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导 论 Introduction

数字化能源技术革命不容迟缓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研究员 刘 虹

近年来，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数

字信息技术得到迅猛发展，以“大云物智移链”为代表的

数字化技术与能源产业有机相融，已成为引领能源产业变

革、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源动力，能源向低碳化、清洁化、

分散化和智能化转型已成共识。国际上，欧盟、美国、日

本等国家，在提出高比例发展非化石能源战略目标后，纷

纷着力发展低碳能源领域的新材料、新工艺、新技术，促

进能源技术与信息技术、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旨在快速

抢占未来能源科技制高点。

根据 IEA《数字化与能源》预测，数字技术的大规模应

用将使油气生产成本减少 10%～20%，使全球油气技术可采

储量提高 5%。仅在欧盟，增加存储和数字化需求响应就可

以在 2040年将太阳能光伏发电和风力发电的弃电率从 7%降

至 1.6%，从而到 2040年避免 3 000万 t二氧化碳排放。数字

化基于海量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可为能源行业提供技

术、经验和有价值的信息，大幅提高能源各领域的效率、

降低成本，提高能源行业的竞争力。比如，智能化电网系

统的应用发展，可以实现对电力系统实时监测、分析、分

配和决策，实现电力系统效率最大化。随着 5G技术、物联

网、区块链技术的成熟应用，能源系统可构建起数以亿计

的供应与终端设备、数据毫秒级实时传输的能源工业物联

网，为能源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提供坚实的基础。对能源消

费端来说，数字技术和能源消费环节的深度融合，将为消

费者提供偏好灵活性更高、经济性更好的能源服务，也创

造了许多消费升级的商业机遇。截至 2018年，全球能源数

字化技术已涵盖油气勘探开发、加工、运输、储存、能源

分配、废物利用、能源贸易等各个环节。

数字化转型为传统能源行业转型升级带来诸多机遇，

一是催生新的经济形态，带来新的经济增长点。随着数字

经济日益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新业态、新模式层

出不穷，数字经济、平台经济、分享经济、服务经济逐渐

成为重要的经济形态，这为传统的以资产投资、成本收益、

购销差价为主要模式的能源行业提供了进一步拓展的空间。

二是有助于行业内企业经营管理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大数

据融合创新，可以助推能源企业科学、高效决策，可以优

化服务和监管，为客户提供更加优质、便捷的能源公共服

务。当前正处于“数据智能化”和“治理现代化”的交融

交汇阶段，充分发挥大数据的驱动和支撑作用，有利于形

成科学系统的制度体系，加速推进和实现行业治理能力现

代化。三是为全行业提高竞争力提供了新的突破口，通过

采用数字技术，可以提高生产力、降低成本、创造新收益，

大幅提高能源行业和企业竞争力。数字技术的不断应用和

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生态经济的崛起，为行业内商业模

式重塑、经营管理变革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面对数字化大浪潮席卷全球，技术的高频创新导致现

代商业竞争的不断加剧，也许，传统能源企业的规模优势

在快速颠覆式变革面前有可能不堪一击。无论是主动求变

抑或被动应变，面对数字革命，“变”才是顺势而为唯一办

法。能源行业要主动迎接数字经济带来的各种挑战。首先，

要着眼能源革命和数字革命相融合、国家战略和企业战略

相结合、加快制定数字化战略，以数字战略引领行业发展，

统筹部署数字转型路径，创新数字应用新模式，加大云平

台和“云化”部署，持续提升大数据、工业互联网和物联

网应用水平，构建新型数字化的企业治理体系。其次，要

以数字革命为契机，引领关键核心技术创新，在强化原始

创新基础上，引入和加强开放式创新，充分发挥以能源企

业为主体、产学研用协同的创新体系，加强软硬件核心技

术攻关，推动关键网络设备和智能网联装备的研发及产业

化应用。再次，要加快人才培养。因为企业数字化转型，

拥有数字化思维、通晓数字技能、具备工业专业技能的通

用数字化人才是关键。数字化企业对运行维护人员提出了

更高要求，以确保智能设备能准确、快速回应各种需求并

做出决断。最后，也要防范数字革命带来的行业安全风险。

随着越来越多的生产和决策依托于网络与数据，安全保障

问题也越发凸显，在数字化技术开发和智能化系统运行过

程中必须得到高度重视，预先防范，如有不测，应对自如。

对能源行业内企业来讲，数字化安全是企业自身权益和稳

定运行的重要保障。从国家层面来说，数字化带来安全风

险不仅关系到产业的健康发展，更是关系到国家经济社会

稳定。国家在法律法规、标准制定、设备和数据防护、数

据测试验证和公共服务等方面要同步跟进，围绕数字规划、

建设、运行等全生命周期，加快构建责任清晰、制度健全、

技术先进的安全保障体系，为能源行业和企业的数字经济

转型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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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低碳、安全高效”已成为能源发展的总

方向。提高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生产消费比例，

是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重要任务

之一，是实现美丽中国目标的重要途径。随着我

国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步伐加快，可再生能源产业

发展瓶颈开始从技术、成本等方面约束，向电力

系统调节能力和电力市场体制等方面制约转变，

突出表现为水电、风电、太阳能并网发电和优先

消纳困难，电力装机增长与需求侧用电增长不匹

配，可再生能源消纳市场培育不足[1]，可再生能源

出力受限，弃水弃风弃光现象严重，造成大量的

能源浪费。面对世界能源转型加快、我国能源高

质量发展的新形势新要求，如何更加注重可再生

能源消纳，促进传统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协调发展

和有效利用，通过制定完善新能源消纳政策与技

术创新、加快市场建设等综合施策，破解可再生

能源消纳问题，减少或杜绝能源浪费成为当前和

今后一段时期能源发展的重要问题之一。

1 我国可再生能源消纳现状

近年来，我国可再生能源持续快速发展，可

再生能源发电装机不断提升，发电量继续保持高

速增长，风电、光伏装机量均居世界第一，可再

生能源已成为我国重要的能源供应形式之一。

我国可再生能源消纳制约因素分析及解决对策

王 云 珠
（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山西 太原 030032）

摘 要：随着我国可再生能源的快速发展，可再生能源并网消纳问题突出。阐述了我国可再生能源

消纳现状，对制约我国可再生能源消纳因素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促进可再生能源消纳的思路和措

施。研究认为，解决清洁能源消纳问题应综合施策。要合理调控开发规模布局，加强新能源与电网

协调规划，加快跨区跨省输电能力建设，建立电力交易市场，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扩大新能源大

规模优化配置范围，推动电力需求侧管理和电能替代，科学制定消纳指标，促进新能源低成本消纳。

关键词：可再生能源；并网消纳；电力市场化改革

中图分类号：F426.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9605（2020） 02－0004－08

基金项目：2018年度山西省社会科学院规划课题（YCH201805）；

2019年度山西省政府重大决策咨询课题（ZDA201906）

Analysis of restrictive factors on renewable energy consumption in China and counter⁃
measures
Wang Yunz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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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renewable energy in China， the problem of renewable energy grid-connected con⁃
sumption has become prominent.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hina's renewable energy consumption is elaborated， the factors re⁃
stricting China's renewable energy consumption are analyzed，and the ideas and measures to promote renewable energy con⁃
sumption are proposed. It is suggested that comprehensive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clean energy con⁃
sumption. It is necessary to reasonably adjust and control the development scale layout，strengthen the coordinated planning of
new energy and power grid，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trans regional and trans provincial transmission capacity，establish
power trading market，give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market mechanism，expand the scope of large-scale optimization of new en⁃
ergy allocation，promote power demand side management and power substitution，scientifically formulate consumption indicators，
and promote low-cost consumption of new energy.
Key words：renewable energy；grid connection consumption；electricity market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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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可再生能源发展情况

截至 2018年年末，全国水电、风电、太阳能

发电、生物质发电等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容量 7.29
亿 kW，占全部电力装机的 38.4%，其中：水电

（含抽水蓄能）、风电、太阳能装机分别达到 3.52
亿 kW、 1.84 亿 kW、 1.75 亿 kW[2]，占比分别为

18%、10%、9%，风电、太阳能装机容量占比合

计19%，超过水电装机占比（18%），如图1所示。

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国家能源局有关数据计算。

图1 2018年全国电力装机结构

2018年，全国水、风、光等可再生能源发电

量 18 670.34亿 kWh，占全部发电量的 26.6%，其

中：水电、风电、光伏、生物质发电量分别为

12 329.27亿kWh、3 659.60亿kWh、1 775.47亿kWh、
906亿 kWh，占全部发电量的比重分别为 17.6%、

5.2%、2.5%、1.3%[3]，可再生能源的清洁能源替代

作用日益突显，如图2所示。

数据来源：根据中电联发布数据计算。

图2 2018年全国全口径发电情况

1.2 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情况

近年来，我国为了有效解决清洁能源消纳问

题，先后出台了《关于做好风电、光伏发电全额

保障性收购管理工作的通知》（发改能源 〔2016〕
1150号）、《解决弃水弃风弃光问题实施方案》（发

改能源〔2017〕 1942号）、《关于建立健全可再生

能源电力消纳保障机制的通知》（发改能源

〔2019〕 807号）等政策[4]，通过建立可再生能源目

标引导制度、试行可再生能源电力证书 （绿证）

交易、制定清洁能源消纳行动计划 （2018—2020
年）等措施，加大力度消纳可再生能源，在政府、

电网企业、发电企业等各方努力下，可再生能源

利用率显著提升，弃风率、弃光率逐年降低。

2018年，包含水电在内的全部可再生能源电

力实际消纳量 18 158.97亿 kWh，占全社会用电量

比重为 26.5%，同比持平；全国非水电可再生能源

电力消纳量为 6 314.20亿 kWh，占全社会用电量比

重为 9.2%，同比上升 1.2个百分点。从非水电可再

生能源电力消纳比重来看，宁夏、青海、内蒙古

和 吉 林 最 高 ， 分 别 为 22.3%、 18.3%、 17.3%、

17.0%[5]，均超过 17%，宁夏和吉林非水电可再生

能源消纳比重已提前达到 2020年国家规定的 20%
和16.5%的最低消纳责任权重。

1.3 弃风、弃光限电情况

我国通过落实可再生能源目标引导制度、实

施可再生能源保障性收购制度和绿色证书交易制

度、加强可再生能源消纳目标考核、优化电网新

能源调度、扩大清洁能源跨省跨区市场交易、推

动清洁能源电能替代等多项措施，可再生能源消

纳总体有所改善，但最终解决限电难度很大。

从弃风情况看，2018年，我国新增并网风电

装机 2 059万 kW，累计并网装机容量达到 1.84亿
kW，占全部发电装机容量的 9.7%。2018年风电发

电量 3 660亿 kWh，占全部发电量的 5.2%，比 2017
年提高 0.4个百分点；全年弃风电量 277亿 kWh，
同比减少 142亿 kWh，平均弃风率 7%，同比下降 5
个百分点[5]，弃风限电状况明显缓解，如图 3所示。

2018年，全国弃风率较高、弃风电量较多的地区

是新疆 （弃风率 23%、弃风电量 107亿 kWh）、甘

肃 （弃风率 19%、弃风电量 54亿 kWh）、内蒙古

（弃风率 10%、弃风电量 72亿 kWh），三省 （区）

弃风电量合计 233亿 kWh，占全国弃风电量的

84%。

从弃光情况看，我国弃光问题在“三北”地

区最为突出，特别是西北地区。随着我国光伏发

电装机规模的不断扩大，我国弃光率不断增加，

一度由 2013年的 1%增加到 2015年的 11%。之后，

王云珠：我国可再生能源消纳制约因素分析及解决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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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政策和企业采取各种措施共同努力下，弃

