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00月月全全国国煤煤炭炭进进口口量量同同比比下下降降 4466..5566%%

海关总署发布的
最新数据显示，2020 年
10 月份全国进口煤炭
1372.6万吨， 同比下降
46.56%。 10月份煤炭进
口额为 92100 万美元，
同比下降 48.61%。

2020 年 1-10 月
份， 全国共进口煤炭
25315.5 万吨， 同比下
降 8.3%；累计进口金额
1761070 万美元，同比
下跌 18.5%。 孙磊/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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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煤矿矿智智能能化化技技术术体体系系建建设设刻刻不不容容缓缓
������现阶段要以智能装备和机器人研发为基础，以数据和算法为核心，全面提升矿井
感知、数据处理、装备系统、智能控制等能力，突破煤矿智能化共性关键技术

■本报记者 武晓娟

资讯

10亿元债券违约，仍有 234亿债券待偿，主体信用评级由 AAA下调为 BB

永煤控股深陷流动性危机

“煤矿智能化带来的不仅仅是技术的
变革，更是各垂直行业的变革，是大数据、
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支持下
的产业协作、平台共建和生态共创。 ”在 11
月 12 日中国工程院主办的“智能化矿山创
新发展论坛”上，中国工程院院士苏义脑
指出，加快煤矿智能化发展，建设智能+绿
色矿业新体系， 实现煤炭资源的智能、安
全、高效、绿色开发是能源革命的战略任
务和必由之路。

信息化、智能化在影响人们工作、生活
和思维方式的同时，也改变了各企业的生
产、经营和服务模式，同样，也为煤炭产业
转型升级赋能。 发展智能化矿山，已逐渐
成为行业共识。

智能化工作面超 300 个

“煤炭智能化是我国煤炭工业第四次
重大技术变革，是实现煤炭工业高质量发
展的核心技术支撑。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
国煤炭科工集团首席科学家王国法指出。

如何将每年 30 多亿吨煤炭安全、高效
开采出来？ 针对这个问题，煤炭人一直在
进行不断探索。 从有人巡视、中部跟机的
智能化开采 1.0 时代，到自动找直、全面跟
机的智能化开采 2.0 时代，再到无人巡视、
远程干预的智能化开采 3.0 时代， 我国煤
矿智能化发展脚步不断加快。

目前进入智能化开采 4.0 时代， 将朝
透明开采、面内无人的方向发展。 记者在
会上了解到， 全国已建成 300 多个智能化

工作面，按照《全国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
年行动计划》， 到 2022 年采掘智能化工作
面力争达到 1000 个以上。

会议发布了煤矿智能化创新联盟完成
的《中国煤矿智能化发展报告（2020 年）》。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科技发展部主任曹文
君在介绍，该报告系统介绍了国内外煤矿
智能化研发成果和实施经验，从智能地质
探测、智能掘进、智能开采、智能主煤流运
输、智能辅助运输、智能综合保障、智能安
控、智能洗选、地面智能化场区等多方面
系统阐述了智能化煤矿建设的主要技术、
装备与软件平台。

据悉， 上述报告通过分析黄陵矿业集
团、神东矿区、兖矿集团、同煤集团、中煤
集团、阳煤集团等大型煤业集团煤矿智能
化发展现状、 存在的问题与发展方向，介
绍了不同省份、地区煤矿智能化发展相关
政策，并提出煤矿智能化发展思路。 与会
专家指出，这份报告为我国煤矿智能化建
设提供了范例和经验借鉴，也为相关设计
研究、生产作业、经营管理、设备制造和人
才培养提供参考。

标准与规范缺失等多题待解

但与会专家也指出， 我国虽然在部分
煤层赋存条件较优越的矿区实现了工作
面“有人巡视，无人值守”的智能化开采，
但相关技术尚难以直接应用于条件较复
杂的煤层， 存在研发滞后于企业发展需
求、 智能化建设技术标准与规范缺失、技

术装备保障不足、研发平台不健全、高端
人才匮乏等问题。

今年 2 月八部委出台 《关于加快煤矿
智能化发展的指导意见》， 标志着煤矿智
能化正式成为煤炭行业未来技术发展的
主导方向。 但随着实践不断深入，业界开
始面临技术体系不够成熟， 通信协议、数
据接口难以统一，装备与控制、通信无法
有效配套融合等一系列问题。

