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导 论 Introduction

能源革命推动老工业基地转型发展的战略思考

太原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导 栗继祖

进入“十三五”时期，我国能源发展进入新阶段，能源消费增

长换档减速，保供压力明显缓解，供需相对宽松，但在供求关系缓

和的同时，结构性、体制机制性等深层次矛盾进一步凸显，生态环

境承载力脆弱，技术水平亟需突破，成为制约能源绿色发展的重要

因素。从国际看，“十三五”时期世界经济将在深度调整中曲折复

苏，国际能源格局发生重大调整，新一轮能源革命蓬勃兴起，应对

气候变化进入新阶段，围绕能源市场和创新变革的国际竞争仍然激

烈。

能源事关国家安全，针对现阶段能源发展机遇和挑战，习近平

总书记审时度势，明确提出了我国能源安全发展的“四个革命、一

个合作”战略思想，即：推动能源消费革命，抑制不合理能源消

费；推动能源供给革命，建立多元供应体系；推动能源技术革命，

带动产业升级；推动能源体制革命，打通能源发展快车道；全方位

加强国际合作，实现开放条件下能源安全。在十九大报告中，再次

强调要“推进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

源体系”。这些重要战略思想和论述，开辟了中国特色能源发展理

论的新境界，为我国能源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老工业基地转型发展是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6年 4月 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

业基地的若干意见》发布。《意见》提出，到 2020年东北产业迈向

中高端水平，2030年实现全面振兴。2019年 3月，中央全面深化改

革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审议通过《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

新格局的指导意见》，提出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中央全面

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在山西开展能源革命

综合改革试点的意见》。会议强调，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是保

障能源安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治本之策。能源革命推动老

工业基地转型发展战略应该科学布局，稳妥推进。

有序推进煤炭去产能，释放科学产能增加潜力，扩大煤炭有效

优质供给，促进煤炭产业的集聚化和绿色化发展。受煤炭需求增速

放缓、煤炭产能集中释放、非化石能源替代、进口煤冲击等因素，

煤炭产能过剩问题显现。短期内，煤炭去产能不但要坚决推进，更

要力求稳妥，避免速度过快，力度过大引起共振，尽最大限度降低

煤炭去产能对宏观经济运行带来的负面影响。在此过程中政府要做

好托底作用，有序适时平稳推进，要防范去产能政策对资源诅咒的

负面效应。必须坚持深化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加快建立适应市场

化的体制机制，切实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发挥好

政府在宏观环境创建方面的主导作用。改变过去产能落后的粗放型

生产发展方式，找准经济可持续发展增长点，实现煤炭资源的有效

优质供给，真正做到“以增长促发展，以发展促增长”。

稳步推进煤炭深加工，促进煤炭作为能源、资源双功能的利

用，延伸煤炭产业链，提高煤炭产品附加值。在优化提升传统煤化

工产业的基础上，要因地制宜发展现代煤化工，提高煤炭资源加工

利用产品附加值，由传统煤化工向现代煤化工转变，努力突破技术

瓶颈，减少水耗和排放，降低成本，有序发展，科学发展，充分发

挥资源型省份在煤化工领域的产业和科研优势，加大科技创新组织

和投入，走出一条与石油基不同的差异化、高端化、规模化、国际

化的现代煤化工发展路子。

资源型产业链要以提高煤炭综合利用水平和效益为核心，全力

推进现代煤化工生产示范基地建设。大力延长资源型产业链条，提

高煤炭资源综合利用率和精深加工度，促进产业向高端、产品向终

端发展。调整优化资源型产业布局，落实重点产业发展规划，推动

优质生产要素向重点园区和骨干企业集中，培育壮大一批专业特色

鲜明、品牌形象突出、服务平台完备的现代产业园区。完善资源配

置政策，严格执行退出机制，引导资源合理流动，促进资源就地转

化，坚持立足煤、延伸煤、超越煤，发展循环经济和“绿色”经济

之路。

推进可再生能源消纳与发展，优化升级能源结构，推动区内能

源结构向多元化转型，打造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大基地。以积极推

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为导向，深入贯彻绿色低碳战略；充分发挥

市场决定性作用和政府服务功能，遵循“基地带动、多元开发、创

新驱动、科技引领”的理念，高标准推进风电和光伏基地建设；建

设清洁能源供应基地，国家级新型综合能源基地，多元推动分布式

光伏、水电、地热能利用、生物质能利用和煤层气利用；积极培育

和壮大新能源装备制造及相关配套产业，不断加强科技引领，提高

新能源产业在国内外的核心竞争力。为煤炭资源型地区实现风、

光、水、火、储多能互补的混合能源发展提供范例。

加大人才引进力度并落实人才激励政策机制。人才是地区发展

的主要推动力量，要充分发挥人才在创新创业中的核心作用，认真

探索有利于人才发展的制度环境，完善人才培养体系。把培养、引

进、留住、用好人才放在优先位置，制定并落实人才培育及引进政

策，完善人才激励机制，建立一个开放、共享、激励的人才吸引机

制势在必行。建设国际科技合作示范基地，建立科技人才信息网络

体系，实现区域科技人才信息资源共享。着力创建以企业为主导、

产业创新为重点的创新环境，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发挥民营经济对

双创人才的吸收作用，通过汇聚人才，带动产业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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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根据《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我国有262个资源型城市，数量多、分布广，新中国成立以

来，为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进入“十三五”时期，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国内经济发展中不平衡、

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不断显现，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面临严峻挑战，存在产业结构单一、发展内生动力不足、

生态环境恶化、城市竞争力衰退等亟需解决的问题。《煤炭经济研究》于第9期推出“资源型城市高质量发展”专题

策划，从资源型城市发展战略、城市发展与人口变动的内在联系、生态环境协同、提高政府公共服务质量和发挥高

校智库作用等方面，探讨资源耦合、发展战略、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等问题，为资源型城市高质量发展提供借鉴。

本刊策划——资源型城市高质量发展

1 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现状特征

1.1 资源型城市数量多，转型任务较艰巨

东北地区是资源型城市较为集中的区域，资

源型城市数量多、分布广，资源型城市数量占地

区城市总数的比例一直居于全国首位[1]。全国资源

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 （2013—2020年） 公布的

数据显示，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共有 37个，其中

辽宁 15个、吉林 11个、黑龙江 11个，占全国的比

重为 14.1%。东北地区的资源型城市规模相对较

大，地级行政区有 22个，占整个东北地区资源型

城市的比例接近60%。从资源型城市分类来看，属

于成长型资源型城市只有松原市；处于资源开发

稳定阶段、经济社会水平较高的成熟性资源型城

市有 10个；处于良性循环的再生型资源型城市有 4
个，其余 25个城市属于发展滞后的衰退型城市，

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制约因素与对策建议

于 凡，张丽娜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吉林 长春 130033）

摘 要：通过阐述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的现状，分析影响转型的因素，包括产业接续定位受局限、

营商环境需要进一步优化、人才匮乏问题突出、环境生态破坏严重、民生问题亟待改善。同时，借

鉴伊春市、辽源市、抚顺市的成功经验，提出发挥政府对经济转型的引导作用、构建新兴产业体

系、科技创新促进经济转型、倡导生态文明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生态文明；新兴产业

中图分类号：F299.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9605（2019） 09－0004－06

The restrictive factor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th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re⁃
source-based cities in Northeast China

Yu Fan，Zhang Lina
（Jili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Changchun 130033，China）

Abstract：By describing the current status of resource-based cities in Northeast China，the factors affecting transformation are
analyzed，including the limitation of industrial linkage positioning，the need to further optimize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the
shortage of talents， the serious environmental and ecological damage， and the urgent improvement of people's livelihood is⁃
sues. At the same time，drawing on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s of Yichun City，Liaoyuan City and Fushun City，the counter⁃
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were put forward for the government to guide th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build an emerging indus⁃
trial system，develop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o promot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and advoca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Key words：Northeast China；resource-based cities；economic transformation；ecological civilization；emerging industries

基金项目：吉林省科技厅软科学项目（20190601073F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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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2017年东北三省地级资源型城市经济发展情况

资料来源：2017年各市国民经济统计公报。

1.3 产业发展依赖资源，结构体系比较单一

东北地区的资源型城市在产业结构上主要依

赖于资源产业，长期以资源开采和初加工为主，

如煤炭、石油、冶金、森工等产业[2]。因此，这些

资源型城市的工业产值往往主要由一种或两种资

源性产业贡献。如大庆市，90%左右的经济总量出

自石油开采与初加工，近年来产业转型发展，二

产的比重仍占 54.6%。在产业结构上，对原材料工

业基础的惯性依赖导致工业结构的单一和不平衡。

此外，产业结构单一必然对应着就业结构和所有

制结构的单一，如阜新市煤炭从业人数曾达到城

镇就业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伊春市木材就业人

数曾达到城镇总就业总数半数之多；国有经济占

比大，如七台河、大庆市的国有经济比重都曾在

80%以上，鹤岗市也曾高达 70%左右。在工业布

局上，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在资源开采的鼎盛时

期，大多数没有针对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构建产

业集群，没有形成完善的工业体系，且产业链较

短。企业组织结构上，对大企业依赖过度，中小

企业欠发展，适宜其成长的新产业尚未形成。在

产品结构上，对消费市场缺乏重视，趋同的原材

料和初加工类产品附加值较低、市场竞争力不足。

1.4 城市基础条件较差，城市功能先天不足

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很多是以矿区为基础发

展而来，资源成为城市兴起的物质基础。由于矿

产资源勘测和开发的需要，大规模人力、物力和

财力得以在较短时间内迅速流入矿产资源区，原

本人烟稀疏的小村子在短期内依托矿区发展成为

一座城市[3]。很多资源型城市的设立时间与资源开

采时间相距较近，例如，抚顺在 1901年开矿，随

后于 1937年设立抚顺市；辽源在 1927年开矿，之

后于 1948年设市。这些资源型城市的形成具有典

型的突发性和依矿建设的特征。资源型城市形成

所在省

黑龙江

（11个）

吉林

（11个）

辽宁

（15个）

地级行政区

黑河市、大庆市、伊春市、鹤岗市、双鸭山市、七台河

市、鸡西市、牡丹江市、大兴安岭地区

松原市、吉林市、辽源市、通化市、白山市、延边朝鲜

族自治州

阜新市、抚顺市、本溪市、鞍山市、盘锦市、葫芦岛市

县级市

尚志市、

五大连池市

九台市、舒兰市、敦

化市

北票市、调兵山市、

凤城市、大石桥市

县（自治县、林区）

汪清县

宽甸满族自治县、

义县

市辖区（开发区、管理区）

二道江区

弓长岭区、南票区、杨家杖

子开发区

表1 东北三省资源型城市名单（2013年）

资料来源：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2013—2020年）。

2013年东北资源型城市经济发展情况见表1。
1.2 城市经济发展缓慢，竞争优势逐步减弱

东北资源型城市虽然经过多年的转型发展，

但是经济发展总量偏小，发展速度整体来看偏慢。

尤其近年来受国际油气市场以及国内煤炭价格的

波动影响，经济发展基本处于下行态势。2017年，

从东北三省 21个地市级资源型城市的具体情况来

看，黑龙江省 9个城市经济增长速度较快，但城市

的经济规模较另两个地区明显偏小；辽宁省盘锦

市和葫芦岛市经济增长速度均达到了 6%，高于本

省 4.2%的平均速度；吉林省 6个城市增长速度在

东三省中表现最弱，且低于本省 5.3%的增长速度，

详见表 2。从竞争优势的角度来看，《中国城市竞

争力报告》 的测算结果表明，2017年，大庆市、

鞍山市、盘锦市的综合竞争力在全国 294个城市中

排名分别为 111位、159位、161位，处于中上游

水平，分别较 2016年下降了 28、48、52位，其他

城市均排名 200位以后；大庆市、牡丹江市、鞍山

市的可持续竞争力表现突出，均排进了全国前 100
位，分别为 65、79、89位，鹤岗市、辽源市、松

原市、七台河市和葫芦岛市的可持续竞争力较差，

排在200位以后，其他城市均处于中游圈。

城市

吉林市

通化市

松原市

大庆市

牡丹江市

伊春市

黑河市

大兴安岭地区

本溪市

葫芦岛市

鞍山市

GDP/
亿元

2 302.82
909.49
1 648.4
2 680.5
1 404.7
266.42
504.2
149.68
810.1
717.9
1 602.1

同比

增长/%
2.6
-5.7
0.9
2.8
6.4
6.3
6.4
6.2
2.5
6
2.5

城市

辽源市

白山市

延边州

双鸭山市

鸡西市

鹤岗市

七台河市

阜新市

盘锦市

抚顺市

GDP/
亿元

772.11
705.33
927.58
462.9
530.1
282.9
231.45
427.7
1 154
954.5

同比

增长/%
1.7
4.1
3.3
5
6.5
7.3
6
0.5
6
2.2

于 凡等：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制约因素与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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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突发性也代表着被动性，受发展战略等因素影

响，被动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社会服务功能要滞

后于资源生产建设。同时，资源型城市多数依托

矿区和厂区基础而建，依矿建设这一特征使得资

源型城市布局具有明显的分散性，城市规划不易

形成集聚效应，生产和生活区域混合建设，这些

都是由矿产资源分布的分散性所决定的。以阜新、

鞍山等资源型城市发展的“先企后市”模式为例，

先是围绕工矿企业的周边生活设施建设，再是城

市的逐渐形成。这种工、贸、居混杂发展的模式

由于缺乏规划，使得城市功能布局既不合理又不

完善。同时，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大多处于偏远

区域，也是城市发展基础性条件较差的原因之一。

2 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转型的影响因素

2.1 产业接续定位受局限

资源型城市正普遍面临开发成本日益增加和

资源储量逐渐减少的双重问题，资源的逐渐枯竭

必然导致资源产业衰退。东北地区很多资源城市

产业定位较为模糊，缺乏对城市资源禀赋和未来

发展的规划，接续产业受现实条件制约发展缓慢，

替代产业无法同步与资源产业衰退衔接跟进，致

使城市经济增长、居民生活和政府财政面临困境，

可持续发展动力不足。对于如何发展接续产业，

东北地区很多资源型城市仍没有脱离依赖资源的

惯性思维，依然在资源型工业深加工方面做文章，

依托资源产业来拉伸产业链条，规划产业基地，

给未来产业转型发展留下更为沉重的包袱。一些

城市提出扶持金融、商贸、物流以及咨询等服务

业产业发展的转型理念，但并未做到以区域实际

情况为依据、发挥比较优势原则来把握资源配

置[4]，产业选择具有一定的盲目性，提出的新能

源、循环经济以及生态经济等概念同质化现象严

重。有关统计显示，东北地区资源枯竭型城市至

少有 8个城市提出以生态旅游作为重点发展产业；

不少于 11个城市提出以特色农业、农产品加工业

作为优势产业来发展。东北三省内部各个资源型

城市之间，由于地理位置相近，存在产业选择相

近的客观条件，但同质化现象仍反映其发展思路

的局限性。

2.2 营商环境需要进一步优化

一是体制机制转换稍显滞后。东北地区资源

型城市多为计划经济下国家和地方投资而逐渐兴

起，市场经济体制转换慢，企业面对市场欠灵活，

企业组织结构、产品结构等不能适应市场需求的

变化，并带来一系列问题。二是政府部门服务意

识、创新意识较弱。政府对经济管理依然保留不

少计划经济的惯性作风，对市场管理过宽、过严。

对市场干预过度使企业成长受限，相对于发达地

区企业缺乏优势竞争力。三是民营企业融资困难

问题较为突出。东北地区直接融资水平较低，

2018年 1月，东北三省共 152家A股上市公司，占

全国 3 468家的 4.4%，其中黑龙江省 36家排全国

第 22位、吉林省 42家排第 19位、辽宁省 74家排

第 13位。东北地区民营经济主要采取间接融资，

但间接融资也大部分流向国企或重大项目，银行

资金在机制上规避民营企业，企业也缺乏信心投

资东北。东北地区相对欠发达的民营经济在经济

下行环境中更显经营困难。四是法治环境不够完

善。东北地区的法制环境仍然存在很多工作有待

改进，如政府部门仍存在部门利益化和执法随意

化现象、企业遇到复杂问题依然需要找人找关系

等，这些法制建设存在的现象影响了东北地区的

经济发展环境。

2.3 人才匮乏问题突出

一是人才结构较为单一。由于东北地区资源

型城市产业结构单一，必然带来劳动力结构单一，

大量劳动力集中于资源开发、加工与经营的企业，

导致从事第二产业的比例明显高于全国城市的平

均水平。阜新市煤炭工业从业人数占城镇总就业

人数的比例为 29.9%，大庆石油采掘业就业人数比

例为25%，伊春木材业就业人数占城镇总就业人数

的比例高达49%。而且这部分基层劳动力长期以来

技能单一，文化程度较低。二是人才的培养与引

进存在困难。资源型城市在发展接续产业、振兴

地区经济的过程中，开发了很多项目，投入了大

量物质资本，然而却普遍忽略了人力资本的更新、

提升和积累[5]。资源型城市不具备自主培养人才的

能力，也缺乏吸引外部人才的条件，导致经济转

型所需要的高层次、复合型人才奇缺。三是人才

外流现象突出。东北三省人口已表现为净流出，

而其中高素质高学历的人口流出更为突出。在已

公布 2018年末常住人口数据的 31个省份中，东北

三省无一例外为负增长（表 3），其余除北京市为

政策调控的人口减少外，27省份均为正增长，经

济强省和农业大省的常住人口增长速度都较快，

而东北三省的人口负增长，一方面人口自然出生

率不高，另一方面则在于人才外流这一重要原因。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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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东北三省常住人口统计

资料来源：各省统计公报。

2.4 环境生态破坏严重

一是矿产开发造成的生态问题，主要是土地

塌陷和固体废弃物污染。多年开采造成地面塌陷、

植被破坏、空气污染等。如辽源市的矿区深陷区

达到 19 km2，占建成区面积的 51.3%，煤矿开采造

成的塌陷，使路网、水网、电网、汽网等城市基

础设施遭受严重破坏，工企、学校、医院等建筑

物出现裂缝、坍塌。固体废弃物污染主要是冶金、

煤炭城市的矿石、煤矸石堆放，还包括电厂的粉

煤灰堆放等形成的工业固体废弃物、城市生活垃

圾和危险废物。由于产业结构的特征，东北地区

资源型城市的固体废弃物数量长期以来持续增加，

除小部分的废渣、炉渣、煤矸石、粉煤灰等得以

综合利用，其余大部分无法利用，只能以废弃形

式存在。例如，辽源市 8 000万 t煤矸石的大量堆

放，既对 2 337 hm2耕地和林地造成破坏，也对重

要的东辽河水系造成严重污染。二是石油开采造

成的生态问题。以石油开采为主的城市，水环境

均受到不同程度的石油污染，水体底质石油类均

有不同程度的超标现象。2017年，吉林省松原市

工业废水排放量为 548.05万 t，城镇生活污水排放

量为 4 575.25万 t，大量排放的污水不仅破坏了城

市水质，还造成河流水质污染。石油开发过程中

产生的废弃物主要包括钻井泥浆、钻井岩屑及落

地原油，存在潜在的环境风险，加剧了土壤的污

染。以大庆市为例，在油田勘探开采过程中，占

用了大面积草原，油田区内管网纵横交错，使自

然地表径流被改变，加快了草原沙化、盐碱化速

度。大面积草原原生植被遭到破坏，油田区草原

退化、沙化、盐碱化面积已达到 85%以上。东北

地区的生态环境问题影响资源型城市的顺利转型，

也影响了东北资源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2.5 民生问题亟待改善

东北地区资源型产业衰退诱发的社会问题较

为突出。体制不够新，机制欠灵活，国有资产闲

置问题依然存在，企业办社会问题并未分割彻底，

企业经营机制的完全转变尚待时日。所有制方面

的矛盾依然突出，非国有性经济虽然已经上升到

“重要组成部分”的地位，但地方财税收入比重依

旧不高。为增强工业企业实力，立足于增量调整，

近年来，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不断加强技术改造

与创新。但受有限的财力和技术水平制约，相对

于巨型的存量资产，现有的增量调整对整个工业

结构的拉动力量十分有限[6]。产业衰退造成大规模

的下岗失业，由于矿山关闭、矿企破产，接续产

业和替代产业尚未形成，就业压力骤增，社会保

障压力沉重。行业转型难伴随着人员转型难，城

市贫困群体增大。如阜新市作为辽宁省唯一享受

补贴的城市，是全省最困难地区。资源产业的衰

退严重影响职工及其家属的就业与生活，其人均

收入水平不及全国城市居民的平均水平。

3 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成功经验

3.1 “生态立市”发展模式：以伊春市为例

黑龙江省伊春市曾是林业为主导产业的资源

型城市，2005年被国务院确定为林业资源型城市

经济转型试点城市，2008年被认定为首批资源枯

竭城市。在接续产业的选择上，伊春市实施“生

态立市”战略，立足得天独厚的生态优势和中心

城区的区位优势，加快调整产业结构。一是优化

升级旅游产业。依托多年来的森林生态资源保护

和城区美化绿化，绿地覆盖率达 45.5%，形成“城

在山中、城在林中、城在水边、城在景中”的特

有景色。3A级兴安国家森林公园、中国林都木雕

园、小兴安岭植物园、地质博物馆、北山公园、

水上公园、南山青少年滑雪基地等旅游景点，山

水城融为一体。打造“行路亦观景、观景亦行路”

的全新公交旅游模式，以冰雪观光娱乐为突破，

补齐冬季旅游产业短板，举办系列冰雪文化活动，

2017年全区共接待游客 181.68万人次，同比增长

23.8%，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22.23亿元，同比增长

29.5%。二是电子商务产业进一步发展。苏宁易购

电商平台引驻伊春，“中华特色·伊春馆”顺利运

营，上线 6大类 200余种商品。三是循环经济效益

进一步显现。污水处理厂、垃圾焚烧发电厂保持

稳定运行，污泥无害化处理项目投产达效，累计

处理污水 2 124万 t、生活垃圾 10.2万 t、污泥

2 500 t，创造产值 3 581万元，同时实现生态效益

和经济效益。伊春市依托资源优势，对森林资源

的优势加以延伸，形成工业、农业、多种经营和

省份

黑龙江

吉林

辽宁

2018年常住

人口/万人

3 773.1
2 704.1
4 359.3

2017年常住

人口/万人

3 788.7
2 717.4
4 368.9

常住人口

增加数/万人

-15.6
-13.3
-9.6

常住人口

增长率/%
-0.41
-0.49
-0.22

于 凡等：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制约因素与对策建议

7



2019年第9期 煤 炭 经 济 研 究 第39卷

第三产业为支撑的特色经济新格局。2017年，三

次产业结构优化为1：8.2：90.8。
3.2 主导产业转型模式：以辽源市为例

吉林省辽源市曾是中国重要的煤炭生产基地，

当年靠资源吃饭的煤城，如今是典型的煤炭资源

枯竭型城市，只有选择合适的新型产业，改变资

源型城市对原有优势资源的依赖，建立新的产业

体系，才能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7]。2005年，辽源

市被国务院确定为全国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试点

城市。辽源市推进经济发展由资源导向型向市场

导向型转变，逐步实现产业发展格局、经济增长

方式和社会人文环境的转型，把辽源建设成为吉

林省重要的新兴工业城市。2005年成立的东北袜

业纺织工业园，依靠自身的资源和产品优势，发

展新材料产业和健康产业。入驻企业已经达到 636
户，年产袜子 23亿双。园区还搭建互联网+电子商

务物流配送平台，开展产业链招商，实现资源效

益和产业发展最大化。园区不断扩大产业规模，

快速推进电子商务园区建设、电商物流建设，加

大力度推进园区全产业链条建设，已有 1 300多家

淘宝店入驻电子商务园区，有 160多户企业开展了

线上销售，销售额达到了 10亿元。辽源市实现经

济转型，传统优势产业是基础，重点发展纺织服

装业，形成纺、织、染系列化生产体系。辽源市

经济结构进一步优化，2017年辽源市完成地区生

产总值 668.7亿元，三次产业比重为 5.1：54.2：
40.7，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305家，实现利润总

额37.3亿元。

3.3 多元化发展模式：以抚顺市为例

辽宁省抚顺市 2009年被确定为全国第二批资

源枯竭城市。近年来，抚顺市实施“一极五业”

经济产业转型振兴战略，探索符合抚顺实际的资

源枯竭型城市转型振兴之路，在对原有产业进行

扩展延伸的同时，培育新型产业，采用多元化复

合的经济转型模式，形成多点支撑的产业框架。

一是接续替代产业不断发展。推进石油化工和精

细化工协调发展，重点发展碳纤维原丝、碳纤维、

碳纤维复合材料、碳纤维下游产品等领域项目，

不断延长石化产业发展链条。抚矿集团在稳定煤

炭生产的同时，加快实施了造纸、化工、热电等

转产转型骨干项目建设，不断壮大非煤经济，大

力发展循环经济，逐步实施产业结构调整，由煤

炭单一产业结构调整为煤炭与非煤协调发展，非

煤占主导的产业发展新格局。发挥科技先导作用

和依托区位优势，大力推进工程机械、输变电、

冶金建材等产业集群建设。二是实施“两城两带

一区”发展战略，形成了以“沈抚新城”“石化新

城”“南环产业经济带”为重要支撑的工业产业集

聚区，制造业向“智造”转型不断取得新成果，

智能装备制造业已成为抚顺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三是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坚持科技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大力实施高新技术产业倍增、重大项

目牵动、知识产权战略、科技惠农等创新能力提

升工程，构建自主创新体系，推动产业结构调整

和转型升级。2017年，抚顺市完成地区生产总值

954.5亿元，三次产业占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6.1：
53.0：40.9，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242家，实现

利润总额44.1亿元。

4 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对策建议

4.1 发挥政府对经济转型的引导作用

一是政府要在经济转型中发挥第一推动力的

关键作用，通过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资金援助、

倾斜性产业政策和财政政策支持企业转型和产业

结构调整，发挥政府行政监督管理职能的作用[8]。
二是进一步促进体制机制创新，完善现代企业制

度建设。推进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使国有资

本向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领域和关键行业集

聚。深化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完善企业法人

治理结构。三是促进非公有经济发展，在政府管

理制度上建立对非公经济的扶持服务体系，保障

非公有经济在市场中的公平竞争权利。鼓励发展

民营经济，发挥民营经济在转型中的主力军作用，

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四是转变政府职能，为经

济转型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明确以市场作为调

节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手段，主导产业的布局和企

业的进退。五是加强环境建设。主要包括加强对

科技基础设施、交通基础设施、环境保护、信息

化、城市化等方面的建设和改善。六是解决好民

生问题，加快构建资源型城市社会公共服务体系。

主要是加强社保、医疗卫生、教育等各项社会事

业发展，让民众成为创业和发展的主体，切实处

理好关系转型成败的重点、难点民生问题。

4.2 构建资源型城市新兴产业体系

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应根据资源型城市自身

发展实际，以产业化抓优势产业，抓优势基地，

抓优势产品，形成特色鲜明、布局合理的农业产

业带和产业群[9]。一是农业基础较好地区可大力发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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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高效设施农业、生态观光农业、特色品牌农业，

扶持农业龙头企业发展壮大，创新农业产业经营

体系，加快农业现代化。例如，辽宁省阜新市将

经济转型方向指向现代农业，构建八大农业产业

链条的发展框架；黑龙江省双鸭山市选择发展农

业作为替代性产业，同时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如

煤炭液化项目、失重式电子秤项目等，推进现有

产业优化升级和新兴产业体系的形成。二是重点

发展接续产业。对于资源开发成本尚具有一定优

势的资源型城市，可通过产业链扩展与延伸模式，

发展接续产业实现转型。在接续产业的选择上，

应以依托资源型城市的比较优势为原则，发展特

色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续接产业应注意的

是，要遵循因地制宜原则，发挥比较优势，创造

新的竞争优势；要依照市场机制运作，以市场需

求为导向，以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为中心；要坚

持开放式发展，借助各方力量发展地区续接产业。

三是积极发展信息、咨询、旅游、房地产、社区

服务和社会化服务等生活性服务业，提高服务业

在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

4.3 以科技创新和人才提升经济转型优势

必须把科技进步与人才培养作为加速资源型

城市经济转型的重要路径，尽快实现经济增长由

资源依赖向科技驱动型转变，增创竞争发展新优

势。一是增强科技创新能力。发挥东北地区中心

城市辐射功能[10]，依托地方政府、企业、科研机

构、高等院校和中介机构，明确技术创新主体，

借助大型先进企业以及先进技术的优势，提高资

源型城市增强科技创新能力，扶持区域内优势特

色产业，推进具备持续竞争力和辐射力度产业的

逐渐成型。二是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和应用。加速

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平台建设，支持企业、高校和

科研院所共建产学研联盟和项目联合体，促进技

术推广、创业抚育和技术成果的转化，提升经济

整体素质和市场竞争力。三是要加快人才队伍建

设。以人才队伍建设为根本，培育可持续的优势

人才队伍，是资源型城市的转型与发展的必要条

件。以人力资源建设为核心重点培养与新兴产业

对口人才，加大力度培养城市经济转型人才的学

习与实践能力，提高各类人才的创新能力，为资

源型城市转型与可持续发展提供智力保障。

4.4 倡导生态文明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经过长年的过度开发，

生态系统稳定性较差，必须发展生态经济、重建

和谐的人地关系，走生态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可

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要求具备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科学发展观。和谐的人与自然关系应该成为

资源型城市发展的指导思想，工农业生产、人口

生产、社会消费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相互协调。

长期以来，过度的不科学开采对地质年代中形成

的原始地层结构造成一定破坏，大气、水体以及

生态系统也被严重破坏，由此一系列资源型城市

特有的灾害，给资源型城市的转型和发展带来很

大阻碍，也对区域的生活环境和安全造成很大影

响。在经济转型过程中，资源型城市需通过对生

态文明观的宣传等活动，全社会足够重视人与自

然协调发展，让全社会足够认可以环境换发展理

念，并以制度的形式加以强化；坚持开发与保护

并重，推进技术进步淘汰落后生产工艺，强力推

行清洁生产；在区域经济发展规划中必须考虑废

矿填充以及大气环境治理等生态问题，加强环境

保护力度，加强生态建设水平，将经济发展、产

业调整与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有机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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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正处于人口问题多发期，与人口有关的

讨论日益升温：东部地区一方面要解决“大城市

病”，另一方面又面临“用工荒”；中西部农村既

面临劳动力就业困境，又无法回避留守儿童妇女、

空巢老人等社会难题；低生育率引发未来劳动力

供给、人口结构及老龄化等人口安全问题。种种

迹象表明，我国人口问题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普遍

性和复杂性，人口安全领域局部性风险点在增加，

各种风险点之间的关联性在增强 [1]。
具体到资源型省份，人口问题显得更为复杂

和严峻。近年来，东北地区的“人口危机”在全

社会引起强烈反响和广泛讨论，相关研究认为东

北地区生育率超低、人口外流严重、老龄化问题

突出，率先遭遇了“人口断崖”，且已经危及到了

地区的稳定与发展[2－6]。在很多方面与东北三省极

为相似的山西省的人口问题应引起关注和重视。

原因主要有 3个方面：一是山西省与东北三省同为

资源型省份，经济类型极为相似，历史上都是我

国的老工业基地和能源基地，国有经济占比高，

产业类型集中，经济结构和就业模式非常相似；

二是近年来山西省与东北三省的经济发展形势也

比较相似，这四个省经济在整体经济转型背景下

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停滞甚至倒退，这四个省最

近几年的GDP发展速度排名均出现大幅滑落，发

展动力不足、前景堪忧；三是作为全国资源型经

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山西省面临着巨大

的转型压力，尤其是前几年随着煤炭价格断崖式

的下跌，山西省经济陷入了非常困难的境地，对

区域人口的生存与发展造成了一定的威胁，如何

协调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

成为了摆在眼前的重大课题。

在以上背景下，本文提出以下问题：现阶段

山西省的人口状况如何？是否出现类似于东北地

区的“人口危机”？如果现在还没有出现，将来会

不会出现？人口问题的本质是什么？山西省目前

面临的人口风险有哪些？资源型经济转型过程中

资源型省份人口变动趋势及政策启示

——基于山西省和东三省的比较
韩淑娟，柏 婷

（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山西 太原 030032）

摘 要：介绍东北三省在超低生育率、劳动力供给减少、人口城市化速度放缓等方面的突出现状，

对比分析山西省和东三省人口老龄化、人口不断外流、人才严重流失等资源型省份的共性问题以

及山西省面临的贫困人口脱贫、采煤沉陷区人口安置等现实难题，并针对上述问题给出了相关政

策建议。

关键词：人口危机；资源型省份；人口变动；山西省；东三省

中图分类号：F2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9605（2019） 09－0010－07
Trends in population changes in resource-based province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Based on the comparison between Shanxi Province and the three northeastern provinces
Han Shujuan，Bai Ting

（Shanx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Taiyuan 030032，China）

Abstract：The outstanding status of the three northeastern provinces were introduced in terms of ultra-low fertility rate，labor
supply reduction，and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slowdown. the commonality problems of resource-based provinces were analyzed
such as population aging，population outflow，and severe brain loss in Shanxi and three northeastern provinces. And the practi⁃
cal problems faced by Shanxi Province were analyzed such as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population resettlement in coal mining
subsidence areas. Relevant policies and suggestions were given for the above problems.
Key words：population crisis；resource-based provinces；population change；Shanxi province；the three northeastern provi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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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如何规避和应对这些风险？通过回答这一系列

问题，就可以对山西省的人口状况有一个全面了

解，对人口与经济的关系做出规范的研究，从经

济安全的角度审视目前的人口形势，进而对山西

省乃至对所有资源型省份的人口与经济形势做出

理性判断。

1 山西省与东北三省人口变动比较

本文主要通过比较分析的方法，将山西省与

东北三省人口指标进行对比分析，以此审视山西

省的人口变动趋势，进而对山西省人口问题现状

及未来趋势做出基本判断。所用数据全部来源于

历年统计数据和历次人口普查数据。

1.1 人口数量

山西省常住人口数量自 2010年以来增长了 144
万人，年均增长率为 0.49%，与全国 0.50%的年均

增长率水平基本相当；而东三省的人口总量已明

显呈现出下降的趋势，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

省 2018年人口总量比 2010年分别减少了 16万人、

43万人、60万人，年均增长率分别为-0.05%、-
0.20%、-0.20%，见表 1。人口数量变化只是反映

区域人口变化特征基本的指标之一，要想得出准

确的判断，还需要综合其他人口指标来衡量。

从人口出生情况来看，山西省的人口出生率

在 2005年以前长期围绕全国水平上下波动，且与

全国平均水平较为接近，2005年以后呈现出相对

走低的趋势；而东三省的人口出生率则长期低于

全国平均水平，目前保持在 6‰左右，如图 1所
示。可见，东三省生育率偏低问题由来已久。与

东三省相比，山西省尚未出现人口出生率过低问

题，但近期有低走倾向，这是否预示着山西省在

未来可能会重现东北三省的超低生育率问题，值

得我们做进一步的观察。

图1 山西省、东三省及全国人口出生率比较

表1 2010—2018年山西省、东三省以及全国人口总量变化情况

表2 2015年全国各省份总和生育率排名

省份

贵州

江西

宁夏

新疆

广西

海南

青海

云南

福建

甘肃

广东

总和生育率

1.33
1.29
1.26
1.24
1.23
1.22
1.21
1.2
1.17
1.17
1.16

省份

河南

西藏

河北

安徽

湖南

山西

浙江

山东

四川

江苏

陕西

总和生育率

1.15
1.15
1.13
1.12
1.12
1.1
1.05
1.03
1.03
0.98
0.98

省份

湖北

重庆

内蒙古

上海

吉林

天津

辽宁

黑龙江

北京

全国

总和生育率

0.97
0.97
0.9
0.87
0.86
0.81
0.81
0.81
0.71

1.07

地区

山西

辽宁

吉林

黑龙江

全国

人口数量/万人

2010年
3 574
4 375
2 747
3 833
134 091

2011年
3 593
4 383
2 749
3 834
134 735

2012年
3 611
4 389
2 750
3 834
135 404

2013年
3 630
4 390
2 751
3 835
136 072

2014年
3 648
4 391
2 752
3 833
136 782

2015年
3 664
4 382
2 753
3 812
137 462

2016年
3 682
4 378
2 733
3 799
138 271

2017年
3 702
4 369
2 717
3 789
139 008

2018年
3 718
4 359
2 704
3 773
139 538

2010—2018年均

增长率/%
0.49
-0.05
-0.2
-0.2
0.5

韩淑娟等：资源型省份人口变动趋势及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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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和生育率（TFR）过滤了性别及年龄对人口

出生水平的影响，从而比人口出生率更能反映一

个地区人口出生情况的真实水平。2015年山西省

总和生育率为 1.1，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1.07），

在全国排名位于中游；全国总和生育率低于 0.9的
省份有 6个，分别是上海 0.87、吉林 0.86、天津

0.81、辽宁 0.81、黑龙江 0.81、北京 0.71，东三省

均在其列，见表 2。可见，东北三省的低生育率问

题确实不容乐观。比较来看，山西省尚未出现类

似于东三省的低生育率现象。

1.2 人口结构

山西省 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为

9.95%，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1.39%）；而辽宁省、

吉林省、黑龙江省占比分别为 14.08%、12.20%和

12.03%，比全国平均水平分别高出 2.69、0.81和
0.64个百分点。山西省的老年抚养系数为 13.36%，

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5.86%）；辽宁省、吉林省

老年抚养比分别为 18.57%和 16.18%，相比全国平

均水平分别高出 2.72、0.33个百分点，黑龙江省老

年抚养比为 15.58%，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如图 2
所示。比较而言，山西省属于老龄化程度较轻的

省份，“人口红利期”窗口关闭会稍微延迟一些。

但是也应该注意到，山西省的人口生育率已经偏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未来人口老龄化形势亦不容

忽视。

劳动力供给状况比较。统计数据显示，2005
—2017年，山西、辽宁、吉林、黑龙江 4省 15~64
岁人口占本省总人口的比重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2017年这一指标分别为75.41%、75.78%、