光问题得到改善。2018年，全国光伏发电量 1 775
亿 kWh，同比增长 50%；全年光伏限电 54.9亿

kWh，平均弃光率约 3%[6]，实现弃光电量和弃光率

“双降”，如图4所示。

数据来源：国家可再生能源中心、国家能源局。

图3 2011—2018年全国弃风情况

数据来源：国家能源局。

图4 2013—2018年全国平均弃光率变化情况

近年来，虽然我国光伏发电整体消纳形势好

转，但局部地区弃光情况仍然比较严峻。据统计，

2017年全国光伏发电量1 182亿kWh，比2016年增

长 78.6%，全国弃光电量 73亿 kWh，弃光率 5.7%，

比 2016年下降 4.3个百分点。同期，西北五省

（区）（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全年光

伏发电量 407.3亿 kWh，弃光电量 66.7亿 kWh，占

全国弃光电量的 91.4%，弃光率 13.7%。特别是新

疆地区弃光率为 21.6%，高居西北五省区乃至全国

榜首，其他西北四省 （区） 弃光率由高到低依次

为 甘 肃 20.8%、 陕 西 13.0%、 宁 夏 6.4%、 青 海

6.2%，均高于全国 5.7%的平均线。2018年，西北

地区弃光矛盾持续缓解，其中，新疆 （不含兵

团）、甘肃弃光电量分别为 21.4亿 kWh、10.3亿
kWh，弃光率分别为 15.5%、9.8%，同比分别下降

6个、10个百分点[6]，二省 （区） 弃光电量合计

31.7亿 kWh，占全国弃风电量的 57.7%，西北五省

（区） 2014—2018年的弃光量与弃光率，如图 5所
示。

资料来源：国网能源院《2019中国新能源发电分析报告》。

图5 西北五省（区） 2014—2018年弃光量与弃光率

近几年“三弃”现象虽有所缓解，但重点地

区形势依然严峻。国家能源局提出，到 2020年，

全国弃风率控制在 5%左右，努力把“三北”地区

弃光率控制在 5%以内，其他地区基本做到不弃

光。目前看来，这一消纳任务还十分繁重。

2 我国可再生能源消纳制约因素分析

随着我国可再生能源的规模化发展，受到装

机规模、用电负荷、输送通道等多重因素影响，

弃水、弃风、弃光“三弃”问题也逐步显现，清

洁能源消纳问题较为突出。从目前看，我国可再

生能源消纳难的原因主要包括：供需问题、调送

问题、调峰问题、体制机制问题等，“三弃”问题

的症结分析主要在以下方面。

2.1 供需结构失衡加剧弃电

“十二五” 以来，包括新能源在内的我国各类

电源装机保持较快增长，特别是我国“三北”地

区新能源集中式大规模开发，装机占比持续提高，

发电量快速增长，当地负荷增长趋缓，新能源规

模与本地消纳市场严重不匹配，加剧新能源消纳

矛盾。2018年，我国全部能源发电同比增长 8.4%，

其中，并网太阳能、风电发电量同比增长 50.8%、

20.2%[7]，远高于全部发电增长水平。尤其在我国

西北地区，风电、光伏装机容量大，2018年，风

电、光伏装机比重为青海 43.9%、甘肃 41.5%、宁

夏 38.8%，青海、甘肃新能源发电装机已经超过水

电和火电装机容量，发电量占本省发电量的比重

6



2020年第2期

青海、甘肃、宁夏、内蒙古均超过 15%[7]，但青

海、甘肃、新疆等省内用电基数小、用电需求有

限，全社会用电量小于发电量（图 6），用电量占

全国的比重低。如 2018年，西部地区、中部地区

全社会用电量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 26.9%、19.0%
（表 1）；同时，外送电量有限，可再生能源超常规

发展超过当地市场承载能力，用电市场无法支撑

新增电源发电需求，直接造成弃风弃光电量增

加[8]，可再生能源消纳受限。

表1 2018年我国四大地区全社会用电量结构 %

资料来源：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中国电力工业现状与展望

（2019）》。

资料来源：2018年中国发电装机结构情况与各省份排行，搜狐网。

图6 2018年全国各地区发电用电对比

2.2 网源发展统筹不够

我国能源资源与负荷中心呈逆向分布的基本

格局以及输送通道不足、省间壁垒等，导致可再

生能源外送消纳受限。

一是我国新能源资源分布矛盾造成资源输送

矛盾。我国“三北”地区风能、太阳能资源丰富，

大规模风电、光伏基地集中，这些地区新能源基

地与负荷中心呈逆向分布，远离经济发达的中东

部负荷中心，跨区输送能力不足。比如在甘肃，

截至 2017年年底，清洁能源装机合计 2 936万

kWh，是本地最大用电负荷的 2倍，富余电力主要

通过酒泉至湖南特高压直流外送，最大输电能力

只有800万kW[9]，跨区输送容量不足。

二是新能源建设规划和电网建设规划建设时

序不匹配，配套电网规划建设滞后。外送通道的

核准相对滞后、电网收益低、投资能力不足等，

都造成电源与配套电网项目不协调。电力输送通

道在规划和建设进度、配套规划灵活电源等方面

滞后，导致有电送不出的“窝电”现象。

2.3 系统调峰能力不足

风电、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的波动性及发电

系统的运行特性，需要增加煤电等可调节电源，

才能保障电力系统安全可靠连续供电，而我国煤

电灵活性改造滞后、灵活调节电源占比低等都制

约了可再生能源消纳。我国电源结构以火电为主，

抽水蓄能、燃气等灵活调节电源比重约为 6%
（“三北”地区为 4%） [9]，特别是在可再生能源

资源富集地区，系统灵活性不足。据国网统计，

截至 2018年 11月，“三北”地区煤电灵活性改造

数量完成 4 069万 kW[10]，距《电力发展“十三五”

规划》中“到 2020年，热电联产机组和常规煤电

灵活性改造规模分别达到 1.33亿 kW和 8 600万 kW
左右”的目标要求差距很大，且参与调峰积极性

不高，而美国灵活调节电源占比在 50%以上，西

班牙在 40%以上。此外，我国部分省区自备电厂

装机规模较大，这些自备电厂基本不参与电网调

峰，调峰能力十分有限；东北地区由于供热机组

比重大，也增大了调峰难度，这都增加了可再生

能源的消纳难度。

2.4 电力调度管理矛盾

我国电力运行调度很大程度上采取计划调度

方式，地方主管部门制定火电机组发电计划、计

划电量，这种“计划”方式一定程度上挤压了可

再生能源发展空间。尽管按照《可再生能源发电

全额保障性收购管理办法》要求，应足量预留清

洁能源优先发电空间，但真正落实尚有距离。由

于火电年度电量计划为刚性计划，调度为了完成

地 区

全 国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东北地区

增速

8.5
6.9
9.6
10.9
6.9

占全国比重

100
48.3
19.0
26.9
5.8

对全国用电增长拉动力

——

3.4
1.8
2.9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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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电年度计划不得不限制新能源电量；同时，大

用户直供电合同的刚性执行在一定程度上也固化

了传统电源的市场份额，压缩了可再生能源消纳

空间。此外，我国电网企业拥有电网所有权和经

营、输电权，具有市场优势地位，又通过下属电

力调度机构直接组织和协调电力系统运行[11]，不利

于市场主体自由公平交易。2019年 11月 22日，国

家能源局发布《电网企业全额保障性收购可再生

能源电量监管办法 （修订）（征求意见稿）》，要

求电网企业全额保障性收购，并优先、足额结算、

不得阻碍新能源并网，对规范电网企业行为作出

规定和约束，并制定了处罚措施，将对新能源消

纳起到积极作用。

2.5 市场机制有待完善

从深层次上看，弃水弃风弃光问题反映了我

国电力运行机制、电力市场体制的深层次矛盾。

我国电力供需仍以省内平衡和就地消纳为主，而

水电的“丰余枯缺”特点和风光电的“波动性”，

仅靠本地运行调度优化已不能解决市场消纳问题，

需依赖更大范围市场消纳[11]，迫切需要扩大可再生

能源跨省区市场交易规模、统筹推进电力现货市

场以及辅助服务补偿 （市场） 机制建设，促进清

洁能源更大范围消纳。我国电力市场正在建设中，

刚放开配电、售电环节，可再生能源电力参与中

长期交易、辅助服务补偿交易等尚处于启动试点

阶段。由于缺乏促进可再生能源跨区跨省消纳的

约束性政策以及市场交易机制，省间壁垒严重，

各省对接纳可再生能源积极性不足，尤其在供大

于求等利益冲突下，跨区跨省调节电力供需难度

较大，可再生能源异地消纳矛盾较为突出。

此外，全国电力现货市场尚处于建设试点阶

段。从 2017年 8月我国在南方（以广东起步）、浙

江、山西等 8个省份开展电力现货市场试点，到

2019年 6月底，首批 8个试点省均处于市场模拟试

运行阶段，电力辅助服务市场尚不能与现货电能

量市场协调衔接，现货电力市场模式、运营规

则、技术系统、参数设计等需要进一步完善优

化，用电侧和清洁能源消纳参与现货市场仍处于

探索阶段。

3 促进可再生能源消纳的思路和措施

推动可再生能源持续发展，是提高能源安全

保障水平重要途径之一，解决可再生能源消纳问

题是当前发展可再生能源的重要任务。

3.1 促进可再生能源消纳的思路

首先，要优化可再生能源开发布局。坚持集

中式与分布式开发并举，推动可再生能源布局进

一步向东中部地区倾斜。加强新能源和电网协调

规划，以电网规划引领可再生能源有序发展。统

筹电源、电网、调峰能力建设，推进各省区可再

生能源消纳电网工程建设，保障新能源送得出。

其次，科学制定可再生能源消纳指标。考虑

全社会电力供应总成本最低原则，制定可再生能

源消纳指标。要研究可再生能源合理弃电指标。

从技术经济和全社会用电成本的角度考虑，可再

生能源消纳存在一个合理的弃电范围，片面追求

全部消纳，将极大提高系统的备用成本。

第三，促进煤电有序清洁发展。为了提高电

力供应中长期保障能力，煤电仍需适度发展，并

保持科学合理的发电装机充裕度，应对可再生能

源电力可信容量不足的风险，提高发输电系统的

供电可靠性。基于上述考虑，需要研究构建容量

市场的可行性，吸引电源投资的积极性，为传统

电源投资主体提供基本的投资回收保障。

第四，加快推进电力体制改革及市场建设。

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电力市场，推进电力现货市场

和辅助服务补偿市场建设，扩大市场资源优化配

置范围和程度；出台促进可中断负荷、清洁供暖

的配套激励政策，制定落实灵活电价政策，积极

促进电能替代。

3.2 促进可再生能源消纳的措施

可再生能源消纳涉及电源、电网、负荷、技

术、政策、管理、市场机制等多个方面，是一项

系统工程，需要从规划管理、政策与市场、调度

运行、技术创新等多个层面综合施策，促进可再

生能源消纳。

3.2.1 做好顶层设计，统筹源网荷协调发展

可再生能源消纳与送受端省份、电源企业、

电网公司等多个利益相关，要坚持能源系统大范

围配置与就地消纳相结合原则，在国家层面加强

“网源荷储”统一规划，加强规划的系统性和指导

性作用。综合考虑各地资源条件、电网条件、负

荷水平等因素，优化可再生能源项目的开发布局、

规模和开发时序，加强新能源与电网协调规划。

着眼中长期可再生能源开发和消纳需求，制定中

长期电网布局规划，重点推进新能源资源富集地

区的电网规划建设。超前开展新能源消纳规划研

究。统筹研究可再生能源消纳方案和电网建设方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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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并在全国电力规划中加以明确，提升跨区调