对此， 天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开采设
计事业部创新中心副主任任怀伟认为：
“煤炭行业亟需一套全面、 能够用于智能
化煤矿建设实践的标准体系，明确智能化
煤矿建设应该包含哪些内容、应用何种技
术、适应何种地质条件、需要何种基础条
件、遵循什么架构、按照什么步骤、采取什
么规划等一系列问题，从而指导煤矿智能
化的技术创新、应用推广与生态建设。 ”

会议还同期发布了《煤矿（井工）智能
化标准体系》以及《智能化煤矿(井工 )分
类、分级技术条件与评价》和《智能化采煤
工作面分类、分级技术条件与评价指标体
系》两项通用基础标准。 “在具体执行和建
设过程中，煤矿企业对于怎样建设智能化
煤矿、达到什么程度算是智能化煤矿是有
困惑的，因此制定了两项通用基础标准。 ”
任怀伟介绍。

将“卡脖子”难题清单变任务清单

“‘自主感知、泛在联接、数据驱动、智能
开采’是煤矿智能化发展的未来图景。 ”中国

煤炭工业协会副会长刘峰在会上指出，我国
煤矿智能化发展目前尚处于示范培育阶段，
煤矿智能化发展需因矿施策，示范先行，结合
不同煤矿的煤层赋存条件和灾害特点，形成
多种模式并存的智能化建设格局。

值得注意的是， 目前我国煤矿智能化
建设面临许多亟需解决的技术问题，关键
核心技术有待加强攻关。 对此，刘峰建议，
现阶段要以智能装备和机器人研发为基
础，以数据和算法为核心，全面提升矿井
感知、数据处理、装备系统、智能控制等能
力，突破煤矿智能化共性关键技术。

为加快构建煤矿智能化技术体系，王
国法建议，一方面要建设完善煤矿智能化
标准体系，加快核心技术攻关，积极推动
智能煤矿新技术研发；另一方面，应建设
一批高质量智能化煤矿示范样板，并建设
智能绿色矿业与社会协调发展国家级试
验区，建立基于新一代技术信息支撑的全
国煤矿智能化平台，建立基于区块链的全
国煤炭交易与产业协作智能平台。

中国煤炭科工集团副总经理刘见中同
时指出，应从煤炭行业的急迫需要和长远
需求出发，面向现场实际、前沿高端、面向
核心以及矿工生命健康，把煤矿智能化的
重大基础理论、应用基础、关键核心技术
和“卡脖子”难题清单变成科技创新任务
清单进行布局，全面提升煤矿智能化建设
的技术装备供给能力。

此外，刘峰还强调，煤矿智能化发展还
要注重基础理论研究， 加强人才教育培
养，并构建开放合作的创新生态。

本报讯 记者李玲报道：11 月 10 日，
永城煤电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下称“永煤
控股”）发布公告称，公司发行的 10 亿元
270 天期超短融“20 永煤 SCP003”本应于
2020 年 11 月 10 日兑付本息，但公司未能
按期筹措足额兑付资金，不能按期足额偿
付本息，构成实质性违约，违约本息金额
共计 10.32 亿元。

作为河南省国有大型煤炭企业， 永煤
控股股东为河南能源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下称“河南能源”），实际控制人为河南省
国资委。 这一背靠国资的大型煤炭企业突
然陷入危机，引起市场一片哗然。

对于此次债券违约的原因 ， 永煤
控股称主要是因为公司资金流出现暂
时性危机 。 公司将通过多渠道积极筹
措兑付资金 ， 争取尽快向投资人支付
债券本息。

信息显示，“20 永煤 SCP003” 是永煤
控股首只违约的债券， 发行规模为 10 亿
元，票面利率为 4.39%。 中债估值中心今年
7 月将债券市场隐含评级由 AA 下调至
AA-，发行人最新评级为 AAA。