图2 山西省、东三省及全国人口老龄化比较

75.37%和 77.92%，同期全国平均水平为 71.82%，

说明这些省份尚处于劳动力相对丰富的时期，这

也是造成这些省份劳动力外流的主要原因之一。

从增长情况来看，2017年，山西省、辽宁省、吉

林省、黑龙江省 15~64岁劳动力绝对数量分别为

2 757万人、3 311万人、2 048万人、2 926万人，

与 2005年相比，山西省和辽宁省劳动力数量有所

增长，但增长幅度不同，山西年均增长 1.22个百

分点，远高于全国 0.49的平均水平，辽宁年均增

长 0.26个百分点，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吉林省

和黑龙江省劳动力数量与 2005年相比均有所下降。

将各省劳动力及总人口占全国总量的变化分别进

行比较，可以看出：2017年，山西省、辽宁省、

吉林省、黑龙江省 15~64岁劳动力占全国劳动力总

人 口 相 对 比 例 分 别 为 2.76%、 3.32%、 2.05%、

2.93%，与 2005年相比，山西劳动力人口比重占比

略有上升，而东三省均有不同幅度的下降；同时

山西省总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略有上升，而

项目

（1） 2005年15~64岁人口数量/万人

（2） 2017年15~64岁人口数量/万人

15~64岁人口年均增长率/%
（3） 2005年15~64岁人口占全国同年龄段人口比例/%
（4） 2017年15~64岁人口占全国同年龄段人口比例/%

（4） -（3）
（5） 2005年总人口数量/万人

（6） 2017年总人口数量/万人

总人口年均增长率/%
（7） 2005年总人口占全国总人口比例/%
（8） 2017年总人口占全国总人口比例/%

（8） -（7）

山西

2 382
2 757
1.22
2.53
2.76
0.23
3 355
3 702
0.82
2.57
2.66
0.10

辽宁

3 208
3 311
0.26
3.41
3.32
-0.09
4 221
4 369
0.29
3.23
3.14
-0.09

吉林

2 114
2 048
-0.27
2.24
2.05
-0.19
2 716
2 717
0.00
2.08
1.95
-0.12

黑龙江

2 964
2 926
-0.11
3.15
2.93
-0.22
3 820
3 789
-0.07
2.92
2.73
-0.20

全国

94 197
99 829
0.49
100
100
－

130 756
139 008
0.51
100
100
－

表3 山西省、东三省及全国劳动力供给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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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三省均有不同幅度的下降，见表 3。比较 15~64
岁人口年均增长率与总人口年均增长率两个指标

可以说明，我国劳动力的增长速度略低于总人口

的增长速度（0.49<0.51），说明我国劳动力供给方

向可能正在发生反转。同时，山西省劳动力的增

长速度高于总人口的增长速度（1.22>0.82），整体

处于劳动力供给相对丰富的阶段，而东北三省的

劳动力增长速度均慢于总人口的增长速度，且吉

林和黑龙江的劳动力已呈现负增长趋势。因此，

从劳动力供给情况看，山西确实要比东三省要乐

观一些。当然，劳动力供给是劳动力生产数量与

迁入迁出活动共同作用的结果，是否出现劳动力

短缺取决于这两种因素的综合变化。

1.3 人口流动与城市化

从人口流动情况来看，2015年 1%人口抽样调

查数据显示，山西省属于人口净流出省份，净流

出比率为 2.55%；而东三省总体上的净流出人口占

到总人口数量的 2.58%。其中，黑龙江三省的人口

流出程度最深，净流出比率为 5.84%；吉林净流出

比率为 3.41%；而辽宁则属于人口净流入省份，净

流出比率为-0.78%，见表 4。以东三省整体与山西

省对比来看，同为人口净流出地区，东北三省的

人口流出情况略严峻一些。由于人口流动是经济

社会的常见现象，在我国也是欠发达省份的普遍

现象，所以判断局部地区人口流动的性质还应该

结合其他省份的情况做出对比分析，以确保结论

的科学性。据 2015年全国 1%人口抽样数据显示，

黑龙江省、吉林省、山西省、辽宁省分别排在第

10、第 12、第 14和第 20位，可见山西省及东三省

并不是人口流出程度最深的省份。但是值得引起

注意的是，虽然山西省人口外流数量并不算多，

但作为建国以来长期保持的人口净流入省份，山

西省自第六次人口普查以来出现了人口净流出现

象且有加剧趋势，这可能反映了当地就业的压力

及其在省际间经济地位的变化。

山西省和东北三省人口城市化程度及发展速

度见表 5。可以看出，2018年，山西省和吉林省的

人口城市化水平略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辽宁省

和黑龙江省的人口城市化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从发展速度看，山西省的城市化率在 2010—2015
年间增长速度较快，近三年城市化速度基本保持

全国平均水平。而东三省近年来的人口城市化速

度明显慢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与其在前期城市化

基础程度较高有关，也可能是当地经济发展速度

放缓的结果之一。再取中部地区的比较数据来看，

1990年前山西省人口城市化的速度在中部六省是

最快的，但是 1990年后却成了最慢的。因此，虽

然山西省的人口城市化速度要优于东三省，但与

中部六省比较却落在了后面，反映出支撑其城市

化进步的经济条件并不容乐观。

1.4 人口素质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科技水平可以有效代表这

地区

山西

辽宁

吉林

黑龙江

全国

人口城市化率/%
2005年
42.12
58.71
52.50
53.09
42.99

2010年
48.04
62.10
53.33
55.67
49.95

2015年
55.03
67.35
55.31
58.80
56.10

2018年
58.41
68.10
57.53
60.10
59.58

2005—2010年均

增长百分点

1.18
0.68
0.17
0.52
1.39

2010—2015年均增

长百分点

1.40
1.05
0.40
0.63
1.23

2015—2018年均增

长百分点

0.68
0.15
0.44
0.26
0.70

表4 2015年山西省、东三省人口流动情况比较

表5 山西省、东三省及全国人口城市化比较

地区

山 西

辽 宁

吉 林

黑 龙 江

东北三省

常住人口/人
569 491
680 859
428 511
592 705
1 702 075

流入人口/人
11 269
25 041
7 991
8 551
41 583

流出人口/人
25 778
19 746
22 594
43 149
85 489

净流出人口/人
14 509
-5 295
14 603
34 598
43 906

净流出人口占

常住人口的比例/%
2.55
-0.78
3.41
5.84
2.58

注：表中数值根据1%人口抽样调查计算得出。

韩淑娟等：资源型省份人口变动趋势及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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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区的人口素质，此处以“国内三项专利申请

授权数”这一指标来说明。从全国统计年鉴的数

据看，2017年全国授权各项专利项 1 720 828项，

其中山西省为 11 311项，与排在第一位的广东省

相比，只占到对方被授权专利数量的 3.4%，在全

国排在第 24位，在中部排第 6位，在全国总数量

中的比重仅为 0.657%，与人口占比 2.66%也远不

相符，如图 3所示。比较来看，东三省的情况同样

不容乐观。1998—2017年，东三省与山西省在科

技水平方面有着大幅滑落，尤其是辽宁省，1998
年时科技水平还排在全国前列，位居全国第 7名，

2017年已滑落至 18名。科技水平的滑落意味着山

西省与东北三省在近 20年来的科技竞争力不增反

减，导致的结果必然是整体经济形势的衰退与经

济活力的减弱，反映在人口素质方面就是高素质

人才的缺乏、流失及低效率作用发挥，整体人口

的知识更新能力和创新能力令人担忧。

图3 山西省国内专利申请授权情况

综上所述，从同时点横向对比来看，山西省

与东北三省之间在人口特征上具有一定的差异性，

尤其是东北三省在超低生育率、劳动力供给减少、

人口城市化速度放缓等问题凸显，呈现出“集中

而强烈”的特征；与之相比，山西省的人口问题

则表现缓和，尚没有表现出类似的特征。但是鉴

于山西省是继东三省之后面临资源型经济转型的

主要省份，再从时点纵向顺序来考察的话，山西

省在一些人口问题上确与东北三省有着类似之处，

包括老龄化的逐步加深、人口的不断外流、尤其

是人才的严重流失，值得引起山西省的充分警惕。

2 资源型省份人口变动与经济发展的互动

关系

人口变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与当地的经济

社会发展是互动关系。判断一个地区的人口问题，

应该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同时要与当地特定的

经济社会条件紧密相联。

2.1 人口变动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和反映

资源型地区产业结构单一导致人才流失。资

源型地区多以优势资源为主来发展产业，产业结

构单一使得先进产业人才、知识创新型人才无法

人尽其才，只能向外寻求机会，导致人才流失严

重。对于资源型省份来说，产业转型需要大量的

人才资源，但是在产业结构单一对人才的“挤出

效应”和发达省份对人才的“虹吸效应”的共同

影响下，近年来这些省份正经历着持续的人才

流失。

资源型经济转型导致失业人口上升。资源型

地区依托资源建立产业，就业渠道单一，就业集

中度高。当其发展面临资源短缺或枯竭时，失业

人口会不断上升。而且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

资源型地区转型发展成为普遍共识，在推进传统

产业改造升级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比较集中的

失业问题。继东北三省之后，近年来山西省的经

济发展也受到巨大冲击，传统行业生存困难，降

薪减岗、轮岗就业等现象在一些资源型企业中普

遍存在，可见失业风险已悄然显现。

资源型地区经济退步逼迫人口流出。过分依

赖煤炭资源的经济发展模式导致了后期“一煤独

大”的不合理产业结构，受前几年煤炭价格断崖

式下跌的影响，山西省经济陷入了非常困难的境

地。其经济体制的失衡挤压了劳动力就业的空

间，从而使就业者的收入无保障，同时对于未

来生活的预期下降，逼迫大量年轻人口流出到

经济发达城市，使得创造社会财富的人口比重在

减少。

2.2 人口变动反过来影响经济发展

人口老龄化加重养老负担。我国整体进入人

口老龄化社会，人口老龄化速度在不断加快，老

龄人口快速增加，但是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人

口老龄化的结果是不一样的。对于发达地区而言，

不仅发达的经济条件在应对老龄化问题时相对宽

裕，更重要的是持续保持的经济活力可以吸引大

批的外来年轻劳动力，从而缓解区域老龄化压力。

相反，对于经济不发达地区而言，人口老龄化使

原本吃力的地方财政雪上加霜，这些地区往往存

在着劳动力人口的大量外流，进而加剧了区域常

住人口的老龄化水平。人口老龄化的直接后果就

是老年抚养比上升，全社会的养老压力增大。

人才流失制约产业结构升级。在现代社会，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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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承载着先进的思想、知识和技术，蕴含着巨

大的生产力，人才大量流失会导致资源型地区缺

乏创新人才，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该地区经济转

型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我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以来，人口的流动更为自由，经济发达

地区对于人口的虹吸作用使资源型地区失去了数

量巨大的人才队伍，大大挫伤了这些地区的经济

能动力和发展潜力，使产业结构转型与升级困难

重重。

人口流出利弊兼有。某一区域的人口外流一

般被视为经济的不利表现，因为流出人口多为中

青年劳动力，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会在根本上限制

该地区的经济活力与创造力，也会影响全社会的

就业、消费、投资、医疗、社会保障等各个领域，

从而对经济社会产生深远影响，甚至会拖累经济

陷入衰退危机。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一定程度的

人口外流也在减轻流出地区的就业压力，是内部

人口和经济压力的对外释放。

总之，人口问题就是人口与经济的失衡问题。

在人口与经济问题相互作用与影响下，判断一地

区人口问题的标准应该是当前的人口条件是否与

区域经济相适应。对于山西省而言，在人口问题

上如何避免重蹈东北地区的复辙是值得考虑的重

要问题。

3 山西省亟待解决的人口问题

结合山西省近年来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以下 4个与人口密切相关的问题应当引起足够的

关注。

3.1 人口贫困问题

山西省是全国扶贫开发工作的重点省份。全

国 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中，山西省有吕梁山、

燕山—太行山 2个；全省 119个县 （市、区） 中，

曾有 58个是贫困县，其中 36个是国家扶贫开发工

作重点县，21个是连片特困地区扶贫攻坚重点县。

截至2017年底，山西省有3 173个贫困村，90万贫

困人口；贫困人口多、贫困程度深，且 80%以上

的贫困人口集中在自然环境恶劣的边远山区。这

些地方生态环境脆弱、产业发展滞后、基础设施

薄弱、公共服务不足，是脱贫攻坚最难啃的“硬

骨头”。加之当前山西省经济下行压力仍然较大，

财政收入吃紧，农产品价格下跌，新增就业岗位

不足，打赢脱贫攻坚这场硬仗，任务艰巨，时间

紧迫。

3.2 采煤沉陷区人口安置

作为煤炭大省，山西省也是采煤沉陷灾害最

为严重的省份，表现在沉陷区面积大、受灾人口

多、治理任务重。有数据显示，山西全省因采煤

造成的采空区面积近 5 000 km2（约占全省国土面

积的 3%），其中沉陷区面积约 3 000 km2 （占采空

区面积 60%），受灾人口约 230万人。为改善采煤

区人居环境、进一步深入治理工作，山西省近年

来先后启动两轮采煤沉陷区专项治理行动 （“山

西省深化采煤沉陷区治理规划 （2014—2017） ”

和“山西省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工作方案 （2016
—2018）”），主要任务在于完成采煤沉陷区受损

村庄的搬迁安置。但异地搬迁从根本上改变了农

村人口的住房、土地、居住环境、交通、就业、

就学等基本生活方式，因此后续的问题较多。

3.3 潜在的人口失业风险

煤炭是山西省最具优势的资源，山西省经济

表现出极为突出的资源型经济特点，资源型产业

在山西省工业中的比重一直偏高，且有加剧之势，

山西省九成以上的工业产出来自于与资源开采与

加工有关的行业，六成以上与煤炭直接相关。前

几年，由于煤炭价格的走低，山西省经济受到巨

大冲击，出现了断崖式地经济下跌，一些传统行

业生存困难，不少企业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虽

然由政府布局、国企主导的就业“托底”工作效

果明显，但由此引发的失业风险已悄然显现。尽

管尚未出现严重的失业风潮，但在一些资源型行

业的国有企业中，降薪减岗、轮岗就业等现象普

遍存在，局部的失业难题日渐浮出水面，资源型

经济转型中的失业威胁不容小觑。

3.4 人口流失与人才外流问题

山西省自建国以后曾长期属于人口净流入省

份，但这一趋势自“六普”开始发生方向上的逆

转，2010年山西省流入人口数量为 93万人，流出

人口数量为 108万人，人口净流出约 15万人。当

一个地区的人口从净流入转向净流出的时候，就

意味着这一地区经济对人口的吸引力和吸纳力在

减弱。同时，高学历、高技能人才的明显外流也

使山西省正经历着严重的人才之“痛”。虽然无法

获得精确的数据，但自 1990年开始人才从山西省

大量外流已成为不争的事实[8－9]。从结果来看，一

方面经济转型对劳动力尤其是人才的需求日益迫

切；但另一方面支持新行业新技术的人才大量缺

位，走出去的人才不愿意回来，本省的人才又大

韩淑娟等：资源型省份人口变动趋势及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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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地向外流失。

4 对策建议

由于山西省的经济形势比较严峻，贫困、失

业、人才流失等问题较为普遍，这种携带人口与

经济双重潜在风险的事件若不能得到应有重视和

有效解决，必将会在未来威胁山西省的人口安全、

经济安全和社会安定。应充分重视已经显现以及

潜在的人口风险，着力改善人口生存与发展环境。

4.1 大力发展经济，推进资源型经济改革升级

经济的持续增长是人口健康发展的基础，只

有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才能创造足够的工

作岗位、不断地增加收入、提高社会保障水平、

改善民生，从而真正实现“人”的发展。因此，

解决人口问题的根源在于改善区域的经济环境。

对于山西省而言，大力发展经济需要依托资源型

城市产业基础，发挥比较优势，大力发展接续替

代产业，积极推进新型工业化，提升产业竞争力，

实现产业多元发展和优化升级；必须统筹城乡发

展，加快农村经济建设，合理布局城乡产业，以

城市带动农村、以农村促进城市，建立城乡良性

互动的协调发展关系；必须积极改善投资环境，

加快市场化改革步伐，创新财税金融体制，加强

规划统筹，优化产业布局，积极培育和引进一批

龙头骨干企业，挖掘和创新经济增长点；必须大

胆创新、先行先试，充分利用政策优势创新各领

域改革，提升整体经济活力。

4.2 切实服务群众，优先推进民生领域改革项目

应对资源型地区贫困、失业、人力资源匮乏

等人口问题，进一步深化社会体制改革，完善基

本公共服务，使经济发展的成果更多地惠及广大

人民群众。如积极扶持服务业、小型微型企业发

展，完善和落实各项鼓励自主创业的政策，健全

创业服务体系；建立和完善各项社会保障制度，

积极推进各类困难群体参加社会保险，扩大社会

保险覆盖面，逐步提高保障水平；加大政府投入，

重点照顾和解决城市失业群体、农民工、工伤残

疾人员、棚户区改造回迁居民、沉陷区移民等特

殊人群的就业和生活困难问题；落实各项配套支

持，妥善解决关闭破产企业后续服务工作，针对

资源开发、企业重组破产、环境污染等突出矛盾

和问题，改进信访和调解工作，建立健全群众诉

求表达和利益协调机制等。

4.3 重视人才建设，深化人才体制机制改革

人力资源是一个地区所有资源中最为核心的

资源，是经济增长和城市化发展的支撑和保障。

为了从根本上扭转山西省人才局面，必须下大力

气深化人才体制机制改革，坚持引进与培养并重、

选拔与使用结合、智力与活力同步开发的原则，

构筑地区人力资源新体系。首先，要勇于打破体

制障碍，通过提高待遇、优化工作氛围、拓宽职

业渠道等方式培育和留住专业人才，防止人才流

失。其次，要创造和利用各种条件积极引进人才，

依靠人才输入和共享来活跃地区思想氛围、提高

地区科技水平、增强创新驱动能力。第三，要坚

持教育优先发展，不断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

全面发展教育，着力提高教育质量，以教育带动

地区整体人口素质和劳动技能全面提高。第四，

要大力开展职业教育和实训基地建设，加强在岗

培训和再就业培训，提高生产一线人员的科学素

质与劳动技能。第五，坚决清除人才领域腐败、

不作为、不公平现象，营造良好的人才工作氛围，

吸引和激发省内外人才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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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需要日益提升，但不可否认的是，我国经

济在发展过程中存在一些长期积累的深层次问题，

其中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尤为突出，因此，在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确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

新时代的历史方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

发展之间的矛盾[1]。不平衡不充分发展已经成为制

约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主要因素，不充分发展是

指我国当前各领域发展水平相对于发达国家和地

区还存在不足，主要体现在质量不高、效益较低、

创新不足、环境有待改善、民生有待弥补等。而

发展不平衡则主要体现在区域和城乡之间，地区

发展差距较大，城乡二次元结构严重等对我国经

济社会整体发展产生较大危害[2]。虽然不平衡不充

分发展有诸多方面的体现，但是经济发展不平衡

不充分仍然是最根本的问题。

因此，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也是各方学

经济发展不平衡视阈下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研究

——以河南省为例

崔磊磊，曾 旗
（河南理工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 能源经济研究中心，河南 焦作 454000）

摘 要：基于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的现实需求，从经济发展不平衡视角出发，在建立经济发展指

数指标体系的基础上，采用熵权法赋权结合线性加权和法将城市经济发展指数量化。将河南省 7个
地级资源型城市发展指数与其余 11个非资源型城市发展指数均值进行对比研究，探寻资源型城市

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不平衡现象。结果表明：资源型城市在经济发展指数、经济规模、经济效益、

经济结构、创新驱动、经济基础 5个一级指标发展指数上，与非资源型城市存在明显的不平衡现

象，只有少数资源型城市的发展指数达到非资源型城市发展指数的均值。

关键词：资源型城市；不平衡发展；经济转型；熵权法；线性加权和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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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of resource-based c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nbalanced economic development

——Taking Henan Province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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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the realistic needs of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of resource-based c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mbalance，based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dex system，the entropy weight method is com⁃
bined with the linear weighted sum method to quantify the urban economic development index. The paper compared the devel⁃
opment index of seven prefecture-level resource-based cities in Henan Province with the average of the remaining 11 non-re⁃
source-based cities， and explored the imbalances i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resource-based citie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resource-based cities have obvious imbalances with the non-resource-based cities in term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dex
and economic scale，economic efficiency，economic structure，innovation-driven and economic basis. There are only a few cit⁃
ies reached the average of the non-resource-based city development 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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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关注的热点，现有文献一般从研究尺度、衡量

指标、测度方法、影响因素等方面进行研究。研

究尺度从全国、经济区[3-5]逐步向省域、市域转

变[6-8]；在衡量指标方面，国内学者较多采用单一

指标，一般包括人均GDP、人均 GNP、人均社会

总产值、人均农村居民纯收入、人均城镇居民总

收入[9-10]等，除此之外部分学者则是采用多指标综

合评价，从经济结构、经济水平等方面对区域经

济发展进行研究[11-12]；测度方法主要有标准差、变

异系数、基尼系数、泰尔指数、因子分析法、探

索性空间分析法等[13-18]；在影响因素上，罗庆等[19]

将经济发展驱动力归结为经济区位、资源禀赋和

区域发展政策 3个方面，而冯长春等[3]则从国家政

策、地理区位、资源禀赋、资产投资和行政分割

等角度探讨了经济差异的原因，李晶晶等[20]则认为

分权化、市场化和区域发展战略是河南经济不平

衡发展的主要驱动力。

而在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中，资源型城市作

为一种以本区域的自然资源开采、加工为主导产

业的特殊发展城市[21]，其经济发展与非资源区域存

在明显的不同，本文从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角度出

发，以河南省 18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其中资源

型城市 7个，非资源型城市 11个），选取 2015—
2017年的面板数据，探索资源型城市经济发展中

存在的失衡现象，为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提供建

议与对策。

1 经济发展指数指标体系构建

本文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遵循科

学性、层次性、可行性等原则，以社会主要矛盾

为主线，以经济健康持续发展满足人民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为目的，建立经济发展指数指标体系。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以由高速增长向

高质量增长转变，在此转变增长动力、改变增长

方式的攻关期，坚持质量优先、效益保证、优化

结构、创新驱动、强化基础的原则，建设现代化

经济体系是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因此，本文从

经济规模、经济效益、经济结构、创新驱动、经

济基础 5个方面，选取 20项指标建立经济发展指

数指标体系。

经济规模指标主要用来衡量经济发展量的大

小，由地区生产总值等 4个指标进行测度；经济效

一级指标

经济规模

经济效益

经济结构

创新驱动

经济基础

二级指标

地区生产总值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地方财政收入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万元GDP能耗

经济密度

资本产出率

第二产业产值占GDP比重

第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

实际利用外资

规模以上服务业主营业务收入占GDP比重

各市R/D经费总支出

各市R/D研究人员数

人均专利授权数

各市每十万人口高等教育在校生数

人均城市道路面积

各市从业人员比重

国际互联网普及率

人均公路线路里程

标准化参数

最大值

9 194
7 635
1 057
4 057
93 792
1.47
117 430
1.23
0.66
0.54
404 969
0.32

1 634 674
34 255
4.15
13 248
30.07
0.87
2.43
44.72

最小值

492
479
36.5
136
23 728
0.36
6 065
0.73
0.39
0.26
31 873
0.03
32 840
647
0
0
7

0.58
0.49
11.04

指标属性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负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表1 经济发展指数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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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主要用来反映投入相同生产要素后得到的效益

大小，由人力、能源、土地、投资 4个要素进行测

量，分别表示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万元GDP能
耗、经济密度、资本产出率；经济结构主要用来

反映地区三大产业结构以及其利用外资情况和服

务业占GDP比重；创新驱动主要用来体现区域为

经济创新所付出的努力和成果，由各市R&D经费

总支出、各市R&D研究人员数等 4项指标进行测

量；经济基础主要体现区域经济发展的基础建设，

基础建设是强化经济发展的支撑力量，可由人均

城市道路面积、各市从业人员比重、国际互联网

普及率、人均公路线路里程进行测量。经济发展

指数指标体系见表1。
2 研究区概括与研究方法

2.1 研究区域

在《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 （2013
—2020年）》中，河南省有 7个地级市、7个县级

市和 1个县被确定为资源型城市，其数量居全国第

三位，是典型的资源型地区。15个资源型城市总

人口占全省的 39.4%，经济总量和工业增加值占全

省的 44.7%、48.5%，长期以来推动着全省经济社

会的快速发展。但由于资源型城市发展的特殊性，

在依靠资源产业快速发展的背后，遗留着产业层

次较低、经济结构失衡、产业创新不足、经济基

础薄弱等经济不平衡发展的问题。因此，为引导

资源型城市摆脱不平衡发展问题，河南省政府编

制了《河南省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规划 （2017—
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加快资源型城

市实现转型升级。本文在此基础上，从经济不平

衡发展角度出发，以 7个地级资源型城市 （洛阳

市、焦作市、濮阳市、平顶山市、南阳市、鹤壁

市、三门峡市）为研究对象，河南省内其余 11个
非资源型地级城市为参照对象，运用熵权法结合

线性加权和法，量化各城市经济发展指数，在进

行两种类型城市发展指数的对比上，寻找 7个资源

型城市经济发展不平衡点，针对具体存在的问题

提出相应的意见与建议。

2.2 时间窗口与数据来源

选取《规划》开始前 3年（2015—2017年）为

时间窗口，将各地级市经济发展指标数据处理后

代表现有经济发展状况，以此对各资源型城市经

济发展不平衡性进行研究。文中各指标数据来自

相应年份的《河南省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

鉴》以及各省市统计公报和统计年鉴。

2.3 研究方法

2.3.1 发展指数

在本文构建的经济发展指数指标体系中，各

指标在量纲、内容及属性等方面存在差异，对于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等指标来说，其数值越大越好，

称为正向指标；而对于万元 GDP能耗指标来说，

其数值越小越好，称为负向指标。为了消除各指

标之间因量纲与属性不同而带来的影响，客观反

映被评价对象的真实情况，将对原始数据采取标

准化处理[22]。定义指标体系由 n个测度指标构成，

评价对象有m个，xij代表第 i个评价对象的第 j个测

度指标的原始数据，y ij代表对应的处理后的标准数

据（i=1，2，···，m；j=1，2，···，n）。

正向指标标准化处理：

y ij = xij - minxj
maxxj - minxj （1）

负向指标标准化处理：

yij = maxxj - xij
maxxj - minx j （2）

式中：maxxj和minxj分别表示所有评价对象中第 j

项指标的最大值与最小值。将二级指标经过上述

方法处理后，得到标准化数据，此数据即各项指

标的发展指数。数据越接近于 1说明发展程度越

高，越充分；反之，数据越接近于 0，则发展程度

越低。当然，标准化是以 18个城市数据的最大值

和最小值为参照的，所以发展指数所体现的是 18
个城市的相对发展程度。

2.3.2 指数汇总

将原始数据经过处理得到二级发展指数后，

需要逐级汇总得到最终的经济发展指数，在此过

程中本文采用线性加权进行计算，指标权重由熵

权法进行确定。

熵权法是依据度量后指标信息熵的大小进行

客观赋权，信息熵越小，说明指标蕴含的信息量

越多，该指标对评价体系的影响越大，则权重也

就越大。因此，熵权法赋权能尽量避免主观因素

的干扰，使得到的权重更加符合实际[23]。具体过程

如下。

1）计算第 j项指标信息熵值Hj。

H j = - 1
lnm∑i = 1

m

Pij lnPij；（其 中 ， P ij = yij

∑
i = 1

m

yij

； 0 ≤ P ij ≤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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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假定P ij = 0时，P ij lnPij = 0（i、j取值同上）

2）确定第 j项指标权重W j。

W j = 1 - Hj

∑
j = 1

n
( )1 - Hj

；（∑j = 1
n

Wj = 1；i、j取值同上） （4）

根据每年的实际数据，运用 EXCEL 进行熵权

法运算，可以计算出各年的各级指标权重，为了

保证纵向的可比较性，取 3年权重的均值作为最终

权重。

3）线性加权汇总。采用线性加权和法，将二

级指标的发展指数进行汇总可以得到一级指标发

展指数以及最终的经济发展指数。

一级指标发展指数D it：

D it =∑
j = l

l + 3
yijwj （5）

其中，D it为第 i个评价对象第 t个一级指标发

展指数；l为每个一级指标所含的第一个二级指标

编码数；l=1，5，9，13，17；t=1，2，3，4，5。
经济发展指数D i：

D i =∑
j = 1

n

yijwij；（i、j取值同上） （6）

3 结果分析

在 EXCEL中，运用线性加权和法进行汇总后

得到各个城市一级指标发展指数和经济发展指数。

通过对数据进行分析，探索河南省资源型城市经

济发展的不平衡性。

3.1 经济发展指数分析

将 18个城市的一级指标发展指数进行加权汇

总得出各个城市经济发展指数，具体结果见表 2。
由表 2可见，从时间纵向上来看，各城市经济发展

指数从 2015年到 2017年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洛

阳市经济发展指数在 3年中一直独占鳌头，2017年
达到 0.429，同年，濮阳市经济发展指数仅为

0.244，在 7个资源型城市中最低。由经济发展指

数均值可以看出，资源型城市经济发展指数均值

均小于非资源型城市均值。2015年和 2016年，仅

有洛阳、焦作两座城市经济发展指数高于非资源

型城市的均值；2017年，也只有洛阳、焦作、南

阳 3座城市高于非资源型城市经济发展的均值。由

此可以看出两种类型城市之间，其经济发展存在

明显的不平衡性，资源型城市较弱于非资源型城

市；同时在各个资源型城市之间，其经济发展同

样存在差异性，经济发展指数最高的洛阳市是居

于末位的濮阳市指数的近 1.8倍。经济发展不平

衡性普遍存在于不同类型城市间和同一类型城市

内。

表2 各资源型城市2015—2017年经济发展指数

3.2 一级指标发展指数分析

将二级指标的原始数据经过标准化处理后，

再进行加权汇总，即可得到各城市一级指标发展

指数。在对各城市一级指标发展指数进行分析时，

选取最接近现有发展状况的年份数据，即 2017年。

2017年各级城市一级指标发展指数具体结果如图 1
所示。均值 1、均值 2、均值 3、均值 4、均值 5分
别表示非资源型城市经济规模、经济效益、经济

结构、创新驱动、经济基础的发展指数均值。

图1 2017年资源型城市各一级指标发展指数

在经济规模指标中，资源型城市发展指数在

非资源型城市均值（0.047）以上的只有洛阳和南

阳两个城市，分别为 0.089和 0.07，其余城市指数

均在 0.047以下。其中鹤壁市最低，为 0.007，平顶

山、焦作、濮阳、三门峡均在 0.03左右。鹤壁由

于其行政区域面积和常住人口数量在河南省 18个
地级市中排名靠后，因此其经济规模上的发展有

城市

洛阳市

焦作市

南阳市

三门峡市

平顶山市

濮阳市

鹤壁市

资源型城市均值

非资源型城市均值

年份

2015
0.367
0.279
0.266
0.224
0.213
0.208
0.206
0.252
0.278

2016
0.402
0.311
0.291
0.253
0.245
0.224
0.225
0.279
0.310

2017
0.429
0.326
0.305
0.271
0.268
0.244
0.284
0.304
0.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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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天劣势。

在经济效益指标中，只有洛阳的发展指数在

非资源型城市均值（0.099）以上，为 0.107，其他

城市中，除焦作市的发展指数接近 0.099之外，其

余 5个城市的发展指数均在 0.076左右。可以看出，

经济效益发展在两类型城市间存在明显的不平衡，

资源型城市经济效益发展较弱。在经济效益的 4个
二级测量指标中，万元GDP能耗和资本产出率较

低是导致资源型城市经济效益弱的重要原因。

在经济结构指标中，洛阳和焦作两座城市的

发展指数在非资源型城市均值（0.065）以上，分

别为 0.093和 0.066。平顶山、鹤壁、濮阳、三门峡

4个城市的发展指数均在 0.06左右，南阳市的发展

指数排名最末，为 0.046。结合经济结构的 4个二

级测量指标可以看出，资源型城市中除洛阳市的

第三产业占GDP比重较大外，其余资源型城市的

GDP则是主要依靠第一和第二产业支撑，并且各

市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占GDP比重相比

较于非资源型城市而言，也处于劣势。

在创新驱动指标中，洛阳、鹤壁、焦作 3座城

市的发展指数高于非资源城市的均值（0.03），分

别为 0.067、0.057、0.042。平顶山、三门峡、南阳

3座城市的发展指数均在 0.025左右，而濮阳市的

创新驱动发展指数只有 0.012。可以看出，除部分

城市外，资源型城市的创新驱动发展已经接近非

资源型城市的均值，在 4个二级测量指标中，各市

R&D经费总支出、各市R&D研究人员数、每万人

专利授权数三者发力较为明显。原因可能是自

2013年发布 《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

（2013—2020年）》以来，河南省为推动资源型城

市综合实力的增强，大力发展创新能力建设。截

至 2017年，资源型城市研究与试验发展 （R&D）
经费投入强度达到 1.26%、提高 0.43%，高新技术

企业达到 987家、增长 2.9倍，省级及以上研发平

台达到751家、增长70.3%。

在经济基础指标中，只有南阳市的发展指数

略高于非资源城市的均值 （0.088），为 0.09。鹤

壁、焦作、三门峡 3座城市的发展指数虽低于

0.09，但是较为接近，均在 0.085左右，而洛阳、

平顶山和濮阳 3座城市的发展指数相较于非资源型

城市的均值相差较大，分别为 0.073、 0.073和

0.072。结合二级测量指标可以看出，洛阳市的人

均城市道路面积较低，平顶山市的国际互联网普

及率较弱，而濮阳市的每万人公路线路里程指标

有待改善。

4 结论与建议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河南省资源型城市中，

洛阳市的各项发展指数大部分超过非资源型城市

的均值，只有经济基础发展指数较低。而除洛阳

市之外，其他城市的的各项发展指数大部分均未

达到非资源型城市的均值，经济发展和经济规模、

经济效益、经济结构、创新驱动、经济基础 5项指

标发展在两类型城市间存在明显的不平衡，资源

型城市经济发展处于劣势。并且，就同一城市而

言，其 5项一级指标的发展也存在失衡现象，各个

城市经济发展的侧重点和薄弱点各有不同。

基于以上分析结果，为加快河南省资源型城

市经济转型，增强河南省的区域协调发展，针对

资源型城市中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现象，提出以下

建议。

1）注重经济质量的同时，保持经济规模的稳

步提升。虽然我国正处于供给侧改革关键时期，

经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增长转变，但是经济规

模的稳步提升是保障经济向高质量转变的前提。

因此，鹤壁等城市应该优化城市经济资源配置，

促进内部资源再生，在满足社会总供给的同时，

刺激社会总需求的产生，进而扩大城市经济规模。

2）推进节能降耗，提升经济效益。资源产业

是以资源开发为目的，其特点为高能耗、高污染。

三门峡、鹤壁等城市需要树立绿色开发理念，优

化开采技术，做到高效、集约化开采、降低能源

消耗，提升经济效益。

3）转换产业支撑，优化经济结构。资源型城

市经济发展以资源经济为主，其经济结构严重失

衡。因此，要加大经济调整力度，转变经济增长

方式，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打造以第三产业为

主的新的经济支撑点。南阳等资源型城市可以制

定适度财政援助政策，吸引创新企业；做好城市

规划，营造适合服务业等新兴产业发展的良好

环境。

4）加大创新投入，构建创新驱动。河南省资

源型城市的创新发展虽然取得一定成效，但尚有

部分城市未达到平均水平。对濮阳等城市而言，

要在全省打造创新驱动的良好氛围中，充分调动

市内各类创新主体的积极性，深化科技创新，推

进核心技术攻关突破，加强科技基础建设，打造

属于自己的创新驱动经济增长极，缓解区域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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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平衡。

5）改善基础设施，打牢经济支撑。基础设施

建设是支撑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打牢基础设施

才能推动经济的快速均衡发展。加强城市道路与

公路、铁路建设，铺设城市路网，疏通经济运行

通道；进一步提升国际互联网普及率，铺设城市

信息网，构建数字经济交流平台[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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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具有 3层含

义：其一，经济发展系统遵循生产、流通、分配、

消费的经济运行规律，生态环境系统遵循环境、

生态、资源共生规律，以实现经济质量增长和生

态效益改善；其二，经济发展系统和生态环境系

统实现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的过程中，遵循

“经济效益的增长不能超过环境承载阈值和生态环

境保护不影响经济增长”的基本原则；其三，经

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系统相互协调、相互促进，实

现优化发展、提高综合效益[1]，经济发展与生态环

境协调作用如图1所示。

淮南市是我国重要的煤炭城市，近年来随着

对煤炭消费需求的高速增长，煤矿开采力度不断

加强，城市生态环境恶化愈发严重。据统计，

2017年淮南市工业废水排放总量 4 991.59万 t，工

业废气排放量 2 638.97亿标 m3，远超于安徽省其

他市区；而水资源总量共计 21.65亿 m3，仅占安徽

省总量的 2.76%，水资源匮乏[2]。煤炭开采带来的

一系列问题如水污染、大气污染和地表沉陷等，

严重制约着淮南市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协
基 金 项 目 ： 2019 年 安 徽 省 教 育 厅 人 文 社 科 重 点 项 目

（SK20190103，SK20190100）

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协同度评价

——以淮南市为例

兰国辉，陈亚树，荀守奎
（安徽理工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安徽 淮南 232001）

摘 要：基于协同学原理，以集对分析中的联系度替代协同度，构建淮南市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

系统协同评价模型，对淮南市 2008—2017年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系统发展的协同情况进行分析。

结果表明：2016年以前，淮南市经济发展系统有序度呈先升后降的“倒U型”态势，而生态环境

系统有序度呈先降后升的“U型”态势，2016年后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有序度均呈上升态势。

此外，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系统有序度均波动较大，导致经济发展—生态环境系统协同度较低，

为-0.2，处于不协同状态。

关键词：经济发展；生态环境；有序度；协同度；集对分析；淮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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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 of the coordination degree betwee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cological envi⁃
ronment

——Taking Huainan City as an example
Lan Guohui，Chen Yashu，Xun Shoukui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Anhu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Huainan 232001，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synergy，the degree of association in set pair analysis was used to replace the degree of
synergy， and the collaborative evaluation mod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co-environment system in Huainan City was
constructed to analyze the synergy betwee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co-environment system development in Huainan City
from 2008 to 2017.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before 2016，the orderly degre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system in Huainan City
showed an“inverted U-shaped”trend，and the order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system showed a“U-shaped”trend of ris⁃
ing first and then rising. After 2016，The order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was on the rise. In addi⁃
tio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order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system fluctuated greatly， resulting in economic
development—the eco-environment system has a low degree of synergy，which is -0.2，and is in a state of non-coordination.
Key words：economic development；ecological environment；order degree；synergy degree；set pair analysis；Huainan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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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发展，如何处理好两者间的关系问题，是城市