度和协同互济保供能力。

注重提高现有发电机组利用率，避免“边建

边弃”。严格执行风电、光伏发电投资监测预警机

制，实施煤电预警机制，严格控制弃风弃光严重

地区的风电和光伏发电新增建设规模，可再生能

源重大项目转移到有用电负荷支撑的“三弃”较

少的中东部和南方地区。

3.2.2 建立市场，推进电力现货和辅助服务市场

建设

我国新能源已具备相当规模，但电力市场的

建设却刚刚起步。要加快建立全国性电力交易市

场，健全市场化交易机制，构建清洁能源消纳长

效机制。

我国电力市场的设计从开始就应考虑能源转

型和高比例可再生能源接入对电力系统和电力市

场体系的要求，注重多级市场协调配合，促进新

能源消纳。应积极探索建立包含容量市场 （现货

交易和中长期交易）、辅助服务市场（含灵活调节

服务）、跨省跨区交易市场以及绿证交易市场等在

内的多元化市场架构，建立常规能源为新能源调

峰的辅助服务和补偿机制，为新能源和常规电源

盈利提供充足的市场选择与空间，发挥市场调节

功能，解决可再生能源并网消纳问题，促进高比

例新能源电力接入条件下的电力转型。

在未来的电力系统里，应包含三大市场。一

是度电市场，即能量市场，体现的是能量提供的

价值；二是电力市场，即非能量市场，体现的是

运行灵活性、电力支撑能力等辅助服务的价值；

三为政策性市场，包括绿证交易市场、碳交易市

场、能效市场等，体现的是绿色环保等外部价值。

这三部分市场将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能源电力大

市场。能量市场是可再生能源获利的主阵地，可

再生能源提供的是绿色电力，运行成本低，边际

成本趋近于零，这是它的优势所在，适合在能量

市场获取收益；传统电源煤电机组在能量市场中，

在供需形势紧张的时段可占据一席之地，但更多

时候应发挥其可调度和灵活性的优势，提供辅助

服务，在这一领域获取投资回报，实现从“单纯

电能量提供者”向“电能量与灵活调节服务供应

商”的转变；可再生能源除了可以在能量市场上

获利之外，其绿色低碳的环保价值可以在政策性

市场上得到体现，前提是国家要出台明确且严格

的政策目标和要求，如建立可再生能源配额制及

绿色证书交易制度。这三方面的市场架构，可充

分体现不同能源品种所提供的能源电力服务所包

含的价值[12]。
近期，应重点加快推动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建

设，建设可再生能源跨省区现货交易市场，建立

辅助服务补偿机制与分摊机制，逐步实现调频、

备用等辅助服务补偿机制市场化；实施绿证机制，

落实消费侧消纳责任。

3.2.3 促平价上网，完善清洁能源消纳政策和体

制机制

落实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责任、优先利用等

相关政策。2019年 5月，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

发布《关于建立健全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保障机

制的通知》，将 2018年征求了 3轮意见的可再生能

源电力“配额制”改为消纳保障机制，该文件确

定了各省级区域的可再生能源电量在电力消费中

的占比目标，即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责任权重，

明确了政府部门、电网企业、各类市场主体的责

任[13]，确保可再生能源电力的市场消纳，为可再生

能源的持续性发展提供制度性保障。要加强各省

风光电消纳比重指标的约束性和强制性，同时兼

顾与碳排放权配额等制度的协调关系；建立全社

会承担新能源发展的责任义务，增强各地接纳省

外可再生能源电力的积极性。落实和完善《可再

生能源发电全额保障性收购管理办法》，建立统一

数据信息平台，加强全额保障性收购制度监管，

保障新能源发电全额收购。落实清洁能源优先发

电制度，预留清洁能源优先发电空间，优先消纳

政府间协议水电跨省跨区输电电量和保障利用小

时内的新能源电量。

完善我国非水可再生能源电价政策。对风电、

光伏发电等实现规模化发展的可再生能源发电，

积极开展上网侧平价上网示范。开展上网侧峰谷

分时电价试点和可再生能源就近消纳输配电价试

点[14]，鼓励各类用户消纳可再生能源电量。继续加

大可再生能源上网电价补贴退坡力度，制定逐年

补贴退坡计划，直至补贴资金彻底退出，倒逼产

业技术进步和成本降低，尽早实现平价上网。

3.2.4 推进全面创新，加速技术创新与应用

储能和需求侧管理可以有效改善新能源的不

稳定性，使更多的新能源得到消纳和高效利用。

要加大研发投入，加快技术进步，降低可再生能

源发电、用电成本，加快研究开发推进大型储能、

光热、智能电网等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应用。

王云珠：我国可再生能源消纳制约因素分析及解决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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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突破一批电网、装备和零部件技术攻关与国

产化进程。推广大规模“源-网-荷”友好互动系

统应用，加快虚拟同步发电机、微电网、“互联

网+”智慧能源等关键技术攻关，加强适应高比例

新能源的安全稳定控制技术、虚拟同步技术研究

与应用，保障电网安全运行。大力支持储能技术

研发和应用。推进抽水蓄能技术规模化应用，开

展电池储能、压缩空气储能、储热等技术研究与

示范应用。加强物联网、人工智能在电网应用的

研究，提升配电网智能化水平与技术支撑，进一

步发挥电网资源配置平台作用，积极打造不同层

级的智能电网示范区。

3.2.5 有序实施火电灵活改造，提升电力系统输

送能力

优化电源结构，增加电源装机中可调节电源

比重，提供更多调峰容量配合可再生能源消纳。

合理配置调峰电源，在“三北”有条件区域，加

快建设抽水蓄能电站等灵活性调节电源以及储能

电站；继续示范应用具有灵活调节能力的光热与

地热发电，提高系统中电源的调节能力。

改进燃煤机组参与系统调峰的能力。有续推

动现役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工程，优先对“三北”

地区新能源消纳问题突出省区热电机组进行灵活

性改造，提高机组的健康程度。挖掘常规机组的

调峰潜力，尤其是自备电厂和供暖期供热机组调

节能力，为可再生能源提供快速爬坡和容量备用

服务，缓解新能源弃风弃光矛盾。

建立调峰辅助服务补偿机制。调峰辅助服务

是推动灵活性改造的重要市场机制。应从顶层设

计上区分电量和电力的价值，并给予合理的价值

标准，以市场激励释放更多的灵活性资源，引导

煤电企业加速转型。总结我国东北、福建、山东、

山西、新疆、宁夏、广东、甘肃等地电力辅助服

务市场改革试点经验，完善可再生能源消纳补偿

机制。按照“谁受益，谁承担”的原则，建立电

力用户参与承担辅助服务费用的机制，解决辅助

服务成本过多在发电企业之间分摊、增加新能源

企业经营压力的问题。在全国现货电力市场完全

建立前，探索将辅助服务费用纳入电网购电费用，

或者作为电网系统平衡成本纳入输配电价中[14]，在

电力价格体系中予以体现。

3.2.6 加强外送通道建设，扩大新能源优化配置

范围

加强送出通道建设和管理。大力推进新能源

资源富集地区骨干网架建设，为清洁能源资源在

全国范围优化配置奠定坚强的“硬件”基础。推

动跨区通道配套电源建设，提升通道利用效率。

在送端优化新能源和其他电源匹配比例，尽快将

停建缓建电源项目移出禁建名单，推动配套电源

项目落地。同步加强送受端配套电网建设，释放

跨省跨区输电工程的输电能力。

加强电力调度和新能源生产精细化运行。提

升新能源功率预测精度，优化实行新能源统一调

度，充分发挥区域电网资源优化配置能力，最大

限度地开展联络线跨省调峰支援。利用大数据、

云计算等技术，科学优化调度，充分发挥大电网

作用，开展跨区、跨流域风光水火联合运行，提

高发电稳定性，实现与用户响应的联合平衡。

3.2.7 实施需求侧响应和电能替代，拓展消纳空间

未来一段时期，我国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规

模仍将扩大，为解决可再生能源消纳问题，要鼓

励负荷侧积极参与和就近消纳相结合，促进新能

源系统消纳。倡导绿色电力消费理念，推行优先

利用清洁能源的“绿色消费”模式，优化制定清

洁能源用电套餐、可再生能源用电套餐等，引导

终端用户优先选用清洁能源电力[15]。促进需求侧参

与调峰。重点结合电力市场建设，研究市场补偿

机制，引导电动汽车参与系统调峰。建立需求响

应价格引导机制，以市场价格机制提高负荷灵活

性，扩大可中断负荷，推进新能源企业参与大用

户直购电或电力直接交易，以优惠电价吸引用电

量大的工业企业使用新能源。增加用电负荷，因

地制宜推广电能替代技术，实施电能替代价格政

策，推广以电代煤、以电代油等清洁能源替代工

程，加强可再生能源在工业、交通、建筑等领域

的应用，加快清洁能源电能替代。在可再生能源

条件具备地区开展风电制氢示范工程，实现可再

生能源多途径就近高效利用。

4 结 论

可再生能源发展关系我国能源转型全局，“十

四五”及未来一段时期，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潜

力依然强劲，解决消纳问题仍然是可再生能源产

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和难点，实现 2030年非化石

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 20%的目标仍充满挑战。

为有效缓解“三弃”矛盾，建立清洁能源消纳的

长效机制，应从国家层面加强顶层设计，减少政

策制度不协调，合理调控可再生能源开发新增规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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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和布局，引导合理把握发展节奏；科学处理与

煤电发展关系，落实地方、市场主体可再生能源

电力消纳责任，完善绿证政策。考虑全社会电力

供应总成本最低原则，科学制定可再生能源消纳

指标。按照可再生能源与灵活调节资源并行、协

调发展的思路，加强可再生能源与电网协调规划，

加快推动我国西电东送等跨区跨省重点通道工程

建设，配套规划灵活电源，推进可再生能源资源

富集地区骨干网架建设，高质量推进抽水蓄能电

站建设，进一步提高调峰能力；优化电网调度运

行，深化大电网实时平衡能力建设，完善区域内

和跨区域旋转备用共享机制，促进清洁能源消纳

多级调度协同快速响应[16]。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电力

市场，建立清洁能源跨区跨省交易和调峰辅助服

务市场机制，发挥跨区现货、区域调峰、省内调

峰市场等作用，扩大可再生能源大规模优化配置

范围，提升可再生能源利用率。完善电能替代财

政补贴和税收优惠等政策，加快清洁能源电能替

代、清洁能源供暖，促进需求侧参与调峰，增加

可再生能源消纳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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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我国是能源消耗大国，2019年我国能源消费

总量达到 48.6亿 tce，比 2018年增长 3.3%。同时，

2019年我国一次能源生产总量为 39.7亿 tce，远远

小于能源消费总量，巨大的能源缺口需要通过进

口来弥补，以保障能源安全。然而，我国能源安

全受到国际地缘政治因素的巨大影响[1]，南亚地区

是我国重要的“一带一路”沿线地区，也是部分

进口能源通道和油气管道的必经之地，与中国具

有特殊的地缘政治战略关系。

就产业内贸易问题，长期以来国内外学者都

非常关注。例如，Kumar[2]对 1975—2013年印度和

斯里兰卡的产业内贸易现状和贸易互补性进行了

研究；Kim[3]基于 1994—2011年数据研究了韩国与

制造业主要贸易国 （中国、美国和日本） 的产业

内贸易变化。国内学者集中研究不同行业的产业

内贸易问题。如农产品产业内贸易，龚新蜀等[4]研
究中国与俄罗斯、王纪元等[5]研究中国与中东欧地

区、丁存振等[6]研究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地

区，发现产业内贸易水平较低；中国高新技术产

品产业内贸易和国际竞争力总体上呈逐年提升的

发展趋势[7]；中美服务业产业内贸易水平呈现递减

趋势，且各分行业水平不一[8]。中国与东盟的能源

产业内贸易主要以产业间贸易为主[9]，中国与南亚

的产业内贸易问题研究主要集中于南亚个别国家

的研究，如研究中印边际产业内贸易和对称性显

性比较优势[10]、中印两国产业内贸易发展[11]、贸易

开放背景下的中印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12]等，对

于南亚地区整体方面的研究主要在中国与“一带

一路”沿线地区农产品产业内贸易中的南亚地区

分析部分予以涉及。

能源贸易是能源合作的重要形式，然而学者

中国与南亚地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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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与南亚地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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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亚能源产业内贸易水平及结构。研究发现：中国与南亚地区的能源贸

易主要表现为产业间贸易，产业内贸易较不明显且存在较大的国别差异，产业内贸易结构呈现垂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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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Using UN Comtrade 2008-2017 data on energy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South Asia，the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level and structure of intra-industry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South Asia is made from static and dynamic dimensions. The
study found that energy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South Asia is mainly represented by inter-industry trade， intra-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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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关于中国与南亚能源产业内贸易问题的研究凤

毛麟角，现有文献更多地集中于研究南亚能源开

发、中国—南亚能源合作[13]和南亚区域能源合作[14]

等方面，现有文献不足为本文研究中国与南亚能

源产业内贸易提供空间。中国与南亚能源产业内

贸易水平和结构如何？本文通过实证分析方法分

别从静态、动态等维度综合反映中国与南亚能源

产业内贸易的现实状况，在“一带一路”倡议下

促进中国与南亚地区的能源贸易发展。

2 中国与南亚地区双边能源贸易现状

2.1 双边能源贸易总额不断扩大但中国逆差明显

中国与南亚双边能源贸易总额逐年增加，见

表 1。2008年双边能源贸易总额为 13.01亿美元，

2009年下降至 4.19亿美元，2017年达到 21.08亿美

元，尤其是 2017年双边贸易总额增长更为快速。

然而，中国与南亚地区能源贸易更多的表现为中

国逆差，南亚地区顺差。除 2012年外，中国对南

亚地区的能源贸易表现出大规模的逆差，2017年
的逆差额达到 14.2亿美元，是 2010年的 5.8倍。可

见，中国需要从南亚地区进口大量能源，南亚是

中国非常重要的能源进口市场。

表1 2008—2017年中国与南亚双边能源贸易总额 亿美元

注：原始资料来源于UN Comtrade数据库。

2.2 国别能源贸易规模差异较大

中国与南亚地区的能源贸易规模差异较大，

见表 2。中国与印度、孟加拉和斯里兰卡在 2008—

年份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贸易

总额

13.008 3
4.194 6
9.279 3
8.684 2
7.920 6
10.762 8
16.348 8
16.603 0
16.969 1
21.083 2

中国自南亚

进口总额

10.827 1
3.257 1
5.864 2
7.592 6
3.551 4
9.162 3
13.669 6
12.894 5
15.101 6
17.643 7

中国对南亚

出口总额

2.181 2
0.937 5
3.415 1
1.091 6
4.369 2
1.600 5
2.679 2
3.708 5
1.867 4
3.439 5

贸易逆差

8.645 9
2.319 6
2.449 1
6.501 0
-0.817 7
7.561 7
10.990 4
9.186 1
13.234 2
14.204 2