永煤控股的信用评级机构中诚信国际
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下称“中诚信国

际”）也于 11 月 10 日发布公告称，将永煤
控股主体评级由 AAA 下调至 BB，列入可
能降级的观察名单，相关债券评级也随之
下调。

截至目前，永煤控股存续债券 23 只，
规模达 234.10 亿元。 其中，仅 2020 年发
行的债券就达到了 14 只，占比超过一半。
就在此次债券违约发生的 20 天前， 永煤
控股才刚刚于 10 月 23 日新上市了一期
10 亿元的中票，票面利率 6%。 而在接下
来两个月内，永煤控股还将有 5 只短融即
将到期，金额合计 50 亿元，一年内到期债
券金额合计 120 亿元。短期内债券兑付压
力较大。

那么， 背负如此巨债的永煤控股目前
资金状况如何？

Wind 数据显示， 截至 2020 年三季度
末，永煤控股资产总计 1726.5 亿元，总负
债 1343.95 亿元，资产负债率达 77.84%。其
中， 流动负债合计 979.49 亿元， 占比超
70%。 值得注意的是，截至 9 月 30 日，永煤
控股账面上的货币资金总额还高达 469.68
亿元。

永煤控股近年来盈利能力也逐年下
滑，2017 年至 2019 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分别为 0.22 亿元、-11.44 亿元、
-13.17 亿元。 今年前三季度，永煤控股实
现营业收入 445 亿元，归母净利润为-3.19
亿元。

作为永煤控股的大股东，河南能源未
能在此次危机中施以援手。 数据显示，河
南能源目前债券存续金额同样较大，达
255.30 亿元。 其中 10 只债券存在交叉保
护条款，涉及金额合计 115 亿元。 根据河
南能源 2020 年度第三期中期票据募集说
明书中关于交叉保护条款的规定，合并范
围内的子公司债务违约也会触发交叉保
护条款。

“永煤控股是大型省属国有企业，突然
出现这样的情况对投资者的信心打击比
较大。 企业一旦信用出了问题，再想贷款
就很难了。 ”中央财经大学煤炭上市公司
研究中心主任邢雷对记者表示，“相对其
他省份， 河南的煤炭资源是很不错的，但
2008 年开始实行的企业改革，把一些跟煤
炭不相干的资产全部并入煤企，这不是一
加一大于二，而是让好企业背负了较大压
力。 很多煤企为了延长产业链，提高产品
利润率，都在搞化工，有煤制烯烃、煤制
油、煤制甲醇，但煤化工有个特点，投资比

较大，而且回收期较长，重要的是，现在我
国有相当一部分煤化工已经过剩。 此外，
还有一部分煤化工和国际油价挂钩，比如
煤制油、煤制气，国际油价低的时候，就亏
损严重。 如果企业自身资金实力不够雄
厚，又投资太多，那就可能难以支撑。 ”

据了解，永煤控股近期动作频频，进行
了一系列资产重组，将部分亏损的煤化工
业务剥离出去。 包括龙宇煤化工 91.875%
股权、 永银化工 60%股权、 濮阳龙宇化工
100%股权等，划出的资产合计涉及净资产
为-5.58 亿元，2019 年净亏损 7.03 亿元，
占 永 煤 集 团 合 并 利 润 表 净 利 润 的 -
70.63%。 同时将盈利情况较好的部分煤炭
资产装入集团， 合计涉及净资产为 10.26
亿元，2019 年净利润 1.75 亿元， 占永煤集
团合并利润表净利润的 17.63%。

中诚信国际公告显示，今年以来，永煤
控股经营性业务利润同比小幅下降，且公
司短期债务规模明显增长，短期偿债压力
进一步加剧，而其债务的偿付主要依赖于
控股股东河南能源的支持协调以及借新
还旧。 同时，上述违约会加剧公司外部融
资环境恶化、进一步削弱其流动性，后续
债券兑付存在很大不确定性。

三处煤矿安标等级
被降低或撤销

本报讯 日前，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
局发布公告称， 2020 年 9 月 13 日，新
疆煤矿安全监察局南疆监察分局检查
发现新疆龟兹矿业有限公司煤矿西井
存在多项重大事故隐患且组织生产。
2020 年 10 月 10 日，冀中股份有限公司
东庞矿发生生产安全事故，造成 1 人死
亡。 2020 年 10 月 20 日，山西潞安集团
左权阜生煤业有限公司发生生产安全
事故，造成 4 人死亡。

