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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季季報
二零一零年
礦井設備、
礦井設備 、 安全措施及監管

二零一零年三月二十八日，山西王家嶺一煤
礦發生透水事故，造成153名礦工被困，經全
力搶險，115人獲救，38人遇難。山西事故發
生後三天，位於河南省伊川縣半坡鄉白窯村
的煤井又發生瓦斯（也稱“甲烷”）洩漏事
故，引起地面副井口爆炸，經初步核實35人
遇難，6人失蹤，爆炸還造成地面人員5死1傷。
在遼闊的神州大地之上，單在三月份，包括
上述兩宗在內，便發生了七宗重大礦難事故
（三三○新疆沙吉海礦難、三二五河北承德
礦難、三二二河南順達礦難、三一五河南東
興礦難以及三一內蒙駱駝山礦難）。
雖說中國是世界煤炭最大生產國，但礦難發
生的比率過高亦是事實。汲取了這些教訓，
各級政府已更積極推動煤礦及煤炭企業整合，
留下大規模煤礦集中管理，藉此提高煤炭生
產的安全係數。實際上，中國政府積極對煤
礦安全生產進行嚴厲整治，對安全生產的管
理和監督體制作根本的改革，主要包括嚴懲
有關的礦主和企業、政府的有關負責人，關
閉安全生產不合格的礦井，加大安全生產的
資金投入。國務院於二零零六年發布《國家
安全生產事故災難應急預案》，要求地方政
府即時將重大災難事故上報國務院，並由省
級機關統籌搶險救援和善後工作。及至二零
零七年，國家下令關閉年產量三萬噸以下的
小型煤礦，並積極推行「國進民退」政策，
透過國有企業兼併民營煤礦，引進先進設備，
改善礦井安全。除了國家推行的政策外，業
內人士亦要求工人對煤礦安全生產的管理和
監督有直接參與。
為避免同類事故發生，福山能源一直堅守安
全生產原則，形成一個「自下而上」，「由
內向外」的安全生產管理監督網。

報警礦燈會不停閃爍。
在礦山生產特別是煤礦生產過程中，可產生大量
的粉塵，工人長期在高煤塵濃度的環境中作業，
吸入呼吸性粉塵會嚴重危害著煤礦工人的身體健
康。因此，福山能源採取有效措施加以監測和控
制。
1.
綜掘機上的除塵風機 – 除塵風機室架在綜掘
機上的，除塵風機負壓通風，綜掘機掘進
過程中產生的煤塵會通過除塵風機抽出去。
同時福山能源亦不斷加強投資，將採礦過程中
2.
隔爆水袋 – 是用於煤礦井下的安裝容器，按
的高危工序改由自動化的機械處理，大大降低
安裝技術要求組成的水袋棚能有效地隔絕
礦工的安全風險。
瓦斯、煤塵爆炸的傳播。製作水袋的材料
具有阻燃、防靜電等安全性能。
「自下而上」即由礦工安全意識培訓開始，進
3.
全斷面噴霧 – 公司井下廣泛採用高壓噴霧，
一步規範化，要求公司的礦工必須完成安全認
有效地控制粉塵，而公司的噴霧系統亦裝
證課程，確保他們清楚明白如何於環境惡劣的
有自動感應功能。
礦井內安全工作，從而防範不必要的礦難。
4.
煤層注水 – 鑽機打好孔後就會通過孔向煤層
「由內向外」即安全生產管理應由公司自身出
裡注水預防可燃煤塵的產生。
發，設定完善的內部安全管理機制，成立安全
5.
濕式鑽孔打鑽眼 – 濕式打眼就是為了鑽孔過
檢查與管理團隊，切實加強安全管理和檢查，
程中防止煤塵飛揚，邊鑽邊通過鑽杆的中
配合國家的安全規則，發揮出高度的監督效果。
心孔往孔內沖洗，達到濕潤煤塵作用。
為了提高安全意識和事故搶救能力，煤礦每年
6.
水泡泥 – 井下爆破作業過程中使用的，利用
要進行一次礦井災害預防演練，模擬事故發生
這個水炮泥封住裝有炸藥的鑽孔，外面再
時的搶救工作如何展開，以檢驗在發生事故時
塞上點濕黃泥，目的是為了防止爆破過程
的各項應急措施是否能落實。
中引起煤塵爆炸、瓦斯爆炸。
7.
多重高壓噴霧措施 – 井下廣泛採用的防塵技
福山能源擁有高水準的採礦技術及現代化的基
術措施，亦是無害的抑制煤塵方法。公司
礎設施以保障煤礦的工作環境安全
的噴霧措施包括：
(a) 採煤機、掘進機的內外噴霧
洩漏瓦斯事故一直是煤礦意外的主要原因，因
(b) 綜采液壓支架的架間噴霧
此瓦斯的監測與控制是確保煤礦安全的主要任
(c) 刮板輸送機轉載點噴霧
務。
1.

2.

3.