年份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均值

印度

10.712 1
3.501 3
7.817 7
7.611 4
7.265 1
7.688 2
10.093 8
11.583 6
7.115 1
10.282 0
8.367 0

巴基斯坦

2.109 5
0.109 8
0.406 3
0.467 1
0.211 0
0.237 3
0.601 2
0.158 7
0.302 3
0.507 9
0.511 1

孟加拉

0.109 3
0.386 5
0.746 8
0.464 7
0.305 3
0.437 8
2.585 4
3.114 4
7.267 1
8.957 3
2.437 5

阿富汗

0.000 0
0.000 9
0.000 0
0.000 0
0.002 8
0.000 0
0.000 4
0.000 0
0.000 3
0.005 0
0.000 9

尼泊尔

0.012 0
0.007 0
0.004 6
0.011 4
0.012 5
0.001 6
0.002 9
0.017 6
0.000 5
0.007 2
0.007 7

不丹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0 0
0.022 0
0.000 4
0.000 6
0.000 3
0.002 3

斯里兰卡

0.063 8
0.189 1
0.303 1
0.121 3
0.112 1
2.394 5
3.028 6
1.714 6
2.248 3
1.301 3
1.147 7

马尔代夫

0.001 6
0.000 0
0.000 8
0.008 3
0.011 9
0.003 5
0.014 5
0.013 7
0.034 9
0.022 2
0.011 1

表2 2008—2017年中国与南亚地区能源贸易总额 亿美元

种类

石油及石油制品

煤炭及煤制品

天然气

生物质能

油页岩/油砂

泥炭及泥炭制品

印度

5.626 8
4.541 6
0.000 0
0.113 4
0.000 1
0.000 0

巴基斯坦

0.465 7
0.029 4
0.000 2
0.012 7
0*
0*

孟加拉

8.871 5
0.021 0
0.024 7
0.039 3
0.000 8
0.000 0

阿富汗

0.003 7
0.000 0
0.000 0
0.001 3
0.000 0
0.000 0

尼泊尔

0.007 2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0 0

不丹

0.000 0
0.000 3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0 0

斯里兰卡

1.289 4
0.010 5
0.000 1
0.001 3
0.000 0
0.000 0

马尔代夫

0.021 8
0.000 0
0.000 0
0.000 4
0.000 0
0.000 0

总计

16.286 1
4.602 8
0.025 0
0.168 4
0.000 9
0*

注：同上。

表3 2017年中国与南亚地区不同类别能源产品贸易总额 亿美元

注：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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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的贸易均值较大，其中贸易均值最大值为

8.367 0亿美元（中国与印度）与最小值 0.000 9亿
美元（中国与阿富汗），两者相差 8.366 1亿美元。

2017年中国与印度、孟加拉和斯里兰卡分别占中

国 与 南 亚 能 源 贸 易 总 量 的 48.77%、 42.49% 和

6.17%，共计约 97.43%。从贸易额年均增速来看，

孟加拉的年均增速最快，约为 27.41%；其次为斯

里兰卡（年均增速 2.4%），印度、巴基斯坦和尼泊

尔则出现负增长。

2.3 能源产品贸易类别较为集中

中国与南亚地区能源贸易产品主要为石油及

石油制品、煤炭及煤制品 2大类别，分别占贸易总

额的 77.25%和 21.83%。中国与印度、巴基斯坦、

孟加拉和斯里兰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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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阿富汗、尼泊尔、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的能源

贸易也集中在以上4类中的1类或2类，见表3。
3 研究方法、研究对象及数据说明

3.1 研究方法

3.1.1 产业内贸易水平和结构的静态分析法

Grubel & Lloyd[15]提出了用于测算某时期内贸

易商品的产业内贸易水平的G-L指数，并被众多

学者所使用[16-17]。测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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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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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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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 产业内贸易水平和结构的动态分析法

Brulhart[19]提出了 BI指数，即边际产业内贸易

指数，可以反映产业内贸易水平动态变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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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贸易变化量主要由产业间

贸易引起；BI值越接近于 1，则表现出越明显的产

业内贸易。在一段时期内整体或某一类能源产品

贸易变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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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可以衡量中国与南亚

各国在一段时期内能源产品贸易变化量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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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量以水平型为主；

若BI<HI，则以垂直型为主。

3.2 研究对象与数据说明

本文所研究的南亚地区包括南亚 8国：印度、

巴基斯坦、孟加拉、阿富汗、尼泊尔、不丹、斯

里兰卡和马尔代夫，采用UN Comtrade 2008—2017
年中国与南亚 8 国能源产品进出口贸易数据

（HS2002的 4位数编码），数据共涉及 18项编码

（分别为 2701-2715、4401-4402和 1213），并通过

借鉴《能源分类与代码》（标准号：GB/T 29870-
2013），将 18项产品编码分类石油及石油制品、煤

炭及煤制品、天然气、生物质能、油页岩/油砂和

泥炭及泥炭产物6类能源产品中。

4 中国与南亚能源产业内贸易的水平和结构

分析

4.1 静态分析

4.1.1 水平静态分析

1）整体能源产业内贸易水平分析。除巴基斯

坦外，中国与南亚地区整体能源产品的GL值基本

上都小于 0.5，见表 4。因此，中国与南亚地区整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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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能源产品以产业间贸易为主，产业内贸易为辅。

中国与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和斯里兰卡的整

体能源GL值呈现波动起伏不定的特点，个别年份

产业内贸易水平很高，但个别年份却又呈现极低

的产业内贸易水平，如巴基斯坦 2016年GL值达到

0.716 1，但 2009年和 2010年的GL值却低至 0。尼

泊尔和马尔代夫在 2008—2017年间的GL值全部为

0，阿富汗和不丹在有能源贸易发生额的年份GL值
也全部为 0。中国与巴基斯坦、印度的能源产业内

贸易发展较快，GL值分别为0.490 5和0.220 7。
2）分类能源产业内贸易水平分析。从能源产

品类别差异上看，中国与南亚地区的能源贸易以

产业间贸易为主。具体来看，中国与阿富汗、尼

泊尔、不丹和马尔代夫不存在产业内贸易，在部

分能源产品种类上无贸易额；中国与印度在石油

及石油制品、生物质能上的产业内贸易水平高于

该国的其他类别能源产品，其GL值分别为 0.394 5
和 0.409 4；中国与巴基斯坦煤炭及煤制品的产业

内贸易水平不高，但其石油及石油制品的GL值达

到 0.534 9，表明中国与巴基斯坦的石油及石油制

品主要以产业内贸易为主，另外 4类则不存在产业

间贸易；中国与孟加拉仅在生物质能上存在水平

较低的产业内贸易，GL值为 0.007 5；中国与斯里

兰卡的石油及石油制品存在水平较低的产业内贸

易，而生物质的GL值高达 0.843 6，产业内贸易水

平较高，见表5。
4.1.2 结构静态分析

分别对 2008—2017年中国与南亚各国 6大类

能源产品中存在产业内贸易计算 PQV指数。从总

体上看，中国与阿富汗、尼泊尔、不丹、斯里兰

卡和马尔代夫几乎无产业内贸易发生，与其余 4国
的能源产品产业内贸易主要集中在石油及石油制

年份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印度

0.094 2
0.343 2
0.238 7
0.140 8
0.109 5
0.210 6
0.037 1
0.072 7
0.076 7
0.220 7

巴基斯坦

0*
0.000 0
0.000 0
0.518 2
0.000 0
0.000 1
0.362 2
0.002 0
0.716 1
0.490 5

孟加拉

0.000 0
0.000 0
0.000 4
0.000 0
0.000 2
0.000 5
0.000 2
0.000 0
0.000 0
0.000 0

阿富汗

-
0.000 0
-
-

0.000 0
0.000 0
0.000 0
-

0.000 0
0.000 0

尼泊尔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0 0

不丹

-
-
-
-
-
-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0 0

斯里兰卡

0.000 3
0.000 0
0.000 0
0.093 6
0.000 0
0.000 9
0.035 3
0.000 0
0*

0.000 8

马尔代夫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0 0

表4 2008—2017年中国与南亚地区整体能源贸易GL指数

注：1. GL=0表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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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0，表示接近于0的极小数值，

3.“-”表示在相应年份中国与该国该类能源产品均无贸易额。

种类

石油及石油制品

煤炭及煤制品

天然气

生物质能

油页岩/油砂

泥炭及泥炭制品

印度

0.394 4
0.000 7
0

0.409 4
0
-

巴基斯坦

0.534 9
0.000 4
0
0
0
0

孟加拉

0
0
0

0.007 5
0
-

阿富汗

0
-
-
0
-
-

尼泊尔

0
-
-
-
-
-

不丹

-
0
-
-
-
-

斯里兰卡

0*
0
0

0.843 6
-
-

马尔代夫

0
-
-
0
-
-

表5 2017年中国与南亚地区分类能源产品GL指数

注：表中的符号同表4。

BI
印度

0.271 5
巴基斯坦

0.052 9
孟加拉

0.000 03
阿富汗

0
尼泊尔

0
不丹

0
斯里兰卡

0
马尔代夫

0

表6 2008—2017年中国与南亚地区整体能源产品产业内贸易BI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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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煤炭及煤制品、天然气和生物质能这 4大类别

上。具体来看，中国与印度水平型产业内贸易结

构主要体现在石油及石油制品、煤炭及煤制品和

生物质能 3类上，其余垂直型产业内贸易结构中大

部分的PQV指数大于1.25，表明垂直型以高质量垂

直型为主；中国与巴基斯坦水平型产业内贸易结

构主要体现在石油及石油制品和煤炭及煤制品两

类，其余垂直型产业内贸易结构中大部分的 PQV
指数大于 1.25，表明垂直型以高质量垂直型为主；

中国与孟加拉、中国与斯里兰卡的水平型产业内

贸易结构主要体现在生物质能上，其余垂直型产

业内贸易结构中大部分的PQV指数小于0.75，表明

垂直型以低质量垂直型为主。

4.2 动态分析

4.2.1 水平动态分析

1）整体能源产业内贸易水平分析。中国与阿

富汗、尼泊尔、不丹、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的能

源产品贸易的BI值均为 0，产业间贸易是贸易量变

化的主要原因，见表 6。除印度外，其余国家BI值
均小于 0.25，表明产业内贸易在贸易增量变化的作

用较小。中国与印度能源贸易变化量中，产业内

贸易起到了一定作用，其BI值为0.271 5。
2）分类能源产业内贸易水平分析。仅中国与

印度石油及石油制品贸易的BI值大于 0.5，见表 7，
表明其贸易量变化主要是由产业内贸易引起。产

业内贸易对中国与印度在生物质能、与巴基斯坦

在石油及石油制品上的贸易量变化影响较明显，

其BI值分别为0.406和0.336 4。
4.2.2 结构动态分析

1）整体能源产品贸易变化量分析。中国与南

亚地区的BI指数均小于HI指数，整体能源产品贸

易变化量主要由垂直型产业内贸易引起，见表8。
2） 各国分类别的能源产品贸易变化量分析。

中国与南亚地区各类别的 BI指数均小于 HI指数，

这意味着其贸易变化量主要来源于垂直型产业内

贸易，见表9。
5 中国与南亚能源产业内贸易存在的问题

1）整体水平较低，双边能源贸易以产业间贸

易为主。从中国与南亚不同国家或不同能源产品

类型上看，能源产业内贸易水平的GL值普遍低于

0.5，整体水平较低，产业间贸易仍为主导。

种类

石油及石油制品

煤炭及煤制品

天然气

生物质能

油页岩/油砂

泥炭及泥炭制品

印度

0.584 7
0.000 01

0
0.406 0
0
0-

巴基斯坦

0.336 4
0
0
0
0
0

孟加拉

0
0
0

0.007 5
0
0-

阿富汗

0-
0-
0-
0
0-
0-

尼泊尔

0
0-
0-
0-
0-
0-

不丹

0-
0
0-
0-
0-
0-

斯里兰卡

0
0
0
0
0-
0-

马尔代夫

0
0-
0-
0
0-
0-

BI
HI

印度

0.271 5
0.423 8

巴基斯坦

0.052 9
0.297 2

孟加拉

0.000 03
0.007 5

阿富汗

0
0

尼泊尔

0
0

不丹

0
0

斯里兰卡

0
0

马尔代夫

0
0

表7 2008—2017年中国与南亚地区分类别能源产品BI指数

注：表中的符号与表4相同。

表8 2008—2017中国与南亚地区整体能源产品产业内贸易BI指数和HI指数

表9 2008—2017年中国与南亚地区分类别能源产品贸易BI指数和HI指数

石油及石油制品

煤炭及煤制品

天然气

生物质能

油页岩/油砂

泥炭及泥炭制品

印度

BI
0.401 5
0.000 01

0
0.001 6
0
-

HI
0.584 7
0.000 01

0
0.406 0
0
-

巴基斯坦

BI
0.013 8
0
0
0
0
0

HI
0.336 4
0
0
0
0
0

孟加拉

BI
0
0
0

0.000 07
0
-

HI
0
0
0

0.007 5
0
-

阿富汗

BI
-
-
-
0
-
-

HI
-
-
-
0
-
-

尼泊尔

BI
0
-
-
-
-
-

HI
0
-
-
-
-
-

不丹

BI
-
0
-
-
-
-

HI
-
0
-
-
-
-

斯里兰卡

BI
0
0
0
0
-
-

HI
0
0
0
0
-
-

马尔代夫

BI
0
-
-
0
-
-

HI
0
-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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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与南亚地区能源产业内贸易状况差异