发展亟需解决的重要课题。

国外对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研究主要集中

在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间呈“倒U型曲线”关系的

Kuznets曲线[3]，且进行了大量实证研究。支持论者

认为环境质量随经济发展先退化后改善[4]，而质疑

者们则认为经济发展与环境质量间的关系有多种

形态，如U型、N型和同步型等[5-6]。国内目前的研

究热点集中在区域、省域和市域的经济发展与生

态环境耦合协调关系[7-11]，而采用协同学和集对分

析研究两者的协调关系的文献较少，这为本文采

用协同学原理和集对分析法研究淮南市经济发展

与生态环境提供了思路。

图1 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协调作用机理

1 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淮南市位于淮河流域中游，以丘陵和平原为

主，属于暖温带和亚热带的过渡地带，2017年平

均降水量 1 229.6 mm，年平均气温 16.4 ℃。矿产

资源丰富，如煤炭、石灰石、白云岩、铁矿石、

磷矿石、紫砂和粘土等，约占华东地区的 50%，是

华东地区的“动力之乡”。

1.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研究数据来源于 2009—2018年《淮南市统计

年鉴》《安徽省统计年鉴》和《淮南市国民经济与

社会经济发展公报》，部分缺失年份数据通过插值

法补齐。

1.2.1 协同理论

协同理论由德国学者哈肯于 20世纪 70年代所

创，是一种用于研究系统内部子系统如何通过协

同作用，促使其自发地在时空和功能上由无序向

有序结构的方向发展。协同系统由随时间变化的

参量组成，系统的有序变化程度由变化较慢的参

量决定，称为序参量。本文中的协同度指定量描

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系统之间的协同程度，其

大小体现了系统从无序到有序的变化过程。

1.2.2 集对分析法

设集合 A和 B相互关联，并组成一个集对

H( A,B )，则集对H( A, B )的联系度为

μA~B = SN +
F
N
i + P

N
j （1）

其中：S为集对分析中两个集合共有特性的数

量；N为所论集对的特性总数；F = N - S - P，为

差异的特性数；P为对立的特性数；iϵ [ -1, 1 ]为差

异度系数；j为对立度系数，规定取-1，表明两个

集合之间的对立性。

令 a = S
N
, b =

F
N
, c =

P
N
，则公式（1）可表示

为

μA~B = a + bi + cj （2）
a、b、c依次为集合 A和 B之间的同一度、差

异度与对立度，且满足a + b + c = 1的条件。

由上述公式可知，联系度的取值范围为

[ -1, 1 ]，当 0 < μA~B < 1时，集合 A和 B趋于同一，

μA~B愈接近 1，则协同度愈高；μA~B愈接近 0，则协

同度愈低，表明集合 A和 B趋于差异；若 -1 <
μA~B < 0时，表明集合 A和 B趋于对立，即为不协

同状态。

本文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系统看作一个集

对 H ( S1、S2 )，S1、S2分别为经济发展系统与生态

环境系统，则两者间的协同度C为

C ≅ μS1~S2 = a + bi + cj （3）
1.2.3 有序度

以集合 X1=（x11，x12，…，x1n） 表示经济发展

系统，以集合 X2=（x21，x22，…，x2n）表示生态环

境系统，则集合 X1和集合 X2为系统的序参量，

iϵ [1, 2 ]，n ≥ 1，aij ≤ xij ≤ bij，aij、bij分别为两系统

序参量的极大值和极小值，iϵ [1, n ]。若前m项指

标 xi1, xi2, ..., xim值愈大表明系统有序度愈高，为效

益型指标；后 n - m项指标值愈大表明系统有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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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低，为费用型指标。系统Si序参量有序度为

ui ( xij ) =
ì
í
î

ï

ï

( xij - aij ) / ( bij - aij ) ( j ∈ [ ]1,m )
( bij - xij ) / ( bij - aij ) ( j ∈ [ ]m + 1,n ) （4）

其中：ui ( xij ) ∈ [ ]0, 1 ，有序度愈大，表明其在

系统中的作用愈大。采用线性加权求和法计算得

到Xi对系统Si的总贡献为

ui ( Xi ) =∑
j = 1

n

[ ]ωjui ( xij ) （5）
其中：ωj是第 j项指标的权重；u1 ( X1 )、u2 ( X2 )

依次为系统S1和S2的有序度。

2 协同度评价模型

本文以安徽省淮南市为例，利用公式（3）构

建经济发展—生态环境系统协同评价模型，并进

行实证分析，评价分析结果。

2.1 序参量的选择

根据指标选取的科学性和数据的可获取性原

则，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序参量。经济发展系统序

参量选择人均GDP（X1）、人均财政收入（X2）、人

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X3）、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 （X4）、工业总产值 （X5）、一产占比 （X6）、

二产占比（X7）、三产占比（X8）、固定资产投资额

（X9）和进出口总额（X10） 10个指标；生态环境系

统序参量选择人均水资源量（Y1）、人均耕地面积

（Y2）、人均公园绿地面积（Y3）、造林总面积（Y4）、

工业废水排放量（Y5）、工业废气排放量（Y6）、工

业固体废物产生量（Y7）、全社会用电量（Y8）、能

源消费总量 （Y9） 和污水年处理量 （Y10） 10个指

标，见表1。
2.2 数据处理

用熵值法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确定指标

权重。具体计算步骤如下：

1）数据标准化处理。

正 向 指 标 ： Xij = aij - min{ }aij
max{ }aij - min{ }aij

( i =
1, 2, ..., m, j = 1, 2, ..., n ) （6）

逆 向 指 标 ： Xij = max{ }aij - aij
max{ }aij - min{ }aij

( i =
1, 2, ...,m, j = 1, 2, ..., n ) （7）

2）计算第 i个对象在第 j个指标下所占的比重

表1 淮南市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协同发展指标体系

Pij = xij

∑
i = 1

m

xij

3）计算第 j项指标的熵值。

ej = - 1
lnm∑i = 1

m ( Pi j lnPi j ) , ej ∈ [ ]0, 1 （9）

4）计算差异性系数。

gj = 1 - ej （10）

5）计算第 j项指标的权重。

Wj = gj

∑
j = 1

n

gj
（11）

2.3 经济发展—生态环境系统有序度

将处理后的序列代入公式（4）（5）（11），计

算得到淮南市 2008—2017年经济发展系统有序度，

见表 2和图 2所示。可以看出，淮南市的经济发展

系统有序度和生态环境系统有序度在 10 年的时间

里均波动较为明显，总体均呈上升趋势。究其原

因，从序参量的权重角度分析可知，对经济发展

系统有序度的波动有较大影响的因素是人均 GDP

目标层

淮南

市经

济发

展与

生态

环境

协同

发展

指标

体系

系统层

经济

发展

系统

X

生态

环境

系统

Y

指标层

人均GDP（元/人）X1

人均财政收入（元/人）X2
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元/人）X3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人）X4
工业总产值（万元）X5

一产占比（%）X6
二产占比（%）X7
三产占比（%）X8

固定资产投资额（万元）X9
进出口总额（万美元）X10
人均水资源量（m3/人）Y1

人均耕地面积（千hm2）Y2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m2）Y3

造林总面积（hm2）Y4

工业废水排放量（万 t）Y5

工业废气排放量（亿标m3）Y6

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万 t）Y7

全社会用电量（亿kWh）Y8

能源消费总量（万 tce）Y9

污水年处理量（万 t）Y10

属性

+

+

+

+

+

+

+

+

+

+

+

+

+

+

-

-

-

-

-

+

权重

0.352 7

0.154 0

0.141 0

0.074 2

0.058 2

0.039 9

0.035 1

0.064 1

0.043 0

0.037 6

0.143 0

0.098 5

0.098 0

0.086 0

0.120 0

0.113 6

0.134 9

0.051 3

0.075 1

0.079 6

兰国辉等：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协同度评价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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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52 7）、人均财政收入 （0.154 0） 和人均社会

消费品零售额（0.141 0）；对生态环境系统有序度的

波动有较大影响的因素是人均水资源量（0.143 0）、

工业废水排放量 （0.120 0） 和工业固体废物产生

量 （0.134 9），且这些因素的变化具有不确定性。

具体而言，2016 年以前，经济发展系统有序度呈

先升后降的“倒U型”态势，而生态环境系统有序

度呈先降后升的“U型”态势，2016年后经济发展

与生态环境的有序度均呈上升态势。表明 2016 年

以前，淮南市经济发展是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

的，但近年来情况有所好转，即系统在逐步向更

加协调的方向发展。

表2 淮南市2008—2017年经济发展系统有序度

图2 2008—2017年淮南市经济发展—生态环境系统有序度

2.4 经济发展—生态环境系统协同度

用集对分析中的联系度代表经济发展—生态

环境系统协同度，即 C ≅ μS1~S2 = a + bi + cj。然后

对有序度做同一性、差异性及对立性分析，求出

相应的同一度 a、差异度 b和对立度 c，最后计算出

联系度 μS1~S2，得到经济发展—生态环境系统的协

同度。具体步骤如下。

首先，对有序度进行分级量化处理，分成

I、II、III三级，其中，有序度在区间[0，0.333 3）

上为 I级，区间 [0.333 3，0.666 6） 为 II级，区间

[0.666 6，1]为 III级。其次，定义同、异、反的概

念，原则为“相同为同、相邻为异、相隔为反”，

即经济发展-生态环境系统有序度等级相同的定义

为同；相差一级的定义为异；相差二级的定义为

反。然后分别统计有序度为同的个数 S、异的个数

F和反的个数P，N为年数，取 10，根据式（1）计

算经济发展系统有序度与生态环境系统有序度之

间的联系度。最后根据均匀取值法，取 i = 0, j = -
1代入式（1），得到经济发展—生态环境系统协同

度，计算结果为-0.2，处于不协同状态。表明淮南

市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系统

之间的协同作用未达到最优状态，未发挥局部之

和大于整体功能的系统协同优势。

3 结 论

由熵值法计算得到的序参量权重可知：对经

济发展系统有序度的波动有较大影响的因素是人

均GDP、人均财政收入和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

对生态环境系统有序度的波动有较大影响的因素

是人均水资源量、工业废水排放量和工业固体废

物产生量。对淮南市 2008—2017 年经济发展—生

态环境系统进行协同度评价，发现 2016 年以前，

淮南市经济发展系统有序度呈先升后降的“倒 U

型”态势，而生态环境系统有序度呈先降后升的

“U型”态势，2016年后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有

序度均呈上升态势，即淮南市之前的经济发展是

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但近年来情况有所好

转。此外，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系统有序度均波

动较大，导致经济发展—生态环境系统协同度较

低，为-0.2，处于不协同状态。为促进淮南市经济

发展与生态环境系统的协同发展，在发展经济的

同时必须从根本上重视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

协调资源供给和优化配置，缓解资源的供需矛盾。

要倡导和树立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

严格控制资源消耗总量，着力推动煤炭清洁利用，

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同时，由上述分析可知，淮

南市处于严重缺水状态，必须严格限制工业废水

和生活污水的排放，加大环保投入，从而实现淮

南市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系统的协调发展。

4 对策建议

1）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淮南市

年份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经济发展系统有序度

0.048 7
0.139 6
0.309 2
0.507 0
0.706 7
0.818 7
0.745 4
0.745 2
0.615 4
0.761 4

生态环境系统有序度

0.397 1
0.454 1
0.425 6
0.261 2
0.206 4
0.211 4
0.285 1
0.428 0
0.613 8
0.637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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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淮南作为传统的煤炭资源型

城市，现阶段面临严重的矿产衰竭的问题。鉴于

此，必须通过大力改革创新科技供给方式，扶持

替代产业发展壮大，改变原有产业结构单一的问

题，努力形成产业结构多元化现状，降低经济发

展对煤炭资源的依赖程度。采用科技手段发展大

数据、大生态等高新技术产业，对化工、煤炭、

钢铁等劳动力和资源密集型产业进行全面改造，

着力推进淮南市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利用八公山、

舜耕山等地理优势建立风力发电站，开发风能等

清洁新能源替代传统的煤炭资源，促进传统的黑

色能源消费结构向绿色化方向发展，确保经济发

展向“低投入—高产出—低排放”方向迈进。

2）建立区域生态补偿机制，协调经济发展与

生态环境关系。应建立健全生态补偿机制，重点

落实碳排放补偿机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建立

激励机制，对大力推行绿色低碳设计和践行低碳

发展模式的企业或部门给予适当补偿，利用制度

手段提升碳汇的数量和质量，降低碳排放并充分

吸收已排放的碳，从而实现生态环境的保护，促

进淮南市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双赢”发展，最

终走向绿色脱贫之路。

3）政府加大环保资金投入，着力保护生态环

境。2017 年淮南市节能环保投入占财政支出比重

为 2.92%，远低于其他地区，过少的资金投入并不

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环境问题。鉴于此，政府必

须加大环保资金投入，这是发展良好生态环境的

前提。政府应当发挥主体作用，特别是在环保投

资建设方面，应充分调动各方力量，通过网络、

媒体等途径，号召社会团体和广大群众积极投身

到环境保护的行动中。考虑到淮南市在经过长期

的煤炭开采后生态环境极其脆弱的因素，政府必

须在保持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利用科学手段提

升环保技术，合理有效控制企业“三废”排放，

建立排污收费制度，从源头解决环境污染问题。

4） 建立生态工业园区，促进经济绿色发展。

在循环、绿色、生态经济理论的指导下，统一规

划布局能相互利用的废弃物和副产品的一类产业，

严格按照国家产能政策及相关环保制度执行，严

格按照新环保法的规定执行，提高工业企业环保

准入标准，建立生态工业园区，实现工业经济绿

色健康发展。

5） 倡导绿色消费模式，推动生活方式绿色

化。绿色消费是一种新兴消费模式，政府应加强

制定和完善推动生活方式绿色化的政策措施，全

面推进生活方式绿色化。如：进一步完善有关政

策法规，推动新能源汽车、共享单车以及城市公

共交通等的快速发展；积极研发绿色产品，制定

合理有效的绿色认证标准，并加强绿色认证标识

管理，在政策或者资金方面支持绿色产品生产企

业；呼吁开展以绿色消费、绿色生活为主题的活

动，建立全民绿色化的社会氛围，深化绿色环保

意识；借助现代化科技的帮助，构建绿色生活服

务和信息平台，通过研发和推广绿色生活APP，推

动生活方式向绿色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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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长期以来，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等都是资源

型城市开发的主要资源，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做出

了突出的贡献。黑龙江省有 11座资源型城市，其

中，鸡西、双鸭山、七台河、鹤岗四座是煤炭型

城市[1]，煤炭资源型城市具有周期性的特点，导致

黑龙江省煤炭资源型城市逐步进入衰退期，资源

出现枯竭的现象，生态环境问题较大，严重影响

黑龙江省城市的整体发展，提升政府的基本公共

服务能力，对资源型城市的转型发展具有巨大作

用[2]。对于政府公共服务的相关概念和公共服务的

质量、意义、综述这些方面的研究已较成熟[3-6]。
吴天博[7]在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中用伊春市为政府

行为研究对象，最后从调整产业结构、提升社会

生活和教育以及生态建设方面提出对策。代嗣俊

等[8]运用模糊综合评价对煤炭城市政府行为的绩效

进行评价，分析得出煤炭城市在经济和环境两个

方面管理有待提升。刘霆等[9]运用分层线性回归方

法，分析影响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的内部驱动因

素和外部环境因素，发现营商环境是影响资源枯

竭型城市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并且第三产业的长

期发展将带动城市转型的发展。资源型城市的地

方政府应该在转型过程中充分发挥领导作用，同

时推进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创新，并且提

高资源型城市的公共服务水平，从而协助资源型

城市转型取得成功[10]。在影响公共服务能力理论

上，coggburn等[11]认为新公共服务理论对其影响较

大，政府要以公众整体利益为主。环境保护与生

态治理也是资源型城市发展的重要因素，并且政
基金项目：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16GLE03）；黑

龙江科技大学研究生创新科研项目（YJSCX2019-213HKD）

煤炭资源型城市转型中的政府公共服务评价研究

———以黑龙江省鸡西市为例

孙 剑
（黑龙江科技大学 管理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22）

摘 要：基于黑龙江省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过程中的政府公共服务问题研究，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

合的方法，通过构建政府公共服务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层次分析法和模糊综合评价的方法对政

府公共服务进行评价。以鸡西市的调研情况为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该市的评价结果为一

般，并且维护性公共服务评价较差，该研究对其他煤炭资源型城市转型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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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evaluation of government public service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coal

resource-based cities
——Taking“Jixi City，Heilongjiang Province”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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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the research of government public service in the process of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resource-
based cities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a combination of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methods was adopted to construct a govern⁃
ment public service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using the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nd fuzzy comprehensive eval⁃
uation method， government public service was evaluated，Taking the investigation of Jixi City as an example， an empirical
study was conduct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evaluation results of the city were general，and the evaluation of mainte⁃
nance public services was poor. The research provided reference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other coal resource-based cities.
Key words： resource-based city transformation；government public service evaluation；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fuzzy com⁃
prehensive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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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应承担城市环境治理的主要责任，建立生态区

域补偿制度[12]。政府对于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起着

重要的作用，在推进政府职能转变的大背景下，

提升政府的公共服务水平、建设服务型政府已成

为煤炭资源型城市转型的关键因素，同时公共服

务供给状况的好坏直接会影响资源型城市的后期

发展[13]。一些专家认为，黑龙江省煤炭资源型城市

转型升级的关键就在于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提升，

黑龙江省 4个煤炭城市都遇到了产业结构单一、生

态环境、科技创新、安全生产等制约因素，只有

通过政府参与才能妥善解决，所以在其发展过程

中政府的公共服务研究对黑龙江省的发展有着重

大意义。

1 政府公共服务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1.1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原则

1）象征性原则。在已有的相关文献中关于公

共服务评价的研究，很少有以煤炭型城市为研究

对象，所以针对其转型过程中的政府公共服务评

价结果，应该选择象征性的指标。

2）可操作性原则。对政府公共服务评价体系

应该尽量考虑那些可计算的数据，不应选取抽象

的指标，因为数据计算会造成障碍，影响指标体

系的构建。而选取研究较少的数据，会影响煤炭

资源型城市转型过程中政府公共服务的评价等级，

为了达到更好评价等级模型，采取3个准则层。

3） 综合性。指标的设定要尽可能的全面化，

多角度对煤炭资源型城市公共服务进行全面综合

的评价。

4）标准通用性原则。构建的指标体系要符合

客观的实际标准，并且通过对比研究避免出现指

标体系构建错乱的问题，避免一致性原则，选出

可量化的数据。

5）逻辑性原则。综合考虑煤炭资源型城市转

型发展过程的各个因素，并客观的使评价指标和

评价目标合理的结合起来，层次逻辑要清晰，建

立指标体系应符合煤炭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的现

实情况。

1.2 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本文通过分析有关资料和在阅读大量文献的

基础上，根据相关理论与实际情况构建政府公共

服务评价指标体系，建立黑龙江省煤炭资源型城

市转型过程中政府公共服务的评价指标体系，根

据分析结果针对性的给予建议，从而推动煤炭资

源型城市转型发展。当前，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

已有了进展，但政府的转型还没有彻底成功，如

今的重点是将以公共服务为重心推动政府转型，

而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就是要履行好经济性公共

服务，从而来推动城市转型[14]。资源型城市在转型

的过程中注重经济增长的同时也要维护公共服务，

来保护公众利益。社会性公共服务是公共服务的

重要部分，是人民幸福感的重要指标[15]，鉴于此本

文设置了 3个准则层：经济性公共服务、维护性公

共服务、社会性公共服务。结合现有政府公共服务

评价指标体系相关文献的分析[16-18]，构建了政府公

共服务综合评价的二级指标体系，如图1所示。

图1 政府公共服务评价指标体系

2 模糊综合评价模型

通过定量和定性分析的决策方法求出每个指

标的权值，根据因素集U i第 i个元素对评价集 V中
第 1个元素得出的隶属度为 ri1，第 i个元素单因素

评价的结果用 R i表示，而各因素的权值集合的模

糊集用A i表示，确定A和R之后，通过模糊变化将

U上的模糊向量 A转化成 V上的模糊向量 B，得出

一级模糊综合评价模型：Bi = Ai•Ri，式中“•”表

示模糊运算，采用的模糊算子为M (• , + )，通过

一级模糊综合评价向量组成的矩阵归一化后做二

级模糊综合评价。因此，对照建立的指标评价体

系，根据最大隶属度的原则建立政府公共服务评

价水平等级。

2.1 确定评价因素集

在构建政府公共服务评价体系的模糊决策时，

要考虑指标的因素集。在确定因素集时，首先确

定的评价指标包含政府公共服务的特性并且对指

标进行分类，即U1 = { }U1, U2, ⋯, Un 。设定一级指

孙 剑 ：煤炭资源型城市转型中的政府公共服务评价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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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为 3 个子集构成，通过收集政府公共服务的资

料从而得出因素集指标，二级指标由 10个因素构

成，确定评价因素为U i = { }U i1, U i2, U i3, ⋯, U ik 。

2.2 评价集的确定

建立政府公共服务综合评价的评价集，对

“政府公共服务综合评价”分别作出评价，用 V
表示，V = { }V1 , V2 , V3 , ⋯ , Vm ，在对政府公共

服务实际情况的需要，按其服务质量划分 5个等

级，政府定义评语集为，V = { }V1, V2, V3, V4 , V5 ，
其中 V1, V2, V3, V4, V5 分别代表好、较好、一般、

较差、差。

2.3 进行单因素评判，建立模糊关系矩阵R
模糊关系矩阵的建立需要进行单因素评判，

根据评判的结果建立模糊关系矩阵R

R =
é

ë

ê

ê
êê
ê

ê
ù

û

ú

ú
úú
ú

ú
r11 r12 ⋯ r1m
r21 r22 ⋯ r2m⋮  ⋮  ⋮  ⋮
rn1 rn2 ⋯ rnm

, 0 ≤ rij ≤ 1 （1）

其中：rij为U中元素 ui对于 V中等级 vj的隶属

关系。

2.4 确定指标权重

本文构建政府公共服务评价指标体系，根据

定性与定量的方法来确定权重。在分析政府公共

服务对煤城转型发展过程中起到作用的指标时，

每个因素都不相同，因为对各因素在指标体系中

的重要程度赋予不同的权重，可以采用层次分析

法来对影响政府公共服务的因素的重要性进行排

序，具体操作流程如图2所示。

图2 层次分析法

要确定经济性公共服务U1的各个影响因子权

重A1 = ( )a11,a12,⋯,a1n ，可通过以下公式得到：

ì

í

î

ïï

ïï

( AWA ) i = λmax (WA ) i
∑i = 1
n
WAi = 1, ( i = 1, 2,⋯,n )

λmax = 1n∑i = 1
n ( B•WB ) i
(WB ) i

（2）

其中：WA为各影响因子归一化权重，B为已知

的判断矩阵，WB为相对权重的列向量[19]。根据上

述计算结果并结合 RI取值表 1-9： 0.00， 0.00，
0.58，0.90，1.12，1.24，1.32，1.41，1.45，可得

出一次性检验结果。

本文以黑龙江省鸡西市为例，运动层次分析

法（AHP）与模糊综合评价对政府公共服务进行评

价。先由相关领域的专家根据上述的政府公共服

务综合评价体系打分后构建判断矩阵，再利用

“yaahp”软件求出政府公共服务评价指标的权重、

最大特征根和特征向量，并进行一致性检验，最

终得出的指标权重见表1。

政府公共服务综合评价

一级指标及权重

经济性公共服务（U1）：0.493

维护性公共服务（U2）：0.196

社会性公共服务（U3）：0.311

二级指标及权重

公共基础设施U11：（0.140）
产业结构U12：（0.166）
转移支付U13：（0.070）
科技创新U14：（0.118）

资源U21：（0.049）
社会环境U22：（0.098）
安全生产U23：（0.049）

教育U31：（0.124）
社会保障U32：（0.062）

公共医疗卫生U33：（0.124）

表1 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权重

2.5 模糊判断矩阵的确定和计算

本文就鸡西市的政府公共服务评价开展问卷

调查，随机挑选了 231名煤炭企业的工作人员、高

校的专家、政府公共人员，合理选择咨询对象，

最后获得200份有效问卷，具体数据见表2。
根据表 2中的数据，首先对经济性公共服务

U1、维护性公共服务U2、社会性公共服务U3展开

研究，并且确定了UI的每个对象相应的数值，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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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鸡西市政府公共服务的相关数据

过计算得出：A1=（0.140，0.166，0.070，0.118），

A2=（0.049， 0.098， 0.049），A3=（0.124， 0.062，
0.124）。

同时在U上的模糊关系矩阵为

R1 =
é

ë

ê

ê
êê
ê

ê
ù

û

ú

ú
úú
ú

ú
0.010 0.070 0.440 0.220 0.260
0.075 0.150 0.315 0.325 0.135
0.150 0.225 0.295 0.200 0.130
0.005 0.070 0.525 0.180 0.220

（3）

R2 =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0.075 0.220 0.265 0.335 0.105
0.085 0.155 0.195 0.440 0.125
0.225 0.105 0.335 0.290 0.045

（4）

R3 =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0.350 0.265 0.135 0.215 0.035
0.075 0.105 0.560 0.200 0.060
0.185 0.215 0.400 0.185 0.015

（5）

可以计算出各指标在 U1、U2、U3上的评价结

果为

B1 = A1•R1= （0.025， 0.059， 0.196， 0.12，
0.094） ； B2 = A2•R2= （0.023， 0.031， 0.049，
0.074， 0.020） ； B3 = A3•R3= （0.071， 0.066，
0.101，0.062，0.010）。

根据 B1、B2、B3的结果，可以得出一级指标

评价的交换矩阵，即：

R =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B1
B2
B3

=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0.025 0.059 0.196 0.120 0.094
0.023 0.031 0.049 0.074 0.020
0.071 0.066 0.101 0.062 0.010

（6）

由表 1可知，一级指标的权重为 A=（0.493，
0.196，0.311），由此可以得出政府公共服务综合

评价结果为： B = A•R= （0.039， 0.038， 0.138，
0.093，0.053 2）。

根据模糊综合评价得出的数值，开始对B进行

归一化，即
bi∑bi

，归一化结果为 （0.108，0.105，

0.382，0.258，0.147）。

根据计算结果得出，鸡西市政府公共服务综

合评价隶属度为 （0.108， 0.105， 0.382， 0.258，
0.147），其中隶属度最大值为 0.382，据此可以得

出鸡西市政府公共服务综合评价的等级为“一

般”，但深入分析指标可以看出一些公共服务有待

加强，完善政府公共服务从而促进煤炭资源型城

市转型快速发展。

3 结论与建议

3.1 调整产业结构、整合资源、发展连续产业

黑龙江省是我国重要的老工业基地，而鸡

西市作为黑龙江省最大的煤炭资源城市，多年

来发挥自身煤炭资源的优势，为国家提供丰富

的煤炭资源，但由于产业结构单一，并且在开

采煤矿时会对环境造成污染，阻碍城市转型发

展。所以需要积极破除固有产业的资源限制，

寻找其他优势性发展产业。在城市升级改造过

程中，政府要对周边城市的优质资源进行产业整

合，并且利用自身资源，扩大产业链，积极培养

新能源产业，减少煤炭资源的消耗，寻找可替

代、可再生的资源发展经济，并且同时也要对环

保工作加大投入，鼓励新兴的企业发展、帮扶传

统产业。优化调整产业结构，协调第三产业发

展，逐步形成多元现代化产业系统。我国大数据

技术已经发展成熟，煤炭企业通过与智能平台相

融合，开展“互联网+煤炭”服务，打造工业互

联网平台，通过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提升煤炭

企业管理水平。政府应该大力培育连续替代产

业，在转型过程中，采用以煤炭资源产业为主、

发展多元化模式，实施产业创新、科技创新，用

科学技术推动产业转型，鸡西作为石墨之都，政

府应大力发展石墨烯技术，并结合黑龙江省自身

的优越性条件发展旅游业、物流业，逐步形成多

元现代化产业系统。

3.2 加大人才培养力度

复合型、高技术人才的数量和培养是资源型

城市转型发展的必要因素，黑龙江省鸡西市的高

科技、复合型人才的数量和培养机制根本无法满

足城市转型发展的需要，鸡西市政府应加强对教

一级指标

经济性公

共服务

维护性公

共服务

社会性公

共服务

二级指标

U11
U12
U13
U14
U21
U22
U23
U31
U32
U33

好

0.010
0.075
0.150
0.005
0.075
0.085
0.225
0.350
0.075
0.185

较好

0.070
0.150
0.225
0.070
0.220
0.155
0.105
0.265
0.105
0.215

一般

0.440
0.315
0.295
0.525
0.265
0.195
0.335
0.135
0.560
0.400

较差

0.220
0.325
0.200
0.180
0.335
0.440
0.290
0.215
0.200
0.185

差

0.260
0.135
0.130
0.220
0.105
0.125
0.045
0.035
0.060
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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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资源规模的投入，提高人才的教育程度，从而

提高生产能力，创造出更多的财富。鸡西市政府

要完善培养人才的方式，并且扩大对人才培养的

宣传，而针对煤炭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更要培

养人才的创业创新的能力，特别是对大学生及更

好学历的人才，政府应对高素质人才引进、保留

方面出台相应的引进政策，从而储备更多的优秀

人才来推动资源型城市更好的转型。

3.3 做优生态环境

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中指出，全

国各资源型城市必须要把生态文明放在首位。黑

龙江省鸡西市政府必须意识到生态环境的重要性，

首先要改善空气质量，加强技术创新，在生产过

程中做到无害化处理，积极响应国家的垃圾分类

处理，对煤炭运输中的粉尘、汽车排出的尾气、

燃煤的锅炉等对空气有害的物质加以处理，普及

电动汽车的使用。政府也可以参照法国的经验，

对煤炭沉陷的区域进行植树造绿，以营造良好的

社会生态环境。

3.4 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政府应实施社会综合治安工作、完善鸡西市

重要街道警亭设置，应推进市县两级的视频监控

平台联网运行，对城市进行网络化的管理。群众

对于构筑良好的社会环境有重要的作用，政府应

积极完善与社会公众的互动机制，通过“微信、

微博”等软件的快速发展，政府可建立相应的微

信公众号，定期向公众普及良好社会环境的重要

性。同时政府应该注意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也

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政府可以从提高基

础设施配置水平、教育设施配置水平、医疗设施

配置水平、文化体育配置水平、社会保障配置水

平来促进良好的社会环境发展。同时，政府要宣

传安全生产的重要性，在全社会营造良好的社会

安全气氛，生产企业适时并定期的进行检查与监

督，发现问题要及时制止，构建完整的预警信息

发布体系。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挥龙

江人精神，政府要让更多的群众意识到城市转型

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将全省人民的力量发挥到城

市转型中，构筑良好的社会环境来推动城市更好

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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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9月 11日，徐州市人民政府接到联合

国人居署正式确认，徐州市获得 2018年联合国人

居奖 （UN Habitat Scroll of Honor Award）。作为典

型的资源枯竭型城市，徐州市近年来多管齐下，

在资源型城市转型的道路上为国家提供了可参考

的“潘安湖方案”和“徐州样本”，被 《人民日

报》、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等先后报道[1]。

2019年 4月 27日，联合国副秘书长兼人居署执行

主任麦慕娜·莫哈德·谢里夫女士一行现场考察

徐州市生态环境建设情况[2] ，谢里夫女士对徐州特

别是潘安湖国家湿地公园留下深刻印象。谢里夫

女士认为，徐州的生态转型经验和做法都非常有

价值、可以总结复制，值得全球同类地区和城市

认真学习借鉴[2] 。而潘安湖国家湿地公园让百年矿

区蝶变成风景如画的生态公园，是徐州从“一城

煤灰半城土”到“一城青山半城湖”转变的缩影。

徐州市华丽转身的背后，是中国矿业大学、徐州

市人民政府与企事业单位校地融合协同合作的结

果。因此，研究校地融合助推资源型城市转型的

校地融合助推资源型城市转型的路径分析

——基于徐州市潘安湖采煤塌陷地治理的实践

王文龙 1，罗 希 1，崔 靖 2

（1.中国矿业大学，江苏 徐州 221116；2.太原工业学院 经济与管理系，山西 太原 030008）

摘 要：校地融合具有独特的优势，在资源型城市转型中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通过介绍校地融合

助推资源型城市转型的优势，以徐州市潘安湖采煤塌陷地治理的实践为例，提出并探索建立校地融

合助推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的徐州模式，并从 3个方面对该模式进行分析。最后，从合作共赢、搭

建平台、智库发力、学科交叉、融入属地资源、持续创新 6个方面探索出“可推广、能复制、易成

型”的校地融合助推资源型城市转型的路径，为其他资源型城市转型提供参考。

关键词：校地融合；资源型城市转型；实施模式；塌陷地治理；潘安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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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chool-local integration has unique advantages and can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resource-
based cities. By introducing the advantages of school-local integration and promoting resource-based urban transformation，tak⁃
ing the practice of coal mining subsidence in Pan'an Lake in Xuzhou City as an example，Xuzhou pattern of campus integra⁃
tion was established to promote the resource-based city transformation，and the pattern was analyzed from three aspects. Final⁃
ly， from the aspects of cooperation and win-win，building a platform，developing a think tank，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ng
into local resources，and continuing innovation，the path of “promoting，replicating，and easy to form” of school-local inte⁃
gration to promote resource-based city transformation was explored， and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other re⁃
source-based c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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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与路径，具有显著的现实意义和借鉴价值。

1 相关概念界定

1.1 校地融合

“校地融合”中的“校”是指隶属于国家或部

省级教育主管部门，其人事编制由上级部门核准，

财政经费由上级部门下拨，财权和人事权均不受

办学所在地理区域的市级人民政府管辖的高等院

校。“校地融合”中的“地”是高等院校办学所在

地理区域的市级人民政府及其下属相关组织与机

构。所谓“校地融合”是指高等院校与其所在地

的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开展的科研、经济、技

术、人才等多方面或其中一方面的合作。其合作

主要体现在信息、人才、资本等经济要素在各方

之间的配置优化及流动，多方协同发挥己之所长，

共推校地创新发展的局面。

1.2 资源型城市

资源型城市是在城市化与工业化进程中产生，

依托不可再生自然资源，如石油、天然气、煤炭

等建设发展起来的城市。由于不可再生自然资源

的有限性，资源型城市会伴随着资源的枯竭而陷

入发展困境，而资源开采带来的环境恶化、社会

矛盾凸显等系列问题突出。依据《全国资源型城

市可持续发展规划（2013—2020年）》，我国资源

型城市共有 262座，其中 67座为衰退型城市，需

要治理的沉陷区面积约 14万 hm2，这些城市的资

源近乎枯竭，经济发展滞后，民生问题凸显，生

态环境亟需改善，为经济转型发展的重点与难点

区域 [3]。

2 校地融合助推资源型城市转型优势分析

2.1 校地融合助推资源型城市转型正当其时

在校地融合发展的大背景下，高等院校是助

推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的生力军，高等院校的专

业设置要与城市的产业需求相对接，达到高等院

校人才输出与地方政府人才需求的匹配。高等院

校通过整合学校资源，发挥科技优势，提供理论

指导、政策咨询、顶层设计，发掘学科特色，发

挥智库作用，制定配套政策，鼓励师生到资源型

城市转型一线开展科研活动，科研应匹配当地产

业发展，为资源型城市转型提供智力与科技支撑。

2.2 校地融合为资源型城市转型输送人才

单一的产业结构是资源型城市最大的通病。

资源枯竭型城市还面临着经济不发达、环境污染

严重、未形成新兴产业、人才流失严重的迫切问

题，而以上问题的症结核心就是缺人才。人才培

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和创新是高

等院校的四大职能[4]。人才培养为其根本任务，其

他三项职能皆为人才培养服务。在校地融合发展

的大背景下，资源型城市域内的高等院校应发挥

作为培养高素质高水平复合型人才的基地作用，

积极主动为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输送优质的科技

与管理人才。

2.3 校地融合为资源型城市转型发挥智库作用

当地高等院校可依托学科及专业优势，有针

对性地为资源型城市转型升级提供咨询与技术支

持，发挥智库作用或与地方政府合作共建智库机

构，服务于城市的环境改善，建设功能完备、服

务配套、美丽宜居的新城市。将城市转型升级与

生态环境建设同频共振，以优化城市生态文化为

主要抓手，解决水源、土地、空气等污染难题，

为打造天蓝、水清、地绿的美丽城市，校地融合

为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发挥智库

作用。

3 校地融合助推资源型城市转型的案例分析

3.1 徐州市潘安湖采煤塌陷地治理的实践

3.1.1 校地融合治理徐州市潘安湖采煤塌陷地的

过程

中国矿业大学是教育部部属的国家重点大学，

1978年自重庆市三汇坝搬迁至江苏省徐州市。41
年来，中国矿业大学坚持发挥自身学科、科研、

人才优势，与徐州市人民政府及相关企事业单位

通力合作，特别是近年来，校地融合在塌陷地

治理与生态修复方面为促进地方发展做出了巨

大贡献。

1） 校地共建科研实体机构。徐州市具有 130
余年的采煤历史，煤矿开采累计形成了 2.5万余公

顷塌陷地，对百姓耕地、生态环境等带来了严重

后果[1]。采煤塌陷地的治理需要了解塌陷地沉陷特

征，并精确计算塌陷位置、塌陷速度、沉降量、

移动和变形等信息，需要成立专门机构协调解决。

在中国矿业大学的积极筹备和部、省、市各部门

的支持下，2008年 9月，中德能源与矿区生态环境

研究中心 （以下简称“中德中心”） 在中国矿业

大学成立。该中心是中国矿业大学与徐州市人民

政府校地共建的非营利性学术研究机构，机构依

托中国矿业大学优势学科而建，旨在借鉴鲁尔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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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基地之经验，为塌陷地治理提供科学引领。