按照 《煤矿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体
系考核定级办法 （试行）》（煤安监行管
〔2020〕16 号）有关规定，新疆自治区发
展改革委将新疆龟兹矿业有限公司煤矿
西井一级安全生产标准化等级于 2020
年 10 月 12 日起予以撤销； 河北省应急
管理厅将冀中股份有限公司东庞矿一级
安全生产标准化等级于 2020 年 10 月
10 日起降为三级； 山西省应急管理厅
（山西省地方煤矿安全监督管理局）将山
西潞安集团左权阜生煤业有限公司一级
安全生产标准化等级于 2020 年 10 月
20 日起。 （安监）

山煤集团 100%股权
无偿划转至焦煤集团

本报讯 日前，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发布公告称， 持有公司控股
股东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 （以
下简称“山煤集团”）100%股权的山西省
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与山西焦煤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焦煤集团”）签
署了 《山西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与
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山西煤
炭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的企业国有产权
无偿划转协议》。

本次控股股东重组前， 山西国运持
有山煤集团 100%股权，通过山煤集团间
接持有山煤国际 1198006182 股股份，占
山煤国际总股本的 60.43%。 山西省国资
委为山煤国际的实际控制人。 焦煤集团
未持有山煤国际的股份。

根据协议， 山西国运将所持有的山
煤集团 100%股权无偿划转至焦煤集团，
山煤集团成为焦煤集团全资子公司。 焦
煤集团通过山煤集团间接持有上市公司
山煤国际 60.43%股份。 国有股权无偿划
转完成后， 山煤集团仍为山煤国际的控
股股东， 山西省国资委仍为山煤国际的
实际控制人。 （吕灵芝）

国铁集团开展冬煤
保供 60天专项行动

本报讯 记者武晓娟报道： 日前，记
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
国铁集团决定自本月起在全路开展冬煤
保供 60 天专项行动，进一步加大冬季煤
炭运输组织力度， 全力保障国民经济平
稳运行和人民群众安全温暖过冬。

国铁集团货运部负责人介绍， 铁路
部门以保发电供热用煤、东北地区用煤、
环渤海港口煤炭港存为重点， 统筹运力
资源，优化运输组织，全力保障冬季煤炭
运输需求。首先，科学制定冬煤保供任务
目标，明确今年 11 月、12 月国家铁路煤
炭日均装车达 7.2 万车以上，秦皇岛、京
唐港、曹妃甸港存煤合计不低于 1700 万
吨，确保煤炭供应持续稳定。 其次，加强
重点地区和应急保供煤炭运力安排，重
点保障东北地区冬季煤炭供应； 优先保
障发电供热用煤需求，按照计划、配空、
装车、挂运、卸车“五优先”原则给予重点
保障， 确保发电供热企业正常生产。 此
外，主动对接地方政府和重点企业，及时
满足重点运输和应急保供需求， 量身定
制运输方案，组织重点保供。

华阳正元开通
国际贸易新航线

本报讯 日前，华阳新材料科技集团
所属正元氢能公司出口印度冈加哈帕纳
姆港的 “海运精神轮” 号商船满载 5.25
万吨尿素，在河北省黄骅港首航。此举打
通了中国尿素由黄骅港出口的海运通
道， 为沧州地区尿素国际贸易增加了一
条新的物流渠道。

正元氢能公司以生产尿素、 甲醇为
主，位于沧州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距黄
骅港仅 20 公里，区位优势得天独厚。

黄骅港是我国的主要能源输出港之
一。一直以来，黄骅港以煤炭、铁粉等“黑
货”集运为主，不具备尿素、散货等的发
运条件。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黄骅港
“黑货”业务量缩水，港口开始发运尿素。

正元氢能公司立即成立黄骅港尿素
发运攻坚小组，明确责任分工，与沧州渤
海新区大陆桥国际物流有限公司积极沟
通协商，与黑龙江倍丰农资集团联合，搭
建起“厂、港、运”三方合作平台，一举打
通尿素在黄骅港下海出口各环节。

通过黄骅港发运尿素， 可缩短集港
运距，节约物流成本，同时通过散装发运
的方式，又降低了包装与装卸成本，预计
每年可增加效益 1000 多万元。

（任志青 高文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