明显。地区差异明显和失衡是中国与南亚地区能

源产业内贸易的特征。在 2008—2017年间，均出

现中国与南亚各国产业内贸易水平相差很大的情

况。例如，2016年中国与巴基斯坦能源产业内贸

易的GL指数比与尼泊尔、不丹、阿富汗和马尔代

夫（当年中国与四国的能源产业内贸易GL值均为

0）高出0.716 1，区域差异十分显著。

3） 产业内贸易类型差异较大。中国与南亚 4
国 （阿富汗、尼泊尔、不丹、斯里兰卡和马尔代

夫除外） 能源产业内贸易的产品类型主要为石油

及石油制品、煤炭及煤制品、天然气和生物质能 4
类，产业内贸易结构类型由于国别和产品类型差

异而不同。

6 相关对策

1）加强政治互信，推进双边能源基础设施的

互联互通建设和能源金融合作。在充分借助“一

带一路”发展契机的基础上，应以更积极主动的

姿态推进中国与南亚的能源合作。同时，在规避

地缘风险基础上，加快推进中国与南亚之间油气

等跨境管道的完善升级，积极参与印度能源战略

通道建设[21]，进一步优化中国与南亚能源基础设

施，使得能源运输多元化发展。此外，鉴于南亚

地区油气资源较为缺乏，中国与南亚的能源合作

可侧重能源投资方面，包括能源勘探、开采和精

炼等方面的技术合作。

2）持续践行“一带一路”倡议的双多边合作

机制，提升在能源领域的对外经济合作水平。持

续践行“一带一路”倡议，并发挥中国—南亚博

览会的优势影响，加强中国与南亚双多边合作机

制的实施力度，深化对外开放，优化贸易环境，

加大开拓中国与南亚能源贸易市场规模，重视双

边能源合作和多边能源合作的相互促进。

3）推进我国能源领域的供给侧改革，优化双

边能源产品贸易结构。能源贸易产品结构的单一

化不利于国家和区域能源安全的持续性保障，通

过能源领域供给侧改革的持续推进，进一步丰富

能源产品种类，从而满足经济持续发展对能源产

品类型多样化的需求，进一步促进中国与南亚能

源产业内贸易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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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在各大行业市场中，往往都会呈现一种寡头

效应。在煤炭产业中，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逐渐淘汰落后产能，行业集中度提高，供给布局

不断优化。根据 2019年中国煤炭企业产量排行可

知，煤炭行业呈现出一种多寡头效应，国家能源

投资集团、中煤集团等产量均超过了 1亿 t。在寡

头效应愈演愈烈的市场环境中，各寡头企业为保

持并扩大自己的竞争力，在利润最大化目标的驱

使下，会对自身产品的价格进行动态权衡，做出

最优的决策，以吸引更多的消费者。此外，随着

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各种电商平台也迅速发

展。煤炭网、找煤网等作为煤炭产业的电商平台，

通过线上整合煤炭信息及线下物流，有效促进了

煤炭产业价格的透明化和销售的推进。线下渠道

和线上渠道相结合是煤炭企业抢占市场、长远发

展的大趋势。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煤炭寡头企业

如何进行动态价格决策及协调双渠道供应链是一

个亟待研究的重要问题。

对于多寡头竞争，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广泛研

究。Naimzada等[1]通过建立考虑产品差异性的古诺

—伯特兰德双寡头博弈模型，分析了产品差异水

平、自适应调节机制对系统均衡点稳定性的影响。

李静等[2]根据我国移动服务市场三寡头垄断的市场

实际，建立了三寡头伯特兰德博弈模型，提出三

寡头不应该一直在价格上进行竞争，而是应该建

立多样化的发展策略。对于双渠道供应链的协调，

Balakrishnan等[3]考虑了消费者在线下实体店体验产

品，然后在线上以便宜的价格购买产品的行为，

研究了消费者这种行为对线下实体店和线上渠道

的定价和利润的影响。Yao等[4]研究了双渠道中不

煤炭产业寡头动态价格博弈复杂性研究

郭 燕 妮
（天津大学 管理与经济学部，天津 300072）

摘 要：随着煤炭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企业经营决策面临着新的挑战。在煤炭产业寡头效应和

双渠道供应链快速发展的前提下，为探索煤炭企业的决策之道，分析煤炭产业寡头博弈的复杂特

性，建立了双寡头动态价格博弈模型，研究了双渠道供应链动态系统的复杂特性，并分析了服务水

平和交付时间对系统均衡解和稳定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任一寡头的价格调整变量过大都会使

系统进入混沌状态。此外，提高服务水平会缩减自身线下渠道的稳定域，而延长送货时间则会扩大

自身线上渠道的稳定域。因此，企业在做决策时，应权衡利润和稳定域，选择合适的调整变量。

关键词：寡头博弈；双渠道供应链；价格决策；复杂性分析；煤炭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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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complexity of coal industry oligopoly dynamic price game

Guo Yanni
（Department of Management and Economics，Tianjin University，Tianjin 300072，China）

Abstract：With the supply side structural reform of the coal industry，business decision-making is facing new challenges. Un⁃
der the premise of the oligopoly effect of coal industry and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dual channel supply chain，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way of decision-making of coal enterprises，the complex characteristics of the oligopoly game in the coal industry
are analyzed， a duopoly dynamic price game model is established， the complex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ual-channel supply
chain dynamic system are studied， and the effects of service levels and delivery times on the system's equilibrium solution
and stability domain are analyzed.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oo large price adjustment variables of any oligarch will
make the system enter a chaotic state. In addition， improving service levels will reduce the stability of its own offline chan⁃
nels，while extending delivery time will expand its stability of its online channels. Therefore，when making a decision，an en⁃
terprise should weigh the profit and stability domain and choose the appropriate adjustment variables.
Key words：oligopoly game；dual-channel supply chain；price decision；complexity analysis；coal enterpr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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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库存策略下的最优库存水平。He等[5]研究了新鲜

农产品电子销售渠道对传统实体店的冲击。Batarfi
等[6]研究了双渠道供应链中的最优联合定价和库存

策略。陆涛等[7]建立了包括单一制造商和单一零售

商的线下、线上渠道相结合的供应链系统，研究

发现线上渠道的价格随着送货时间的增长而降低。

Pi等[8]建立了由一个制造商和两个零售商组成的双

渠道供应链模型，研究发现这两个零售商采取合

作策略会促进零售商的利润收益，但会降低制造

商和整个供应链系统的利润。范定祥等[9]研究了产

品性价比、渠道商双向公平关切对供应链价格和

利润的影响。对于双渠道供应链的复杂动力学特

性，张芳等[10]分别分析了集中决策和分散决策下的

动态模型的复杂性。于淼等[11]研究了双渠道回收旧

产品的闭环供应链博弈的复杂特性。张芳等[12]建立

了双渠道闭环供应链的斯坦克尔伯格模型和长期

动态价格博弈模型，分析了渠道忠诚度、消费者

参考价格对渠道利润的影响，并研究了动态演化

的复杂性。

国内外学者对寡头博弈复杂性的研究主要针

对的是单一渠道，且对于双渠道供应链的研究大

多是从静态的最优定价决策和渠道协调进行研究，

对于多寡头竞争的动态博弈研究较少。考虑到煤

炭产业中的寡头效应及双渠道快速发展的市场背

景，本文将利用运筹学及混沌理论，研究建立双

渠道供应链的双寡头之间进行动态价格博弈的复

杂特性，为煤炭寡头企业的动态价格决策及有效

协调双渠道供应链提供借鉴。

1 模型建立

为便于分析，假设煤炭市场中存在两个寡头

生产商，这两个寡头为扩大市场占有率，同时建

立线下销售渠道和线上电子渠道。当消费者 （企

业） 选择购买煤炭产品时，煤炭的价格、线下服

务水平和线上送货时间都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其购

买决策。在市场产品趋同、价格信息获取成本较

低的大背景下，服务水平、送货时间等越来越成

为消费者购买产品时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因此，

在考虑线下服务水平和线上送货时间的基础上，

建立双渠道供应链系统，如图1所示。

首先以寡头 1线下渠道的需求为例，建立需求

模型。

Dr1 = ar1 - βpr1 + γ ( po1 - pr1 ) + γ ( pr2 - pr1 ) + γ ( po2 - pr1 ) +
μs1 - η ( s2 - s1 ) + fL1 + fL2 （1）

图1 双寡头双渠道供应链系统

其中，上角标 r表示线下零售渠道，o表示线

上电子渠道，Dx
i ( )i = 1, 2, x = r, o 分别表示寡头 1和

寡头 2线下、线上渠道的市场需求量（Dx
i > 0），axi

表示潜在市场规模（axi > 0），pxi 表示寡头 i不同渠

道的产品的价格，si（i=1，2）表示寡头 i线下渠道

的服务水平，Li （i=1，2） 表示寡头 i线上渠道的

送货时间。β和 γ分别代表市场需求对自身价格和

竞争对手差价的敏感性系数，μ和η分别代表市场

需求对自身线下渠道服务水平和竞争对手服务差

异的敏感性系数，f代表竞争渠道送货时间对自身

渠道需求的影响程度。根据自身价格、服务水平

对需求的影响大于竞争对手差价、服务差异对需

求的影响，有 β > γ > 0, μ > η > 0，对模型进行化

简可得：

Dr1 = ar1 - ( β + 3γ ) pr1 + γpo1 + γpr2 + γpo2 + ( μ +
η ) s1 - ηs2 + fL1 + fL2 （2）

令 β + 3γ = b,γ = c,μ + η = d,η = e，可以得到

这两个寡头建立双渠道供应链的市场需求模型。

ì

í

î

ï
ï

ï
ï

Dr1 = ar1 - bpr1 + cpo1 + cpr2 + cpo2 + ds1 - es2 + fL1 + fL2
Do1 = ao1 - bpo1 + cpr1 + cpr2 + cpo2 - es1 - es2 - gL1 + fL2
Dr2 = ar2 - bpr2 + cpo1 + cpr1 + cpo2 + ds2 - es1 + fL1 + fL2
Do2 = ao2 - bpo2 + cpr1 + cpr2 + cpo1 - es1 - es2 - gL2 + fL1

（3）
其中，b和 c分别为自身产品的价格和竞争对

手的价格对自身市场需求的影响系数，且由式

（2）可得 b>3c>0。d和 e分别为自身服务水平和竞

争对手的服务水平对市场需求的影响系数，且 d>e
>0，即自身服务影响大于交叉服务影响。g为线上

的市场需求对自身线上送货时间的弹性系数，根

据自身送货时间影响大于交叉送货时间影响，有 g
>f。

另外，假设寡头 i的服务成本为 kisi2，其中 ki为
服务成本系数。对于线上网络渠道的送货成本，

参考 Modak 和 Kelle[13]的表示方法，定为 （r0 -
r1Li） 2，其中 r0和 r1为送货时间成本系数，且 r0/r1>
Li，即送货时间越长，送货成本越低。根据张芳

郭燕妮：煤炭产业寡头动态价格博弈复杂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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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10]的研究可知，生产商和销售商集中决策下的利

润大于分散决策下的利润，因此，我们假定在线

下渠道中生产商和销售商采取集中决策的定价方

法。据此双寡头的利润函数可以表示为

{π1 = ( pr1 - c1 ) Dr1 + ( po1 - c1 ) Do1 - k1 s1 2 - ( r0 - r1L1 )2
π2 = ( pr2 - c2 ) Dr2 + ( po2 - c2 ) Do2 - k2 s2 2 - ( r0 - r1L2 )2