2）实施示范工程并成立联合课题组。江苏省

人民政府于 2008年 11月出台了《关于加快振兴徐

州老工业基地的意见》，借此东风，中德中心在徐

州市城北实施了示范工程。中国矿业大学成立联

合课题组，研究编制《徐州矿区塌陷地生态恢复

规划》 [5]，规划中提出多层次、多目标的塌陷地再

利用思路，并提出对塌陷地进行合理分区，针对

性的确立分区塌陷地可以承接的产业及承担的城

市功能，重建景观体系，整合升级矿区老旧功能，

对采煤塌陷地的实用价值予以深度挖掘。

3） 合作中促使校地融合升级换代。2013年，

中德中心实体化建设进一步升级，由中国矿业大

学牵头，徐州市人民政府、中国土地勘测规划院、

徐州矿务集团有限公司等单位协作，亚琛工业大

学、德国鲁尔集团等参与，校地建立了江苏省

“老工业基地资源利用与生态修复”协同创新中

心[6]。中心依托采矿工程、土地资源管理、工程力

学、岩土工程、测绘科学与技术等国家重点学科

以及深部岩土力学与地下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等

科研平台，汇集了包括院士和杰青在内的一大批

科技工作者，为学科联合科技攻关打下了基础。

2014年 11月 25日，作为江苏省首家市场化的科研

实体，徐州市生态文明建设研究院正式成立，为

校地融合推进生态文明理论研究与实践创新搭建

了新平台。

4）国家课题支持与校内协同合作。潘安湖采

煤塌陷地位于徐州市贾汪区境内，是权台矿和旗

山矿采煤遗留问题，总面积 0.116万 hm2，塌陷区

内常年积水，平均水深超 4 m，荒草丛生、坑塘密

布，无法耕种与居住。两项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将

潘安湖塌陷区作为课题研究基地，中国矿业大学

环境与测绘学院、力学与土木工程学院 （原力学

与建筑工程学院）、管理学院、建筑与设计学院等

多所院系的专家学者与徐州市地方国土部门协同

合作，协同测量工程、采矿工程、土地复垦、生

态修复、土地科学与技术、土木工程和景观生态

学等多个学科和技术，做了大量繁琐而艰苦的工

作，攻克了多项技术难题 [5]。此后，潘安湖生态

修复规划在各方通力合作下完成，规划提出切合实

际的建设模式，通过开湖造景、挖土造田、培育湿

地等途径对潘安湖采煤塌陷区进行了综合治理。

3.1.2 潘安湖采煤塌陷地的治理效果

潘安湖采煤塌陷地治理自 2010年 2月开工，

经过多年努力，潘安湖采煤塌陷地已经蝶变成潘

安湖湿地公园。2014年 6月，公园入选国家 4A级

旅游景区。2017年 8月，公园获批为国家湿地旅游

示范基地 （首批 10家之一） [5]。同年 12月，习近

平总书记来到潘安湖湿地公园神农码头，对贾汪

转型发展予以高度评价。现在的潘安湖湿地公园

已成为徐州地区乃至淮海经济区的度假胜地，许

多外出务工的当地村民纷纷回到家乡，或在景区

工作，或自己开办民宿或农家乐，日子过得红红

火火。更多人接踵而至，有的是一睹公园的锦绣

风光，有的是学习潘安湖采煤塌陷地治理经验。

3.1.3 潘安湖采煤塌陷地治理的后时代工作

在潘安湖采煤塌陷地治理获得成功，其生态

红利恩泽潘安湖百姓之时，中国矿业大学与徐州

市政府的校地融合仍在继续。中国矿业大学正依

托国土资源部公益性行业专项项目，持续监测当

地的水体、土壤和植被等，建设持续利用野外与

生态监测科研基地，做好科技支撑服务。而双方

的校地融合的步伐进一步加快。2018年 5月 7日，

“江苏省教育界与产业界进行对话对接活动——资

源型城市转型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在潘安湖畔

举行，活动由徐州市人民政府、中国矿业大学等

单位主要负责，会上发布了《潘安湖宣言：资源

型城市转型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行动计划》 [7]。
2019年 5 月 17 日，中国矿业大学与徐州市人民政

府签署了全面合作协议。双方将在科技创新、人

才培养、产学研合作等方面加强合作，大力推进

资源共享。中国矿业大学将为淮海经济区中心城

市的徐州提供人才、技术、智库建设等方面发力，

徐州市人民政府也将支持中国矿业大学发展，在

双方规划对接、人才建设、政策支持、经费保障

等方面给予保障。

3.2 徐州市潘安湖采煤塌陷地治理的模式分析

1）校地融合助力模式分析。在中国矿业大学

与徐州市人民政府校地融合治理潘安湖采煤塌陷

地的过程中，逐步探索出了校地融合助推资源型

城市转型的模式，即“成立一个专门机构，组建

一支跨学科团队，建设一个示范工程，发挥智库

作用，国家课题支持，校内高度协同”，一起助推

地方转型发展。其中，成立一个专门机构就是

2008年 9月成立的中德中心；组建一支跨学科团队

就是中国矿业大学成立了联合课题组；建设一个

示范工程即实施的徐州市城北示范工程；发挥智

库作用即江苏省“老工业基地资源利用与生态修

王文龙等：校地融合助推资源型城市转型的路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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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协同创新中心与徐州市生态文明建设研究院

等机构的作用发挥；国家课题支持即两项国家科

技支撑计划支持。校内外高度协同指校内多所院

系的专家学者与徐州市地方国土部门的协同合作。

校地融合助推资源型城市转型的“徐州模式”（以

下简称“徐州模式”） 如图 1所示。“徐州模式”

的各要素中，成立一个专门机构是基础，组建一

支跨学科团队是核心，发挥智库作用和校内外高

度协同是保障，国家课题支持是关键，建设一个

示范工程是有效路径。

图1 校地融合助推资源型城市转型的“徐州模式”

2） 校地融合实现途径分析。“徐州模式”通

过有效借助上级政策支持，在地方政府配合、学

校全力推进、融入属地资源并有效借助外力的情

况下顺利实施。国家与江苏省的政策支持为潘安

湖的治理打下了基础，江苏省人民政府出台的

《关于加快振兴徐州老工业基地的意见》是核心的

上级政策支持。中国矿业大学与徐州市人民政府

校地融合通力合作是关键与核心，中国矿业大学

融入属地资源，与徐州市的国土、规划等相关部

门融合发展，共建相关载体平台是内部保障，有

效借助德国鲁尔先进经验，引进中国土地勘测规

划院等机构参与是外部保障。

3） 工作组织机制分析。“徐州模式”以潘安

湖采煤塌陷地治理，助推资源型城市转型为目标，

校地联动成立的中德中心等专业机构为载体，发

挥实施的国家级项目之引领作用，做到校企合作，

形成了“校地联动、项目引领、校企合作、长效

机制”的工作组织机制。在规划制定、项目实

施、机构建设、长远发展等方面长期共建，有效

地破解了潘安湖采煤塌陷地治理的诸多限制因

素，为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提供了切实可行的

“徐州样本”。

4 校地融合助推资源型城市转型的路径

基于上述校地融合助推资源型城市转型的徐

州模式探索，校地融合在助推资源型城市转型发

展方面大有可为。校地融合需要从创新主体 （高

等院校）和创新运行（地方政府）两个维度出发，

功能定位明确，是校地融合发展的前提。校地双

方应该围绕产业优化升级、共建研发实体机构、

校地合作参与配合度、优化高等院校科研组织形

式、发挥高等院校智库作用、地方政府出台优惠

政策、提高高等院校专业素养及与地方需求的匹

配度、建立长效激励机制、吸引多元主体投资

等问题，积极协同探索，助推资源型城市的转

型发展。

4.1 合作共赢，树立校地命运共同体意识

高等院校与所在城市共生共荣，所在城市的

气质由高等院校的内涵决定，高等院校的整体水

平影响着所在城市的未来发展。在新一轮技术和

产业变革的新形势下，在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逐步实施之际，校地融合发展是加快所在城市转

型升级的关键举措，高等院校与所在城市双方应

树立校地命运共同体意识，携手共享发展之机遇，

一起共担时代之使命，多维度 （广度、深度、高

度） 在校地合作上进一步拓展协同合作空间，方

能实现校地共赢，共谱发展新华章。

4.2 搭建平台，注重强化校地融合顶层设计

一是站在全局和战略高度谋划校地融合长远

目标任务。做到坚持目标导向，明确功能定位。

地方政府对支持域内高等院校发展的方向、目标

和任务予以明确，域内高等院校要围绕地方政府

转型升级的产业，优化服务地方发展的功能定位。

二是高等院校与所在城市应结合当地转型之需要，

共建校地合作平台。地方政府应积极争取上级政

策，使地方政府的产业转型和域内高校获取更广

领域、更大力度、更高水平的支持，积极搭建产

业发展需要的高水平平台。

4.3 智库发力，为校地融合发展提供智力保障

一是做好高端、新型的智库建设。高等院校

的智库数量庞大，但是产生较大社会影响力的智

库匮乏，校地双方应加大建设力度、增加经费投

入、对标地方产业需求，多出优质成果，积极畅

通参与政府决策渠道，为校地融合发展提供源源

不断的智力支持。二是充分发挥校内科研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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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实验室、协同中心的智库作用。高等院校各

类科研机构中的科研成果、科研队伍水平较高，

且大多具备咨询经验，对于关乎国家或地区重大

社会需求的科研平台，应鼓励其向专业化、高端

化智库发展。

4.4 学科交叉，提高解决服务地方转型的能力

高等院校应紧密对接地方产业升级之需求，

及时调整学科布局，完善人才培养模式，优化科

研体制与机制；积极引导一批专家团队紧紧围绕

地方转型战略之需求，积极推进学科交叉融合，

开展基础性、前瞻性研究工作。校地做好配套的

政策引导与支持，校地双方可以合作设立“产业

引导基金”“成果孵化基金”等，促进对口产业更

多科技成果转化，孵化一批对口科技成果服务于

地方产业升级，可以让更多高等院校的一流科技

人才专心做科研、一心做研究，多出成果，出好

成果，全面增强服务地方转型发展的能力。

4.5 融入属地资源，“高等院校、地方政府、企事

业单位”三方协同发力

高等院校主动服务地方发展，融入属地资源

是校地融合发展的长久之策。应加强高等院校、

地方政府、企事业单位之间的沟通与协调，充分

发挥高等院校专业化、政府本土化、企业行业化

之优势，做到信息畅通、关键点靶向发力、三方

协同发力。高等院校发挥自身优势，积极融入属

地资源，引导结合做好智库建设，抓住助推城市

转型发展的历史机遇，搭建引智载体，为城市转

型发展提供智力、科技保障。地方政府在产业化

项目对接、投资融资、吸引社会资本参与、搭建

沟通渠道等方面多做工作，深入发掘高等院校潜

力，做好后续保障服务工作。企事业单位在搭建

各方参与平台、优化资源要素、参与城市转型发

展、均衡配置公共资源上发力。

4.6 持续创新，建立校地融合发展长效机制

一是签署校地共建协议。协议签署有利于校

地双方在更高层次上深度合作，让生产要素和创

新资源在校地合作下迸发更多活力。同时校地合

作协议为双方合作搭建了合作框架，有利于校地

细化合作内容，推动校地融合发展。二是建立双

方交流机制。建立校地双方定期会晤机制，解决

沟通不畅的难题；探索建立校地高层领导双向交

流和中层领导双向挂职机制，校地双方人才双向

流动更有利于校地融合发展。三是优化绩效评价

体制。重点打造校地融合助推城市转型试点项目，

对合作项目的任务、路线图和时间表予以明确，

建立健全项目绩效考核机制，做到总结工作，找

准问题，提出工作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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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是煤炭资源丰富的能源大省，煤炭开

采具有悠久的历史。随着煤炭资源的持续开发，

部分煤矿已经面临严重的资源枯竭问题，也有部

分落后煤矿不符合安全生产要求，开采成本高，

亏损严重[1]，煤矿的绿色转型迫在眉睫。中国对矿

山尤其是煤矿绿色转型的研究起步较晚，基础理

论薄弱，关键技术不成熟，对“绿色矿山”的概

念尚未统一[2]，政策体系更是尚未完善[3]。在政策

评价方面，目前的政策评价研究已进入实证研究

阶段，以模糊综合评价为代表的定量方法已被广

泛用于高新技术、制造业以及煤炭等多个领域的

产业政策评价研究。另外，还有王玉虎[4]对建筑节

能减排政策的实施效果的定性探讨。刘亭立等[5]用
PMC 指数模型建立绿色能源产业创新政策的评价

体系。具体到煤炭领域，刘海滨等[6]从政策的可行

性与有效性两个层面出发，构建了煤炭产能调控

山西省煤矿绿色转型政策的发展及评价

符田媛，张 锦
（太原理工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山西 太原 030600）

摘 要：从国家政策和山西省地方政策同时着手，基于政策权威、政策措施、发布主体、核心领

域、相关内容、政策组合、政策时效7个方面建立评价指标，通过改进的PCM指数模型法计算山西

省煤矿绿色转型政策综合力度，并以此评价山西省煤矿绿色转型政策的发展历程。研究表明：一

方面山西煤矿绿色转型政策综合力度得分经历 2007年 3.93分与 2017年 9.48的两次峰值，以及 2011
年 1.53分的一次谷底，呈波动增长趋势；另一方面政策数量和政策组合为政策综合力度的主要影

响因素。虽然当前山西省煤矿绿色转型政策的综合力度较强，取得了各方面的显著成果，但绿色

转型政策相关内容仍不够具体，未来制定政策时，需进一步加强在绿色转型区域一体化和产业绿

色化发展方面的关注。

关键词：绿色转型；改进的PCM指数模型法；政策评价；山西省；煤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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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and evaluation on the green transformation policy of coal mines in Shanxi
Province

Fu Tianyuan，Zhang Ji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Taiyu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Taiyuan 030600，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study the comprehensive efforts of the green transformation policy of coal mines in Shanxi Province，
and use it to evaluate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the green transformation policy of coal mines in Shanxi Province. Starting
from the national policy and the local policies of Shanxi Province，the evaluation indicators are established from seven aspects：
policy authority，policy measures，core areas of release， relevant content，policy mix，and policy timeliness，and calculated
by the improved PCM index model method.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comprehensive intensity score of the Shanxi mine's
green transformation policy has experienced a volatility growth trend of 3.93 points in 2007 and two peaks of 9.48 in 2017，
and a valley of 1.53 points in 2011. And the number of policies and the combination of policies are the main influencing fac⁃
tors of the comprehensive strength of the policy. At present， the comprehensive reform policy of coal mines in Shanxi Prov⁃
ince is strong，and has achieved remarkable results in all aspects，but the relevant content of the green transition policy is
still not specific enough. When formulating policies，it is necessary to further strengthen the focus on green transformation re⁃
gional integration and industrial green development.
Key words：green transformation；improved PCM index model method；policy evaluation；Shanxi Province；coal m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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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的评价指标体系。基于此，以煤炭大省山西

省作为典型代表，针对其煤矿绿色转型，从各类

国家和山西地方相关煤矿绿色转型政策中挖掘出

绿色转型相关内容，借助改进的 PMC指数模型法

评价国家和山西对煤矿绿色转型的政策综合力度，

以针对性为山西省煤矿绿色转型政策的未来发展

提出建设性意见，为其他省份的煤矿绿色转型政

策制定提供参考依据。

1 文献综述

近年来实施的煤炭去产能政策，促使一批资

源枯竭及落后煤矿加快关闭，形成大量的废弃煤

矿[7]。根据“中国煤炭资源高效回收及节能战略研

究”结果表明，预计到 2020 年，中国废弃煤矿数

量将达到 12 000 处，到 2030年数量将到达 15 000

处[8]。据调查，目前的废弃矿井中赋存煤炭资源量

高达 420亿 t，非常规天然气近 5 000亿m3，并且还

具有丰富的矿井水资源、地热资源、空间资源、

土地资源和旅游资源等。但中国煤炭企业的煤矿

绿色转型意识淡薄，这不仅造成资源的巨大浪费，

还有可能诱发后续的安全、环境及社会等问题[9]。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对资源型经济转

型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以能源供给结构转型为

重点，建设安全、绿色、集约、高效的清洁能源

供应体系，引导退出过剩产能、发展优质产能，

推进煤炭产能减量置换和减量重组。煤矿绿色转

型重点是以煤的绿色转型为主，煤的绿色转型主

要包括煤炭的清洁高效利用和废弃煤矿的再利用。

目前中国对煤矿资源型经济绿色转型发展的

对策研究仍滞留在表层或者某一侧面，且理论滞

后于实践，导致生产中涌现出各种问题。因此国

家政策引导尤为重要，政策的制定发展过程对煤

矿绿色转型有着重大影响。然而，由于能源产业

链复杂交错[10]，以及能源所具有的宏观经济性，与

能源相关的政策具有很强的综合性和宏观性，缺

乏针对性，在政策制定方面有较大难度，因此通

过政策评价为政策制定提供依据。由于模糊综合

评价方法有以下几个问题：①主观性偏大问题；

②评价结果不一的问题；③标度确定问题；④信

息丢失问题；⑤重复计算问题，导致评价结果不

尽人意。PMC 指数模型法虽然指出变量之间存在

广泛的内在联系，从静态角度分离出运动的本质

属性对政策进行评价的行为是不恰当的[11]，但采用

二进制的评分原则难易将政策的各个评价指标划

分等级。因此，选取改进后的 PMC 指数模型法，

改进方法为摒弃二进制评分法，即不根据是否涉

及指标内容而打分为 1 或 0，而是在设置 2 层指标

后，根据不同指标的内容及在该指标下的程度按

等级进行打分，在相同的满分模式下，涉及的内

容越多，程度越大，得分越高。由各项得分的加

权均值作为 PMC 指数对煤矿绿色转型政策的综合

力度进行进一步打分评价。

2 政策收集与整理

2.1 政策收集

基于权威性和导向性原则，所选的山西省煤

矿绿色转型政策全部来源于公开的官方网站，主

要包括国务院门户网站、国家能源局、发改委、

地方政府门户网站等。分别以“山西煤矿”“废弃

矿山/煤矿”“绿色”“转型”等关键词共下载 203

项涉及山西省煤矿绿色转型发展的政策文件，时

间跨度从2000年至今。

为了保证政策文件选取的相关性、准确性和

代表性，按照以下原则对政策文件进行进一步遴

选：一是筛选出颁布主体为国务院、能源局、发

改委和地方政府的政策文件；二是剔除政策文件

中仅出现关键字但内容相关性弱的文件；三是除

有发文字号的文件外，其他涉及的文件也一并选

编号

1
2
3
4

77

88

名称

煤矿安全监察条例

节能中长期专项规划

国务院关于促进煤炭工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

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三大煤炭基地建设促进全省煤炭工业可持续发展的意见

……

山西省2017年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公示

……

关于进一步完善煤炭产能置换政策加快优质产能释放促进落后产能有序退出的通知

发布主体

国务院

发改委

国务院

山西省政府

山西省政府

发改委

发布年份

2000

2004

2005

2005

2017

2018

表1 煤矿绿色转型政策汇总

符田媛等：山西省煤矿绿色转型政策的发展及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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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四是舍弃 2019 年不完全的政策信息，只研究

到 2018 年。根据上述原则，最终梳理了有效政策

文件137份。

2.2 政策整理

首先，对政策进行罗列及整理，并提取相关

信息。其次，将政策内容转换为纯文本格式，仅

保留正文内容，以便后续处理。最后，将政策文

件导入ROSTCM6文本挖掘软件，进行分词处理和

高频词统计。经过筛选、整理、统计，最终确定

了与煤矿绿色转型发展紧密关联的 88 项政策为研

究对象，并为其编号，见表 1 。

3 建立评价模型

3.1 政策内容提取

单独提取表1 所列政策中的与煤矿绿色转型的

内容。若全文均与之相关则用“全文”代替，作

政策相关内容一览表。

3.2 政策的变量设置与参数设定

按照 PMC 指数 （Policy Modeling Consistency

In-dex）模型法[12]，对煤矿绿色转型政策所涉及的

变量进行罗列。变量的设置符合基本国情，参照

张永安及孙春升等对政策变量的度量并进行修

改[13]。设置 7 项一级指标分别为政策权威 （X1）；

政策措施 （X2）；发布主体 （X3）； 核心领域

（X4）；相关内容 （X5）； 政策组合 （X6）；政策

时效（X7）。其中，还设有二级指标，每个指标根

据其不同的性质规定相应的分值，具体指标定义

及对应分值见表2。

其中，政策时效长于 10 年，为长期有效；政

策时效为 5~10 年，为中期有效；政策时效为 1~5
年，为短期有效。核心领域包括技术改进，成果

转化，产业链优化，可持续性，经济激励等方面。

变量设置后，对所有参数设置相同的权重，以保

证政策对其发挥着同样重大的影响。

3.3 PMC 指数模型研究框架

借 鉴 Mario Arturo Ruiz Estrada 的 算 法[14]，

PMC指数计量由3个步骤构成。第一步，将全部两

级变量导入表 3中，共有 7项一级指标，每项一级

指标又包含多个二级指标，并且对于二级指标的

数量未设限制，最大限度地储存在政策文本数据。

第二步，使用 ROSTCM6 软件统计关键词结果并

对应填入表中进行打分。第三步，根据公式 （1）

计算煤矿绿色转型政策的 PMC 指数即打分结果，

结果取值范围为 0~42分。根据公式（2）计算每年

的政策综合力度Py，，对PMC指数归一化后求和。

PMC =∑
i = 1

n

Xi （1）

其中，Xi为一阶指标得分，n为一级指标总数，

一级

指标

X1

X2

X3

X4

X5

X6
X7

指标名称

政策权威

政策措施

发布主体

核心领域

相关内容

政策组合

政策时效

二级

变量

X1.1
X1.2
X1.3
X2.1
X2.2
X2.3
X3.1
X3.2
X3.3
X4.1
X4.2
X4.3
X5.1
X5.2
X6.1
X7.1
X7.2

变量名称

法律

条例

暂行条例

具体措施及严格标准

具体措施及详细标准

较具体措施

全国人大

国务院

国家部委

5项以上

5项
4项
全文

部分

两项以上

长期

中期

分值

6
5
4
6
5
4
6
5
4
6
5
4
6
4
6
6
4

二级

变量

X1.4
X1.5
X1.6
X2.4
X2.5
X2.6
X3.4
X3.5
X3.6
X4.4
X4.5
X4.6
X5.3

X6.2
X7.3

变量名称

规定、规划、方案

意见、办法、暂行规定等

通知

基础措施及简要内容

宏观措施

无具体操作方案

省级政府

省厅

其他

3项
2项
1项
偶尔

两项

短期

分值

3
2
1
3
2
1
3
2
1
3
2
1
2

3
2

表2 政策量化评价标准的变量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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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n=7。

Py =∑
i = 1

m ( )PMC i 42 （2）
其中，m为每年包含的政策数量；Py为每年的

政策综合力度，由于每项政策满分均为 42 分，因

此同乘1/42的系数因子进行归一化后按年份求和。

4 研究结果

4.1 PMC指数计算结果

判定变量符合政策研究框架设置要求后，使

用ROSTCM6软件分词和特征词的统计结果，剔除

干扰词汇获取有效词频。例如：政策性质中的

“建议”也可被称为“提议”，“财政投入”对应为

“财政扶持”等。然后补充对应分值，最终得出计

算结果，对煤矿绿色转型政策进行量化评价，得

分情况见表3。

4.2 政策发展趋势

将 88项政策按年分组，由于 2000—2004年间

出现断层，且 2000年只有一个政策，因此分析变

化趋势时暂时舍弃 2000年的数据，将上文列举的

相关政策数量与发布主体的单位 （国家级、地方

级）计数，作表观察政策数量和权威性发展趋势，

见表4。
从表 4可以看出，2011年前，煤矿绿色转型政

策的数量在 2007年达到一个峰值，但整体水平很

低。分析原因很可能与中国近年来的煤炭行情有

关，2010年前煤炭价格平稳，产量稳定，2007年
达到峰值的原因是由于山西省接连颁布了 5条相关

政策，但国家方面依旧处于稳定的低迷状态。但

2010年之后国内煤炭价格激增，2011年后相关政

策出现且数量大幅增加，因此煤矿企业纷纷扩大

生产增加供给以求盈利最大化，导致开发过度，

政府当局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后，政策应由而生。

从表 4可看出，在 2010年之前国家级别的政

策较少，尤其 2007—2009年间，大多都是山西省

内颁布的政策，但从 2010年之后，国家政策呈增

长趋势。分析原因可能是“十二五”节能减排计

划的实施及中国对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

的定位导致国家层面对煤矿资源更为重视，因此

发布更多的政策。

4.3 政策综合力度评价结果

列出每年的政策综合力度得分，分析山西省

煤矿绿色转型相关政策的发展变化趋势，见表 5。

政策综合力度得分与各指标的变化幅度与趋势大

致相同，在 2004—2011 年间以 2007 年的政策综合

力度为最大值，2011 年之后在波折中上升，且上

升的趋势有持续的态势。

5 讨论与分析

5.1 政策综合力度分析

由 PMC 指数得出的政策综合力度同时从质量

与数量上体现了煤矿绿色转型政策的强度，强度

年份

综合力度

2004
0.69

2005
1.40

2006
2.50

2007
3.93

2008
2.48

2009
1.95

2010
1.98

2011
1.52

2012
3.29

2013
4.57

2014
4.26

2015
7.52

2016
7.17

2017
9.48

2018
6.17

年份

政策数量

国家级

地方级

2004
1
1
0

2005
2
1
1

2006
4
3
1

2007
6
1
5

2008
4
2
2

2009
3
1
2

2010
3
3
0

2011
2
2
0

2012
5
2
3

2013
7
6
1

2014
6
6
0

2015
11
10
1

2016
10
9
1

2017
17
14
3

2018
9
9
0

政策编号

1
2

……

87
88

各项得分

X1得分

5
3

1
1

X2得分

6
5

3
4

X3得分

5
4

4
4

X4得分

2
3

4
3

X5得分

2
2

4
6

X6得分

6
6

6
6

X7得分

4
6

2
4

PMC指数

30
29

24
28

表3 政策组合打分及PMC指数

表4 政策数量及权威性发展趋势

表5 政策综合力度趋势

符田媛等：山西省煤矿绿色转型政策的发展及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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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高，政策绩效将越好，综合执行力度也将越强。

因此，可用所得政策综合力度分值对政策具体内

容进行研究。结果显示：①政策综合力度总体呈

上升状态，在 2011 年后保持较快速度在波折中增

长，且有继续增长的趋势；②政策权威性得分最

低且变化幅度最小，最高仅在 2017 年达到 31 分。

政策组合得分与政策数量变化状态完全一致，得

分与变化幅度也最大，最高达到 84 分；③其余 5

项指标变化过程相似性极高，且与政策数量变化

趋势相似，得分基本在60分以下变动。

对比政策数量变化趋势与政策综合力度变化

趋势发现，政策的综合力度的主要影响因素是政

策数量的变化，同时由于其他不同方面的因素影

响围绕数量变化趋势上下波动。

山西省在经历结构失衡、市场剧变的重创后，

对绿色转型发展有了更深切认识，国家也赋予了

山西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

区的重大任务，形成促进转型发展的支撑条件和

大环境。现阶段下政策强度的提高是政策发展的

主流趋势，研究结果也表明山西煤矿绿色转型政

策的综合力度有明显的改善与提高。

在 1~88 项煤矿绿色转型政策中，分别对

X1~X7 每项指标求和，并计算每项指标在总得分

中的占比，绘制雷达图（图1）。

由图 1可看出，7个指标中按综合得分从高到

低排序为 X6>X5>X3>X7>X4>X2>X1，其中 X6和

X7脱颖而出，而X1相比之下影响程度很弱。由于

煤炭产业与其他产业的相关度极高，所以煤矿绿

色转型政策制定时都是多项政策组合达到调控目

图1 X1~X7综合得分情况雷达图

的，每项政策的X6指标得分均为最高分，同时也

说明政策组合在政策综合力度中占最主要的地位。

X5的占比也达到了 0.72，制定相关煤炭绿色转型

政策时，相关的内容所占篇幅对政策的实施起着

很大的作用，因此政策中的相关内容对政策综合

力度影响也较大。而X1所代表的权威性的影响程

度最低，这是因为目前还没有完全针对煤矿绿色

转型的法律颁布，只在《矿产资源法》《煤炭法》

和 《能源节约法》 中有所涉及，且相关的条例、

纲要、战略也较少。由于煤炭行业较难强制性监

管，因此针对煤矿绿色转型的政策大多都是规定、

规划、方案、通知等。

5.2 绿色转型政策的现实效果分析

考虑到单一地仅针对研究结果进行分析而不

与现实结合的片面性与主观性，在选取不同时间

节点的条件下，从煤矿绿色发展专利技术，山西

关闭 （整合） 的不合格煤矿数量，及山西煤矿的

年份

煤清洁

脱硫煤

洁净煤

煤制油

煤制气

保水开采

煤与瓦斯共采

减沉开采

充填开采

煤炭地下气化

总计

2004
1
0
1
0
4
0
1
0
0
5
12

2005
1
0
2
1
1
0
2
0
0
13
20

2006
0
0
1
6
2
0
0
0
0
17
26

2007
2
2
2
14
3
2
1
1
1
15
43

2008
1
0
1
25
7
0
1
1
5
17
58

2009
0
0
6
26
8
0
1
1
10
38
90

2010
5
0
4
29
5
0
0
0
22
38
103

2011
6
0
4
59
6
0
3
3
44
36
161

2012
0
1
5
192
10
0
6
5
62
71
352

2013
5
0
5
188
10
5
13
4
62
59
351

2014
6
0
4
150
15
1
4
1
83
117
381

2015
9
0
8
202
12
2
3
5
55
180
476

2016
14
20
30
160
15
1
3
0
59
116
418

2017
6
4
13
157
30
3
0
10
50
176
449

2018
23
4
29
128
26
6
6
11
82
159
474

表6 2004—2018年专利数量

数据来源：中国知网专利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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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产能 3个方面，分析煤矿绿色转型政策综合力

度在现实意义中的体现，同时分析判断当前的政

策强度程度。

5.2.1 煤矿绿色发展专利技术

根据郭宏伟等的研究[15]，挑选了如下几项煤矿

绿色发展技术：清洁煤、脱硫煤、洁净煤、煤制

油、煤制气、保水开采、煤与瓦斯共采、减沉开

采、充填开采、煤炭地下气化。2004—2018 年专

利数量见表6。

由表 6看出，煤矿绿色转型专利数量从 2012
年在保持基数的同时迅猛增长。自 2012年后，煤

矿绿色转型政策对技术创新领域涉及更多。2012
年绿色转型综合政策力度处于快速增长的初期，

之后也继承了高速发展的趋势，国家与地方对

煤矿绿色转型技术开发的重视程度也明显提高。

5.2.2 关闭 （整合） 不合格煤矿

近年来山西省坚持关闭小煤矿、小煤窑，整

合乱、差、小的开采现状，截至 2006年年末，山

西省矿井总数由 4年前的近 6 500座，减少为 3 020
座。2008年底山西 9万 t以下矿井已全部退出生产

领域，矿井总数减少到 2 598座。2008年年底山西

省政府决定，2年内再减少 1 500座矿井，将矿井

数量控制在 1 000处以内；截止到 2010年年底，矿

井总数已减少到 1 053座，政策执行力到位，所保

留的矿井总数仅略微超出政府计划。山西省煤炭

行业资源结构和产能趋于合理。煤炭的长期初级

化、掠夺式开采造成的恶劣现象得到了有效扭转。

整个煤炭工业正在向规模化、集约化、高效化的

现代新型煤炭工业化方向发展。可见从 2004年开

始的一系列煤矿绿色转型政策实施下，山西省煤

矿不合格的高污染低效率生产模式在几年中有巨

大的改变。煤矿绿色转型政策综合力度中指标X1
政策权威与X2政策措施自 2004年以来得分稳定增

长，也与所实现的绩效相吻合。

但受经济利益驱动，山西省一些地区无证勘

查开采等违规违法行为出现反弹，即通过购买同

在一个区的另外一个煤矿与自己进行置换，窨顶

沟联营煤矿又重新获得了生产许可证并开始生产。

究其原因除个人的利益驱动外还有政府政策的漏

洞，如标准的不唯一、测量的不准确等，导致个

别矿井有机可乘，重新开矿生产。虽通过政策权

威性的提高和措施的具体细化对不合格煤矿的管

理基本实现了预期的目标，但现阶段指标X1政策

权威与X2政策措施的总得分在 PMC指数得分中的

占比较低，因此政策制定者仍需通过煤矿绿色转

型措施更为具体客观的细节表述，以及权威性方

面的提高，增强煤矿绿色转型政策综合力度。

5.2.3 先进产能占比

煤矿的先进产能不但代表高效率，也代表绿

色与科学生产。自 2016年国家发改委发文明确煤

炭先进产能内涵和评价标准后，截至 2017年，山

西省煤炭先进产能达到 39 614.4万 t，占到生产总

能力的 42%，同比提高 6个百分点。2018年年底，

山西煤炭先进产能为 5.82亿 t，比 2017年年底增加

1.86亿 t，占山西省煤炭生产总能力的 57%，同比

提高15个百分点。

当前发展超过预期水平，表明煤矿绿色转型

政策与山西煤炭发展现状相适应，颇有成效。这

是因为相关政策数量的激增，指标 X5相关内容

对先进产能的提及在次数与内容都有明显增多。

若要保持当前先进产能良好的发展势头，仍需继

续保持政策数量与 X5政策相关内容的力度。煤

矿绿色转型综合力度也在 2016年之后保持快速

增长。

5.3 国外煤矿绿色转型经验借鉴

我国尚处于绿色煤矿研究的初步阶段，理论

与技术还未成熟，为有更多的经验借鉴与方向指

引，研究国外的资源枯竭型城市及废弃煤矿绿色

转型的政策有着重要意义。通过比较归类可以得

出国外的政策主要涉及以下4个方面[16]。
1）区域经济调整政策。欧盟建立了欧洲区域

发展基金以及区域政策委员会，通过建立共同区

域政策维持成员国经济平衡，其中，包括援助资

源型城市。主要手段包括资金援助以及补贴，建

立经济技术开发区、支持新兴产业发展等。日本

则通过规划煤炭产业区，制定地区振兴措施法和

煤炭政策，指明这些地区的发展方向和优惠政策。

2）产业援助政策。产业援助政策主要涉及资

源类产品的价格补贴，如欧盟在 20世纪七、八十

年代，对钢铁、煤炭等实施价格补贴；日本则以

地方财政为主，对煤炭、资源型产业发展的基础

设施建设、教育等实施补贴，并对新兴产业和经

济技术开发区建设提供财政援助[17]；加拿大则建立

了由政府、企业和工会在内的资金保障体系，设

立社区赔偿基金和保险机制，推动产业转型中各

方之间的合作[18]。
3） 产业组织政策。产业组织政策主要是针

对中小企业的扶持政策，例如德国鲁尔区为推动

符田媛等：山西省煤矿绿色转型政策的发展及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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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业成长制定了一系列的措施，包括优惠贷

款、信用担保、建立培训中心、建立技术促进中

心等。

4）产业结构政策。主要包括：①以信息化改

造传统产业，主要通过运用高新技术提升传统产

业竞争力。法国洛林地区大力支持高新技术改造

传统制造业，对技术创新给予奖励，提高产品科

技含量和竞争力。②大力发展第三产业，资源型

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离不开接续产业和替代产业的

发展，而第三产业提供实现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产

业来源。德国鲁尔区在鼓励发展第三产业方面，

大力通过信息化手段振兴新兴第三产业。

对比国外的政策，我国国家及地方的政策发

布现阶段主体思路与之基本类似，但在绿色转型

区域一体化和产业绿色化等方面仍需进一步加强。

在区域化方面，仿照国外设置区域性的经济圈可

大幅度的提高产业集中度和效率；在产业发展方

面，更有针对性的对企业制定适合其发展的政策，

通过其他产业的带动而牵动煤炭的绿色转型发展

等政策，都将更强有力的推进煤矿绿色转型的进

程。同时要因地制宜，更有针对性地制定政策；

政策内容也应该全面推进、重点突破，全面完成

煤矿的绿色转型。

6 结 论

通过改进的 PMC指数模型法对从 2000年以来

的 88 项山西省煤矿绿色转型政策力度进行评价，

通过对结果的分析及与政策具体内容的结合比较，

得出山西省煤矿绿色转型政策的综合力度较强，

取得了不错的转型效果。对发展中面临的问题提

出改进方向建议，需要在内容的具体化、绿色转

型区域一体化等方面继续加强。所采用的通过改

进的 PMC 指数法得出政策综合力度的方法具有普

适性，既可以用于其他省份地区的煤矿绿色转型

政策评价，也可以用于其他行业领域，如电力、

钢铁、水泥等的政策评价，还可以用于清洁高效、

节能减排等一系列可持续发展相关的政策评价。

在未来研究中应该将绿色转型政策与现实转

型情况对应，紧密结合，准确把握绿色转型政策

综合力度与绩效的相关关系。同时可以将政策分

类比较，研究不同切入点、实施方式、监管机制

对政策效果的影响，从而对日后的政策制定提出

更有效、更有针对性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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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煤炭是我国重要的化石能源，是国民经济发

展的重要物质基础。长期以来，煤炭工业呈粗放

增长模式，存在一系列问题，如煤炭资源开发利

用低效，资源浪费严重；高碳排放，煤炭矿区环

境恶化，安全问题突出[1]。绿色矿山是一种综合考

虑资源有序开采和环境控制的矿山企业可持续发

展模式，是我国煤炭企业新时期绿色转型的必要

路径。截至 2014年，国土资源部共公布了 4批 661
家国家级绿色矿山试点企业，其中，煤炭企业共

计 228家，占到总数的 34.49%[2]。《国家级绿色矿

山基本条件》 是当前绿色矿山评价的主要依据，

评价方法主要包括现场考核、资料评审、专家评

价等。随着越来越多的绿色矿山试点企业面临验

收问题，矿产资源行业迫切需要一套全面、科学

且有针对性的评价指标及评价方法。本文以煤炭

企业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对其

绿色转型状况进行评价。

当前关于煤炭企业绿色转型及评价的现有文

献相对较少。Gibbs[3]对英国建筑业由传统向绿色转

型的方法和技术进行了探讨；Eluma[4]从创新需求

和驱动力角度对尼日利亚水产行业绿色转型进行

研究；Weber[5]对德国能源行业绿色转型进行了分

析。在低碳经济、绿色家园建设的大背景下，我

国学者对煤炭行业或企业绿色转型进行了研究，

基于熵权改进TOPSIS的煤企绿色转型评价研究

王喜莲 1，贾县民 2

（1.西安科技大学 管理学院 能源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陕西 西安 710054；2. 西安外事学院 商学院，陕西 西安 710077）

摘 要：随着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理念的逐渐深入，绿色转型成为新时期企业发展的必然路

径。结合煤炭企业转型实际，构建了DPSIR（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和响应）共 25项指标的

综合评价体系，采用TOPSIS方法对陕西某煤矿进行了实证评价和分析。结果表明，该煤矿绿色转

型发展水平呈整体向好态势，但整体效果还需进一步提高；从各子系统的贴近度数值来看，驱动

力、状态和响应系统均呈现上升态势；压力系统呈现下降；影响系统波动较大。该研究模型方法及

其应用，将为煤炭企业绿色转型或绿色矿山建设提供了一种有益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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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德明等[6]利用层次分析法，提出人口、经济、社

会和环境等 4个方面 24项指标的评价体系；汪文

生[7]结合煤炭行业自身特点，建立了评价煤炭企业

绿色矿山建设的投入、产出指标，运用数据包络

分析法，从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角

度对绿色矿山进行了评价；许加强[8]依据《国家级

绿色矿山基本条件》构建了绿色矿山评价指标体

系，该体系包含 7个一级指标和 25 个二级指标，

并进行了绿色矿山案例评价。张文龙[9]从绿色可持

续发展角度，提出绿色矿山建设综合评价体系的

指标设定原则、量化方法与评价思路。李芊霖[10]从
DPSIR模型的 5个维度构建了煤炭企业绿色转型评

价体系。综上，学者们就煤炭企业或行业绿色转

型评价作了一些探索性研究，但研究的深度和广

度仍不足，也因研究目的和视角不同，所建立的

绿色转型评价指标体系也各有差异。本文将结合

煤炭企业转型特征，基于DPSIR模型构建煤炭企业

绿色转型评价指标体系，并应用 TOPSIS方法对煤

炭企业绿色转型进行案例分析，以期发现煤炭

企业绿色转型中存在问题或制约因素，并为

煤炭企业或行业绿色转型提供一定的理论及

决策依据。

1 煤炭企业绿色转型DPSIS模型及机理

DPSIR模型（Drive force- Pressure- State- Im⁃
pact- Response frame model）是对 PSR和DSR模型