除了上述的採礦設備、安全措施和監管外，福山
甲烷感測器 – 吊在巷道頂部的甲烷感測器， 能源亦不斷參考及借鑒國際的成功例子，完善公
它監測出來的資料會上傳到礦上的安全監
司的安全監管體系。
測監控系統裡，地面人員通過這個系統就
能看到甲烷感測器上傳上來的瓦斯資料。
光學瓦斯檢查儀 /可擕式瓦斯檢查儀 – 井
下的瓦斯員每天上班都要背光學瓦檢儀，
通過這個儀器，瓦斯員可以監測各個點各
個位置的瓦斯情況。而每個下井人員帶著
可擕式瓦斯檢查儀，如瓦斯濃度超過1%
就會響警報。
瓦斯報警礦燈 – 礦工安全帽上都裝裝有這
種礦燈，當瓦斯濃度超過規定的1%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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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年同期比
同期比較

原煤產量

620萬噸

151萬噸

158萬噸

+ 4.64%

原煤銷售

475萬噸

130萬噸

107萬噸

- 17.69%

644人民幣/噸

607人民幣/噸

782人民幣/噸

+ 28.83%

精煤產量

100萬噸

19萬噸

30萬噸

+ 57.89%

精煤銷售

100萬噸

19萬噸

32萬噸

+ 68.42%

1,401人民幣/噸

1,285人民幣/噸

1,657人民幣/噸

+ 28.95%

原煤售價 (連稅
連稅)
連稅

精煤售價 (連稅
連稅)
連稅

原焦煤首季每月
原焦煤首季每月平均售價
每月平均售價

福山能源

人民幣 / 噸

財務摘要

(百萬港元)

2009

2008

增長 (%)

營業額

4,470

1,897

136

毛利

3,029

1,237

145

除息稅折攤前溢利

2,609

1,186

120

年度溢利

1,442

707

104

每股基本溢利 (港仙)

23.53

16.86

40

企業信息
本集團不斷致力擴大產能，提升營運效益，為股東創造更佳的回報。今年一月，本集團簽訂意向書，擬購入山西省內
若干營運中之煤礦，藉此增升本集團在國內焦煤市場的份額和影響力。有關煤礦位於本集團現有三個焦煤礦附近，總
儲量估計不少於4.42億噸，經批准總年產能不少於600萬噸。本集團現時正進行盡職審查，相信此項交易可於今年內
完成。建議收購項目之代價將以股份加現金之方式支付。而相關現金部分將主要來自於內部資源加上貸款的資金。

焦煤、
焦煤 、 鐵礦石市場前景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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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三月，必和必拓公司與日本的鋼鐵企業達成今
年第二季的焦煤買賣協議，合約價定為每噸220美
元，較2009年的基準價上調55%。同時，該公司放
棄了沿用多年的年度定價方式，改為採用三個月的
短期定價向多家進口商提供焦煤，反映出口商預計
國際焦煤價格仍有上升空間。市場人士普遍預測，
中國鋼鐵企業的焦煤進口價格將與日本的同業相若。

2007

事實上，國際焦煤價格於近期顯著上漲，全球主要
焦煤出口國澳洲的生產商紛紛調高焦煤售價。

國務院於四月初發出通知，要求煤炭行業關
閉不具備安全生產條件、不符合產業政策、
浪費資源和污染環境的小煤礦約8,000個。現
時除了主要產煤省份山西和河南正著手整頓
當地的煤礦資源，相信今年內會有更多的產
煤省份展開整頓煤礦資源工作，估計未來會
有更多的小型煤礦關閉。由於中國的焦煤供
應主要來自小型煤礦，這將導致內地焦煤的
供應進一步緊張。

2006

在鋼鐵需求旺盛的刺激下，作為鋼鐵主要生產原料
的焦煤和鐵礦石價格在今年首季均錄得明顯的漲幅。

雖然中國進口的焦煤數量佔國內總需求不足
一成，但是，由於國內優質焦煤供應有限，
市場長期存在結構性短缺情況，國內的焦煤
價格亦有上升壓力。

2005

中國工業和信息化部發表的統計數據顯示，今年首
季中國的粗鋼產量達到1.58億噸，較2009年同期
上升24.5%。同時，世界鋼鐵協會於今年三月作出
估 計， 2010 年 全球 的鋼鐵 需求將 較 2009 年 增加
11%。

國內製鋼用焦煤礦
國內煤礦總產量
總產量

另外，近期鐵礦石價格亦錄得非常大
的漲幅。全球最大的鐵礦石生產商巴
西淡水河谷公司已與日本大型鋼鐵企
業達成協議，於今年第二季以每噸100
至110美元的價格向其供應鐵礦石，該
價格較舊合約價上漲近一倍。其餘兩
大供應商力拓集團及必和必拓在簽訂
新銷售合約時亦大幅調升售價。
更重要的是，這三家全球最大的鐵礦
石供應商都表示要取消以往慣用的年
度定價方式，轉用季度方式定價，反
映鐵礦石合約價格在未來和現實價格
的差距會減少。
綜合而言，由於鋼鐵市場轉趨活躍，
冶金資源的價格在今年將維持於較高
的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