（4）
现实情况中，市场中的博弈各方即各寡头企

业无法获得市场的全部信息，其并不能直接通过

计算和预测获知要使其利润最大化应选择的最优

价格决策，各决策主体采取有限理性决策，根据

边际利润，不断地去改变决策变量的值，以最大

化自身的利润，即寡头企业 t+1期的价格相对于他

前一期价格的变化与其前一期的边际利润成一定

的比例关系，表示为
pi ( )t + 1 - pi ( )t

pi ( )t
= vi ∂πi

∂pi （5）
其中，vi（i=1，2）表示寡头 i对不同价格的调

整速度，代表企业对边际利润信号的反应程度，

与该企业的风险偏好程度有关。由此可得到双寡

头动态价格博弈的离散动力系统，如式（6）所示。

ì

í

î

ï

ï

ï

ï

ï

ï

ï
ï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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ï

ï

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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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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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1 ( t + 1 ) = pr1 ( t ) + vr1 pr1 ( t ) ∂π1∂pr1 = p
r1 ( t ) + vr1 pr1 ( t )( ar1 - 2bpr1 + 2cpo1 + cpr2 + cpo2 + ds1 - es2

+fL1 + fL2 + bc1 - cc1 )
po1 ( t + 1 ) = po1 ( t ) + vo1 po1 ( t ) ∂π1∂po1 = p

o1 ( t ) + vo1 po1 ( t )( ao1 - 2bpo1 + 2cpr1 + cpr2 + cpo2 - es1 - es2
-gL1 + fL2 + bc1 - cc1 )
pr2 ( t + 1 ) = pr2 ( t ) + vr2 pr2 ( t ) ∂π2∂pr2 = p

r2 ( t ) + vr2 pr2 ( t )( ar2 - 2bpr2 + 2cpo2 + cpo1 + cpr1 + ds2 - es1
+fL1 + fL2 + bc2 - cc2 )
po2 ( t + 1 ) = po2 ( t ) + vo2 po2 ( t ) ∂π2∂po2 = p

o2 ( t ) + vo2 po2 ( t )( ao2 - 2bpo2 + 2cpr2 + cpr1 + cpo1 - es1 - es2
-gL2 + fL1 + bc2 - cc2 )

（6）

pr1 = ( 2ar1 ( bc - b2 ) - bc ( 2ao1 + ar2 + ao2 ) + c2 ( ar1 + ao1 - ar2 - ao2 ) + 2c1 ( b2c - b3 + bc2 - c3 )
+2c2 ( c3 - b2c ) + L1 ( g ( 2bc - c2 ) - f ( 2b2 + c2 ) ) + L2 ( g ( bc + c2 ) - f ( bc + 2b2 - c2 ) )
+s1 ( d ( 2bc - 2b2 + c2 ) + ce ( 4b + c ) ) - s2 ( b cd + dc2 - e ( 2b2 + bc - c2 ) ) ) / ( 4b( 2c - b )( b + c ) )

po1 = ( 2ao1 ( bc - b2 ) - bc ( 2ar1 + ar2 + ao2 ) + c2 ( ar1 + ao1 - ar2 - ao2 ) + 2c1 ( b2c - b3 + bc2 - c3 )
+2c2 ( c3 - b2c ) + L1 ( g ( 2b2 - 2bc - c2 ) - f ( 4bc + c2 ) ) + L2 ( g ( bc + c2 ) + f ( c2 - bc - 2b2 ) )
+s1 ( d ( c2 - 2bc ) + e ( 2b2 + c2 ) ) + s2 ( e ( 2b2 + bc - c2 ) - b cd - c2d ) ) / ( 4b( 2c - b )( b + c ) )

pr2 = ( 2ar2 ( bc - b2 ) - bc ( ar1 + ao1 - 2ao2 ) - c2 ( ar1 + ao1 - ar2 - ao2 ) - 2c1 ( b2c - c3 )
-2c2 ( b3 + bc2 - c3 - b2c ) + L1 ( g ( bc + c2 ) - f ( 2b2 + bc - c2 ) ) + L2 ( g ( 2bc - c2 )
-f ( c2 + 2b2 ) ) - s1 ( d ( c2 + bc ) + e ( c2 - bc - 2b2 ) ) - s2 ( d ( 2b2 - 2bc - c2 )
-e ( 4bc + c2 ) ) ) / ( 4b( 2c - b )( b + c ) )

po2 = ( 2ao2 ( bc - b2 ) - bc ( ar1 + 2ar2 + ao1 ) - c2 ( ar1 + ao1 - ar2 - ao2 ) - 2c1 ( b2c - c3 )
-2c2 ( b3 - bc2 + c3 - b2c ) + L1 ( g ( bc + c2 ) - f ( 2b2 + bc - c2 ) ) + L2 ( g ( 2b2 - 2bc - c2 )
-f ( c2 + 4bc ) ) - s1 ( d ( c2 + bc ) + e ( c2 - bc - 2b2 ) ) - s2 ( d ( 2bc - c2 )
-e ( 2b2 + c2 ) ) ) / ( 4b( 2c - b )( b + c ) )

（8）

当第 t期价格的边际利润为正数时，表明该企

业提高价格可以获得更大的利润，因而在第 t+1期
时，该企业会在原价格的基础上根据自身风险偏

好即价格调整速度提高价格。当第 t期价格的边际

利润为负数时，表明该企业降低价格可以获得更

大的利润，因而在第 t+1期时，该企业会降低价

格。经过逐渐调整价格后，系统将达到一种均衡

状态，在这种均衡状态下，这两个寡头都不能通

过提高价格或者降低价格来获得更高的收益，因

而有：

pi ( )t + 1 = pi ( )t （7）
根据该均衡条件，可以得到系统的 16个均衡

点，其中 15个均衡点中存在一个或一个以上的价

格为 0，它们位于决策范围的边界上，显然，在市

场决策过程中，决策者不可能把价格定为零值，

因此，这 15个点不具有实际意义。唯一有实际意

义的均衡点如式 （8） 所示。根据该均衡定价策

略，可以分别求得这两个寡头不同渠道的市场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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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和利润。

对于均衡点的稳定性条件，可以利用雅克比

矩阵来求解。根据式 （6），可以得到该动态价格

博弈系统的雅克比矩阵。

J =
é

ë

ê

ê

ê
ê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ú
ú

ú

ú
j11 2cv1 r p1 r cv1 r p1 r cv1 r p1 r

2cv1 o p1 o j22 cv1 o p1 o cv1 o p1 o

cvr2 pr2 cvr2 pr2 j33 2cvr2 pr2
cvo2 po2 cvo2 po2 2cvo2 po2 j44

（9）

其中，

j11 = 1 - 4bvr1 pr1 + vr1 ( ar1 + 2cpo1 + cpr2 + cpo2 + ds1 - es2 + fL1 + fL2 + bc1 - cc1 )
j22 = 1 - 4bvo1 po1 + vo1 ( ao1 + 2cpr1 + cpr2 + cpo2 - es1 - es2 - gL1 + fL2 + bc1 - cc1 )
j33 = 1 - 4bvr2 pr2 + vr2 ( ar2 + 2cpo2 + cpo1 + cpr1 + ds2 - es1 + fL1 + fL2 + bc2 - cc2 )
j44 = 1 - 4bvo2 po2 + vo2 ( ao2 + 2cpr2 + cpr1 + cpo1 - es1 - es2 - gL2 + fL1 + bc2 - cc2 )

（10）
根据 Jury判据，先假设该雅克比矩阵的特征方

程为

F ( )λ = || λE - J = a0 + a1 λ + a2λ2 + a3λ3 + a4λ4 = 0 （11）
则该均衡点局部稳定需要满足的条件为

ì

í

î

ï

ï

ïïï
ï

ï

ï

ïïï
ï

F ( )1 > 0
F ( )-1 > 0

|| a0 < a4
|| b0 > || b3
|| c0 > || c2

（12）

其 中 ， b0 = |
|
|

|
|
| a0 a4
a4 a0

， b1 = |
|
|

|
|
| a0 a3
a4 a1

， b2 =
|
|
|

|
|
| a0 a2
a4 a2

，b3 = |
|
|

|
|
| a0 a1
a4 a3

，c0 = |
|
|

|
|
| b0 b3
b3 b0

，c1 = |
|
|

|
|
| b0 b2
b3 b1

，

c2 = |
|
|

|
|
| b0 b1
b3 b2

。

2 数值模拟和动态分析

为了更直观地观察到该动力系统保持稳定性

要满足的条件，并进一步分析该系统随调整变量 vi
变化的动态演化过程，将通过数值模拟分析双寡

头动态价格博弈的竞争规律。

参考之前学者的参数赋值以及前文提到的约

束 条 件 ， 令 参 数 ar1 = 5， ao1 = 5.5， ar2 = 6，
ao2 = 6.5，b=1.5，c=0.4，d=0.5，e=0.2，c1=0.4，c2=
0.45，s1=0.1，s2= 0.15，k1=0.5，k2=0.55， f=0.2，g
=0.4， r0=6， r1=2.5， L1=1， L2=1.1，根据式 （8），

可以得到均衡点的取值为： pr1 = 4.393 6， po1 =

4.338 0，pr2 = 4.754 5，po2 = 4.671 8。令其中两个价

格调整变量值为 0.1，可以分别作出另外两个价格

调整变量的稳定域，如图 2、图 3所示，其中图 2、
图3左下角最深色区域代表稳定状态。

图2 vr1, vo1的稳定域

图3 vr2, vo2的稳定域

绘出这两个寡头不同渠道的价格随寡头 1线下

渠道的调整变量 vr1变化的分岔图及最大 Lyapunov
指数图，如图 4、图 5所示。从图 4中可以看出，

当寡头 1线下实体渠道的产品价格的调整速度较

小，即 vr1 < 0.133 8时，寡头的产品价格可以稳定

在均衡值处，与最大 Lyapunov指数图相对应，此

时最大 Lyapunov指数小于 0，随着寡头 1线下渠道

的产品价格的调整变量逐渐增大到 0.133 8 时，产

品价格会先呈现二倍周期分岔状态，与最大Lyapu⁃
nov指数图相对应，此时最大Lyapunov指数等于 0。
随着调整变量继续增大到 0.184 5时，产品价格会

呈现出 4倍周期分岔的状态，当 vr1 = 0.192 9时，系

统会呈现 8倍周期分岔状态，当 vr1继续增大时，系

统将进入混沌状态，表现出不规则、无序的运动

状态。

根据双寡头其他渠道价格随另 3个调整变量变

化的分岔图，可以得知寡头 1线上网络渠道的价格

郭燕妮：煤炭产业寡头动态价格博弈复杂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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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双寡头产品价格随寡头1的调整变量 vr1变化的分岔图

图5 随寡头1的调节变量 vr1变化的最大Lyapunov指数

调整速度的倍周期分岔点分别为 vo1 = 0.134 7, vo1 =
0.186 1, vo1 = 0.194 3，当 vo1继续增大时，制造商的

价格将进入混沌状态。寡头 2线下渠道产品价格

调 整 变 量 的 倍 周 期 分 岔 点 分 别 在 vr2 =
0.121 1, vr2 = 0.170 7, vr2 = 0.178 4 处，其线上渠

道产品价格调整变量的倍周期分岔点分别在 vo2 =
0.122 2, vo2 = 0.172 8, vo2 = 0.190 5 处。因此，可

以看出，当价格调整速度在较小范围内变动时系

统处于均衡状态，当某一寡头不满足于现状，想

要加快价格调整，获得更大短期收益时，系统将

会进入混沌状态，即价格偏离均衡价格，呈现出

不规则的混沌变化。

寡头利润随 vr1变化的分岔图如图 6所示，由图

6可知，当寡头 1线下渠道价格调整变量增大时，

寡头 1和寡头 2的利润会逐渐从稳定态进入倍周期

分岔状态进而步入混沌状态，对企业的经营造成

不利的影响。因此，各寡头企业应权衡利润和稳

定性，选择合适的价格调整速度。

3 服务水平和送货时间分析

3.1 服务水平

国民经济水平提高带动了消费者购买力的提

升，相应的消费者对服务体验的要求也水涨船高，

图6 寡头利润随 vr1变化的分岔图

表现出逐渐增长的趋势，因此提高服务水平越来

越成为吸引消费者、抢占市场份额的重要手段。

在双寡头的动态价格博弈过程中，服务水平的高

低影响着其均衡价格、利润和调整变量稳定域的

大小。因此，研究服务水平对系统的影响，可以

在一定程度上对企业决策起到指导的作用。

固定其他参数的值，当寡头 1提高其线下服务

水平，将服务水平 s1从 0.1提高至 1时，根据图 7，
可以发现寡头 1线下渠道均衡价格增大，调整变量

的稳定域略微缩小，系统进入周期分岔和混沌的

时间前移。根据图 8可以看出，寡头 1提高服务水

平会降低竞争渠道均衡价格的值，同时会略微地

扩大竞争渠道调整变量的稳定域，延迟进入混沌

的时间。根据图 9可以看出，寡头企业的利润与服

务水平成二次相关关系，与竞争对手的服务水平

成负相关关系。

当一家寡头企业提高其服务水平时，一方面

会抢占竞争对手的利润空间，给竞争对手造成不

利的影响，另一方面则会扩大竞争对手的稳定域，

这种对稳定域的影响程度与服务水平变化的程度

有关。从管理学上讲，企业在作服务水平决策时，

要在价格、利润和稳定性之间作权衡，当企业适

当提高服务水平时，可以带来自身产品价格和利

润的提高，但会缩减自身的稳定域。

图7 不同服务水平下寡头1线下渠道的价格随vr1变化的分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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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不同服务水平下寡头2线下渠道的价格随vr1变化的分岔图