的拓展，将资源、社会、经济、环境和技术等因

素融入到驱动力 （driving forces）、压力 （pres⁃
sure）、状态 （state）、影响 （impact） 和响应 （re⁃
sponses） 5大系统中，通过 5大系统形成紧密的因

果关系链。DPSIR模型的主要内涵：系统驱动力导

致压力产生，而压力会迫使系统某些状态发生改

变，状态的改变对系统产生影响，这些影响促使

人类做出间接或直接响应[11]。
煤炭企业绿色转型的状态变化和演变过程是

一个系统内部各因素相互作用的过程，如DPSIR模

型内涵所述经历着各种力量的冲突和平衡，煤炭

企业绿色转型DPSIR模型机理如图1所示。

1） 煤炭企业绿色转型的“驱动力”。驱动力

是指造成系统变化的潜在原因，主要是社会经济

发展、社会产业的发展趋势及人口增长方面的指

标，煤炭企业绿色转型的驱动力量主要有经济发

展、社会进步和人口增长等。

2） 煤炭企业绿色转型的“压力”。压力是指

驱动力施加在系统之上促使其发展变化的压力。

煤炭企业绿色转型压力包括 CO2排放、SO2排放，

废水、废渣排放与堆积等方面，主要表现为资源

的使用速度和消耗强度、废弃物排放强度。

图1 煤炭企业绿色转型DPSIR机理

3） 煤炭企业绿色转型的“状态”。状态是指

目前煤炭企业系统在压力作用下所处的状态，反

映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最终成果。状态指标应该

描述煤炭企业系统的物理、化学、生物特征，主

要包括煤炭资源开采利用率、回采率、废水、废

渣综合利用率等。

4） 煤炭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影响是用

来度量由于压力和驱动力的作用而引起的状态改

变，反映状态变化的最终结果。主要指煤炭企业

系统对社会经济、公众生活及人群健康的影响。

如环境破坏、资源损失、经济受损等。

5） 煤炭企业绿色转型的“响应”。响应是指

政府和企业针对资源耗竭、环境破坏而主动采取

的管理措施。主要指煤炭企业投入人力、物力、

财力进行生态环境建设，政府或企业制定的生态

环境保护政策和管理措施等。

2 煤炭企业绿色转型的指标体系及评价方法

2.1 煤炭企业绿色转型的指标体系构建

煤炭企业绿色转型DPSIR模型采用自上而下逐

层分解的方法设计指标体系。其中：模型包含目

标层、系统层和指标层 3个层次。目标层指煤炭企

业绿色转型水平综合指数；系统层包含 5个紧密相

联的系统，即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和响应

系统，它们共同作用决定了煤炭企业绿色转型水

平；指标层是反映系统层更详细的指标，是评价

指标体系的基础单元。

评价指标的选择直接关系到评价结果的可靠

性和科学性，指标不易过多也不能过少，过多会

引起指标间相互关系的信息冗余；过少或数量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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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则不能体现对系统的全面覆盖，会进一步造

成片面的结果。在充分考虑研究对象的基础上，

本文遵循科学性、可操作性、独立性、代表性和

多样性原则，借鉴严慧等[12]学者的方法，遵循以下

3个步骤：第一，参考国土资源部《国家级绿色矿

山基本条件》的相关标准，提取出一些较为重要

的行业指标；第二，对有关煤炭企业绿色转型评

价指标相关文献进行频度统计，选取使用频度较

高的指标，并征询行业专家意见得到一个初选指

标体系；第三，结合煤炭资源属性及DPSIR模型因

素，对初选指标进行适当增减、整合。通过以上

步骤，本文最终的煤炭企业绿色转型指标体系包

含25个指标，见表1。
2.2 基于熵权改进的TOPSIS评价方法

TOPSIS （Technique for Order Preference by

Similarity to an Ideal Solution） 评价方法可以理解

为逼近于理想值排序并进行优劣评价的一种方法。

该方法应先设定好“正理想解”和“负理想解”，

通过测算各单元数据与 “正、负理想解”距离得

到该单元与“理想解”的相对接近程度，在此基

础上对各评价单元进行排序并做出评价[13-14]。具体

步骤如下。

1）评价指标数据标准化。为了消除不同量纲

的影响，本文采用极差法将指标数据标准化处理。

就文中涉及到的部分定性指标，如公众满意度、

职工生活满意度和环保政策法规执行情况，按照

先调查或通过专家打分法进行量化处理。

正向指标的标准化公式如下为

yij = [ x ( i, j ) - xmin ( j ) ] / [ xmax ( j ) - xmin ( j ) ] （1）
逆向指标的标准化公式为

目标层

煤

炭

企

业

绿

色

转

型

水

平

系统层

驱动力系统（D）

压力系统（P）

状态系统（S）

影响系统（I）

响应系统（R）

影响因素

经济增长

污染排放

资源消耗

资源利用

技术提高

身体健康

社会安全

企业投入

环境治理

规范管理

指标层

全员效率（D1）
员工人均收入增长（D2）

烟尘排放量（P1）
SO2和CO2排放量（P2）
原煤生产电耗（P3）
原煤生产水耗（P4）

土地资源占用面积（P5）
煤矸石综合利用率（S1）

瓦斯利用率（S2）
矿井水利用率（S3）

生活污水综合利用率（S4）
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S5）

采区回采率（S6）
原煤入选率（S7）
公众满意度（I1）

职工生活满意度（I2）
百万吨死亡率（I3）
尘肺病发病率（I4）

科技创新资金占原煤产值比重（R1）
员工安全生产培训次数（R2）

环保投入占原煤产值比率（R3）
矿区绿化覆盖率（R4）
矿区土地复垦率（R5）

矿区环境恢复治理率（R6）
环保政策法规执行情况（R7）

指标属性

正向

正向

负向

负向

负向

负向

负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负向

负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表1 煤炭企业绿色转型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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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j = [ xmax ( j ) - x ( i, j ) ] / [ xmax ( j ) - xmin ( j ) ] （2）
式 （1） 和 式 （2） 中 ： x ( i, j ) ( i =

1, 2,⋯,m ; j = 1, 2,⋯,n )为第 i年第 j个评价指标的

值；xmin ( j ) , xmax ( j )分别为第 j个评价指标的最小

值和最大值。

2）计算指标权重。首先，计算第 j个评价指标

的信息熵Hj，即

Hj = -k∑
i = 1

m

pij ln( pij ) （3）
式中： k = 1/lnm 且 k > 0， ln 为自然对数； pij =
yij /∑

i = 1

m

yij，假定 pij = 0时 pij lnpij = 0。其次，计算第 j

个评价指标的差异性系数Gj，即

Gj = 1 - Hj （4）
最后，计算第 j个评价指标的权重Wj，即

Wj = Gj /∑
j = 1

n

Gj ( n = 1, 2,⋯,24 ) （5）
3）建立加权规范化矩阵V。

V = || Vi
m × n = Wj × Yij （6）

4）确定正、负理想解。

正理想解为

V + = { }maxvij | i = 1, 2,⋯,m （7）
负理想解为

V - = { }minvij | i = 1, 2,⋯,m （8）
5）计算评价对象各年到正理想解的距离D+和

到负理想解的距离D-。

D+i = ∑
j = 1

n (Vij - V +j )2,( i = 1, 2,⋯,m ) （9）

D-i = ∑
j = 1

n (Vij - V -j )2,( i = 1, 2,⋯,m ) （10）
其中：Di

+越小表明越接近正理想解，效果越

好；Di
-越小表明越接近负理想解，效果越差。

6）计算评价对象与理想解的贴近度Ci。

Ci = D-i
D+i + D-i （11）

式中：贴近度Ci取值范围为 0~1，该值越接近 1表
明第 i年转型状况越好。通过参考相关评价结果，

本文按非等间距方式对贴近度（C）的评价结果进

行了划分，分为煤炭企业绿色转型评判 5个等

级[15]，煤炭企业绿色转型评判标准见表2。

表2 煤炭企业绿色转型评判标准指标

3 煤炭企业绿色转型评价的实例应用及分析

为了测试所构建模型方法的科学性和可行性，

本文遴选陕西某煤矿为例进行评价。该煤矿曾被

国土资源部评为第三批“国家级绿色矿山试点单

位”，其煤质为中灰、特低硫、低磷、中高发热量

的优质烟煤。本文所用数据主要来源于《陕西省

统计年鉴 （2010—2018）》《陕西省政府工作报

告》、陕西煤矿相关资料及数据。根据模型评价步

骤，首先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然后运用熵权

法对各指标进行赋权，最后按照评价步骤计算该

煤矿各年度贴近度C，2009—2017年某煤矿绿色转

型综合评价结果见表3。
表3 2009—2017年某煤矿绿色转型综合评价贴近度值

3.1 煤矿绿色转型的主要影响因素分析

从煤矿绿色转型评价指标权重值来看，全员

效率（D1）、烟尘排放量（P1）、废气排放量（P2）、

原煤生产电耗（P3）、原煤生产水耗（P4）、煤矸石

综合利用率（S1）、瓦斯利用率（S2）、矿井水利用

率（S3）、采区回采率（S6）、原煤入选率（S7）、科

技创新资金占原煤产值比重（R1）、环保投入占原

煤产值比率（R3）、矿区绿化覆盖率（R4）、矿区土

地复垦率（R5）等指标的权重值较大（均大于等于

0.040），这些是该煤矿绿色转型的主要影响因素。

其中，全员效率是经济增长因素，是绿色转型发

展的驱动力；烟尘排放量、CO2&SO2排放量、原煤

生产电耗、原煤生产水耗是资源消耗和污染物排

放因素，对绿色转型发展形成压力；煤矸石综合

贴近度（C）

煤炭企业

绿色转型水平

[0，0.4]
很差

[0.4，0.6]
较差

[0.6，0.7]
一般

[0.7，0.9]
较好

[0.9，1]
很好

年份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DPSIR
0.329
0.343
0.368
0.435
0.583
0.631
0.658
0.687
0.711

驱动力

0.122
0.187
0.356
0.387
0.476
0.412
0.426
0.521
0.507

压力

0.671
0.679
0.632
0.579
0.468
0.501
0.449
0.438
0.411

状态

0.342
0.349
0.356
0.451
0.502
0.522
0.531
0.537
0.554

影响

0.452
0.510
0.311
0.423
0.551
0.502
0.231
0.261
0.284

响应

0.313
0.426
0.488
0.579
0.719
0.699
0.687
0.721
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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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率、瓦斯利用率、矿井水利用率、采区回采

率、原煤入选率是资源利用和生产技术因素；科

技创新资金占原煤产值比重、环保投入占原煤产

值比率、矿区绿化覆盖率、矿区土地复垦率是企

业绿色转型投入和环境治理因素，是企业绿色转

型的响应指标。以上表明，未来推动企业绿色转

型发展，必须密切关注并改进以上因素。

3.2 煤矿绿色转型状况分析

2009—2017年，煤矿绿色转型综合评价值逐

年上升，整体呈向好态势，贴近度 C由 2009年
0.329提高到 2017年的 0.711，绿色转型水平由很

差等级提升到较好等级（图 2）。这与该煤矿从建

矿之初就以绿色矿山为建设目标的理念是分不开

的。该煤矿从 2006年投产建设，就严格遵照新型

矿山建设要求，不断加强科技创新，注重环境保

护，提高资源综合利用率，在采矿回采率、资源

综合利用率等方面走在行业前列，原煤入选率达

到 100%、矿井水利用率为 78.8%，煤矸石利用率

为 81.2%；近年公司积极治理煤尘，加强矿区环境

绿化与和谐社区建设。2013年成功申报并获批国

家级绿色矿山试点建设单位，成为陕西省首批入

选的煤炭企业。但从贴近度趋势线变化来看，

2009—2011年、2013—2017年绿色转型速度均较

缓慢，且绿色转型水平刚达到较好等级，但与全

国其他煤炭企业转型水平还有很大差距，需要企

业今后紧盯目标，找准问题，加大投入，继续推

进。

图2 2009—2017年煤矿绿色转型发展趋势

3.3 各子系统评价结果分析

1）驱动力系统。2009—2017年驱动力系统贴

近度呈现上升趋势，由 0.122增加到 0.507，表明矿

区绿色转型发展的驱动力充足，整体向好。经济、

科技、社会等都有充足的发展动力，但 2013—
2015年有小幅下滑，分析原因，主要是由于供给

侧改革使企业产量降低，效率下降。随后，在企

业的减员增效等多方努力下，2015—2016年有所

回升，但 2016—2017年又有轻微下降，需要企业

继续拓展市场，提高效率，增强企业发展后劲。

2）压力系统。从压力系统的贴近度趋势线来

看，2009—2017年，贴近度C总体呈现下降趋势，

从 0.671到 0.411，贴近度等级为较差。这表明随着

开采规模的推进，矿区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在上升，

对自然资源的消耗也在增加，尽管 2013—2014年
之间贴近度有所回升，但没有改变总体走势。煤

炭企业是高污染、高消耗行业，生产经营过程中，

“三废”排放及造成的污染，以及能源消耗 （水

耗、电耗）应是企业重点防控和不断缩减的指标，

也是企业绿色转型的约束性因素，应密切关注和

重点加强。

3）状态系统。2009—2017年状态系统贴近度

整体呈现上升，由 0.342增加到 0.554，发展趋势与

企业整体绿色发展趋势相近，表明矿区绿色转型

发展状态良好。近些年，某煤矿注重矿产资源综

合利用，不断采用新型绿色技术，提高原煤开采

率，加强废水、废气、废渣的回收利用，实行循

环经济，使得矿区经济在变废为宝、加强绿色生

产方面走在前列。

4）影响系统。2009—2017年影响系统贴近度

变动幅度较大，呈现先平稳上升再下降 （2009—
2011年），随后上升再下降（2011—2015年）的发

展态势，贴近度值总体由 0.452下降到 0.284，2013
年达到这一阶段的最大值 0.551。分析原因，研究

期内，煤炭企业在生态文明建设和供给侧改革双

存压力下，产品市场萎靡，绿色投入增大，导致

企业社会正向影响下降。不过，在企业科技创新

和制度创新的举措下，这一指标从 2015年又出现

回升，由0.231增加到0.284。
5）响应系统。2009—2017年响应系统的贴近

度一直上升，从 0.313增加到 0.701，等级从较差变

为较好，表明企业积极应对绿色发展，采取各项

措施促进企业绿色转型。企业从部门、人员、经

费和制度方面加强投入，组建专门的绿色技术研

发团队，制定了环境保护和土地复垦制度，积极

落实矿产资源开发“三同时”制度，这是促使企

业绿色转型发展的重要保障。

4 结 语

本文基于 DPSIR模型构建了包括驱动力、压

王喜莲等：基于熵权改进TOPSIS的煤企绿色转型评价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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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状态、影响和响应 5个方面、25项指标的煤炭

企业绿色转型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经熵权法

改进的 TOPSIS方法对 2009—2017年陕西某煤矿绿

色转型水平进行了综合评价。结果表明：资源消

耗、环境污染、科技创新、资源利用和环保投入

是影响企业绿色转型的主要因素；陕西某煤矿绿

色转型水平呈向好态势，但整体效果还需进一步

提高；从各子系统的贴近度数值来看，驱动力、

状态和响应系统均呈现上升趋势；压力系统呈现

下降；影响系统波动较大。本文研究结论符合实

际情况，表明本文的研究方法、研究思路及所构

建的评价指标体系是可行的，可以应用于煤炭企

业绿色转型或绿色矿山建设的评价。

参考文献：

[1] 王占楼，顾清华，王会杰，等 . 中钢富全矿业“五位一体”绿

色矿山建设模式与实践[J].中国矿业，2018 ，27（12）：72—
76.

[2] 徐 通 . 绿色煤炭矿山清洁开发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研究[J].煤
炭经济研究，2017，37（8）：12-17.

[3] Gibbs D， Neill K O. Building a green economy? Sustainability
transitions in the UK building sector[J].Geoforum，2015（59）：

133-141.
[4] Eluma Z A，Mjimbab V.Green economy transition and the sus⁃

tainability of the Nigerian aquaculture industry：Policy perspec⁃
tives and the way forward[J].African Journal of Science，Technol⁃
ogy，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2016，8（3）：309-319.

[5] Weber G，Cabras I. The transition of germany`s energy produc⁃
tion， green economy， low-carbon economy， socio-environmen⁃

tal conflicts，and equitable society[J].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
tion，2017（167）：1222-1231.

[6] 张德明，贾晓晴，乔繁盛，等 .绿色矿山评价指标体系的初步

探讨[J].再生资源与循环经济，2010，3（12）：11-13.
[7] 汪文生，邹杰龙 .基于DEA的煤炭企业绿色矿山建设效率评价

与优化[J].中国煤炭，2013，39（1）：119-121.
[8] 许加强，于 光，何大义 .绿色矿山的多专家综合评价方法探

讨——以新汶矿业集团华丰矿山为例[J]. 资源与产业，2016，
18（1）：61-68.

[9] 张文龙，路增祥 .绿色矿山建设综合评价体系构建原则与思路

[J].中国矿业，2017，6（z1）：134-137.
[10] 李芊霖，张 龙 .DPSIR模型在煤炭企业绿色转型评价中的应

用[J].中国管理信息化，2018，21（11）：10-11.
[11] SMEETS E，WETERINGS R. Environmental indicators：typolo⁃

gy and overview[R]. Copenhagen： Technical Report， European
Environmental Agency，1999.

[12] 严 慧 .大屯矿区绿色矿山建设评价及对策研究[D].北京：中

国矿业大学，2015.
[13] 黄 海，谭晶今，陈 春，等 .基于 TOPSIS方法的山东省土

地生态安全动态评价 [J].水土保持研究，2016，23（3）：

220-224.
[14] 江春燕，罗志军，赵 杰，等 .基于DPSIR-TOPSIS模型的江

西省土地生态安全动态评价 [J].江苏农业科学，2018，46
（17）：302-306.

[15] 王广成，刘龙山 .基于DPSIR-TOPSIS模型的煤炭矿区绿色转

型评价[J].中国煤炭，2019，45（4）：25-29，109.

作者简介：王喜莲（1975—），女，山西临汾人，副教授，博

士，主要研究领域为能源经济与管理。E-mail：jxmsxxa@126.com

责任编辑：柳 妮

50



第39卷第9期 煤 炭 经 济 研 究 Vol.39 No.9
2019年 9月 Coal Economic Research Sep. 2019

0 引 言

作为我国的基础性能源，煤炭资源的开采和

利用为国家的工业和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

作用。但随着煤炭资源的持续开发，大量的煤矿

因资源枯竭、产能过剩以及环境问题等原因陆续

关闭。在煤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不断推进下，

到 2020年我国将淘汰落后煤矿产能 5.5亿 t，其中

关闭煤矿产能 3.2亿 t[1]。如何实现矿区的生态修

复和产业复兴成为当前我国煤炭城市亟需解决的

课题。

中国煤炭资源开采以井工开采为主[2]，由此产

生的地下采空区极易导致地面塌陷并对农田、居

民点和市政设施造成破坏。特别是在我国黄淮平

原东部的高潜水位煤矿区，采后积水现象非常普

遍，由此形成的采煤塌陷型湿地已成为该区域的

特殊湿地景观，矿区生态环境形势非常严峻[3]，如

何对其进行有效的土地复垦和生态修复已经成为

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目前，国内的采煤塌陷区

修复研究可总结为 3种类型：一是塌陷区土地复垦

研究。具体包括针对塌陷区水体的氮、磷污染，

重金属和水体富营养化的水环境治理的讨论和应

用[4-5]；通过各种生物、物理、化学方法的塌陷区

污染土壤治理研究[6-8]；以及塌陷区植被恢复和生

物多样性恢复研究[9]。二是发展养殖型人工湿地。

相关研究探讨了利用塌陷水源水深、水温水质适

宜，低栖、浮游生物数量大的优势发展水产养殖

业，发挥附加值[10-11]。三是采煤塌陷区的景观设计

研究。主要是在土地复垦的基础上将采煤塌陷区

进行水网串联，并配套景区服务设施，形成水陆

复合的湿地公园，打造“城市绿肺”[12-14]。总的来

说，目前国内的采煤塌陷区修复研究大多集中在

土地复垦和生态治理层面，即如何将“废弃”的

采煤塌陷区转变为“可用”的状态。而对发挥采

煤塌陷区的综合服务效益和土地价值的研究鲜有

涉及，因此如何将塌陷修复区的生态价值来驱动

经济和社会效应的发挥仍有待进一步探索。

采矿塌陷地的生态修复不应该仅仅局限于环

境治理本身，而应该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在环境

潘安湖采煤塌陷地生态修复规划体系及效应研究

常 江，胡庭浩，周 耀
（中国矿业大学 建筑与设计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

摘 要：潘安湖湿地公园的规划建设是我国资源型城市生态修复和绿色转型的经典案例。在论述

潘安湖采煤塌陷地概况和生态修复背景的前提下，从土地复垦、景观开发、环境监测、产业复兴 4
个方面剖析了潘安湖采煤塌陷地生态修复规划体系，进而探讨了相关规划实施后的生态效应、经

济效应、社会效应和示范效应。

关键词：潘安湖湿地公园；生态修复；采煤塌陷地；城市转型

中图分类号：TU98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9605（2019） 09－0051－05
Study on ecological restoration planning system and its effect of Pan'an Lake coal min⁃

ing subsidence area
Chang Jiang，Hu Tinghao，Zhou Yao

（School of Architecture and Design，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Xuzhou 221116，China）

Abstract：The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of Pan'an Lake Wetland Park is an outstanding example of ecological restoration and
green transformation of resource-based cities in China. Based on the review of the coal mining subsidence area and the ecolog⁃
ical restoration background in Pan'an Lak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cological restoration planning system which is consist of
land reclamation，landscape design，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and industrial rejuvenation. Then the ecological effects，econom⁃
ic effects，social effects and demonstration effects were explored based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ecological restoration plan⁃
ning system in research area.
Key Words：Pan'an Lake Wetland Park；ecological restoration；coal mining subsidence area；urban trans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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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好的前提下探索新的开发模式，以废弃地为契

机，盘活区域活力，实现环境、经济和社会的共

赢。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江苏单体投资最大的一

宗土地整理项目，潘安湖湿地生态修复项目已成

为全国采煤塌陷治理、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发展

的再造样板。本文在简述潘安湖湿地的现状及生

态修复背景的前提下，剖析了潘安湖采煤塌陷地

生态修复规划体系的步骤和策略方法，进而探讨

了该项目所产生的生态效应、经济效应、社会效

应和示范效应。通过对该项目的研究，以期为我

国其他资源型城市的生态修复和转型发展提供参

考借鉴。

1 潘安湖采煤塌陷地概况

1.1 研究区域概况

徐州市是江苏省重要的煤炭生产基地之一，

但随着时代的变迁，很多矿区在资源枯竭之后逐

渐关闭，遗留下大量废弃厂房和塌陷土地。贾汪

区作为徐州市的重要煤炭开采区，自 1882年以来

已有130多年的采煤历史，累计总产煤量约3.6亿 t，
曾经被称为“苏北煤城”，为国民经济建设做出了

重要贡献[15]。
潘安湖采煤塌陷地位于贾汪区西南部潘安湖

街道（原贾汪区青山泉镇和大吴镇境内），距徐州

市区 18km，距贾汪中心城区 15km。贾汪区在徐州

市 1小时周末休闲圈内，有着良好的地理区位优势

和交通条件。但由于多年的煤矿开采使得潘安湖

及其周边地区坑塘遍布、杂草丛生。因村庄塌陷，

原本的良田无法耕种，村庄无法居住，成为了严

重的历史包袱。塌陷地的产生使得城市可持续发

展成为空谈。因此，如何打破潘安湖地区“因煤

而建、因煤而兴、因煤而困”的局面是时下亟需

解决的问题。

1.2 潘安湖采煤塌陷地的形成及其影响

由于 20世纪我国矿产资源经济利益导向的持

续粗放开采，缺乏生态保护和修复的理念和有效

的规划指导及开采控制，从而极易因地下采空区

而导致地面塌陷，加之徐州市地处黄淮平原高潜

水位区，地表塌陷后积水现象极为普遍，这一变

化极大地改变了城市生态空间格局。潘安湖采煤

塌陷地为权台矿和旗山矿采煤塌陷区域，由于长

期井工开采而塌陷形成大面积坑塘，平均水深超

过 4 m。根据《徐州市贾汪区采煤塌陷地专项治理

规划》 中的界定，潘安湖采煤塌陷地面积约为

35.05 km2。其中核心区面积约为 15.98 km2，其外

围控制区面积约为 19.07 km2 [16]。它是贾汪区内塌

陷时间最长、面积最大，塌陷程度最深的采煤塌

陷地，也是全市最大的采煤塌陷地。

旗山和权台两矿 60余年的煤炭开采在给地方

经济带来可观效益的同时，也给城市和区域的全

面发展带来了诸多桎梏。由其具体影响如下：

1）生态环境遭到破坏，水井干涸，潜水位下

降。

2） 农田破坏面积扩大，耕地面积急剧减少，

基本农田遭破坏。

3）造成公共基础设施破坏和大量废弃地的产

生，严重制约了城乡的发展和建设。

4）土地的塌陷直接对村民的房屋构成了巨大

的威胁，甚至导致房屋破裂，使塌陷地区人民的

生活环境恶化。

2 潘安湖采煤塌陷地生态修复背景分析

2.1 政策背景

新中国成立后，徐州作为重要的煤炭基地和

交通枢纽，城市的工业发展得到了国家的大力支

持，逐步形成了以煤炭、钢铁、电石、工程机械

等重工业为主的工业体系，同时采掘业亦发展迅

猛。至 20世纪末，煤炭资源进入了枯竭衰退期，

能源工业占徐州经济的比重日益减少。同时，制

造业、商业和服务业的迅速发展也对徐州传统工

业体系不断冲击。但在新的时代背景和改革开放

浪潮的冲击下，“重工业过重，轻工业过轻”的产

业结构以及严重的工业污染和生态破坏使得城市

转型成为必须之路。

徐州市层面：2007年，国务院出台《促进转

型的意见促进煤炭资源型城市的转型》文件，表

明了国家对老工业基地复兴支持与关注。由于塌

陷地与徐州城市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2008年江

苏省提出了《振兴徐州老工业基地的战略决策》，

强调了采矿区生态修复在城市转型中的重要性[17]。
2009年，温家宝总理和德国总理默克尔共同出席

了在德国总理府举行的“江苏省与德国北威州政

府联合共建中德徐州生态区示范项目”签字仪式。

在此协议中，中德双方决定将联合编制《徐州矿

区塌陷地生态修复规划》，规划区涵盖了徐州市区

（含贾汪区）、铜山县 （现为铜山区） 内塌陷地的

总体规划（城市总体规划的都市圈范围） [18]，这也

为潘安湖采煤塌陷地生态修复规划体系的建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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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创造了契机。

贾汪区层面：受能源结构调整和资源枯竭等

因素影响，贾汪区煤炭产业发展快速衰退，相关

产业发展出现困难。随着“振兴徐州老工业基地

的战略”的不断推进，贾汪区制定了以生态转型

为突破口，将贾汪区打造成为“徐州后花园和城

市副中心”的发展策略，并通过构建实施潘安湖

采煤塌陷地生态修复规划体系，规划建设潘安湖

湿地公园得以实现。

2.2 发展目标

潘安湖采煤塌陷地生态修复规划体系的发展

目标是：逐步恢复并完善现有的生态系统，提升

湿地自净能力，并充分发挥湿地水质净化功能。

同时加强对湿地生态环境的监测，加强湿地保护

管理的能力建设。在湿地保护恢复的基础上进行

合理利用，根据地区人口、资源、生态和环境的

特点，以潘安湖湿地特色为核心，以地域历史文

化和民俗风情为品牌依托，力争建成一个国内领

先、国际知名的集保护、恢复、科研、宣教、资

源合理利用为一体的国家湿地公园，为湿地文化

与潘安湖煤炭塌陷地生态修复模式的传播打造具

象化的平台[19-20]。

3 潘安湖采煤塌陷地生态修复规划体系

潘安湖采煤塌陷地的生态修复是一个渐进式

的系统工程。规划者针对不同治理阶段的不同矛

盾，分时序提出了阶段化的发展目标和治理措施，

形成集“土地复垦、景观开发、环境监测、生态

修复”四位一体的修复体系策略（图1）。

采煤塌陷区的复兴必须以成功的土地复垦为

前提。因此第一阶段 （前期） 以塌陷区的土地整

理和复绿为主要任务。随着生态修复的成果逐步

凸显，第二阶段 （中期） 以潘安湖湿地公园规划

建设为核心，通过景观开发来改善区域内的生态

质量和景观质量，同时加强对游客的吸引力，进

一步明确湿地公园在城市中的发展定位。第三阶

段 （中远期） 的主要目标是建立起潘安湖湿地公

园的环境监测和保护机制，以实现湿地公园的可

持续发展和生态质量的稳定。第四阶段 （远期）

将在前三阶段的基础上，完善特色功能、植入产

业要素、凸显地域文化，以良好的生态效益进一

步带动区域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推动区域复兴。

3.1 土地复垦—塌陷区土地整理与复绿

土地复垦与复绿往往是塌陷地生态修复的第

一步。潘安湖景观绿化与恢复工程于 2011年 4月
10日全面开工，生态整治区域总面积约 5 km2。经

过两年的生态综合整治，完成土地整治 430 km2，

形成汇水区并构成潘安湖连续水面（表 1）。潘安

湖景观绿化与恢复工程通过整理塌陷地貌、

表1 潘安湖生态综合整治工程量一览表

数据来源：《潘安湖生态综合整治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图1 潘安湖采煤塌陷地生态修复规划体系框架

序号

1
2
3
4
5

工程名称

土地整治

栽植水生植物

回填土方

开挖土方

环湖污水管网

单位

万m²
万m²
万m²
万m²
km

数量

430
80
40
7
18

常 江等：潘安湖采煤塌陷地生态修复规划体系及效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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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通水系、营造了多种景观类型，丰富了水陆关

系的变化形式，从而使得更多的动植物能在该区

域找到合适的生存和繁殖地。土地复垦既保证了

区域内陆域和两栖生态景观质量，又恢复片区生

态自净能力，为潘安湖湿地公园建设打下了坚实

的基础。

3.2 景观开发—潘安湖湿地公园规划建设

潘安湖湿地公园经过两期的建设，目前已形

成“一心、两轴、一带、六区”的总体结构。潘

安湖湿地公园规划抓住湿地以水为核心的景观、

文化、生活、自然属性特征，建构了服务于当代

城乡文化生活的全系列水上植被空间功能体系。

湿地公园以乡村活动、休闲、体验、生产、乡村

回归为主题设计属于乡村特征的湿地特色，结合

湿地景观的变化规律，从而形成集生态恢复保护、

生态景观重建、水系艺术空间梳理、游览交通组

织、植被景观配置、历史文化表达、生活娱乐展

开等各个方面共存、共融、公共发展城乡一体化

考虑的湿地景观文化场所。潘安湖湿地公园规划

为中国最美乡村湿地和国家级乡村民俗产业基

地建设提供生态、空间、文化、和功能等综合

性保证。

3.3 环境监测—潘安湖湿地公园环境监测保护

2016年 4月，潘安湖风景区管委会正式实施了

《潘安湖国家湿地公园湿地保护与恢复》规划，旨

在初步建立湿地公园日常监测监控体系，全面了

解湿地公园水文水质、气象/土壤等生态特征，通

过长期监测、研究湿地生态过程。规划建设的内

容包括水文与水质监测点和分析实验室，湖泊水

位控制闸，候鸟迁徙期鸟类巡护、水生植物清理

与收割、病虫害防治及汛期巡护工作小组，以及

宣教展示中心。目前湿地公园北部的一期工程部

分的监测已全面展开。《潘安湖国家湿地公园湿地

保护与恢复》规划的实施标志着湿地公园建立起

了集湿地生态监测工程、湿地水系水质恢复、湿

地管护于一体的环境日常监测监控体系，通过长

期监测、研究湿地生态过程，准确、及时、全面

地反映湿地公园及周边地区的生态环境质量现状

及发展趋势，为生态环境管理、污染源控制、环

境规划提供科学依据。

3.4 产业复兴—以生态效益推动经济发展

潘安湖湿地公园的生态效益有力推动了地方

旅游业的发展。湿地公园作为一个景区仅仅通过

门票收益、开发旅游项目等，不仅对城市经济的

推动效果不显著，而且不利于湿地公园自身的长

远发展。2010年贾汪区政府已提出“生态经济区”

的发展思想，通过旅游区带动产业的共振发展，

打造潘安湖的生态经济区。邻近潘安湖的马庄村

是具有苏北乡村建筑、文化、民俗的村落。《徐州

贾汪马庄湿地农家乐旅游总体规划》通过将马庄

与潘安湖两者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形成共谋

“双赢”的发展方式。一方面，马庄依托湿地公园

旅游资源开发餐饮、娱乐类的重点旅游项目，是

未来旅游区的旅游者的主要消费基地，是旅游区

开发最直接受益村。另一方面，湿地公园需要地

方特色来塑造自身文化内涵，而马庄“乡村民俗”

正是潘安湖湿地公园的文化卖点，且更加突出了

潘安湖的“乡村湿地”特质。

4 潘安湖采煤塌陷地生态修复规划体系效

应分析
4.1 生态效应

潘安湖采煤塌陷地生态修复利用塌陷引起的

湿地资源建设湿地公园，不但减少了对正常农耕

土地的征用，也节约了开发成本，充分利用了塌

陷之后的土地，减少了对正常土地的翻土、挖坑

等大型工程。湿地是水生态系统和陆地生态系统

的结合，其生物种类极其丰富，提供了调节区域

大气质量、净化空气、防洪防旱等生态系统服务。

湿地中的水资源还有运输各种营养物质、灌溉周

围草本树木、提供水生生物栖息地的作用。既充

分利用了湿地的生态作用，促进了塌陷区生态的

修复，又净化了区域环境。

潘安湖湿地公园将杂草丛生的采煤塌陷地恢

复成一个生物资源丰富、水草丰茂、充满生机与

活力的湿地生态系统，极大地改善了区域生态环

境质量。潘安湖国家湿地公园的建设，对于实现

潘安湖湿地生物多样性及良好生态环境质量的长

效保护与恢复，减缓湿地减少速度，实现湿地恢

复性增长等具有重要的生态学意义。

4.2 经济效应

潘安湖湿地公园的生态效益也为贾汪区带来

了显著的经济效应。周边各村依托潘安湖湿地公

园，大力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形成了花卉苗木种

植、农业观光采摘、农家乐旅游、旅游服务业发

展等一村一品的产业结构。在潘安湖湿地公园项

目的带动下，乡村农家乐旅游项目蓬勃发展。潘

安湖科教创新区、恒大潘安湖生态小镇、乡村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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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示范点马庄村、权台煤矿遗址创意产业园等作

为新城的主要板块已经在落地建设之中。这些项

目的实施将迅速改变景区形象，丰富景区内涵，

提升景区品质。

4.3 社会效应

湿地公园建设项目的实施，旨在积极保护自

然生态环境的基础上，让游人回归自然、享受自

然，同时促使人们养成保护生态环境的良好习惯，

提高人们的湿地保护意识。湿地公园建设同时也

是实现煤炭塌陷区有效治理，促进资源枯竭型城

市转型升级的需要。潘安湖湿地公园通过科学有

效的治理措施实现了深度煤炭塌陷区湿地生态及

动植物多样性的恢复，切实解决了煤炭塌陷废弃

地资源枯竭、生态功能衰退、制约区域经济发展

等方面的生态问题及社会问题，这是促进贾汪区

走可持续发展之路的现实需要。潘安湖湿地公园

的建设有利于湿地保护和恢复，为煤炭塌陷地恢

复利用提供科学示范，提升徐州城市的职能和城

市地位，同时也将有助于促进徐州市经济的跨越

式发展和社会形象的转型升级。

4.4 示范效应

潘安湖湿地公园是当今社会各界推动新旧动

能转换、开展生态修复再造的样板。湿地公园建

设对煤炭塌陷地的生态恢复与再利用对于实现资

源枯竭型城市转型升级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解

决资源枯竭型城市的转型问题，是维护社会稳定

及构建和谐社会的迫切需要，也是实现我国社会

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潘安湖湿地公园环境优

美、景观多样，合理恢复利用煤炭塌陷地，既有

效保护恢复了湿地生态系统，实现了环境再生，

资源再造，具有良好的采煤塌陷地生态修复示范

作用，同时也为资源枯竭型城市的转型升级树立

典范。

5 结 语

潘安湖采煤塌陷地生态修复规划体系的落实

成功实现了变采煤塌陷地为湿地公园、变曾经的

“包袱”为潜在发展优势，填补了国内采煤塌陷区

综合整治和有效利用的空白。项目既打造了全国

采煤塌陷治理的里程碑式项目，又提供了资源枯

竭型城市生态环境修复再造的典范，对贾汪生态

环境改善和对外形象提升有着重要意义。同时也

为徐州市拓展更大的城市生态空间，徐州实现绿

色可持续的发展目标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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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能源是促进经济发展和维护国家安全稳定的

重要战略资源，在国际贸易中占据重要地位。自

20世纪 90年代以来，中国逐渐与东盟开展能源贸

易。国内外学者非常关注产业内贸易问题，如

Sawyer等 [1]研究了 22个亚洲国家的产业内贸易状

况，Ferto & Jambor [2]研究了欧盟成员国之间的横

向和纵向产业内贸易问题，以及匈牙利与欧盟产

业内贸易对匈牙利的影响。国内学者集中于研究

农业和制造业领域的产业内贸易问题。在农业领

域，研究发现，中国与俄罗斯 [3]、中国与其他金砖

国家 [4]、中国与中东欧地区以及中国与“一带一

路”沿线地区的农产品贸易主要为产业间贸易，

产业内贸易水平较低 [5-6]。在制造业领域，中日制

造业产业内贸易程度较高但不稳定 [7]，中韩机电产

品贸易更倾向于中上水平的垂直型产业内贸易[8]。
中国与东盟的产业内贸易问题研究主要集中于农

业等相关领域，如测度中国—东盟农产品产业内

贸易的规模、水平和结构 [9]，研究中国—东盟农产

品产业内贸易的影响因素[10]。
现有文献更多地集中于研究能源合作与区域

能源安全[11]、CAFTA能源安全[12]和能源消费[13]等，

关于中国与东盟能源产业内贸易问题的研究凤毛

麟角。本文借助GL指数、PQV指数、BI指数和HI
指数等工具进行实证研究，力求从静态、动态等

多个维度较为合理地反映中国与东盟能源产业内

贸易的现实状况，为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更好

地开展和深化中国与东盟能源贸易提供可行建议。

中国与东盟能源产业内贸易的实证研究

刘志雄 1，陈红惠 2

（1.广西民族大学 中英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6；2.广西民族大学 商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6）

