕西煤业的重组

上市工作， 协助公司建立健全了公司治理

结构、完成股份公司改制设立、监管机构报

批等工作，巩固了上市的基础；同时，作为

此次

A

股发行的联席保荐人及联席主承销

商，中金公司与陕西煤业并肩作战，见证了

陕西煤业成功走向国内资本市场的奋斗历

程，也见证了陕西煤业敬业务实、积极进取

的管理团队。 我们非常荣幸为陕西煤业这

样的优秀企业担任保荐机构。 陕西煤业

A

股上市，无疑是近期资本市场的关注焦点，

同时也是煤炭行业发展的又一重要事件。

我们为能够参与此项工作、 与陕西煤业一

起发展壮大而倍感荣幸。

通过本次网上路演推介，我们希望广

大投资者能够更加深入、客观地了解陕西

煤业，也能够更准确地把握陕西煤业的投

资价值和投资机会，积极参与本次陕西煤

业的股票发行， 并本着价值投资的理念，

从其稳健增长和长期发展中受益。 中金公

司将严格按照证券发行保荐制度的有关

要求，勤勉尽责，做好本次发行上市和后

续的持续督导工作。

我们深信， 本次

A

股发行完成后，随

着资本实力的进一步增强，陕西煤业将向

着成为具有较强综合竞争力的国际一流

能源企业的目标加速迈进，并为广大投资

者带来持续、稳定、丰厚的回报。

最后，预祝陕西煤业首次公开发行

A

股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赵沛霖先生致辞

大家上午好！

作为陕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之一

,

我们非常荣

幸能够参加今天的网上交流活动， 也非常

珍惜本次与广大投资者互动交流的机会。

首先， 我谨代表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 对所有参加本次陕西煤业

A

股发行网

上路演推介的嘉宾、 投资者和朋友们表示

热烈的欢迎！ 对长期以来，一直关心、支持

陕西煤业的各界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陕西煤业是我国煤炭采掘行业第一梯

队的领先者，是地跨三个国家级煤炭基地的

特大型省属煤炭资源开发企业， 截至

2012

年底， 公司共拥有煤炭地质储量

165.96

亿

吨，是当之无愧的中国西部煤炭航母。

陕西煤业拥有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

公司在陕北地区的新矿区煤炭发热量高、

低硫低灰、赋存条件好、开采成本极低，是

多数竞争对手无法比拟的。

陕西煤业拥有四通八达的区位优势，

向东可通过西煤东运北中南三大通道直

达东部沿海，向南可通过北煤南运辐射两

湖一江地区和川渝地区， 承担着我国东

部、中部广大地区能源安全的重任。

陕西煤业是陕西省属唯一的大型煤

炭开发平台，可谓将全省优质煤炭资源尽

纳旗下，在省内资源获得和政府支持方面

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同时，公司拥有特

别雄厚的人才队伍。 依托陕西省健全的煤

炭科研体系、人才培养体系，陕西煤业形

成了独特的人才优势。

证券市场的波动有其自身的规律，

而我们作为保荐机构和主承销商的责

任， 就是要将具有优秀投资价值的企业

推荐给广大的投资者。 陕西煤业尽得天

时地利人和， 必将成为

A

股市场上的又

一支蓝筹明星， 我们对陕西煤业的未来

发展充满信心。

我们真诚地希望能够通过本次网上

路演推介，使广大投资者更加深入、客观

地了解企业，从而更准确地把握陕西煤业

的投资价值和投资机会！ 希望通过我们和

公司的共同努力，能够使企业的价值得到

广大投资者的认同，让广大投资者共同分

享公司发展的硕果！

最后，预祝陕西煤业

A

股首次公开发

行圆满成功！ 祝愿陕西煤业的未来更加辉

煌璀璨！ 谢谢大家！

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投资银行板块副主管、董事总经理、项目保荐代表人徐晨先生致辞