图9 寡头利润随寡头1线下渠道服务水平变化的趋势

3.2 送货时间

当消费者在网上选购煤炭产品时，会根据交

付时间的长短进行购买决策。当竞争对手的交付

时间较短时，消费者可能会转向竞争对手进行购

买。因此在双寡头的双渠道动态价格博弈过程中，

线上渠道送货时间的长短影响着寡头企业的均衡

渠道价格、利润和稳定域的大小。研究交付时间

对系统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对企业决策具有借

鉴参考意义。

固定其他参数的值，当寡头 1延长其线上渠道

的送货时间，将送货时间 L1从 1延长至 2时，根据

图 10和图 11可以发现，延长线上渠道送货时间，

自身线上渠道均衡价格值减小，稳定域变大，而

竞争渠道均衡价格增大，稳定域减小。根据图 12
可以发现，各寡头的利润随竞争对手的配送时间

的增长而提高，与其自身线上的送货交付时间成

二次相关关系，当送货时间较短时，高配送成本

会使得寡头企业的利润下降，当送货时间较长时，

会丢失部分市场份额，同样会造成利润的下降。

因此各寡头企业应设定恰当的配送时间，以实现

利润最大化。

图10 不同送货时间下寡头1线上渠道的价格随vo1变化的分岔图

图11 不同送货时间下寡头1线下渠道的价格随vr1变化的分岔图

图12 寡头利润随寡头1线上渠道送货时间变化的趋势

4 结 论

在考虑煤炭产业寡头效应及双渠道供应链迅

速发展的情况下，本文通过建立双寡头伯特兰德

模型，分析了建立双渠道供应链的双寡头企业之

间进行动态价格博弈的复杂性，研究发现任一寡

头企业的价格调整速度过大都会导致系统进入混

沌状态，使得企业不能保持均衡的价格，利润受

损。此外还分析了线下服务水平和线上渠道送货

时间对系统均衡解和稳定性的影响，发现提高服

务水平会缩减自身线下渠道的稳定域，延长送货

时间会扩大自身线上渠道的稳定域。因此，煤炭

企业在经营决策过程中，应选择合适的价格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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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避免因调整过快而导致系统进入混沌状态。

同时各企业应综合考虑利润和稳定性，设定恰当

的服务水平和送货时间。考虑到市场需求的不确

定性及寡头效应的复杂性，本文可在需求函数、

寡头数等方面作进一步的拓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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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2013年，国务院发布《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

划》，明确提出“控制煤炭消费总量”（以下简称

“煤控”），我国煤控工作的大幕就此拉开。经过

近几年的努力，控制煤炭消费总量已经成为推进

大气污染治理、落实能源消耗总量和强度“双

控”、建设生态文明、实现绿色发展的有效抓

手[1-4]。
我国已成为世界上煤炭生产和消费量最大的

国家，也是石油和天然气进口量最大的国家[5]。在

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能源体系总框架下，

顺应世界能源绿色低碳发展，深入贯彻落实“四

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加快实施

煤炭“清洁化”和“减量化”，逐年降低煤炭消费

比重，是煤炭消费总量控制工作的初衷。

现代煤化工经过“十二五”“十三五”的示范

和升级示范发展，基本架通了煤炭资源向油气燃

料和基础化工品转化的桥梁，为发挥我国煤炭资

源优势、降低油气对外依存度、丰富化工油气产

品来源、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开辟了新途径[6-7]。现

代煤化工的煤控工作也为推动煤炭清洁化、减量

化利用做出积极贡献，但是一些长期性、制约性

因素依然存在，“十四五”时期的煤控亟需研究。

“十四五”时期现代煤化工煤炭消费总量控制研究

杨 芊 1，杨 帅 2，樊金璐 3，郑剑平 1

（1.中国煤炭加工利用协会，北京 100013； 2.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北京 100083；3.平安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综合研究所，北京 100033）

摘 要：运用和平情景和极端情景两种方式对煤制油、煤制天然气、低阶煤分质利用、煤制烯烃、

煤制乙二醇 5种典型现代煤化工到“十四五”期间的煤炭消费总量进行预测，提出现代煤化工煤控

目标、路径、措施和实施方案。研究表明，随着已建及在建项目的推进和产能利用率的提高，预计

现代煤化工煤炭消费总量将由 2020年末 11 356.1万 tce（折原煤 15 910.5万 t）增长到 2025年末的约

18 505.6万 tce（折原煤 25 964.8万 t），在煤炭消费结构中占比也将由 2020年的 3.9%提高至 6.7%~
6.9%，增长约3%。极端情景下原煤消费总量达3.07亿 t，较和平情景下用煤量增加约0.34亿 t。
关键词：现代煤化工；“十四五”；煤炭消费总量；消费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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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otal coal consumption control of modern coal chemical industry in the

“Fourteenth Five-Year Plan”period
Yang Qian1，Yang Shuai2，Fan Jinlu3，Zheng Jianping1

（1. China Coal Processing and Utilization Association，Beijing 100013，China；2. School of Chemical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Beijing），Beijing 100083，China；3. Comprehensive Research Institute，Ping An Securities Co.，Ltd.，Bei⁃

jing 100033，China）

Abstract：By using the peaceful and extreme scenarios，the total coal consumption of five typical modern coal chemical indus⁃
tries from coal to oil，coal to natural gas，low-grade coal utilization by quality，coal to olefin，coal to glycol during the 14th
Five Year Plan period is predicted， and the coal control objectives， paths，measures and implementation plans of modern
coal chemical industry are put forward.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with the promotion of the existing and under construction proj⁃
ects and the improvement of the utilization ratio of production capacity，the total consumption of modern coal chemical indus⁃
try coal is expected to increase from 11 356.1×104 tce（15 910.5×104 t converted into raw coal） at the end of 2020 to
about 18 505.6×104 tce（25 964.8×104 t converted into raw coal） at the end of 2025，and the proportion in the coal con⁃
sumption structure will also increase from 3.9% in 2020 to 6.7%-6.9%，an increase of about 3%. The total consumption of
raw coal in the extreme scenario is 307 million tons，which is about 34 million tons more than that in the peaceful scenario.
Key words：modern coal chemical industry；Fourteenth Five-Year Plan；total coal consumption；consumption scenar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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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现代煤化工煤炭消费总量预测

1.1 现代煤化工发展情况

伴随着中国经济增长的调档换速，我国煤炭

消费历经 2000—2011年的规模速度型增长，2012
—2018年中高速增长后，即将迎来质量效益型的

高质量发展阶段[8]。整体来看，近些年我国煤炭消

费总量仍在增长，但增速和在能源结构中的比重

逐年下降。

回顾和展望我国现代煤化工的发展，可以分

为 5个阶段：“九五”时期是现代煤化工的起步发

展阶段，先进煤气化、费托合成、直接液化等核

心技术在这一时期加大了实验室攻关研究及小型

工业化试验，形成一大批煤化工新技术实验室研

究成果。“十五”时期是现代煤化工的跨越前进阶

段，国家投入多个研发项目支持煤炭直接液化、

大型煤气化、煤制甲醇大型化、费托合成、甲醇

制烯烃、合成气制乙二醇、煤制芳烃等技术的中

试实验，取得了多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试成

果。“十一五”时期是现代煤化工初步实现商业化

运营的阶段，世界首个 108万 t/a煤炭直接液化项

目、包头 60万 t/a煤制烯烃等项目相继建成投产，

大批引进及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煤化工技术实现

规模化应用，奠定了现代煤化工从工程化向产业

化发展的基础。“十二五”时期是现代煤化工全方

位示范发展阶段，多项鼓励和规范现代煤化工建

设及发展的政策措施相继出台，不同技术路线和

产品路线的近百个商业化示范项目开工建设[9-10]。
“十三五”时期是现代煤化工升级示范阶段，《煤

炭深加工产业示范“十三五”规划》和《现代煤

化工产业创新发展布局方案》相继出台，现代煤

化工定位为国家能源战略技术储备和产能储备，

是推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和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

重要举措；同时拓展了石油化工原料来源，形成

与传统石化产业互为补充、协调发展的产业格

局[11]。“十四五”时期是现代煤化工高质量发展的

稳妥创新示范阶段，将在“清洁低碳、安全高效”

能源体系框架下，坚持生态优先、市场主导的原

则，从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全视角重新审

视和科学谋划产业的发展，解决技术和环保“卡

脖子”问题。

截至 2019年底，我国已建成 8家煤制油企业，

项目产能共计 906万 t/a；4家煤制天然气企业，项

目产能共计 51.05亿m3/a。代表性低阶煤分质利用

项目产能 1 000万 t/a，煤经甲醇制烯烃项目产能

1 362万 t/a（其中煤制烯烃项目产能932万 t/a），煤

制乙二醇项目产能438万 t/a。
1.2 现代煤化工“十三五”煤炭消费情况

现代煤化工用煤量在“十三五”期间逐年稳

步增加，在煤炭消费总量中的比重也持续上升。

预计 2020年现代煤化工煤炭消费总量将从“十三

五”初期约 1.6%上升至“十三五”末期的 3.9%
（E），如图1所示。

图1 “十三五”时期现代煤化工用煤情况

1.3 现代煤化工“十四五”煤炭消费总量预测

1.3.1 测算条件

根据现代煤化工在役项目实际运行情况和在

建项目进展情况，预计到 2020年底，我国煤制油

建成项目 8个（实际投产 7个），产能 906万 t/a，有

效产能利用率约 90%；煤制气建成项目 5个，产能

达到 77.65亿m3/a，有效产能利用率约 90%；代表

性低阶煤分质利用产能 1 000万 t/a，有效产能利用

率约 60%；煤制烯烃产能 932万 t/a（不包括甲醇制

烯烃），有效产能利用率约100%；煤制乙二醇产能

685万 t/a，有效产能利用率约70%。

以现代煤化工产业 2020年发展状况为测算基

点，按照当前建设、运行基础，并考虑未来技术

升级和管理创新，设定新建项目 3年建设、4年达

产的周期。同时，考虑到市场容量限制和产业示

范的不确定性，预计煤制乙醇、煤制芳烃、煤制

氢在“十四五”时期尚难以建成规模产能，暂不

独立测算，但通过增加煤炭消费量予以预留用煤

指标。据此，预测现代煤化工“十四五”各年度

产能建设安排，见表1。
1.3.2 煤炭消费系数确定

结合“十三五”现代煤化工产业发展基

础，设定各类发展模式的吨产品煤炭消费系数，

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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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现代煤化工各类发展模式的吨产品煤炭消费系数