摘 要：利用UN Comtrade 2008—2017年中国与东盟能源贸易的相关数据，分别从静态和动态两个

维度实证研究中国与东盟能源产业内贸易水平及结构。研究发现：中国与东盟能源产业内贸易主要

以产业间贸易为主，产业内贸易为辅，中国与东盟各国能源产业内贸易水平存在较大差异；产业内

贸易结构呈现垂直型和水平型兼具的混合特征，其中垂直型以低质量垂直型为主；中国与东盟能

源贸易增量主要来源于产业间贸易，中国与东盟各国能源产业内贸易增量主要由垂直型产业内贸

易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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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与东盟双边能源贸易现状

1.1 双边能源贸易规模不断扩大

在 2008—2017年间，中国与东盟双边能源贸

易额不断扩大，能源贸易总额从 2008年的 170.65
亿美元增至 2017年的 419.21亿美元（表 1），增长

1.46倍，年均增长率达到 10.5%。其中，中国从东

盟进口能源总额从 2008年的 126.57亿美元增至

2017年的 287.77亿美元，增长 1.27倍，年均增长

率达到 9.56%；中国出口东盟国家能源总额从 2008
年的 44.08亿美元增至 2017年的 131.44亿美元，增

长 1.98倍，年均增长率达到 12.91%。虽然能源出

口额年均增速快于进口额，但中国对东盟的进口

基数较大，并且出口总额在 2001—2002年、2015
—2016年均有一定程度的回落，中国对东盟能源

贸易逆差在不断扩大，由 2008年的 82.49亿美元增

至2017年的156.33亿美元。

1.2 国别能源贸易规模差异较大

中国与东盟各国之间的能源贸易规模差异较

大（表 2）。在 2008—2017年间，中国与东盟各国

能源贸易量均值排名前三的是印度尼西亚、新加

坡和马来西亚。其中，中国与印度尼西亚能源贸

易量均值达到 97.6亿美元，远超于老挝的能源贸

易量均值 （0.17亿美元）。2017年中国与新加坡、

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能源贸易总额均超过 100
亿美元，分别占中国与东盟能源贸易总量的

27.36%、24.62%和 24.08%。从贸易额年均增速来

看，中国与东盟能源贸易也表现出明显的国别差

异。其中，年均增速最快的是缅甸，约为 35.91%，

2017年的贸易额比 2008年增长 14.83倍；其次为菲

律宾（年均增速 21.15%），第三为马来西亚（年均

增速20.13%），泰国则出现负增长。

年份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均值

文莱

0.857 4
2.802 3
6.225 1
5.277 9
3.528 3
0.699 3
1.423 4
0.567 3
1.607 0
3.018 6
2.600 7

柬埔寨

0.159 5
0.110 1
0.129 9
0.222 7
0.178 4
0.152 5
0.253 9
0.289 2
0.072 7
0.205 6
0.177 5

印度尼西亚

34.939 9
55.791 6
93.623 5
133.334 5
144.650 4
142.326 8
108.031 8
75.695 7
84.427 5
103.225 0
97.604 7

老挝

0.031 2
0.045 2
0.092 9
0.164 0
0.157 1
0.249 9
0.343 6
0.346 2
0.226 1
0.087 2
0.174 3

马来西亚

19.380 2
27.251 2
48.922 6
59.318 8
56.531 0
64.941 1
66.594 9
64.229 3
51.060 3
100.959 9
55.918 9

缅甸

0.872 9
1.480 2
2.129 8
2.424 0
2.668 3
4.405 1
16.754 5
18.437 8
15.086 9
13.813 6
7.807 3

菲律宾

4.884 7
5.038 1
7.161 3
10.149 2
8.255 5
11.276 2
17.761 0
16.723 4
20.463 2
27.453 3
12.916 6

新加坡

59.994 1
53.435 0
77.506 8
72.952 6
75.618 3
86.615 4
87.982 0
67.985 3
71.228 8
114.707 0
76.802 5

泰国

20.062 7
13.900 2
15.994 4
15.667 0
23.205 2
27.756 1
17.526 2
13.117 8
13.822 7
17.617 1
17.866 9

越南

29.465 7
35.190 4
40.429 2
50.037 9
44.503 6
40.309 3
46.188 6
31.307 0
35.748 1
38.121 4
39.130 1

年份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双边能源贸易总额

170.648 2
195.044 3
292.215 5
349.548 6
359.296 3
378.731 7
362.859 9
288.698 9
293.743 1
419.208 9

中国进口东盟能源总额

126.569 2
133.369 4
210.832 4
271.699 1
284.223 5
273.618 3
250.377 2
208.687 7
204.632 2
287.768 8

中国出口东盟能源总额

44.079 0
61.674 9
81.383 1
77.849 5
75.072 8
105.113 3
112.482 6
80.011 3
89.110 9
131.440 1

中国能源贸易逆差

82.490 3
71.694 5
129.449 3
193.849 6
209.150 7
168.505 0
137.894 6
128.676 4
115.521 3
156.328 7

表1 2008—2017年中国与东盟双边能源贸易总额 亿美元

表2 2008—2017年中国与东盟各国能源贸易总额 亿美元

注：原始资料来源于UN Comtrade数据库。

注：原始资料来源于UN Comtrade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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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能源产品贸易类别较为集中

中国与东盟各国的能源贸易类别比较集中，

主要集中在石油及石油制品、煤炭及煤制品和天

然气这 3大类别上（表 3），分别占双边能源贸易总

额的 57.6%、26.51%和 11.3%。除老挝、缅甸外，

中国与其余 8国最主要的能源贸易类别为石油及石

油制品、煤炭及煤制品、天然气和生物质能。其

中，2017年中国与新加坡的能源贸易涉及以上 4类
贸易总额达到114.71亿美元，占比100%。

2 研究方法、研究范围及数据说明

2.1 研究方法

2.1.1 产业内贸易水平和结构的静态分析法

G-L指数用于测算某时期内贸易商品的产业内

贸易水平[14]，并被众多学者所使用 [15-16]。测算公

式为

GLi = 1 - |Xabi - Mabi|/ ( )Xabi + Mabi （1）
其中，GLi表示第 i类能源产品产业内贸易水

平，Xabi和Mabi分别为 a国与 b国能源产品 i的出口

额和进口额。G-L指数的取值范围为 [0，1]，当

GLi > 0.5时，能源产品以产业内贸易为主，反之则

为产业间贸易。产业内贸易整体水平或某一类能

源产品产业内贸易指数计算如下：

GL =∑i = 1
t ( Xabi + Mabi - |Xabi - Mabi| )
∑i = 1

t ( Xabi + Mabi ) （2）
PQV指数可以从产品层面衡量某类产品的产

业内贸易类型[17]。计算公式如下：

PQVi = 1 + UV
X
i - UV M

i

UV X
i + UV M

i

（3）
其中，UV X

i 表示产品 i的单位出口价值，UV M
i

表示产品 i的单位进口价值。PQV指数的取值范围

为[0，2]，当 0.75≦PQV≦1.25时，产品 i属于水平型

产业内贸易；当PQV≥1.25或PQV≤0.75时，则为垂

直型产业内贸易。

2.1.2 产业内贸易水平和结构的动态分析法

BI指数也称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可以反映

产业内贸易水平动态变化[18]。采用该指数衡量在一

段时期内能源产品贸易增量的产业内贸易水平，

计算公式如下：

BIi = 1 - |ΔXabi - ΔMabi|
|ΔXabi| + |ΔMabi|

（4）
其中，BIi可以动态反映 i类能源产品一段时期

内的产业内贸易水平，ΔXabi和ΔMabi分别表示一段

时期内 a国对 b国能源产品 i的出口和进口变化量。

BI指数的取值范围为[0，1]，当BI值接近 0时，表

明a国与 b国能源产品 i的贸易增量主要由产业间贸

易引起；BI值越接近于 1，则越由产业内贸易引

起。在一段时期内整体或某一类能源产品贸易增

量的产业内贸易水平的计算公式如下：

BI =∑
i = 1

t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1 - |ΔXabi - ΔMabi|

|ΔXabi| + |ΔMabi|
× |ΔXabi| + |ΔMabi|∑i = 1

t ( |ΔXabi| + |ΔMabi| )

（5）
采用HI指数和 BI指数[19]可以衡量中国与东盟

各国在一段时期内能源产品贸易增量的类型。

HI计算公式为

HI = 1 - |∑i = 1
t ΔXabi -∑i = 1

t ΔMabi |

∑i = 1
t |ΔXabi| +∑i = 1

t |ΔMabi|
- BI （6）

当 BI>HI时，a国与 b国在一段时期内整体或

某类能源产品的产业内贸易增量以水平型为主；

若BI<HI，则以垂直型为主。

2.2 研究范围

本文所研究的东盟国家包括东盟 10国：文莱、

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马来西亚、缅甸、

表3 2017年中国与东盟各国不同类别能源产品贸易总额 亿美元

注：原始资料来源于UN Comtrade数据库。

种类

石油及石油制品

煤炭及煤制品

天然气

生物质能

电能

油页岩/油砂

核能

泥炭及泥炭产物

合计

文莱

2.471 2
0.000 0
0.547 1
0.000 0
0.000 0
0.000 3
0.000 0
0.000 1
3.018 6

柬埔寨

0.100 2
0.000 0
0.056 5
0.002 8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0 0
0.159 5

印度尼西亚

19.182 7
71.128 6
12.317 0
0.570 9
0.000 0
0.025 9
0.000 0
0.000 0
103.225 0

老挝

0.016 8
0.029 1
0.001 2
0.002 6
0.037 4
0.000 1
0.000 0
0.000 0
0.087 2

马来西亚

67.882 9
17.698 1
15.253 7
0.120 1
0.000 0
0.002 0
0.003 1
0.000 1
100.959 9

缅甸

1.272 0
0.025 3
11.750 2
0.130 1
0.635 8
0.000 1
0.000 0
0.000 0
13.813 6

菲律宾

21.945 8
3.270 8
2.162 5
0.074 1
0.000 0
0.000 1
0.000 0
0.000 0
27.453 3

新加坡

103.699 9
9.534 7
1.460 6
0.011 8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0 0
114.707 0

泰国

7.848 9
7.334 3
0.970 6
1.380 9
0.000 0
0.000 9
0.081 6
0.000 0
17.617 1

越南

17.006 5
2.119 8
2.866 7
15.371 9
0.746 4
0.000 0
0.010 1
0.000 0
38.121 4

总计

241.426 8
111.140 7
47.386 1
17.665 1
1.419 5
0.029 4
0.094 9
0.000 2
419.16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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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和越南。

2.3 数据说明

本文主要采用中国与东盟 10国 2008—2017年
能源产品进出口贸易数据，选取HS2002的 4位数

编码数据，数据来源于 UN Comtrade数据库。HS
四位数编码为 2701—2716、2612、4401、4402和
1213共计 20项，由于这 20项编码分属不同的能源

种类，借鉴国家 《能源分类与代码》（标准号：

GB/T 29870-2013），将 20项产品编码分类归入 8
大类能源产品中，即石油及石油制品、煤炭及煤

制品、天然气、生物质能、电能、油页岩/油砂、

泥炭及泥炭产物和核能。具体归类结果如下：石

油及石油制品 （包括如下HS四位数编码：2708、
2709、2710、2712、2713和 2715）、煤炭及煤制品

（包括：2701、2702、2704、2705、2706和 2707）、

天然气（2711）、生物质能（包括：4401、4402和
1213）、电能（2716）、油页岩/油砂（2714）、泥炭

及泥炭产物（2703）和核能（2612）。

3 中国与东盟能源产业内贸易的水平和结

构分析

3.1 静态分析

3.1.1 水平静态分析

1）整体能源产业内贸易水平分析。除新加坡

外，中国与东盟各国整体能源产品的GL值基本上

都小于 0.5（表 4）。因此，中国与东盟各国整体能

源产品以产业间贸易为主，产业内贸易为辅。在

2008—2017年间中国与东盟各国整体能源GL值呈

上升趋势的国家有：缅甸、新加坡、泰国和越南。

文莱、柬埔寨和老挝在 2008—2017年间的GL值基

本为 0，其余国家则呈下降趋势。与中国能源产业

内贸易发展最快的是新加坡，GL值由 2008年的

0.454 2增至 2017年的 0.630 2。泰国紧随其后，

2017年的GL值为0.321 2。
2）分类能源产业内贸易水平分析。中国与东

盟各国分类能源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不同（表 5），

中国除了与缅甸在电能，与新加坡和泰国在石油

及石油制品表现为产业内贸易外，与其他国家和

其他类别的能源产品均以产业间贸易为主。中国

与文莱、老挝不存在产业内贸易，与柬埔寨仅在

生物质能上存在产业内贸易，但水平不高；中国

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泰国在石油

及石油制品上的产业内贸易水平均高于该国的其

他类别能源产品，其GL值分别为0.445 3、0.261 3、
0.696 6和 0.719 7；中国与缅甸 4类（另有 4类不存

在产业间贸易）能源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并不高，

但其电能的GL值达到 0.737 1，表明中国与缅甸的

电能主要以产业内贸易为主；中国与菲律宾天然

气的产业内贸易水平也较高，GL值为 0.354 3，其

他几类能源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水平则很低或不存

在产业内贸易。

3.1.2 结构静态分析

分别对 2008—2017年中国与东盟各国在石油

及石油制品、煤炭及煤制品、天然气、生物质能、

电能、油页岩/油砂、泥炭及泥炭产物和核能（共 8
大类） 中存在产业内贸易的能源产品计算 PQV指

数（略）。从总体上看，除了柬埔寨、老挝和文莱

外（此 3个国家的各能源产品几乎无产业内贸易发

生），中国与其余 7国的能源产品产业内贸易主要

集中在石油及石油制品、煤炭及煤制品、天然气

年份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文莱

0
0
0
0
0
0
0
0
0
0

柬埔寨

0
0
0
0
0

0.000 6
0
0
0
0

印度尼西亚

0.199 8
0.138 5
0.147 6
0.046 1
0.125 2
0.171 2
0.062 2
0.043 7
0.019 9
0.090 9

老挝

0
0
0
0
0
0

0.007 3
0
0
0

马来西亚

0.222 3
0.080 7
0.120 9
0.127 9
0.191 0
0.287 4
0.198 3
0.147 6
0.188 2
0.176 5

缅甸

0.005 7
0.085 2
0.048 8
0.041 0
0.035 7
0.039 4
0.032 9
0.023 9
0.038 3
0.038 5

菲律宾

0.585 5
0.084 4
0.054 4
0.004 6
0.024 1
0.003 1
0.002 0
0.023 6
0.009 9
0.028 5

新加坡

0.454 2
0.792 4
0.792 5
0.441 8
0.500 1
0.809 2
0.847 3
0.608 0
0.513 7
0.630 2

泰国

0.175 3
0.205 2
0.215 2
0.191 5
0.094 5
0.054 0
0.078 0
0.117 9
0.306 2
0.321 2

越南

0.018 2
0.012 6
0.064 0
0.005 8
0.006 1
0.007 2
0.011 4
0.065 3
0.052 1
0.058 9

表4 2008—2017年中国与东盟各国整体能源贸易GL指数

注：表中GL=0的情况为该年中国与该国的整体能源贸易只有进口或出口，无产业内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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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生物质能这 4大类别上，其产业内贸易结构呈现

垂直型和水平型兼具的混合特征，其中垂直型中

大部分的 PQV指数小于 0.75，表明垂直型以低质

量垂直型为主。

3.2 动态分析

3.2.1 水平动态分析

1）整体能源产业内贸易水平分析。从整体上

看（见表 6），中国与文莱、柬埔寨和老挝的能源

产品贸易增量完全由产业间贸易引起（BI=0），其

余国家 BI值均小于 0.25，表明中国与东盟各国能

源产品贸易增量中产业内贸易所起的作用较小，

增量主要由产业间贸易引起。中国与越南能源贸

易的BI指数最大，说明在东盟 10国中，中国与越

南能源产品贸易增量中产业内贸易作用最为显著。

2）分类能源产业内贸易水平分析。不同类别

产品在中国与东盟不同国家的能源产品边际产业

内贸易水平存在差异（表 7），只有中国与缅甸在

电能上的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大于 0.5，表明其在

2008—2017年间的贸易增量主要是由产业内贸易

引起。产业内贸易对中国与菲律宾、中国与越南

在天然气上的贸易增量作用较大，其 BI值分别为

0.437 7和 0.294。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其他类别能源

产品的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均小于 0.25，表明产业

内贸易对其贸易增量所起的作用较小。

3.2.2 结构动态分析

1）整体能源产品贸易增量分析。从BI指数和

HI指数的计算结果来看（表 8），中国与东盟各国

的BI指数均小于HI指数，整体能源产品贸易增量

类别

煤炭及煤制品

泥炭及泥炭产物

天然气

油页岩/油砂

电能

石油及石油制品

核能

生物质能

文莱

-
0
0
0
-
0
-
-

柬埔寨

0
-
0
-
-
0
-
0

印度尼西亚

0.011 6
-

0.000 3
0.006 4
-

0.117 8
-

0.001 1

老挝

0
-
0
0
0
0
-
0

马来西亚

0.000 8
0
0
0
-

0.024 2
0*

0.143 7

缅甸

0.001 7
-

0.003 4
0

0.599 0
0.003 3
-
0

菲律宾

0.122 9
-

0.437 7
0
-
0
-

0.041 7

新加坡

0
0
0
0
-

0.007 8
-
0

泰国

0*
0
0
0
-

0.007 8
0

0.003 7

越南

0.016 3
-

0.294 0
0
0*

0.032 5
0

0.099 1

指数

BI指数

文莱

0
柬埔寨

0
印度尼西亚

0.025 8
老挝

0
马来西亚

0.015 5
缅甸

0.027 8
菲律宾

0.047 1
新加坡

0.006 6
泰国

0.004 9
越南

0.055 5

类别

煤炭及煤制品

泥炭及泥炭产物

天然气

油页岩/油砂

电能

石油及石油制品

核能

生物质能

文莱

0
0
0
0
0
0
0
0

柬埔寨

0
0
0
0
0
0
0

0.007 9

印度尼西亚

0.011 8
0

0.000 3
0.005 2
0

0.445 3
0

0.004 2

老挝

0
0
0
0
0
0
0
0

马来西亚

0.001 3
0

0.003 0
0
0

0.261 3
0

0.142 8

缅甸

0.001 1
0

0.005 0
0

0.737 1
0.003 8
0
0

菲律宾

0*
0

0.354 3
0
0

0.000 5
0

0.060 2

新加坡

0*
0

0.032 3
0
0

0.696 6
0
0

泰国

0.000 5
0

0.000 3
0.204 1
0

0.719 7
0

0.003 6

越南

0.054 4
0

0.027 1
0
0

0.024 5
0

0.106 4

表5 2017年中国与东盟各国分类能源产品GL指数

注：（1）表中GL=0的情况为 2017年中国与该国在该能源产品类别的贸易只有进口或出口，无产业内贸易。（2） 0*≠0，表示

接近于0的极小数值。

表6 2008—2017年中国与东盟各国整体能源产品产业内贸易BI指数

表7 2008—2017年中国与东盟各国分类别能源产品BI指数

注：（1）“-”为中国与该国在相应年份该类能源产品均无贸易额。（2）BI=0表示中国与该国在该类能源产品的贸易增量完全由产

业间贸易引起。（3） 0*≠0，表示接近于0的极小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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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由垂直型产业内贸易引起。

2）各国分类别的能源产品贸易增量分析。从

表 9可以看出，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在天然气、油页

岩/油砂和生物质能的贸易增量主要以水平型为主；

中国与马来西亚在生物质能的贸易增量主要以水

平型为主；中国与缅甸在天然气、电能和石油及

石油制品的贸易增量主要以水平型为主；中国与

菲律宾在天然气和生物质能的贸易增量主要以水

平型为主；中国与泰国在石油及石油制品和生物

质能的贸易增量主要以水平型为主；中国与越南

在天然气、煤炭及煤炭制品和生物质能的贸易增

量主要以水平型为主；其他各国各类别的 BI指数

均小于HI指数，说明其贸易增量主要来源于垂直

型产业内贸易。

4 中国与东盟能源产业内贸易存在的主要

问题

4.1 中国与东盟能源产业内贸易水平整体较低，

仍以产业间贸易为主

从上述分析结果来看，中国与东盟各国和各

类型能源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水平普遍偏低（GL值
基本小于 0.5），产业内贸易对双方能源合作的优势

发挥作用不明显，中国与东盟产业内贸易仍存在

较大提升空间。

4.2 中国与东盟各国能源产业内贸易状况存在较

大差异

中国与东盟各国在整体能源或分类能源产品

的产业内贸易水平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和不平衡性。

例如在 2017年，中国与新加坡能源产业内贸易水

平指数高达 0.630 2，而与文莱、老挝和柬埔寨则

为 0，这种水平差距大的情况在 2008—2017年中均

有存在。中国与东盟各国的产业内贸易水平区域

差异程度明显，地区间产业内贸易水平的不平衡

性使得中国与东盟能源合作优势较难凸显，也不

利于区域能源安全的系统化构建。

4.3 中国与东盟各国在各类型能源产品的产业内

贸易类型差异较大

产业内贸易类型差异主要体现在中国与东盟 7
国 （柬埔寨、老挝和文莱除外） 的能源产品产业

内贸易，尤其集中在石油及石油制品、煤炭及煤

制品、天然气和生物质能这 4大类别上，其余产品

类别的产业内贸易类型在绝大多数年份均以低质

量垂直型为主，能源产品之间的产业内贸易结构

类型区别明显，不利于中国与东盟能源合作保持

种类

煤炭及

煤制品

泥炭及泥

炭产物

天然气

油页岩

/油砂

电能

石油及

石油制品

核能

生物质能

文莱

BI
-

0
0
0
-
0
-
-

HI
-

0
0
0
-
0
-
-

柬埔寨

BI
0

-
0
-
-
0
-
0

HI
0

-
0
-
-
0
-
0

印度尼西亚

BI
0.011 6

-
0.000 3
0.006 4
-

0.117 8
-

0.001 1

HI
0.016 7

-
0
0
-

0.754 7
-
0*

老挝

BI
0

-
0
0
0
0
-
0

HI
0

-
0
0
0
0
-
0

马来西亚

BI
0.000 8

0
0
0
-

0.024 2
0

0.143 7

HI
0.157 1

0
0
0
-

0.609 8
0
0

缅甸

BI
0.001 7

-
0.003 4
0

0.599 0
0.003 3
-
0

HI
0.012 4

-
0
0
0

0.001 5
-
0

菲律宾

BI
0.122 9

-
0.437 7
0
-
0
-

0.041 7

HI
0.316 2

-
0
0
-
0
-

0.040 5

新加坡

BI
0

0
0
0
-

0.007 8
-
0

HI
0

0
0
0
-

0.143 6
-
0

泰国

BI
0*

0
0
0
-

0.007 8
0

0.003 7

HI
0.000 8

0
0
0
-

0.002 5
0
0

越南

BI
0.016 3

-
0.294 0
0
0

0.032 5
0

0.099 1

HI
0.011 9

-
0
0
0

0.098 4
0
0

指数

BI指数

HI指数

文莱

0
0

柬埔寨

0
0

印度尼西亚

0.025 8
0.211 3

老挝

0
0

马来西亚

0.015 5
0.412 3

缅甸

0.027 8
0.150 5

菲律宾

0.047 1
0.070 5

新加坡

0.006 6
0.425 9

泰国

0.004 9
0.790 8

越南

0.055 5
0.939 7

表9 2008—2017年中国与东盟各国分类别能源产品贸易BI指数和HI指数

表8 2008—2017中国与东盟各国整体能源产品产业内贸易BI指数和HI指数

注：（1）当BI=0且HI=0时，表示中国与该国在该能源产品类别无产业内贸易增量。（2）“-”为中国与该国在相应年份该类能源产品均

无贸易额。（3） 0*≠0表示接近于0的极小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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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久性和常态化。

5 相关对策

1）推进中国与东盟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和能源

金融合作，优化双边产业内贸易水平。借助“国

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的发展契机，加快推进中国

与东盟之间油、电、气等跨境管道的完善和升级，

全力提升中国与东盟能源基础设施。此外，金融

合作对于能源产业内贸易水平提升具有重要作用。

能源金融合作将涉及能源期货市场合作、能源领

域人民币结算和能源合作项目融资支持合作等方

面[20]。因此，需要加强双边能源金融合作，促进双

边能源产业内贸易相关规划、项目和工程的有效

落实，助推中国与东盟能源产业内贸易水平提升。

2）积极开展中国与东盟双边能源合作机制建

设，深挖各国能源特色优势，促进产业内贸易协

调发展。充分发挥“一带一路”倡议、中国—东

盟博览会和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建设的优势作用，

开设中国—东盟能源部长会议并使其常态化、机

制化。加强双边能源合作问题探讨，共建中国—

东盟能源区域安全。积极深挖双边的能源特色优

势，推进重点能源项目和工程的区域性协调开展，

促进双边能源产业内贸易整体发展。

3）完善中国与东盟能源产品贸易结构，促进

双边能源产业内贸易常态稳定发展。中国能源需

求具有数量较大和种类需求多样等特征，东盟国

家经济快速发展也在不断增大对能源需求的数量

和种类，从国家和区域能源安全角度考虑，中国

与东盟能源产业内贸易将保持长久发展。调整和

完善中国与东盟能源产品贸易结构，在稳定完善 4
大类别能源产品 （石油及石油制品、煤炭及煤制

品、天然气和生物质能） 贸易发展的基础上，应

进一步发挥其余能源产品的优势，从而构建较为

完整的能源产品贸易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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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矿生产作为一项危险性较高的行业，其安

全生产水平尤为重要[1]。近年来我国煤矿生产安全

事故时有发生，安全形势严峻，而煤矿一线工人

缺乏足够的安全认知，不安全行为一再发生，是

导致事故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1988—2018年，

根据我国煤矿重大事故统计数据显示，人因事故

占到事故总数的 90%以上[2]。王黎静等[3]指出人的

安全心理存在偏差是不安全行为产生的主要原因

之一。LUND等[4]指出人员的不安全行为可以通过

改变其安全态度进行控制，进而对事故的产生起

到防范作用。黄玺等[5]认为预防事故可以通过改变

工人的不安全态度来实现。因此，科学、系统的

研究与评价煤矿工人的安全态度，从而对煤矿一

线工人产生的不安全行为进行有效地控制，对于

减少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至关重要。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于安全态度的研究主要

集中在交通、医疗、建筑等领域。PålUlleberg等[6]

利用 ISM模型对青年驾驶员的人格特质对于危险驾

驶行为的间接影响机制进行了研究。马文瑶[7]通过

危险行为态度量表研究了驾驶员的安全态度对于

攻击性驾驶行为的影响。黄维维[8]等指出影响急诊

科护士的安全态度的三大要素是工龄、年龄以及

职称。Leila Azimi[9]将接受安全培训前后的护士的

安全态度进行了对比，结果显示，接受培训后的

护士的安全态度得分平均提高了 44%。陈雪锋等[10]

研究了建筑工人安全态度的影响因素，提取出了

工作压力、安全奖惩措施、安全教育培训等 15个
主要影响因素。 Lee Hyun-Soo 等[11]采用系统动力

学模型对建筑工人的安全态度和安全行为之间的

反馈机制进行了分析。

对于煤矿工人的安全态度，国内外的相关研

究较少。刘家龙[12]等编制了煤矿工人安全态度的测

量量表。Yin Wen-wen等[13]研究了煤矿工人的个人

特征对安全态度的影响。刘钰欣等[14]采用系统仿真

法分析了心理因素对矿工不安全行为产生的影响。

Wei Jia等[15]将矿工的安全承诺分为 3个维度，并研

煤矿工人安全态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郭小飞，李红霞
（西安科技大学 管理学院，陕西 西安 710054）

摘 要：研究煤矿工人的安全态度对于煤矿安全管理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在文献研究的

基础上编制安全态度测量表，并对 200名一线煤矿工人进行问卷调查，其结果证明所编量表有效；

利用方差分析法分析了个人因素对安全态度的影响程度；通过因子分析找出安全态度的主要影响

因素并建立了矿工安全态度的综合评价模型。分析结果显示对安全态度影响最大的是安全管理与

事故认知，管理者应加强对煤矿工人的安全认知教育，提升安全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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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re surveyed by questionnair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cale is effective. The influence of personal factors on safety atti⁃
tude was analyzed by variance analysis. Through factor analysis，the main influencing factors of safety attitude were found out，
and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model of miners' safety attitude was establish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safety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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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ers to improve safety management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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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了人口统计学变量对矿工安全承诺的不同影响。

上述学者们仅对测量量表的编制或个人因素对煤

矿工人安全态度的影响等某一方面进行了研究，

针对其安全态度还没有较为全面的研究。

鉴于此，本文通过理论研究和数据分析，对

煤矿工人的安全态度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全面、系

统的研究，以期为煤矿工人安全态度的改善提供

理论依据。

1 安全态度调查

1.1 问卷设计

现有的研究大多采用主观的安全态度量表，

测量方法主要为定性的方法，且难以进行量表内

部结构的分析。本研究利用 5点量表题对安全态度

进行量化研究，对研究范围内的煤矿工人以填写

问卷的方式进行调查。

运用文献研究法，参考以往研究成果[16-22]，经

过汇总、筛选与讨论之后，确定了包括事故认知、

安全管理、团队合作、个人责任、个人风险意识

在内的矿工安全态度的 5个维度。在此基础上，结

合实际情况设计出 34道问卷题项。在某煤矿中小

范围的利用问卷进行测验，依据对回收问卷的信

效度检验结果对问卷进行了进一步的改进，删除

了设计不合理的题项，最后设计确定 25道问卷题

目，每一题目均有 5种可选答案供被测者选择回

答，每一个题目的不同答案与 1~5整数分值一一对

应，问卷具体题项见表1。
1.2 数据收集与整理

采用最终确定的问卷，选取陕西省某煤矿开

展调查，选择 200位一线煤矿工人，向其发放问卷

并说明如何填写。在收集的 198份问卷中排除存在

缺项遗漏或答案过于规律的问卷 24份，最后得到

有效的问卷数目为 174份。把调查结果整理简化制

成表格，将其导入SPSS软件进行分析计算。

1.3 量表的信度和效度检验

信度表示问卷能否测量到拟测事项，测量是

维度

事故

认知

安全

管理

个人

责任

问题

1.事故的发生和我做什么没有关系

2.由于井下环境恶劣，事故是不可避免的

3.进行事故预防工作并不能阻止事故的发生

4.在事故发生时，我能保持镇定并进行恰当的处置

5.我所在的煤矿具有完善的安全管理制度

6.管理者非常重视安全培训

7.矿上制定了精细的岗位工作规程

8.领导对安全工作开展定期检查会使我更加重视安全

9.安全工作实施奖励制度会让我对安全的积极性更高

10. 我会将发现的安全隐患及时汇报给上级

11. 在设备安全设施安装好前，我不会进行工作

12. 我会积极向上级提出关于安全生产的建议

13.发现他人的不安全行为，我会主动纠正

14.进入矿井前我会穿戴好防护用品并进行检查

维度

团队

合作

风险

意识

问题

15.企业安全生产过程中，团队合作十分重要

16.当同事违反安全规章制度时，我会及时指出其错误

17.我愿意与同事讨论解决遇到的事故隐患与安全相关问题

18.井下作业，我和同事之间会互相提醒注意相关安全事项

19.在工作中，同事遇到问题，我会积极帮助他解决问题

20.工友违章操作，我不会跟着违章操作

21.安全不仅仅是自己的事情，与其他人相关

22.违章操作容易发生事故

23.安全检查人员对井下的检查存在遗漏易导致发生生产事故

24.员工没有受到好的安全培训将会导致生产事故的发生

25.井下的机械设备防护设施缺失或故障，会导致事故的发生

表1 煤矿工人安全态度问卷

否可靠、可信。本研究依据问卷调查的结果，通

过SPSS软件分析问卷的可靠性，计算结果如表2。
表2 安全态度问卷信度检验表

由表 2得到问卷评估项为 25个，总体克朗巴

哈系数是 0.817，大于 0.81，可知该问卷具有较高

的信度。

依据问卷调查结果，对量表的KMO值进行检

验，结果见表3。
表3 KMO检验和Bartlett检验可靠性统计量

Cronbach's Alpha

0.817

项数

25

KMO

Bartlett 的球

形度检验

近似卡方

df

Sig.

.751

151.537

10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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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3可知KMO值为 0.751，Bartlett球形检验

的 p值小于 0.001，因此本研究比较适合做因子分

析，问卷结构可靠性较好。

2 调查结果分析

2.1 方差分析

在此次被调研的煤矿一线工人中，仅有 15.2%
的工人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高中及以下毕业的

工人人数占比为 74.3%，表明大部分煤矿一线工人

的学历较低；工作经验在 1~5年之间的最多，占

51.1%，其次为 6~10年，占比 22.4%，表明本次所

调研的煤矿工人工作经验较丰富；年龄在 31~40
岁、21~30岁之间的工人最多，分别占比 50.6%、

32.8%。

本文中主要对于煤矿工人的学历、接受安全

培训次数、工龄、年龄 4种个体因素进行了研究。

将 4种个体因素作为变量分析其对安全态度的影响

程度，结果见表4。
表4 不同群体安全态度的方差分析表

从表 4可以看出，该量表在这 4种个体因素方

面具有明显的差异。利用独立样本T检验和单因素

方差分析的方法对其进一步分析得出：

1）受过安全培训的工人较没有受过安全培训

的工人而言有着更好的安全态度，但培训次数的

增长对于安全态度的影响不大。由此可知，安全

培训对于提升煤矿工人的安全态度至关重要，但

该矿安全培训的效果较差，原因在于该矿对于

安全培训并不重视，缺乏培训后续的跟进，且

培训内容重复率高，导致员工采用消极的态度

对待培训。

2） 31~40岁的煤矿工人安全态度得分较高。

调查结果显示，不同年龄的工人的安全态度有明

显差异。进一步分析数据发现 31~40岁的工人安全

态度得分相对较高。由此可知，思想成熟度的提

升也影响了煤矿工人对安全生产的重视程度，随

着年龄的增长，安全态度也在逐步变好，而 40岁
以上的煤矿工人有着较为稳定的安全态度。

3）学历、工龄与安全态度得分之间呈现正相

关关系。由调查结果可知，工作经验越丰富的工

人就越重视安全生产，安全态度越好，而受教育

程度也会显著影响煤矿工人的安全态度。

2.2 因子分析

2.2.1 因子提取

利用 SPSS软件将各维度的均值计算出来，并

将其作为因子分析的变量，分析结果见表5。
由表 5可知，因子 1与因子 2的特征值分别为

3.062和 1.239，均大于 1，且它们的贡献率累计起

来达到了 86.018%，根据上表可将因子 1和因子 2
提取为主因子。

成份

1
2
3
4
5

初始特征值

合计

3.062
1.239
0.360
0.196
0.144

方差 %
61.231
24.787
7.193
3.914
2.875

累积 %
61.231
86.018
93.211
97.125
100.000

提取平方和载入

合计

3.062
1.239

方差 %
61.231
24.787

累积 %
61.231
86.018

旋转平方和载入

合计

2.791
1.510

方差 %
55.811
30.207

累积 %
55.811
86.018

群体

安全培训次数

年龄

工龄

学历

F
7.053
5.770
12.076
9.594

P
0.000
0.001
0.000
0.000

表5 变量分析

2.2.2 因子旋转

成分矩阵经过进一步旋转之后，结果见表6。
由表 6可知，第一个主因子基本反映了个人责

任、团队合作以及个人风险意识这 3个维度的内

容，第二个主因子基本反映了事故认知与安全管

理两个维度的内容。

表6 旋转成分矩阵

个人责任

团队合作

风险意识

事故认知

安全管理

成份

1
0.928

0.896

0.869

0.607

2
0.126

0.230

0.964

0.714

郭小飞等：煤矿工人安全态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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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因子得分

表 7是因子变量的协方差矩阵，根据表 7可得

两个主因子间没有相关性。

表7 协方差矩阵

计算因子得分函数的系数，表8为计算结果。

表8 成分得分系数矩阵

用H1代表事故认知维度，H2代表安全管理维

度，H3代表团队合作维度，H4代表个人责任维度，

H5代表风险意识维度。S1表示主因子 1得分，S2表
示主因子2得分。

根据表8分别得出两个主因子的得分函数为：

S1 = -0.187H1 + 0.120H2 + 0.317H3 + 0.348H4 + 0.356H5 （1）
S2 = 0.718H1 + 0.421H2 + 0.016H3 - 0.067H4 - 0.194H5 （2）

接着将旋转后各主因子的方差贡献率Wi定作

权重，建立煤矿工人安全态度的综合评价模型：

S = W1S1 + W2S2 = 0.5581S1 + 0.3021S2 （3）
式中，S表示矿工的安全态度综合得分。

模型显示，安全管理与事故认知对煤矿工人

的安全态度影响最大，煤炭企业应加强对这两方

面的重视，采取必要措施，提高安全管理和事故

意识。不仅要提高对于一线工人安全培训的频率

与质量，也要增加培训后续的考核以强化培训效

果。与此同时，企业应增加安全宣传的力度，提

高煤矿工人的安全认知。在安全管理方面，要完

善矿业企业安全管理体系，增加安全工作奖惩制

度与安全检查制度，提高工人对于安全工作的积

极性与重视程度，以此改善煤矿一线工人的安全

态度。

2.2.4 因子分析结果

利用分析软件可算出煤矿工人的安全态度主

因子得分，再通过综合评价模型可得到 174名煤矿

工人的安全态度的综合得分及排名情况，以排序

前10的工人为例，其综合得分见表9。
表9 煤矿工人安全态度得分及排名

由数据计算结果可得，被测工人的安全态度

综合得分的差异性较小，总体得分较低，均值仅

为 11.374。因此，该矿必须将提升一线工人的安全

态度作为首要任务，加强安全管理，提高工人的

事故认知能力。

3 结 论

通过上述对于矿工安全态度的调查与分析，

得出以下结论。

1）通过对相关文献的回顾，确定了煤矿工人

的 5个安全态度维度；经检验，问卷信度和效度都

较高，对于煤矿工人安全态度的测量效果较好。

2）利用方差分析的方法分析个人因素对煤矿

工人安全态度的影响，结果表明，工龄和文化程

度与煤矿工人的安全态度呈正相关关系；受过安

全培训的工人的安全态度优于未接受安全培训的

工人，但培训次数的增长对于安全态度的影响较

小；30岁以上的工人安全态度较好。

3）安全管理与事故认知对煤矿一线工人安全

态度的影响最大，应组织必要的安全教育与培训、

完善安全管理制度以期提升安全态度。

4） 建立了煤矿工人安全态度的综合评价模

型，运用该模型可以对被测工人的安全态度状况

进行整体的了解，并显示被测工人得分的大小次

序，有助于煤矿工人的安全培训与考核。

5）模型计算结果显示，该矿工人的安全态度

得分差异较小，综合得分偏低，均值仅为 11.374。
该矿今后要加强安全管理，将一线工人的安全认

成份

1
2

1
1.000
0.000

2
.000

1.000

事故认知

安全管理

团队合作

个人责任

风险意识

成份

1
-0.187

0.120

0.317

0.348

0.356

2
0.718

0.421

0.016

-0.066

-0.194

1

2

3

4

5

6

7

8

9

10

S1

19.455

21.259

16.640

13.457

10.935

8.547

16.544

17.385

11.221

25.744

S2

17.264

12.685

13.347

10.001

6.859

4.390

11.437

15.707

7.802

19.601

S

16.073

15.697

13.319

10.532

8.175

6.096

12.688

14.448

8.619

20.289

排名

29

31

37

45

53

61

40

34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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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教育作为工人教育培训的重点，有针对性地进