大家上午好！

作为陕西煤业首次公开发行

A

股的

财务顾问及联席主承销商，我们非常高兴

能够参加今天的网上路演推介。 在此，我

谨代表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向所有参

加今天网上路演的各位嘉宾、各位投资者

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陕西煤业是陕西省唯一集产运销为

一体的省属特大型煤炭企业，公司近年来

发展迅猛， 已成为中国最大的煤炭开采、

洗选加工企业之一。当前我国能源战略正

处于西移的进程中，国家煤炭工业“十二

五”规划明确提出“控制东部，稳定中部，

大力发展西部”的区域发展思路，作为陕

西省唯一省属特大型煤炭企业，陕西煤业

将直接受益。

此次迈入资本市场，陕西煤业将以上

市为契机，把握全球能源机遇，努力构建

和做大做强煤炭开发、交易服务、供应物

流、循环经济、投融资等五项核心业务，全

面增强市场竞争力， 不断提升经营业绩，

为广大投资者带来持续、稳定和丰厚的投

资回报。 我们深信，通过本次发行上市，陕

西煤业将进一步优化股权结构，完善公司

治理， 增强抵御风险和可持续发展的能

力，成为国内甚至国际一流的最具竞争力

的能源企业。

陕西煤业登陆

A

股资本市场前后历

时多年，作为本次发行的财务顾问与联席

主承销商， 我们深知成功的来之不易，同

时为能够协助陕西煤业完成发行上市的

历史使命而深感荣幸和自豪。 中信证券亲

历了陕西煤业的发展壮大，并有幸亲眼见

证了一个开拓创新、 锐意进取的陕西煤

业，也见证了一个敢于拼搏、敬业务实的

公司管理团队； 对于公司的未来发展前

景，我们充满信心。 对此，我相信广大投资

者在接下来的网上交流中也会有所体会。

我们热忱欢迎各界投资者朋友踊跃参加

本次路演交流！

最后，预祝陕西煤业本次发行取得圆

满成功！ 谢谢大家！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执行总经理、中信证券能源行业组负责人刘隆文先生致辞

时间过得很快，陕西煤业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的网上路演活动马上就结束

了。 在这里，我代表陕西煤业对各位投

资者的关注和提问表示衷心的感谢。同

时，感谢上证路演中心和中国证券网为

我们提供的交流平台和优质的服务；感

谢中金、中银、中信、嘉源、希格玛、润

言等中介机构为这次路演付出的努力；

感谢新闻媒体和社会各界朋友的大力

支持！

通过今天的网上交流，相信大家对

中国煤炭产业、对陕西煤业，有了进一

步的认识和了解。 广大投资者和网友对

陕西煤业的关注与支持，也让我们深受

感动与鼓舞。 大家从股票发行、战略规

划、运营管理、市场格局等多个方面与

我们进行了坦诚的沟通，提出了十分中

肯、十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表示

真诚的感谢。 我们一定会认真参考，积

极采纳。

今天沟通交流的时间虽然短暂，但效

果很好，我们体会到了作为一家上市公司

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也更加坚定了实现更

好更快发展的目标和信心。 我们将严格按

照法律法规，科学管理，规范运作，以实际

行动证明自己的雄心和实力，以更加良好

的业绩回报股东、奉献社会！

朋友们， 今天的交流是一个好的开

始。 我们希望大家继续关注陕西煤业，和

我们保持沟通联系，共同见证中国煤炭工

业、中国资本市场和陕西煤业更加美好的

明天！

谢谢大家！

陕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董事宋老虎先生致答谢辞

尊敬的各位嘉宾、各位投资者、各位网友：

尊敬的各位嘉宾、各位投资者、各位关心和支持陕西煤业的朋友们：

尊敬的华董事长、公司领导、各位嘉宾、各位投资者、各位关心和支持陕西煤业的朋友们：

尊敬的各位投资者、各位关心和支持陕西煤业的网友：

各位嘉宾、各位投资者、各位网友：

全体嘉宾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