行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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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资源型地区而言，要想顺利实现经济转

型，就需要加强对于能源转型的重视力度。从根

本上来说，能源转型就是使原有能源结构实现多

元化，并推动能源朝着低碳化方向发展，充分发

挥能源价值。从 20世纪 90年代开始，山西省就一

直不断探索能源产业的结构调整和转型发展，并

发生了一些积极的变化。但是，在相当长一段时

期内，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还不会改变。积极

推进能源转型发展是山西省资源型经济转型升级

的重要保障，是山西推进能源革命的必然路径，

也是山西“争当能源革命排头兵”的重要举措。

1 山西省能源产业发展现状

山西省以其丰富的能源优势，成为我国的能

源大省，其能源类型多样，既包括煤炭、煤气层

能源，也包括风能、太阳能能源等，这些能源使

山西省整体的竞争实力得到显著提升，对我国经

济增长起到不可小觑的作用。

1.1 山西省是煤炭生产和消费大省

山西省的煤炭资源受到全国瞩目。根据调查

统计，山西省煤炭资源储量超过了2 674亿 t，在全

国各大省市中位列前茅，仅山西省的煤炭资源就

占到我国煤炭资源总量的 25.7%[1]。《中国矿产资源

报告 2016》对山西省、市、区的煤炭资源储量进

行了统计计算，截至 2016年，山西省的煤炭资源

储量在全国省区中排名第一，内蒙古位居第二，

山西省能源转型发展的现状、困境与突破

韩 芸
（山西省社会科学院 ，山西 太原 030032）

摘 要：能源转型是资源型地区经济转型发展的关键环节，是山西省推动能源革命的必然路径。通

过对山西能源产业发展现状以及能源转型的实践分析，深入探究山西能源转型中存在的挑战和困

境，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山西省应从能源生产、消费、体制、技术改革等方面寻找突破点，包括开展

用能权交易、构建多元化能源供应体系、发展煤基低碳科技、构建煤电一体智慧能源体系等，走出

一条符合能源发展趋势、具有山西地方特色的能源转型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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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Energy transformation is a key link in th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resource-based regions，and
is an inevitable path for Shanxi Province to promote the energy revolution.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status of Shanxi's ener⁃
gy industry development and the practice of energy transformation，the challenges and dilemmas in Shanxi's energy transforma⁃
tion were explored deeply，and on this basis，Shanxi should seek breakthroughs in energy production，consumption， system
and technological reform. Including the development of energy use transactions，the construction of a diversified energy supp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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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的煤炭储量排名第三[2]。华北区的山西、内

蒙古和西北的陕西分别占 25.7%、22.4%和 16.2%。

山西省是炼焦煤的主要分布区。我国炼焦煤分布

情况，如图1所示。

图1 我国炼焦煤分布情况

1979年，山西省煤炭产量在全国煤炭产量中

占到 17.1%的比例，基本上等同于吉林省、黑龙江

省、辽宁省的总煤炭产量。20世纪 80年代，政府

部门将山西省定位为全国能源化工基地，并将山

西省的煤炭资源生产列入国家发展规划，这一举

措为山西省煤炭产业的发展奠定良好的政策基础，

带动了山西省煤炭产量的大幅度增长。1949—
2018年，山西省已生产超过 180亿 t原煤，占全国

原煤总产量的四分之一以上。 其中，外调量超过

120亿 t，占全国各省商品煤外调的四分之三。

2018年山西省煤炭产量排名全国第二，如图2所示。

从能源产业结构看，改革开放以来，在建设

“能源重化工基地”的推动下，山西逐渐形成以

“煤、焦、冶、电”4大传统产业为主导的产业结

构。4大产业产值在工业产值中占到 80%的比例。

从工业内部结构看，2010年，煤炭工业全省规模

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达到 58%，2014年增加值比

图2 2018年全国主要产煤省份煤炭产量

数据来源：2018年各省国民经济和社会统计公报。

重为 52%，2016年这一数值降为 48%。在工业总

产值中，4大产业产值占到 80%的比例。从产业结

构构成和主导产业的地位可以看出，10多年来山

西省能源产业结构以煤炭为主。2010—2018年山

西省煤炭工业增加值占比情况，见表1。
1.2 山西省是国家核心电力供应基地

新时代下，我国以建立新型综合能源基地为

重要发展战略，山西省的电力工业为这一战略目

标的实现提供了有力支持。

近年来，山西省发电能力大幅提升，装机容

量从 2006年的 2 745万 kW上升到 2018的 8 757.7
万 kW，发电能力增加了 2.2倍。电源结构不断优

化，2018年火电装机仅增长 4.1%，火电、水电、

风电、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比例为 75.7： 2.5：
11.9：9.9，新能源发电装机比重达到 24.3%。外送

通道不断增加，2018年全省外送电量完成 927.1亿
kWh，同比增长 19.6%。从当前山西省的外送格局

来看，核心高压为 1 000 kV，形成 6个通道、13回
线路，输送电力超过 2 000万 kW。此外，有 4条外

送电通道正在建设中，根据预测评估，通道建成

年度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9 200.9
11 237.6
12 112.8
12 602.2
12 761.1
12 766.5
12 966.2
14 973.5
16 818.1

工业增加值/亿元

4 591.5
6 046.6
6 230.2
6 006.1
5 068.7
3 964.9
3 948.9

—

—

煤炭工业增加值/亿元

2 681.0
3 687.2
3 758.5
3 458.6
2 623.1
1 885.2
1 907.9

—

—

煤炭工业占地区生

产总值比重/%
29.1
32.8
31.0
27.4
20.6
14.8
14.7
—

—

煤炭工业增加值占工

业增加值的比重/%
58.4
61.0
60.3
57.6
51.8
47.5
48.3
—

—

表1 2010—2018年山西煤炭工业增加值占比情况

数据来源：根据《山西省统计年鉴》整理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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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将输送电量达1 700万kW。

1.3 山西省煤层气产业发展速度突飞猛进

相关调查显示，在山西省范围内，埋深2 000 m
以浅的含气面积达 3.59万 km2，根据评估预算，资

源总量达到 8.31万亿m3，占全国的 27.7%。山西省

内的主干管网和省级输气干网系统已经逐渐形成

“三纵十一横”的格局。2018年，全省煤层气地面

开发产气量为 56.57亿m3，其中利用量为 53.94亿
m3，约占全国的 90%。煤气层周边产业的发展空间

逐渐增加。从煤层气的开采到煤层气储运和发电

装备，山西省已经拥有坚实的发展基础。太重集

团威利朗沃公司生产的千米定向钻机，金鼎煤机

生产的抽气机，正华压缩机公司生产的煤层气压

缩机，阳煤化机生产的煤层气深冷液化及输送设

备，众立法兰公司生产的天然气长输管道压缩机

配套法兰和短节，北方风雷公司、北方机械公司、

太原恒山机电公司等企业生产的钻具等产品技术

含量相对较高，山西国联管业、方圆塑业、新超

管业、杰森实业等企业生产的输送气管道已初具

规模。

1.4 山西省煤化工产业蓬勃发展

山西省依托丰富的煤炭资源，煤化工产业起

步较早，20世纪 80年代就提出了建设能源重化工

基地的战略目标。作为山西省支柱产业中的新型

产业，煤化工产业受到山西省的高度重视。近年

来，山西省委省政府一直全力推动煤化工产业创

新发展，取得了显著成绩，在煤化工技术、产品

种类、规模上都已走在全国的前列。在新型技术

的引进下，山西省加强对现代煤化工的研发力度，

多项重大项目相继建成，其中包括煤制油、煤制

乙二醇、煤制烯烃和煤制天然气等。

1.5 山西省新能源快速发展

近年来，山西省坚持“以资源定规划、以规

划定项目、以项目为依托促进产业发展”，引领新

能源资源的规模开发。截至 2018年，全省发电装

机容量 8 757.7万 kW，比 2017年年末增长 8.5%。

其中，火电装机容量 6 627.7万 kW，增长 4.1%；

并网风电装机容量 1 043.2万 kW，增长 19.7%；并

网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 864.1万 kW，增长 46.4%；

水电装机容量 222.8万 kW，下降 8.8%。火电装机

容量比重较 2017年回落 3.2个百分点，风电、太阳

能发电装机容量比重分别上升 1.1和 2.6个百分

点[3]。

2 山西省积极推动能源转型的实践

近年来，山西省积极推动能源转型发展，制

定了《山西省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

试验实施方案（2016—2020年）》《贯彻落实国务

院支持山西省进一步深化改革促进资源型经济转

型发展意见行动计划》《山西打造全国能源革命排

头兵行动方案》《山西省“十三五”控制温室气

体排放实施方案》等一系列政策文件，旨在实现

从“煤老大”到“全国能源革命排头兵”的历史

性跨越。

表2 山西省新能源资源情况

资料来源：《山西省“十三五”新能源产业发展规划》。

2.1 积极推动煤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2016年 4月 24日，山西省在全国率先发布

《山西省煤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意见》及 32个
配套细则，提出严控增量、主动减量和优化存量

的“组合拳”，化解产能过剩问题。2016年山西省

全年共退出产能2 325万 t，规模以上原煤产量同比

减产 13 716.2万 t，占到全国减量的 39.5%，高于第

二位内蒙古 18.1个百分点，减量相当于除内蒙古

外其余产煤省 （市、区） 减量之和。2016—2017
年，山西省共关闭煤矿 52座、退出产能 4 590万 t。
2018年关闭退出煤矿 36座，退出产能 2 330万 t。
自 2016年以来，山西省共关闭退出煤矿 88座，化

解过剩产能6 920万 t。
2.2 煤焦产业兼并重组成效显现

通过实施资源整合，山西省煤焦产业格局

发生根本转变。在整合之前，山西的煤矿总数

为 2 598座，整合之后，煤矿总数压减到 1 078座，

分类

太阳能

秸秆能源

垃圾资源

地热资源

风能

资源情况

年均辐射量1 624 kWh/m2
500万 t/a
8 500 t/日
1.41×1017 kJ

70 m高度处的

年平均风速在

7.5 m/s上

70 m高度处的

年平均风速在

7.0 m/s上

浑源县东南部山区、广灵县与灵丘

县交界处、天镇县与河北省的交界处、

繁峙县与五台县交界处、代县与五台

县交界处、代县与山阴县交界处、原

平市西北部、宁武县盘道梁附近、神

池县与宁武县交界处、五寨县东南部

等区域

朔城区的利民镇，平鲁区的下木角

乡、白堂乡，山阴县下喇叭乡、马营

乡、玉井镇，应县白马石乡，右玉县

的牛心堡乡等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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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了 4个亿吨级、3个 5千万吨级以上煤矿企业，

原本每年 30万 t的单井规模也得到提升，当前山西

省平均单井规模已经达到每年 135.4万 t。在这个基

础上，山西省煤焦企业逐渐形成以股份制为主，

同时融合国有与民营制度的现代企业机制。焦化

主体企业由 223户减少至 86户，户均产能从 70万 t
提高到 200万 t以上，形成 4个千万吨级和 9个 500
万吨级焦化集聚区。高参数、大容量发电机组所

占的比例得到提升，30万 kW以上火电机组容量达

到80%。

2.3 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发挥有效价值

山西省针对煤基产业大力推行科技创新，提

高煤炭清洁利用效率。针对煤层气技术，中国科

学院山西煤化工研究院研发出煤层气脱氧催化剂，

这种催化剂的研发投入成本较低，利用效率高，

通过将脱氧催化剂与当前新型科技流化床技术结

合，实现了含氧煤层气的有效利用。山西晋煤集

团建立了煤层气开发技术研发体系，拥有 120多项

国家煤层气专利，成为全国最大的煤层气开发基

地。随着潞安集团建设 180万 t/a高硫煤清洁高效

利用示范项目、晋煤集团建设 100万 t/a甲醇制清

洁燃料等项目的推进，全省煤炭加工转化投入量

逐年提高，逐步形成以电、气、液及煤基深加工

产品为主导的产品结构。依托太钢等国家级企业

技术中心以及中科院山西煤化所、中电科二所、

中电科三十三所等省内材料领域科研院所，在不

锈钢、镁合金、LED、多晶硅、煤基固废利用等领

域，具备了较强的技术支撑能力，初步形成产学

研一体化创新模式，开发出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新技术、新工艺[4]。煤炭行业在去产能的同

时，着重加快煤炭产业技术创新，煤炭清洁化发

展进入快速发展通道。

2.4 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正在形成

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融入京津冀协

同发展、环渤海地区合作发展，加快晋陕豫黄河

“金三角”区域合作。纳入《中蒙俄经济走廊合作

规划纲要》。“以煤会友”，围绕煤炭安全绿色开

发、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煤层气开发利用、碳捕

获封存利用和能源科技创新等方面，积极加强与

德国北威州、美国西弗吉尼亚州、爱达荷州、怀

俄明州等城市的合作，促进高碳资源低碳利用、

黑色煤炭绿色发展。

2.5 能源管理体制改革取得重大进展

山西省积极开展电力体制改革综合试点，先

后印发执行了14项电力体制配套改革方案，“1+N”
的政策体系形成并逐渐完善。建立了独立输配电

价机制，输配电价改革顺利完成。煤炭管理体制

改革逐渐加快，一是实施多年的煤炭运销票据和

煤焦公路站点全部取消，煤炭企业税费负担率从

14.6％下降到 10.6％，大大减轻了煤炭企业的负

担。二是减少资金征收项目，原本煤炭开采企业

需要交付一定比例的矿山环境治理保证金，体制

改革后，该项基金征用被取消。此外，还取消了

煤矿转产发展资金的征收。三是对煤炭资源税进

行改革，按照 8%的税率进行资源税征收[5]。同时，

煤层气市场化配置资源改革加快推进，建立了煤

层气区块探矿权公开竞争出让制度，全省 10个煤

层气区块探矿权实施了公开竞争出让。

3 山西省能源转型发展面临的困境

尽管山西省能源发展取得了显著成绩，但也

面临着诸多挑战和困境，如资源利用率低，造成

资源浪费；能源供给受到多重因素限制；在能源

的开发过程中，生态环境遭到破坏；能源开发技

术整体上较为滞后，等等，这些都对山西省能源

的成功转型造成了一定阻碍。

3.1 煤炭消费比重偏高，能耗“双控”压力较大

山西省能源转型面临的最大挑战是煤炭在能

源消费总量中的比例偏高，比重长期高达 80%以

上，以全国 1.6%的国土面积，消耗着全国约 10%
的煤炭量，单位面积耗费量是全国平均水平的 5倍
左右。2017年，山西省煤炭消费总量为32 171万 t，
比 1980年的 4 326万 t，增长了约 6.4倍，年均增长

率 5.6%。对表 3中的数据进行分析可知，从 1980
年开始，山西省煤炭消费总量每年持续增加，直

到 2014年，这一数值开始下降。从用途上来说，

生产建设是山西省煤炭消费的主要方向，占总消

费量的 96%以上。其中，发电和炼焦是用煤的主

要行业。1980年，山西省发电煤耗量占全省生产

建设煤炭消费的比重为 21.5%，1980—2013年这一

比重逐年上升，到 2013年这一比重达到 38.3%，

2013年以后开始有所降低，但仍然保持在 35%以

上。1980年，生活煤炭的消费量在总消费量中占

到 21.9%的比重，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大众的

生活方式发生较大变化，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煤炭

的数量越来越少。2017年，社会煤炭消费量在总

消费量中只占到 3.0%的比例。2018年 7月，山西

省出台了《山西省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提

韩 芸：山西省能源转型发展的现状、困境与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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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到 2020年全省重点区域 8市煤炭消费总量实

现负增长，全省煤炭消费在一次能源消费占比降

至 80%，全省煤电占煤炭消费比例达到 55%以

上[6]。我国在控制能源消费总量的基础上，还对消

费强度加强了控制，以此来实现能源的有效利用，

避免资源浪费。山西省这种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

结构，短期来看，将对完成能耗“双控”目标带

来较大压力。长期来看，对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

展也将带来巨大挑战。山西省主要年份煤炭消费

情况，见表3。
表3 山西省主要年份煤炭消费情况

注：煤炭消费量包括终端消费量和用于加工转换消费量；数

据来源《2018年山西省统计年鉴》。

3.2 非化石能源比重偏低，新能源发展不足

“十二五”时期以来，山西省能源结构不断优

化、开发建设更加有序、开发与制造协同发展。

但与全国新能源发展的情况相比，山西省的风电

装机和太阳能装机总量分别占全国的 5.2% 和

2.6%。与河北、山东、河南、陕西、内蒙古等省

区的新能源发展情况相比，风电累计并网容量排

名第 4 位，太阳能累计装机容量排名第 5 位[7]。能

源结构中新能源占比不高，由于山西省煤电装机

基数过大，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仅为

3.05%（全国为 12%），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 1 061
万 kW，约占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 4.8 亿 kW
的 2.2%。其中，新能源装机容量为 1 449 万 kW，

燃气发电装机 388 万 kW。《山西省应对气候变化

规划 （2015—2020）》 提出，新能源在能源结构

比重还较低，未来非化石能源比重提升任务较重。

预计 2020 年山西省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将达到

5%～8%。“十二五”末山西省与周边省份风电与

光伏发电对比，如图3所示。

图3 “十二五”末山西省与周边省份风电与光伏发电对比

资料来源：《山西省“十三五”新能源产业发展规划》。

山西省煤层气产业的快速发展，受制于资源

条件、技术和工程质量、经济效益、政府管理等

因素影响。山西省多数地区煤层气资源条件欠佳，

除沁水煤田南部外，全省大部份地区的煤层气资

源条件呈现为低压、低渗、低饱和等特征，尤其

是构造煤发育区，不仅开发技术难度大，而且钻

井成功率低，严重制约着煤层气开发经济效益。

在管网建设方面，虽然全省已建成初具规模的煤

层气 （天然气） 输送管网，但这些管道缺乏互联

互通，缺乏应急调峰设施，输气终端 （加气站）

的覆盖程度还较低，难以满足煤层气 （天然气）

管网全覆盖和利用的要求。与此同时，受产业发

展初期的资源和市场的限制，已建成的管道管径、

设计输量相对都较小，不能很好地满足天然气市

场发展要求。

3.3 能源技术亟待提高，储能技术发展不足

山西省的能源运用技术还有待提高。山西省

煤炭资源丰富，在开采过程中，会遇到多种安全

隐患，其中包括水、火风险、高温风险等，这些

问题都需要山西省在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方面加强

研发力度，降低风险发生率。随着煤炭生产和消

费的逐年增加，优质煤炭产品、改善生态环境和

节能减排的压力越来越大，需要解决绿色采矿，

煤炭有效转化和清洁利用等科学技术问题。除此

之外，在新能源不断发展的形势下，国家必须加

强对能源储存技术的关注力度，使能源得到充分

利用。近年来，虽然我国推出了多项储能技术项

年份

1980
1985
1990
1995
2000
2005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总计

/万 t
4 326
5 566
7 292
13 373
12 704
22 631
28 180
30 896
31 085
33 062
32 056
29 428
30 061
32 171

生产建设

消费/%
78.1
81.5
88.5
95.4
95.9
96.4
96.2
96.1
96.0
96.9
96.9
96.8
96.7
97.0

#发电/%

21.5
22.6
26.2
21.3
25.7
30.0
36.8
37.0
38.7
38.3
37.3
36.0
35.5
38.8

#炼焦/%

19.0
25.8
36.9
56.9
51.7
51.4
43.0
42.1
39.5
38.5
38.5
38.3
37.7
35.8

生活用/%

21.9
18.5
11.5
4.6
4.1
3.6
3.8
3.9
4.0
3.1
3.1
3.2
3.1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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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但这些项目很多都处于试点时期，还不能正

式开展。因此，国家需要在储能技术系统容量和

转换率等方面进一步加强研究，提高能源储存的

安全性和有效性。

3.4 能源合作经验不足，宏观环境有待改善

山西省作为内陆省份，在能源国际合作和境

外投资领域积累的经验较少。一是山西省能源企

业海外投资经验缺乏。我国的能源海外投资基本

上来源于国有控股集团公司，比如中国神华等。

这些公司在海外并购基础上实现自主经营，比如

股份参与和股份控制等方式，以此来完成海外投

资。山西省虽然是能源大省，但在能源海外投资

方面缺乏经验积累。二是区域能源合作未能互惠

互利。作为能源大省，长期以来山西省承载着维

护国家能源供给稳定的大任，不计得失，艰难前

行。在向周边省份及相关省份提供能源支持和保

障的同时，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合作省份没

有在互惠互利原则下对山西省的经济社会发展进

行相应的支持和帮扶。三是没有贯彻落实“走出

去”的政策制度。从山西省能源政策体系中来看，

尽管山西省已经在外汇和出口退税等方面制定了

一系列支持方案，但在实际能源合作中发挥的力

量较弱，仍需从整体上加强对各项鼓励措施的重

视程度。同时，还需要从财政、金融等方面进行

完善。

4 山西省能源转型的路径

山西省能源转型在整体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

的有效作用越来越大，怎样采取合理有效的措施，

加快能源转型进度，是当前山西省在发展中需要

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山西省应以从能源生产、

消费、体制、技术等多方面突破，走出一条符合

能源发展趋势、具有地方特色的能源转型发展

之路。

4.1 以用能权交易为突破，实施能源消费总量和

强度控制

推动能源消费革命的根本是实施能源消费总

量和强度“双控”。山西要争当能源消费革命的排

头兵，要积极在能源消费总量特别是煤炭消费总

量的约束下，坚决抑制不合理的消费需求，构建

用能权交易制度。在全国范围内争取用能权交易

试点，并成立专业小组，对山西用能权交易的实

施方案进行研究制定[8]。完善用能权交易的法律制

度体系，提高用能权的合法性；确定用能权市场

方向，对用能权的交易方式和范围进行分析，对

政府和用能单位的职责划分进行明确分配。建立

健全用能权初始分配制度。根据国家下达给山西

省的能源消费总量控制指标，结合地各市经济社

会发展水平和阶段、产业结构和布局、节能潜力

和资源禀赋等因素，科学合理确定各地市能源消

费总量控制目标。培育用能权交易市场，明确交

易主体。加强用能权交易的监督和管理，积极研

究出台用能权交易的相关管理制度，做好顶层设

计与基层创新相结合。

4.2 以新能源发展为突破，构建多元化能源供应

体系

将能源发展的方向向新能源转移，加大新能

源研发力度，以太阳能、煤层气发电等为中心构

建新能源产业体系。在原有技术基础上进行创新，

加强智能电网、能源储存等科技研发，实现分布

式能源的全方位发展。依托资源优势，不断提升

新能源开发利用规模和比重。利用山西电力输送

通道和风光火打捆送出的优势，不断提升新能源

开发利用的规模和新能源在能源消费中的比重，

实现高比例新能源利用和外送。加快推进大同市、

朔州市和忻州市等晋北地区风电基地建设，推进

大同、阳泉、忻州、长治、临汾、吕梁等市采煤

沉陷区光伏发电基地建设。推进太阳能发电、光

伏扶贫、生物质能等示范工程。加大煤层气开发

利用力度。《山西省“十三五”新能源产业发展规

划》提出，到“十三五”末，新能源装机规模达

到 3 800万 kW，占全省发电总装机的比重达到

30%以上的目标。

4.3 以煤基低碳科技发展为突破，引领能源技术

革命

作为国内煤炭能源的主要发源地，山西省必

须加强对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的重视力度，充分发

挥其在能源技术革命中的引领作用。加大煤炭绿

色开采与清洁转化利用技术攻关研究，提高煤炭

清洁利用效率，在传统煤炭领域发展的基础上把

相关技术及产业培育成产业升级的新亮点，打造

全国煤基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基地。煤炭高效开采

方面，积极围绕煤炭绿色开采技术、数字化技术

等关键技术开展研发和工程示范，实现山西省推

进煤机装备的本土化进程。煤炭清洁利用领域，

积极研究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的关键技术，如煤气

化联合循环 （IGCC） 系统、大型火电厂等，并加

强装备与工程示范。大力推广煤基多联产技术，

韩 芸：山西省能源转型发展的现状、困境与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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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煤炭加工转化，比如煤炭—甲醇、煤炭—合

成天然气等多联产技术和产业。

同时，积极发展煤炭利用过程中的节能技术，

如煤与天然气、焦炉气等共制合成气、二次能源

回收利用等利用技术。从煤层气技术创新的角度

来说，以煤层气勘察抽采为中心，加大对煤层气

开采理论的研究，实施不同地质条件下新型高效

煤层气抽采技术的示范，着重解决钻井等过程的

技术性困境。在煤层气储存利用中，深入研究新

型储运技术，比如高效甲烷吸附剂等，降低煤层

气利用的安全风险，充分发挥煤层气的有效作用；

煤层气的装备制造过程中，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和

技术，加大对煤层气高端装备制造业的投资力度，

其中包括勘察开发设备、气压缩装备等，使煤层

气开采质量得到保障。

4.4 以新组建的能源局为突破，改革能源管理机制

充分发挥山西省能源局的作用，健全完善省

级以下能源管理部门和机构，理顺各机构、部门

的职责，建立统一、协调、高效的监管机制。同

时，围绕“大监管”理念，积极构建多方合作、

多元共治的能源机制，实现能源行业的健康可持

续发展。引入国外的监管模式，比如“回应式监

管”，使政府部门与市场机制协调配合，共同实现

对能源的监督管理。加大简政放权力度，实施简

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相结合，依法依规

对现有的行政审批事项进行再清理、再精简。在

现代化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形势下，充分发挥大

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有效作用，提高政府的统

筹规划能力。

4.5 以构建“煤电一体智慧能源体系”为突破，

实现“互联网+智慧能源”

充分发挥山西省煤炭资源和区位优势，抓住

国家在山西省实施电力体制改革试点的有利时机，

加快构建以煤、电为基础的具有大数据支撑的山

西省能源互联互通和物联互通的网络体系[9]。加快

制定适应山西省及全国能源互联网的标准化体系

架构和能源供用体系。加强能源产业与现代信息

技术的深层次融合，推动煤炭开采清洁高效智能

化。加快煤炭、煤层气开采和利用全链条智能化

改造和生产监测、管理等多方面的网络化改造。

针对可再生资源，加强对其智能化生产的研究力

度，完善多能源智能化平台的建设，充分发挥智

能风电场、智能光伏电站等设施的作用，对智能

能源消费技术加大监管力度。做好能源供需数据

平台搭建，研究“互联网+新能源”模式，提高资

源使用效率和智能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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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提出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倡议，中

印双边经贸合作持续稳定发展，为现阶段我国的

采矿设备与相关沿线国家深度合作提供了重要机

遇。印度作为煤炭能源开采和消费大国，对采矿

设备需求旺盛，我国采煤机、刮板运输机、液压

支架等采矿设备出口到印度，获得用户的高度认

可。当前，我国与印度采矿设备在进出口过程中，

存在认证技术性壁垒限制，进出口企业为此付出

了高昂的代价。研究印度煤炭工业、采矿设备发

展情况和安全准入管理基本要求，为加速推进我

国采矿设备出口印度提供有效技术支撑，为推动

我国与其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采矿设备产能

合作提供有益借鉴。

1 印度煤炭工业

印度煤田分布于十分稳定的冈瓦纳古陆的印

度地盾，地质构造条件比较简单，且资源丰富。

2014年，已探明的储量 606亿 t，包括 561亿 t无烟

煤和烟煤与 45亿 t次烟煤和褐煤，占世界煤炭探明

储 量 的 6.8%， 其 中 埋 藏 深 度 小 于 600 m 的 占

92.7%，小于 300 m的占 63.8%，是世界第五煤炭

资源大国[1]。
作为印度最重要的能源，煤炭产量与消费量

分别占印度本国一次能源总量的 70%和 50%以上，

特别是消费量占比远高于原油的 28.3%和天然气的

7.1%[2]。2018年，印度煤炭产量 7.45亿 t，同比增

加 7.1%；消费 9.08亿 t，同比增长 7.9%，是世界第

二大煤炭消费国。随着印度国内煤炭消费的需求

不断扩大，供需矛盾日趋明显，需通过进口以满

足国内需求[3]。预计到 2020年，印度将超过中国成

为全球最大的煤炭进口国。

印度煤炭管理实行计划经济管理，由煤炭部

统一管理全国煤炭资源，履行采矿计划的批准、

采矿权利金和税收办法的制定等职能[4]，具有国家

垄断、煤矿规模小、市场潜力大和私有化改革刚

刚开启等特点。目前印度最主要的国有煤炭企业

有：印度国有煤炭公司、幸格雷尼公司、内韦利

褐煤公司，非国有煤炭企业主要有塔塔钢铁集团、

阿达尼集团。印度国有煤炭公司控制着国内 90%

印度采矿设备发展情况及安全认证研究分析

林 俊，康迎春
（安标国家矿用产品安全标志中心有限公司，北京 100013）

摘 要：通过研究印度的煤炭工业、采矿设备发展情况和安全准入认证管理，简要分析印度采矿设

备市场及中印采矿设备合作前景，梳理两国采矿设备安全准入管理异同，提出采矿设备出口印度的

建议，为我国采矿设备出口印度提供技术支撑和借鉴，为推动我国与其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采

矿设备产能合作提供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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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and safety certification of mining equipment in India
Lin Jun，Kang Yingchun

（Mining Products Safety Approval and Certification Center Co.，Ltd.，Beijing 100013，China）

Abstract：Through research on India's coal industry，mining equipment development and safety access certification manage⁃
ment，a brief analysis was conducted on the India's mining equipment market and Sino-Indian mining equipment cooperation
prospects，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were sorted out in mining equipment safety access management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and the suggestions were proposed for mining equipment exporting to India. It provided technical support and refer⁃
ence for China's mining equipment export to India，and provided a useful reference for promoting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other mining equipment production capacity along the“Belt and Road”.
Key words：India；mining equipment；safety certification；the“Belt and 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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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煤矿，经营着 227个井工矿、203个露天矿，

年产量占全国的 80%，为其国内 76%的燃煤电厂

提供煤炭资源；幸格雷尼公司经营着 31个井工矿、

16个露天矿；内韦利褐煤公司经营着4个露天矿[5]。
印度的煤炭开采历史悠久，但井工开采技术

发展缓慢，传统的房柱式开采手段仅为爆破落煤、

手工装载。进入 20世纪 80年代，印度逐步向房柱

式机械化开采方向发展，开始采用侧卸式装运机

和带式输送机等装备；90年代，房柱式机械化开

采和长壁综采取得了一些发展，并把长壁综采作

为井工开采的发展方向[6]。根据煤层赋存条件，部

分矿井还试用了一些加厚煤层分层开采、急倾斜

柔性掩护支架下行开采和水采等方法开采，但所

占比例较小。

2 印度采矿设备发展情况

2.1 生产情况

印度政府高度重视机械及装备制造业的发展。

在 20世纪 60年代以前，印度采矿设备均需从国外

进口。1964年，由国防部主导成立了巴拉特公司，

从事煤矿装备的研发和制造，采矿设备制造开始

起步。20世纪 90年代，巴拉特公司引进了久益公

司和小松公司的技术，开始生产采矿设备和工程

装备、液压产品、减速器、采矿车辆等。

截至目前，印度采矿设备领域发展缓慢，主

要供应商基本为国外公司，如卡特彼勒、小松

（久益）、山特维克、特雷克斯、艾克沃恩等，本

土企业只实现了房柱开采所需的铲运机、侧卸装

岩机、绞盘、旋转梯等的国产化，一些结构简单

的设备，如带式输送机、风机、供配电设备、开

关、灯具等实现在本土生产。但在长壁开采设备

方面，印度国内公司尚未掌握相关技术。

2.2 市场需求

当前，印度煤电等煤炭下游产业快速发展，

煤炭需求量也在不断提高，煤炭工业处于转型升

级、快速发展阶段，开发速度的不断加大，对采

矿设备的需求也在大幅提高。井工煤矿中占有较

大比例的短壁开采正快速向机械化发展；在长壁

开采方面，虽然目前长壁开采工作面较少，但是

短壁开采即使全面实现机械化，其开采效率也难

以满足印度煤炭资源的迫切需求，为提高煤矿产

能和采收率，印度长壁开采势必会有较大发展[7]。
但印度当前不具备生产出符合短壁开采、长壁开

采机械化要求的主要采矿设备生产能力，因此诸

多国际知名采矿设备供应商与印度有关煤炭公司

建立了合作关系，并积极在印度寻求建立全资或

合资企业机会，以提供长壁采煤设备。

2.3 中印采矿设备合作前景

自 20世纪 60年代，我国液压支架、采煤机等

大型采矿设备问世，经过 50多年的技术引进、消

化、吸收和自主研发，在采矿设备尤其是长壁开

采设备的国产化取得了重大突破。目前，我国采

矿设备生产能力稳居世界第一，是世界最大的采

矿设备制造国和消费国，多项技术处于世界先进

水平，形成了门类齐全、具有相当规模和一定水

平的产业体系，超过 6 500家采矿设备生产企业，

拥有 3 000亿元以上的年产值规模，整体上呈现出

逐年增长态势。

以液压支架为例，目前年生产规模 10万余架，

企业数近 80家，产品类型覆盖了支撑式、掩护式

和支撑掩护式等所有主流使用的液压支架，掌握

了最高 8.8 m的支护高度、最大 26 000 kN支护强

度的各类型全自动控制液压支架的技术，具备了

立柱、千斤顶序列盘套、缸筒、活柱、活塞等各

类液压支架配套件生产技术，具有高端液压支架

智能焊接加工车间、自动化生产车间、现代化锻

造车间等先进制造场所，并形成了多家液压支架

行业世界级企业。

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合作倡议不断走深走

实，煤炭开采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在采矿

设备与工程服务等领域的多边合作得到了沿线国

家的高度重视。中国相关政府部门和行业组织对

采矿设备领域的国际合作给予了密切关注和支持

鼓励，大大促进了我国采矿设备产能合作。目前，

数百家中国企业制造的数百种矿山装备正批量进

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各类矿山[8]。我国广泛使

用且成熟的长壁开采设备符合印度采煤技术的发

展要求，与印度采矿设备市场需求高度契合，具

有广阔的合作前景。同时，国内部分工程服务商

也逐步参与到了印度煤矿建设服务，如中煤三建、

五建等企业，为我国采矿设备依托工程实现成套

出口提供了重要机遇。

3 印度采矿设备安全认证

印度对涉及矿山安全及员工健康的采矿设备

实施强制性安全准入认证管理[9]，由印度劳工部矿

山 安 全 管 理 总 局 （Directorate General of Mines
Safty，DGMS）负责采矿设备安全准入认证和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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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工作，纳入管理范围内但未取得DGMS认证证

书的采矿设备不得在矿山井下使用。印度采矿设

备安全认证涉及不同的政府机构，包括DGMS、印

度标准局、相关设备检测检验机构。

3.1 政策法规

印度中央政府把矿山安全、矿工福利和健康

写入了宪法第 55章的 246条，《1952年矿山法》中

明确规定：“矿山安全、工人的福利和健康由劳工

部下的矿山安全管理总局进行监督管理。”《1957
年煤矿规程》《1961年金属矿山规程》《2010年电

力法案》中明确规定，矿用产品在取得DGMS颁发

的证书后才能在印度市场进行流通。

2015年印度劳工部颁布了《审批政策-2015》
（《approval policy-2015》），适用于煤矿、非煤

矿山及油田所用设备、机械、装置等其他材料的

安全性能评估及认证，载明了对采矿设备安全认

证的产品范围、程序、要求等。该政策在 2016年
再次修改，于2016年5月5日由DGMS正式实施。

3.2 安全认证相关管理机构

DGMS负责执行 《1952年矿山法》 的具体法

令、法规和目标，以及煤炭、金属和石油职业健

康安全的管理，是印度矿山安全生产监察的最高

权力机关，职能包括：矿山检查及审批、事故调

查、紧急救援、投诉处理、采矿设备的认证、标

准及法律的制定、安全宣传等。DGMS依据《审批

政策》和标准对采矿设备进行安全认证，对符合

要求的产品发放DGMS证书并定期监督管理。

印度标准局负责采矿设备国家标准的制定及

产品质量认证等工作。现行的印度采矿设备相关

标准由印度标准局和矿山安全管理总局共同制定，

主要包括3个层次。

1）国家标准。主要由印度标准局制定，采矿

设备标准涉及的技术委员会包括：冶金工程分部

会（MTD）、石油和煤及有关产品分部会（PCD）、

生产工程分部会（PED）等；

2）部门标准。主要由各行业部门制定，采矿

设备标准涉及的部门包括：卫生部、劳工部等；

3）技术法规。由DGMS、独立委员会等制定，

包括相关的法律、法规，具有强制性，是印度矿

山安全标准的主体。

同时，印度标准局还负责印度矿用产品认证

的工厂评审工作。印度采矿设备检测检验机构由

国家实验室检测与检定认可委员会授权、认可。

目前具备矿用产品检验资质主要有中央电力研究

机构、电子区域测试实验室等。

3.3 中印采矿设备安全准入管理比对

中国与印度均建立了符合本国行政管理要求

和各自煤炭工业发展特点的较为完善的采矿设备

安全准入管理体系，两国比对情况见表1。
在准入管理与监管监察实施机构方面，由于

项目

政府主管部门

法律法规

管理执行机构

检测检验机构

证书有效期

基本环节

国际互认情况

持证主体

标志使用

持证监督

中国安全标志管理

应急管理部

《安全生产法》《煤矿安全规程》

安标国家中心

应急管理部门、煤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认

可，22个国家级安全生产检测检验机构

新产品（2年）、周期（5年）；有效期内符合监

督管理要求，可在各矿山使用

申请/受理、技术评估、产品检验、工厂评审、

综合审查、发放证书

对于进口产品，部分检验项目采信

法人或其分支机构

MA、KA
重点产品，1次/年；一般产品，1次/2~3年

印度DGMS认证管理

DGMS
《1952年矿山法》《1957年煤矿规程》《审批政策-2015》
DGMS

国家实验室检测与检定认可委员会授权、认可，中央

电力研究机构等检验机构

特殊指令的申办（5年）、一般指令的申办（3年）；一

次取证后，只能在取证矿山使用，若在其他矿山使用时，

必须进行再次评估

受理、技术审查、产品检验、工厂评审、井下试用、

综合审查、发放证书

对于进口产品，采信 IECEx和ATEX产品证书和报告，

及 IECEx 和ATEX体系下QAR和QAN体系证书和报告

本土注册的企业（境外企业需委托印度境内注册的企

业作为代理）

DGMS
每隔3个月到煤矿监督检查

表1 中印两国采矿设备安全准入管理对比表

林 俊等：印度采矿设备发展情况及安全认证研究分析

77



2019年第9期 煤 炭 经 济 研 究 第39卷

印度的煤矿仅有 6个矿区，集中管理较为便捷，

DGMS管理的实施主体是政府部门的一部分，对矿

山进行直接检查和审批，具有矿山执法权；我国

由于煤矿分布较广，矿井数量众多、产量差异较

大，煤矿开采机械化程度较高、采矿设备种类丰

富，因此由政府部门授权专业技术机构实施准入

管理，有利于统一产品要求，在技术上保障采矿

设备的安全性。我国准入管理机构具体职能仅包

括安全标志的审核发放与监督管理，管理对象为

采矿设备生产企业。

在证书有效期方面，安全标志一次取证后，

有效期内符合监督管理要求，可在各个矿山使用。

印度一次取证后，只能在认证的矿山使用，若在

其他矿山使用时，必须进行再次评估，管理更加

细致。

在监督管理方面，我国由准入管理机构发证

后，国家煤矿安监局对煤矿开展采矿设备使用环

节的监管监察，印度发证机构与使用监管监察属

于同一部门。

在管理技术资源方面，我国建成了国际领先

的采矿设备检测检验认证能力，获得了包括印度

在内的国际采矿国家认可，检测能力基本覆盖所

有全类型设备。印度由于采矿设备生产水平限制，

相应检测检验机构未得到充分发挥，目前暂未形

成全面系统的检测检验能力，并多次利用我国检

验机构实施监检。

4 采矿设备出口印度的建议

在采矿设备类型方面，基于印度煤炭工业发

展和采矿设备的市场需求，连续采煤机、掘进机、

连续运输系统、液压支架等短壁机械化开采设备

市场需求较大，中厚煤层一次采全高、厚煤层中

大采高和放顶煤长壁综采设备需求也将日益增加。

在出口模式方面，采矿设备、采矿技术+采矿设

备、生产运营+采矿技术+采矿设备等多模式的贸

易可为印度煤炭工业发展提供全方位支持。在安

全准入方面，出口印度的采矿设备必须符合印度

DGMS规定的技术要求、履行本土采矿设备的认证

环节，取证过程复杂、周期较长、费用较高，建

议出口设备申请人寻找印度法人单位作为代理商，

印度代理商可作为设备安全性能保障的责任主体

之一，对产品在印度市场上出现的所有问题负责。

建议出口印度的生产企业需求更为便捷的国际合

作、互认渠道取得印度DGMS认可。

我国液压支架与印度需求高度契合，具有广

阔的合作前景。但由于我国与印度的经济水平和

社会发展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采矿设备安全认

证程序和技术标准等也各不相同，如认证范围的

差异、标准的差异、评审的差异、管理方式的差

异等，形成了安全认证技术壁垒，对两国的通畅

贸易造成了很大影响。还需要继续对我国与印度

检测检验认证进行深入对比分析，研究合作互认

评价关键指标选取、等效性评价、风险评估与防

范技术等合作互认评价关键技术，为我国与印度

采矿设备安全互认创造技术基础并提供重要借鉴，

为推动我国与其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采矿设

备产能合作提供有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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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中国自推行“走出去”战略以来，海外投资

规模不断扩大，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推

进，我国境内投资者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

投资不断增加，截至中国与卢森堡共建“一带一

路”签订谅解备忘录，已有 125个国家和 29个国

际组织同中国签订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

这些文件的签署，无疑会激励更多中国企业走向

国际。对中国企业更好融入全球经济具有重要意

义，但由此而带来的各种风险也必须引起足够的

关注，以避免在对外投资中可能带来的风险损失。

对有关“一带一路”沿线国投资风险的研究，

有的学者从政局变动对“一带一路”投资风险的

影响进行分析，如刘作奎[1]分析了希腊政局变动对

“一带一路”欧洲布局的影响。有的学者对“一带

一路”投资风险的来源进行了分析，如聂娜[2]从外

部环境风险和企业内部风险角度对“一带一路”

投资风险进行了分析；周海迪[3]从政治风险、法律

风险、金融风险、技术风险、文化风险角度进行

了分析。有的学者从产业角度对海外投资风险进

行了分析，何力[4]分析了能源投资方面的地缘风

险；方旖旎[5]分析了基础设施投资建设方面的风

险；林碧云等[6]则利用“双钻石模型”，从生产要

素、需求条件、相关及支持性产业、企业结构、

战略和竞争、机会、制造技术等方面进行了分析。

“一带一路”沿线国投资法律风险及其防范

张 晓 权 1，2

（1．南京林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0037；2．江苏师范大学 商学院，江苏 徐州 221015）

摘 要：伴随“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规模越来越大，但其面临的法律风险

也必须予以关注。该法律风险包括法律冲突风险、法律变动风险和法律执行风险。防范法律风险，

需要政府和企业共同行动。就政府而言，应当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参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多

边投资协定、区域投资协定和双边投资协定的谈判，提供稳定法律环境的公共产品；加强和完善国

内有关海外投资保护的法制建设；鼓励和支持建立促进海外投资的社会机构。就企业层面而言，要

树立法律风险意识：在对外投资时通过防火墙公司规避母公司的法律责任和法律风险，了解投资东

道国的法律环境，增设预防法律变动的合同条款。

关键词：一带一路；法律风险；直接投资；投资环境

中图分类号：D912.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9605（2019） 09－0079－06
The legal risks and prevention measures about investing to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Zhang Xiaoquan1，2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Nanjing Forestry University，Nanjing 210037，China；2. Business School，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

Xuzhou 221015，China）

Abstract：With the promotion on the Belt and Road，the overseas investment scale of Chinese enterprises is growing，the legal
risks， including the risk of conflict of laws， the risk of legal changes and the risk of legal enforcement must be concerned
about. To prevent legal risks，the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s should act together. As for the government，it ought to take an ac⁃
tive part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such as signing multilateral agreements，regional agreements and bilateral-agreements on invest⁃
ment；strengthening and improving the legal system for protection to overseas investment；encouraging and supporting the actions
or establishing social institutions. As for the enterprises， the legal awareness about risks should be established： setting SPV，
catching the legal environment for investment，enrolling the terms for preventing the legal changes.
Key words：the Belt and Road；legal risk；direct investment；investment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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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学者从应对投资风险的策略方面进行了分析，

李原等[7]利用因子分析法对各国风险进行了系统性

衡量，并按照低、中、高层次做了区分；尹晨等[8]

在分析“一带一路”海外投资风险及管理现状的

基础上，强调建立上海自贸区投资风险管理中心；

刘勇[9]则以“尤科斯诉俄罗斯”案为视角，讨论了

多重法律救济途径的问题，特别分析了有可能的

“管辖权”风险问题。朱伟东[10]则专门讨论了如何

与“一带一路”国家完善民商事争议解决制度问

题：这些研究对中国企业如何防范在“一带一路”

沿线国的投资风险做了非常有益的探索，但在法

律风险的研究上，对相关法律风险的表现形式，

如何从政府和企业层面共同推进法律风险的预防

和解决的研究尚不够具体和明晰。本文将在前人

研究的基础上，着重分析“一带一路”沿线国投

资的法律风险及其防范问题。

1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和“一带一路”沿线

国投资现状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起步较晚，特别是大规模

对外直接投资在最近几年才开展起来，但发展非

常迅速。从总体上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呈现出

以下几个特征。

1） 对外直接投资增速快，国际地位逐步提

高。根据《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和联合

国贸发会《世界投资报告》，中国 2003年的对外投

资流量仅 28.5亿美元，占全球当年对外投资总量

的 0.45%，位居全球第 21位。但到 2016年，我国

当年的对外投资流量达到了 1 961.5亿美元，占到

当年全球对外投资的 10.5%，位居全球第 2位。

2017 年的对外投资总量虽然有所下降，只有

1 589.2亿美元，但在当年的全球对外投资中，占

比却进一步上升到 11.1%。在对外投资存量上，我

国 2003年只有 334亿美元，占全球对外投资存量

的 0.48%，但到 2017年末，上升到 18 090.4亿美

元，占全球对外投资存量的 5.9%，在全球的排位

也由2003年的第25位上升到第2位。详见表1。
2）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以非金融类投资为主，

产业集中度高。从 2006年开始发布全额对外直接

投资以来，除 2008年外，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

是非金融类投资，对外直接金融类投资在当年总

投资中的流量占比均不超过 20%，最低的 2007年
甚至只有6.3%。详见表2。

表1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和存量情况（2003—2018）

亿美元

数据来源：根据历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报告》和联合

国贸发会《世界投资报告》整理。

3）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集中度高，且多年

变化不大。在金融类直接投资中，主要集中在银

行业。除 2013年和 2014年外，其余年份银行业占

比均超过50%。

非金融类投资则主要集中在租赁和商务服务

业、采矿业、制造业、批发零售业和交通运输仓

储业等少数几个行业，从 2003—2011年近 10年时

间范围内，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前五名基本没

有改变，而且投资额占比均超过了总投资额的

85%。但最近几年产业投向的集中度开始有所下

降，而且产业投资开始向着分散化方向发展。特

别是产地产业和建筑业投资规模不断增大，逐步

改变了非金融类投资前五名一直相对固定的情形。

同时，随着中国制造业的进步，制造业从 2015年
起，已经连续 3年排在第 2位，在金额上不断增

加，从 2015年的 199.9亿美元，上升到 2016年的

290.5亿美元，再到 2017年的 295.1亿美元。在占

比上，也呈逐年递增态势，从 2015年占比 13.7%，

到 2016年占比 14.8%， 2017年则进一步上升到

年份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流量

金额

27
28.5
55.0
122.6
211.6
265.1
559.1
565.3
688.1
746.5
878.0
1 078.4
1 231.2
1 456.7
1 961.5
1 582.9

全球占比/%
0.45
0.45
0.9
1.68
2.72
1.5
3.29
5.1
5.2
4.4
6.3
7.6
9.1
9.9
13.5
11.1

位次

26
21
20
17
13
17
12
5
5
6
3
3
3
2
2
3

存量

金额

299
332
448
572
906.3
1 179.1
1 839.7
2 457.5
3 172.1
4 247.8
5 319.4
6 604.8
8 826.4
10 978.6
13 573.6
18 090.4

全球占比/%
0.4

0.48
0.55
0.59
0.85
0.59
0.99
1.3
1.6
2.0
2.3
2.5
3.4
4.4
5.2
5.9

位次

25
25
27
24
23
22
18
16
17
13
13
11
8
8
6
2

80



2019年第9期

18.6%。见表3。
在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上，

从 2013—2017年底，中国累计投资 807.3亿美元。

从 2015年到 2017年，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

直接投资流量虽然在占比上存在起伏，但在绝对

金额上一直呈逐年递增态势。见表4。

表4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直接投资情况（2015—2017）

数据来源：根据历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报告》整理。

年份

2015
2016
2017

流 量

金额/亿美元

189.3
153.38
201.7

当年占比/%
13
8.5
12.7

存 量

金额/亿美元

1 156.8
1 294.1
1 543.98

当年占比/%
10.5
9.5
8.5

年份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行业一

采矿业

采矿业

商务服务业

采矿业

批发零售业

商务服务业

商务服务业

商务服务业

商务服务业

商务服务业

商务服务业

商务服务业

商务服务业

租赁商服业

租赁商服业

行业二

制造业

交运仓储业

制造业

商务服务业

商务服务业

批发零售业

采矿业

批发零售业

采矿业

采矿业

采矿业

批发零售业

制造业

制造业

制造业

行业三

批发零售业

批发零售业

批发零售业

交运仓储业

交运仓储业

采矿业

批发零售业

采矿业

批发零售业

批发零售业

批发零售业

采矿业

批发零售业

批发零售业

批发零售业

行业四

商务服务业

制造业

采矿业

批发零售业

采矿业

交运仓储业

制造业

交运仓储业

制造业

制造业

制造业

制造业

采矿业

信传及服务

金融业

行业五

交运仓储业

商务服务业

交运仓储业

制造业

制造业

制造业

交运仓储业

制造业

交运仓储业

建筑业

建筑业

房地产业

房地产业

房地产业

房地产业

总占比/%
95.6
89.7
95.7
92.2
90.5
92.0
92.5
88.1
87.5
84.0
84.3
81.9
77.9
76.3
85.7

表2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金融类与非金融类投资（2006—2017） 亿美元

数据来源：根据历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报告》整理。

注：2002—2005年未发布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数据。

表3 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投向产业（2003—2017）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报告》整理。

年份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金融类

金额

35.3
16.7
140.5
87.3
86.3
60.7
100.7
151
159.2
242.5
149.2
187.9

占比/%
16.7
6.3
25.1
15.5
12.5
8.1
11.5
14
12.9
16.6
7.6
11.9

其中银行业

25.08
15.2
132
76.9
67.1
34
65.4
74.8
74.2
164
101.7
135

占比/%
71
95.6
94
88.1
77.8
56
64.9
49.5
46.6
67.6
68.2
71.8

非金融类

金额

176.3
248.4
418.6
478
601.8
685.8
777.3
927.4
1 072
1 214.2
1 812.3
1 395

占比/%
83.3
93.7
74.9
84.5
87.5
91.9
88.5
86
87.1
83.4
92.4
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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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投资法律风险及种类

对外投资作为一种国际商事活动，必然面临

各种不可预知的因素，而与之相关的就是投资收

益的不确定性，这种投资收益的不确定性就是投

资风险。投资风险发生的原因很多，一是经济因

素。投资主体对财务杠杆、现金流、融资等的掌

控能力不够，可能带来资金链断裂的风险；或者

由于投资产品的市场波动频繁、竞争过于激烈、

市场需求大幅下降等经营风险；也有可能由于大

国货币政策改变或是突发恐怖袭击等重大事情，

导致国际资本市场资金利率水平、汇率水平短期

内出现较大波动。这类风险在经营领域产生，也

应该通过市场经营活动，如提高资金流动性，合

理确定企业财务杠杆，加强市场调研和监测、运

用远期合约、期货或期权等金融工具来降低或对

冲风险。二是政治和社会因素。投资收益不确定

性可能受投资东道国政治、社会、历史、传统、

文化、宗教等影响，这种风险的预防有赖于投资

者在投资前对投资东道国的综合环境调查分析来

降低。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风险是由于法律原因

所形成，或者是可以通过法律途径来加以解决，

这类风险即法律风险。具体而言，本文所指法律

风险主要包括以下3种。

2.1 法律冲突风险

所谓法律冲突，是指由于各国司法独立，由

此导致在出现某一争议后，根据不同国家法律规

定会有不同的争议处理方式和法律后果，或者由

于立法的滞后性，各国均无相关法律规定可以遵

循。前者被称为积极冲突，后者被称为消极冲突。

现代社会中，对秩序的调整是多层次和全方

位，而法律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种。而对某种社会

关系和社会秩序的调整，是否需要采用法律这种

形式以及采取何种法律形式，各国会根据本国的

历史传统、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政治文化等多

种因素综合考量来加以确定。同时，现代国际关

系强调各国主权独立，而司法权是一国国家主权

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各国会根据本国情况来

制定法律，就会导致面对相同争议，可能会出现

无法可依或多法可依的情况。在“一带一路”沿

线各国，这种冲突的出现更具有可能性和普遍性。

“一带一路”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到目前为止，已

经有超过 120多个主权国家。东接日韩等东亚国

家，西联英法德等西欧国家和印度洋沿岸非洲国

家，横跨整个欧亚大陆和相关岛国，历史传统迥

异，法律制度不同，既有采用英美法系的国家，

也有施行大陆法系的国家，还有从前苏联解体而

来施行社会主义法制的国家，甚至还有奉行政教

合一的伊斯兰法系国家。而英美法系、大陆法系、

社会主义法系和伊斯兰法系都有着完全不同的法

制传统、法治理念、法制架构和法律原则。虽然

这些国家也在不断向着统一和融合的方向发展，

各国法律界也通过不断的交流来增进彼此间的了

解。但法律制度毕竟深深根植于社会与历史中，

法律规则、法治理念的转变都绝非一朝一夕所能

改变。所以，投资这些国家，必须注意到在不同

国家可能面临的不同法律问题。

2.2 法律变动风险

法律具有相对稳定性，以便保持社会关系和

社会秩序的相对稳定，因此，法律制定必然要求

具有一定的超前性。但社会关系总是在不断变化，

而法律也需要适应变化了的现实环境，所以法律

也总会在不同程度上进行调整，也没有哪个国家

的法律是一成不变的。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虽然英法德等西欧国家和日本、韩国、新加

坡等少数东亚国家法治现代化历史较长，民众的

法治观念普遍较高，因而法律的稳定性也相对较

高。但除此之外的其他国家，社会关系比较复杂，

经济长期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甚至国内政治格

局几经变化，缺少现代法治发展的基础，所以法

律制度并不完备，法律变动的风险比较大。那些

希望法治现代化的国家，由于国内法律人才的逐

渐成长，加之国内经济基础、社会形势发展的日

新月异，其国内的有识之士会不断推动国内新的

法律出台，这对于中国对外投资的企业而言，必

然带来不稳定性。另外，“一带一路”沿线的中亚

各国，国内投资者主要瞄准的是这些国家的资源

和能源行业，受国际国内环境的影响，法律发生

改变的可能性就会进一步加大。比如，哈萨克斯

坦关于石油开采中的伴生气问题，1995年《哈萨

克斯坦共和国石油法》、1999年《哈萨克斯坦共和

国石油法》、2004年《哈萨克斯坦地下资源及地下

资源利用法》多次进行了调整。像这种针对同一

问题在立法上朝令夕改必然会加大投资主体的运

营成本，甚至完全无法继续运营。而随着国际社

会对环境保护的加强，对劳工保护要求的提高，

都可能导致相关法律的不断修改。国内投资者在

对外投资时，必须对此未雨绸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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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法律执行风险

众所周知，歧视在各国都不同程度存在，由

于人类的活动范围大多在同一个地域，对其他地

域的人员通常不熟悉，文化、经济的差异不一致，

都可能产生一定程度的偏见。甚至在某些国家和

地区，由于特殊情况下的突发事件，更可能引起

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这都不利于外来投资者在

东道国维护合法权益。在“一带一路”沿线的发

达国家，由于意识形态领域的差异，加上西方各

国媒体长期的刻意丑化以及与意识形态的挂钩，

国内投资者在与东道国出现纷争后，很容易招致

西方媒体和东道国当地媒体的集体讨伐，从而不

利于中方投资者。在一些经济落后的国家和地区，

则可能由于其国内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或出于

对本国经济利益的保护，在司法活动中更容易做

出不利于外来投资者的裁判。而且即使是法院或

仲裁机构做出来公正裁决，但要让生效的法律判

决能得到履行，其难度也不可小视。

3 “一带一路”对外投资法律风险的防控

在落实和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过程中，

政府起引导作用，企业主体积极参与，对在此过

程中，为防范对外投资的法律风险，也必须是政

府和企业共同行动，形成合力。

3.1 政府积极推进国际多边投资协定

政府积极参与国际多边投资协定、区域投资

协定和双边投资协定的谈判，为企业参与“一带

一路”投资提供制度层面的公共产品。“一带一

路”是一个需要沿线国家共同参与并长期努力才

可能实现的远期目标，共同的目标需要共同努力，

要真正按照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推动沿线

各国共同参与，形成安全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和

责任共同体。因此，“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应当为

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提供必需的公共产品，这种

公共产品除了稳定而安全的地缘政治环境外，也

应当包括有助于各国更密切开展商务活动的相关

法律制度，特别是为生产要素更合理配置、更高

效流动的投资法律环境。除了在WTO 这个框架平

台下的相关合作外，还应该在多边投资担保机构

（MIGA）和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ICSID）等国

际机构平台下开展相互间的合作与交流。同时，

沿线各国也可以进行双边投资协定的谈判，增进

双边投资的增长。研究表明，双边投资协定

（BIT） 对于引导企业到签约国投资具有积极的作

用，特别是引导企业到投资环境较差的国家投资

更具有积极意义[11]。东道国制度环境越差，与双边

投资协定能提供的保护差距越大，双边投资协定

越能弥补东道国的法律制度缺陷，越是有助于吸

引签约国企业前来投资[12]。中国企业到“一带一

路”沿线各国投资，更多的资本投向应该是中亚、

西亚这些资源丰裕的国家和地区，而这些国家和

地区恰好也是国内制度环境较差的国家和地区。

因此，通过双边协定，有助于国内企业在这些国

家和地区的投资。

3.2 加强和完善国内有关海外投资的相关法律制

度建设

由于我国自建国以来的很长时期内都是一个

资本相对缺乏的国家，国内立法更多关注的是如

何吸引外资，而不是鼓励和支持国内企业对外投

资，所以就海外投资保护的相关法律制度建设一

直滞后。但改革开放 40多年的发展，国内已经积

累了大量的剩余资本，外汇储备持续高涨。到

2014年底，更是达到创纪录的 38 430亿美元，虽

然近几年外汇储备规模有所下降，但至 2019年 5
月，依然保有超过 3万亿美元的庞大规模。而且，

近年外汇储备规模的下降，也有一部分是通过对

外投资而导致的。事实上，从 2002年我国开始进

行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开始，直到 2016年，对外直

接投资一直呈逐年递增态势，虽然在 2017年稍微

有所回落，但这是与我国加强对外直接投资合规

性审查和对某些非实体投资收紧后出现的。显然，

这只是暂时的。而随着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 SDR货币篮子的组成币种之一，人民币国际

化的必然趋势，“走出去”战略的不断推进和“一

带一路”倡议的落地生根，中国对外投资的规模

必将会不断扩大。国内立法应当考虑到这些剩余

资本海外投资的安全性。政府应当积极借鉴欧美

国家海外投资的相关立法技术，为国内企业参

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建设提供相应的国内

法支持。

3.3 鼓励和支持成立促进海外投资的社会机构

社会机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政府职能的

不足，由于“一带一路”不能单纯依靠政府，因

为这一方面可能会加大政府的负担，同时也会在

一定程度上造成沿线各国对中国推进“一带一路”

倡议的怀疑和猜忌，因此，市场化的运作，社会

机构的参与就是必须的。为鼓励企业更好参与

“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建设，降低海外投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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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风险，可以鼓励建立海外投资法律风险评估机

构等类似社会中介组织[13-15]。海外投资法律风险评

估机构可以通过对国际投资项目进行风险分析和

风险管理的方式，把法律风险管理嵌入到海外投

资管理、财务管理、资产管理等业务流程中，为

法律部门全程参与海外投资尽职调查、立项决策、

谈判签约和运营管理提供渠道。同时类似社会机

构还可以系统梳理企业对外投资的各类法律诉求，

选准开展法律管理的切入点，超前介入、及时跟

进，研究把握投资东道国的法律环境，甚至在适

当机会提出立法建议，积极参与和推动其国内有

关立法。

3.4 企业要树立法律风险意识，合理规避法律风险

首先，国内企业参与海外投资，应该设立防

火墙公司，隔离母公司可能承担的法律风险。要

尽可能用一个境内或者境外的子公司或者新设一

个特殊目的公司（SPV），如在一些避税港等地区

设立新公司，作为对外投资的签约主体，以防止

母公司承担过多的法律风险和法律责任。防火墙

公司本身应当是一个拥有独立法人地位的有限责

任公司，而不能是在投资东道国的分公司或类似

的分支机构。其次，海外投资企业应充分了解东

道国的劳动法规，避免可能发生的劳动法风险。

中国企业在对外投资中因为劳工纠纷而深陷法律

漩涡的已不乏先例，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关注

的重点有所区别。对发达国家而言，劳工保护法

律制度比较健全和完善，而且工会力量强大，国

内企业在投资完成的经营过程中，如随意调整员

工岗位或裁员，很有可能违反当地劳动法律，引

起工会罢工、诉讼或是政府罚款。对发展中国家

而言，要时刻关注其国内劳动立法动向，在国际

社会加强劳工保护的今天，对原来本没有太多劳

工保护相关法律制度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尤应注

意。再次，投资者应当了解当地法律对外国投资

者在投资项目的市场准入机制、对资源类投资的

限制性规定、对投资所得的税收法律规定。特别

是那些法律体系我们不太了解，法律制度不是很

透明的国家，必须要有比较详实的了解。至于法

律变动风险，应力争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加入就

出现争议后法律适用的“稳定条款”，约定适用现

行法律以对抗可能存在的不稳定性。同时，在合

同订立时，必须考虑通过多种法律途径救济的可

能性，尽可能在合同条款中对有关争议的处理能

避开只能在东道国采取诉讼的方式，不能有排斥

非东道国争议处理机构对争议案件的管辖权。另

外，国内企业在对外投资过程中，不仅要防范自

身违约的风险，更应当防范对方可能的违约行为。

因此，需要在工作一开始，就收集好相关证据，

包括合同及相关附件、双方往来的信函、备忘录、

电子文书等。

“一带一路”伴随着巨大的商机，但这商机背

后，也隐藏着多种陷阱，走出国门的企业，除了

要有良好的商业运作能力，也必须要防范可能出

现的法律风险，防范于未然，企业才能走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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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经济不断发展，煤炭行业作为

我国能源行业的支柱产业，对于我国经济实力的

提升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整个煤炭行业的发展

离不开煤炭企业的健康高效运行，随着煤炭绿色

发展的呼声日渐强烈，煤炭企业所面临的经营环

境也日益复杂，煤炭企业的内部控制制度需要进

行不断的优化和完善。煤炭企业的内部控制制度

是为了加强企业中的会计和管理控制所建立起来

的体系，是一种通过各方协调建立起来的单位内

部有各自有分工但又相互制约的联系紧密、完整

的制度和体系。其目的就是为了增强煤炭企业的

竞争力，保护企业经济的完整性，提高员工的工

作效率和产品的质量[1]。

1 煤炭企业实行内部控制制度的必要性

为响应发展绿色能源的号召，国家加大对煤

炭行业的监管，煤炭企业出现了产能过剩及价格

下滑的现象。针对这一现象，煤炭企业通过加大

内部控制制度的执行力度，不断完善内部控制体

系，保持企业平稳有序运行。内部控制制度的基

本目标是确保单位经营活动的效率性、资产的安

全性、经营信息和财务报告的可靠性。企业内部

控制制度在煤炭企业发展中至关重要 [2]。

1.1 防止资产的安全性和完整性有所损失

企业内部控制制度是指企业为了保证业务活

动的有效进行，建立企业内部控制制度可以在一

定程度上对企业资产进行保护，防止企业资产的

安全性和完整性有所损失。煤炭企业需要对煤炭

进行采掘，内部控制体系确立有助于加强采掘设

备的维修和保养，设备的使用和养护流程更明确，

减少了设备损坏的风险。内部控制制度使各种财

务报表、业务报告准确的反映企业的资料和信息，

企业的管理者根据这些有效信息可以更好的进行

经营策略的制定，逐步实现内部控制制度的完善

与实施优化的双重结合，形成良性循环 [3]，从而实

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目标。

1.2 加强信息交流，促进经营目标实现

在煤炭企业中，完整的内部控制制度可以形

成企业独有的内部信息控制体系。其中，信息交

流是企业各部门协调工作的基础，引导内部控制

煤炭企业内部控制制度研究

王 祥 明
（枣庄矿业（集团）付村煤业有限公司，山东 微山 277605）

摘 要：随着国家对煤炭行业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大力号召，煤炭企业所面临的运营环境也随之发

生了复杂的变化。为了应对这些变化，煤炭企业的内部控制制度也亟需提升。在煤炭行业发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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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有效运行，为企业实行控制制度目标的实现

提供前提条件。企业内部控制制度对加强企业信

息交流非常重要，内部控制系统的良好运转可以

反映出企业的财务运行情况及经营管理效果、是

否遵循了国家颁布的法律法规。同时，也反映出

外部国家政策与环境等对企业经营所产生的影响，

使企业获得及时可靠的信息。

好的内部控制制度有利于管理层所制定的经

营策略和目标得到有效实现。煤炭企业内部控制

涵盖了煤炭开采、运输、销售等经营的方方面面，

实施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管理层所制定的管理目

标[4]。一个企业中只要有经营活动进行和经营活动

管理的地方就有企业的内部控制制度。

1.3 加强企业对风险的防范

企业内部控制是企业风险防范的有效手段，

健全有效的内部控制，不仅能保证企业会计信息

的真实准确、财务收支的有效合法和财产物资的

安全完整，还能保证企业经营活动的效率性、效

果性以及企业经营决策和国家法律法规的贯彻执

行。煤炭企业在经营发展的过程中，尤其是在煤

炭开采的过程中会有信息的不对称性和监管不完

善等一系列问题，针对这些问题企业不能单纯的

依靠国家等外部机构来进行监管，这个时候就需

要企业本身建立内部控制制度。企业有效的内部

控制制度不仅对防范企业风险发挥重要的作用，

还能维护我国煤炭行业的稳定性，有利于国家实

行宏观调控，加强对煤炭企业的监管。

1.4 优化企业的资源配置

煤炭企业实行内部控制制度有助于企业集中

煤炭资源优势，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提高企业

在市场中的产品竞争力。内部控制制度从各个方

面对企业进行综合性的管理，从而使企业资源得

到合理分配，使企业可以按照既定的战略目标更

加合理、规范化运行。同时，内部控制可以准确

把握煤炭企业当前的运行状况，从而对企业整体

的管理统筹把握，促进企业经营管理的发展。

2 煤炭企业内部控制制度存在的问题

随着能源经济的发展，我国煤炭企业对内部

控制制度的要求不断提高。一些国家层面的外部

因素如实行的一系列针对煤炭企业的方针政策等

都对企业内部控制制度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但

在煤炭企业实际运行的过程中，还存在着一些阻

碍内部控制目标实现的消极现象，导致企业内部

控制管理方面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煤炭价格的高

低对企业的生存至关重要，针对我国煤炭企业的

发展现状，结合国家有关政策规定和企业实践，

我国煤炭企业的内部控制制度还存在着一些不足，

主要体现在以下6个方面。

2.1 对内控制度不够重视，重业务轻管理

当前煤炭企业对内部控制制度的创建还不够

重视，只注重开采和外销，仅根据国家的有关规

定和所在行业的监管标准来制定企业的内部控制

制度。内部控制制度虚有其表，通常以企业规章

制度的形式来通知员工，管理者敷衍了事，内部

控制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得不到有效执行，有些甚

至根本不符合企业发展的需求，不利于企业发

展[5]。

另外，一些煤炭企业的管理层认为短期内企

业内部控制体系创建需要较大的管理与资金投入，

收益难以体现，从而追求利润最大化。国家也没

有硬性的政策规定煤炭企业必须建立什么标准的

内部控制制度。长期以来，一些煤炭企业的管理

者因为看不到企业内部控制系统在企业长远发展

中起到的重要作用，从而忽视了内控建设和管理。

2.2 缺乏煤炭企业内部控制制度的标准与模板

煤炭企业在内部控制制度的构建过程中不认

真、敷衍了事，主要原因是企业缺乏内部控制制

度的标准与模板。我国发布的一些内部控制的基

本规范等方针政策虽然可以为内部控制制度的建

立提供借鉴与依据，但煤炭企业更具有特殊性，

企业内部控制制度不能千篇一律，但也需要一个

内部控制制度建立的标准与模板 [6]。

2.3 内部控制制度实行过程中缺乏风险监管机制

近年来国家非常重视煤炭机构的改革。国家

针对不同的企业实行不同的监管方式，尽管加强

了对煤炭企业的监管，但煤炭企业中仍然会出现

这样或者那样的监管问题。国家缺乏统一的监管

协调机制，很多煤炭企业的内部控制系统难以发

挥应有的作用，导致监管效率低下。

2.4 内控制度实行过程中核查监督不严

内部核查监督是煤炭企业内部控制制度的自

我管理，也是内部控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煤炭

产业与其他产业相比，受国家的管控和外部干预

较强，企业内部核查监督相对来说处于比较弱的

地位，无法实现真正的独立，企业的内部核查监

督一直以来都是内部控制中相对薄弱的环节。

同时，企业内没有设立专门的内部核查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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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多岗，监督的真实性和独立性不够，且核查

人员在专业性上也存在一定的不足，不熟悉相应

的控制制度和法律法规，业务能力存在缺陷。企

业内部核查控制人员素质不高和配备不足的状况，

都会使煤炭企业无法及时发现内部控制的过程中

存在的问题。

2.5 缺乏信息披露制度

规范的煤炭企业内部控制制度，应该将制度

中的一些数据和结果在对内公示的同时做到对外

披露，提供供监督者和合作方参考的数据及经营

管理的状况。但在煤炭企业内部监管的过程中存

在着信息披露缺乏的状况，一些煤炭企业从开采

运输到销售中的信息缺乏必要的公示与披露，外

部的监督者与煤炭企业的合作方很难确切地了解

煤炭企业的经营管理状况[7]。

2.6 企业内部人员影响内控制度的运行

在煤炭企业内部控制制度的实行过程中，企

业内部人员存在管理者不能遵守应有的道德规范，

干扰了内部控制制度运行；对内部控制制度不重

视，无法发挥带头作用；企业员工存在互相串通、

谋取私利等问题。一些高级管理人员与公司的执

行人员有矛盾，产生利益冲突。由于企业内部人

员法律意识不严，忽视合规意识，在煤炭开采过

程中不能遵循安全至上的原则，不能正确认识内

部控制过程中不合法的事件[8]。

3 煤炭企业完善内部控制制度的措施

煤炭企业的内部控制制度是企业内部建立的

使各项业务活动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措施和方

法。当前企业的竞争日趋激烈，为了增强自身的

竞争力，煤炭企业需不断完善内部管理制度，提

高工作效率和产品质量。随着我国对煤炭改革的

逐步深入，煤炭产业需不断适应政策要求和消费

者需求。因此，煤炭企业在不断发展的同时，加

强内部控制制度建设，防范和化解风险有着非常

重要的现实意义。其中应重点加强 5方面的工作，

进一步完善和优化煤炭企业的内部控制制度。

3.1 重视企业内部控制制度，提高员工积极性

企业内员工的积极性决定了内部控制的实行

效率。企业及时了解内部控制制度对员工的影响，

对内部控制制度的正常运行有着很大的意义。煤

炭企业必须重视员工在内部控制中的作用，加强

员工工作的积极性。认识到员工在工作中的正常

需求，采取积极行动，减少不正常行为发生。对

员工工作中因个人失误而丧失效率的事件，采取

宽容的处理态度，提高员工积极性。

企业应尽量为员工创造舒适的工作环境，这

不仅能够提高员工的工作效率，还有利于树立企

业形象，提升员工的自豪感。领导者要形成尊重

员工劳动成果的优良习惯，不能轻易否定员工的

成绩。要学会利用恰当的方法肯定员工的劳动成

果，培养员工的积极性。企业应尽量丰富员工的

业余生活，按年按月有计划地举办一些团建活动，

如外出郊游、参观、聚餐等。团建活动能有效地

提高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工作态度，同时能增强

团队的凝聚力。

3.2 完善煤炭企业的信息披露制度，实行内部核查

规范企业内部控制制度，将企业内部控制过

程中的数据和结果对内公示并对外披露，提供企

业的经营管理状况文件、参考数据供监督者和合

作方参考。实行内部核查：企业内设立专门的内

部核查人员，加强监督的真实性和独立性；加强

核查人员在内部控制制度和法律法规方面的培训，

增加他们的业务能力；进行企业改革，培养有独

立性、专业性和权威性的专门核查人员；完善核

查监督的体系，促进煤炭企业的内部管理控制系

统不断完善。企业要建设完善的员工建议制度，

重视员工的建议，给员工提供极大的满足感，从

而提高员工工作的积极性和满意度。

3.3 煤炭企业的管理层正确认识内部控制制度

树立风险意识，加强企业内部控制是管理层

必备的意识。企业管理层要具备正确的管理思想，

树立对内部控制制度正确的认识，了解内部控制

机制。重视管理层在内部控制过程中的不足，加

强内部控制建设[9]。管理层要积极促进健全内部控

制信息系统，不仅需要从企业内部建立基本的内

部控制信息数据库，还需要管理层、普通员工等

全员参与；要充分使用网络技术，实现内部控制

信息在企业内部各级、各部门的有效传递，提供

与外界的沟通接口和信息共享策略，建立完善通

畅的信息反馈回路。领导层要认识到搜集回馈信

息和鼓励员工提出意见的重要性，及时发现内部

控制中的不足，为企业决策提供依据，从而采取

必要的措施。管理层要加强专业技能的培训，不

断学习新的管理方针和政策，严格控制企业经营

的行为，保证内部控制制度科学高效的运转。

3.4 构建煤炭企业内部控制文化

企业的内部控制文化是企业内部控制制度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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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和发挥的基础。煤炭企业在构建内部控制制度

时，首先要注重煤炭企业领导架构的建设，通过

各个部门的制约来规范企业的治理环境。内部控

制文化建设要提升到与人的重要性同等高度，将

内控环境优化、内部控制的理念贯穿于煤炭企业

制度建设、文化建设、高管阶层经营与管理的理

念中。建设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和治理理念，明

确管理层的责、权、利和相互监督、制衡、约束

和激励机制。

构建煤炭企业的内部控制文化，还要明确各

个部门的分工。企业管理层制定制度，全体员工

提出改进意见。对不恰当的制度和措施进行纠

正。煤炭企业各个部门之间相互配合且分工明

确。培养浓厚的煤炭企业内部控制氛围，引导全

体员工自觉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制度来约束自己的

行为 [10] 。

3.5 加强风险监管，建立监管机制

现在煤炭行业的监管企业与机构相互独立，

各自为营，很难实现有效的配合。某一煤炭企业

发生重大事件时，很容易造成民众的恐慌情绪，

波及到相关煤炭企业，这就需要我们建立统一的

风险监管机制。为满足企业内部管理的时效性和

针对性，企业应借助风险管理手段，建立内部控

制报告体系，如实反映内部控制状况，及时披露

内控重要信息。建立完善的内部审计控制机制，

确保内部审计在企业内部保持相对独立性，独立

于其他经营管理部门，最好建立在董事会或下属

的审计委员会。确保内部审核部门是企业内部经

济活动和管理制度是否合理、合规和有效的独立

机构。内审部门能够审查和监测各项内部控制制

度的执行状况，并将审核结果向企业董事会报告。

企业内部各部门通力合作，共同加强和维护风险

监管制度。同时，选择合适的外部独立机构进行

外部监管和审计，确保监管的制度化。内部审计

制度越仔细，形成的内部控制就越健全，也就越

能提高内部控制工作的效率。

4 结 语

当前，内部控制制度已经成为煤炭企业必不

可少的管理制度，在企业的经营管理中起着重要

的作用。我国煤炭企业内部控制制度还存在着对

内部控制制度不够重视、缺乏内部控制制度的标

准与模板、缺乏风险监管机制、内部核查监督不

严、企业内部人员影响内控制度运行等一系列问

题。煤炭企业内部控制体系建设任重道远，必须

要重视并加以强化，逐步实现内部控制制度的完

善与实施优化的双重结合，充分发挥内部控制的

作用，提高经济效益，最终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

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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