注：①低阶煤分质利用产能是指原煤加工量；②原煤热值按

5 000 Kcal/Kg计算。

1.4 预测结果

考虑到“十四五”各示范项目建设、运行将

更加完善，基本可实现安稳长满优运行，但是外

部市场容量相对受限，预计除煤制烯烃、煤制天

然气外，其他项目装置产能总体难以充分释放。

按照逐年提升有效产能利用率、稳妥推进示范项

目建设投产的原则，结合表 1、表 2，分别对各类

发展模式“十四五”煤炭消费量预测，结果见表 3
（a）—（e）。

序号

1
2
3
4
5

项目

煤制油（t/t）
煤制天然气（t/kNm3）
低阶煤分质利用（t/t）

煤制烯烃（t/t）
煤制乙二醇（t/t）

标煤

3.6
2.6
0.7
5.4
2.4

折原煤

5.0
3.6
1.0
7.6
3.4

序号

1
2
3
4
5

项目

煤制油（万 t/a）
煤制天然气（亿m3/a）
低阶煤分质利用（t/a）

煤制烯烃（t/a）
煤制乙二醇（t/a）

2020年
906
77.65
1 000
932
685

2021年
986
89.65
1 000
932
685

2022年
986
89.65
2 000
932
685

2023年
1 086
89.65
2 000
932
685

2024年
1 086
110
3 000
1 050
1 000

2025年
1 500
110
3 000
1 050
1 000

表1 现代煤化工“十四五”产能建设安排预测

年份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2025

产能/万 t
906

986

986

1 086

1 086

1 500

有效产能利用率/%
90

90

100

100

100

100

产量/万 t
815.4

883.4

986

1 071

1 086

1 426

标煤消费量/万 t
2 935.4

3 180.2

3 549.6

3 855.6

3 909.6

5 133.6

折原煤消费量/万 t
4 109.6

4 452.3

4 969.4

5 397.8

5 473.4

7 187.0

备注

参照基准

山西潞安二期80万 t/a
项目投产，首年产能利

用率85%

伊泰伊犁 100万 t/a项
目投运，首年产能利用

率85%

兖矿榆林 400万 t/a一
期 200万 t项目、伊泰内

蒙 200万 t /a项目投产，

首年产能利用率均为

85%

表3（a） 煤制油“十四五”煤炭消费量预测

年份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2025

产能/亿m3

77.65

89.65

89.65
89.65

110

110

有效产能利用率/%

90

90

100
100

100

100

产量/亿m3

69.885

80.085

89.65
89.65

106.65

110

标煤消费量/万 t

1 817.01

2 082.21

2 330.9
2 330.9

2 772.9

2 860

折原煤消费量/万 t

2 543.8

2 915.1

3 263.3
3 263.3

3 882.1

4 004.0

备注

大唐克旗二期 13.3亿
m3/a、大唐阜新项目一

期13.3亿m3/a投运

建成内蒙古汇能二期

12亿m3/a产能，首年产

能利用率85%

建成内蒙古蒙西 20亿
m3/a产能，首年产能利

用率85%

表3（b） 煤制天然气“十四五”煤炭消费量预测

杨 芊等：“十四五”时期现代煤化工煤炭消费总量控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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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上述各类发展模式的煤炭消费量，预测

现代煤化工产业“十四五”煤炭消费总量，见表

4。由表 4可见，在“十四五”时期，现代煤化工

产业煤炭消费总量逐年提升，2025年煤炭消费总

量约 18 505.6万 tce，折原煤 25 964.8万 t，相对

2020年增加约 1亿 t。考虑到为煤制乙醇、煤制芳

烃、煤制氢等发展模式示范预留适量用煤指标，

设置 1.05的裕度系数，按此预测 2025年原煤消费

总量约27 263.1万 t。
据中国工程院谢和平院士团队研究结果预测，

2025年中国能源消费需求为 55亿~56亿 tce。其中，

煤炭消费需求为 28亿~29亿 tce，折原煤约 39.2亿~
40.6亿 t，占比由“十三五”末期的 58%降至约

50%~52%[8]。按此计算，预计现代煤化工产业 2025
年用煤占比 6.7%~6.9%，比 2020年的 3.9%提高约

3%。

表4 现代煤化工产业“十四五”煤炭消费总量预测 万 t

表3（d） 煤制烯烃“十四五”煤炭消费量预测

年份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2025

产能/万 t
932
932
932
932
1 050
1 050

有效产能利用率/%
100
100
105
110
110
110

产量/万 t
932
932
978.6
1 025.2
1 127.2
1 155

标煤消费量/万 t
5 032.8
5 032.8
5 284.4
5 536.1
6 086.88
6 237

折原煤消费量/万 t
7 045.9
7 045.9
7 398.2
7 750.5
8 521.6
8 731.8

备注

参照基准

建成约120万 t/a产能，

首年产能利用率85%

年份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2025

产能/万 t
685
685
685
685
1 000
1 000

有效产能利用率/%
70
75
80
85
90
95

产量/万 t
479.5
513.75
548
582.25
888.5
950

标煤消费量/万 t
1 150.8
1 233
1 315.2
1 397.4
2 132.4
2 280

折原煤消费量/万 t
1 611.1
1 726.2
1 841.3
1 956.4
2 985.4
3 192.0

备注

参照基准

建成约 320万 t /a产能，

首年产能利用率85%

表3（e） 煤制乙二醇“十四五”煤炭消费量预测

年份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2025

产能/万 t
1 000
1 000
2 000
2 000

3 000

3 000

有效产能利用率/%
60
70
70
85

90

95

产量/万 t
600
1 400
1 550
1 700

2 650

2 850

标煤消费量/万 t
420
980
1 085
1 190

1 855

1 995

折原煤消费量/万 t
600.0
1 400.0
1 550.0
1 700.0

2 650.0

2 850.0

备注

参照基准

建成陕西龙成 1 000万 t/a产
能，首年产能利用率85%

建成陕西榆林、新疆哈密共

1 000万 t/a产能，首年产能利

用率85%

表3（c） 低阶煤分质利用“十四五”煤炭消费量预测

年份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2025

标煤消费量

11 356.1
12 508.3
13 565.1
14 310.0
16 756.8
18 505.6

折原煤消费量

15 910.5
17 539.6
19 022.2
20 068.0
23 512.5
25 964.8

按1.05裕度系数折原

煤消费量

-
18 416.5
19 973.3
21 071.4
24 688.1
27 263.1

28



2020年第2期

2 现代煤化工“十四五”期间煤炭消费情

景设定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两个一百年”奋斗目

标的历史交汇期，国民经济将加快由高速增长阶

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社会向好发展的趋

势不会改变。但是，国内大气污染治理、生态环

境保护、节能减碳等方面要求日益严格，国际贸

易保护主义、强权霸凌行径、逆全球化思潮愈演

愈烈，能源化工领域“黑天鹅”“灰犀牛”事件时

有发生。总体而言，“十四五”将是我国现代煤化

工产业稳妥推进、创新升级示范的关键阶段，但

也面临国内外较多不确定性因素的共同影响。基

于此，设定和平情景和极端情景分别预测“十四

五”现代煤化工产业的煤炭消费总量。

2.1 和平情景

“十四五”阶段，和平发展仍是全球主旋律，

国内外局势持续平稳有序发展。我国现代煤化工

产业坚持稳妥创新示范的总基调，煤制燃料以落

实国家能源安全战略技术储备和产能储备、煤制

化学品以促进能源化工产品自主多元供应为主要

目的，利用“十四五”关键时期，补齐现代煤

化工技术产业短板，攻克安全、环保、节能、

减碳等制约性难题，提升产业的竞争力和市场

盈利能力。按照控制产业发展节奏和产能规模

的基调，控制煤炭消费量，预计 2025年现代煤

化工产业标准煤消费量不超过 1.99亿 t，原煤消

费量不超过 2.73亿 t，在煤炭消费总量中的占比

低于 7%。

2.2 极端情景

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居安思危，底线思

维。假定“十四五”期间国际油价暴涨 （如WTI
油价＞80美元/桶），或发生我国遭封锁、制裁、

能源供给通道中断，甚至局部战争等极端情形，

导致油气资源、必需化工品进口渠道中断。为维

持国内最基本的经济社会运转和民生需求、保障

战争决胜的能源化工需求，立足煤炭资源优势，

发挥现代煤化工产业功能，充分保障各示范项目

用煤需求，使各项目均按照 110%的最大设计产

能安排生产，并设定裕度系数为 1.1。按此，预

计 2025年现代煤化工产业在不同情形下的煤炭

消费总量，见表 5，约 3.07亿 t，较和平情景下用

煤量增加约 0.34亿 t，约占同年煤炭消费总量的

7.6%~7.8%。

表5 2025年现代煤化工在不同情景下煤炭消费总量预测

万 t
序号

1
2
3
4
5
6

发展模式

煤制油

煤制天然气

低阶煤分质利用

煤制烯烃

煤制乙二醇

合计

标煤

消费量

5 524.6
3 146.0
2 310.0
6 237.0
2 640.0
19 857.6

折原煤

消费量

7 734.4
4 404.4
3 300.0
8 731.8
3 696.0
27 866.6

极端情景折原煤

消费量

8 507.8
4 844.8
3 630.0
9 605.0
4 065.6
30 653.2

3 现代煤化工“十四五”煤控目标

综合研判认为，“十四五”时期全球局势总体

平稳，国际原油价格仍将在低位运行，国内能源

化工市场持续低迷，现代煤化工产业特别是煤制

油、煤制天然气受市场经济性影响，已建成项目

排产积极性不高，新建项目业主的投资积极性也

不高，现代煤化工煤炭消费总量或将不及预期，

煤控压力总体可控。据此，设定现代煤化工产业

“十四五”期间各年份煤控目标，如图2所示。

图2 现代煤化工产业“十四五”煤控目标

4 现代煤化工“十四五”煤控路径

1）强化煤控整体目标刚性约束。围绕“十四

五”煤控整体目标，将“自上而下”的宏观手段

和“自下而上”的微观手段结合起来，多措并举、

统筹做好煤控政策实施和现代煤化工产业稳妥创

新示范的协调关系。

2）坚持源头减量化、过程清洁化和终端节约

化原则。从源头上，严格控制现代煤化工产能，

避免现代煤化工成为用煤增量大户；在利用过程

方面，通过技术创新和协同攻关，实现清洁化转

化，能耗和煤耗也必须控制在总量目标范围之内；

从终端应用环节而言，优化工艺技术实现节能、

提效，进而降低煤炭消费总量。

杨 芊等：“十四五”时期现代煤化工煤炭消费总量控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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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现代煤化工“十四五”煤控措施及实施

方案

1）加强顶层设计，从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高

度，按照国家能源安全战略技术储备和产能储备

的定位原则，坚持稳妥创新示范的基调，适度发

展煤制油、煤制天然气产业，严控煤制烯烃、煤

制乙二醇产能盲目扩张，继续探索煤制芳烃、低

阶煤分质利用产业发展，从“源头上”控制好产

业规模，进而控制煤炭消费总量。

2）对于列入国家产业规划的现代煤化工示范

项目，采取差别化的煤控政策，不搞“一刀切”，

科学划定煤炭消费总量范围，确保推进产业稳妥

创新示范必需的用煤要求。

3） 按照等量减量置换原则，加速淘汰落后、

低效的传统煤化工产能，清退“僵尸企业”，为现

代煤化工腾出产能和用煤指标。

4） 强化燃煤锅炉分散利用和散煤治理力度，

促进煤炭清洁高效集中利用，协调发展天然气、

电力等清洁能源，扩大可再生能源利用比例，压

缩、削减煤炭消费总量。

6 结 论

1） 预计到“十四五”末的 2025年底，我国

煤制油项目产能将由 2020年末的 906万 t/a增长到

1 500万 t / a，煤制天然气产能将由 2020年底的

77.65亿m3/a增长到 110亿m3/a，低阶煤分质利用产

能将由 2020年末的 1 000万 t/a增长到 3 000万 t/a，
煤制烯烃产能将由 2020年底的 932万 t/a增长到

1 050万 t/a，煤制乙二醇产能将由 2020年底的 685
万 t/a增长到1 000万 t/a。

2）按现代煤化工各类发展模式的吨产品煤炭

消费系数计算，“十四五”时期现代煤化工产业煤

炭消费总量逐年提升，预计 2025年煤炭消费总量

约18 505.6万 tce（折原煤25 964.8万 t），相较2020
年 11 356.1万 tce（折原煤 15 910.5万 t），增加约 1
亿 t原煤消耗。

3）考虑到为“十四五”时期煤制乙醇、煤制

芳烃、煤制氢等发展模式预留适量用煤指标，设

置 1.05的裕度系数，按此预测 2025年原煤消费总

量约 27 263.1万 t。预计到 2025年现代煤化工产业

用煤占比将由 2020年的 3.9%提高至 6.7%~6.9%，

增长约3%。

4）在极端情景下，预计 2025年现代煤化工产

业的原煤消费总量约 3.07亿 t，较和平情景下用煤

量增加约 0.34亿 t，约占同年煤炭消费总量的

7.6%~7.8%。

5）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国际能源化工市场

将持续低迷萎缩，现代煤化工产业面对来自传统

石化行业、新型能源产业的竞争挑战持续增大，

自身在技术进步、产业示范等方面仍存有短板，

特别是在安全、环保、节能、碳排放等方面关键

共性制约因素依然存在。对于煤化工新进企业，

须保持客观理性、科学审慎，把握国际能源化工

市场宏观形势，认真研究国家产业规划政策，做

实做好项目前期价值研判和深入论证，稳妥决策

项目建设、生产计划，努力规避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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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十三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发布以来，

节能减排工作进展良好，我国各省市均在积极完

成节能减排新要求和目标[1]。作为能源消费常年位

居全国第一的省份，山东省积极响应国务院号召，

全面打响蓝天保卫战，加快能源结构调整，进一

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在经

济持续迅速增长的同时，2017年万元GDP能耗比

2016年下降 6.94%[2]，山东省GDP和能源消费总量

的发展趋势如图1所示[3]。
本文通过对 2017年山东省能源消耗现状进行

分析及与 2008年的对比分析，进行预测“十三五”

节能减排目标最终是否能圆满完成。同时，对山

东省能源平衡的全过程进行分析，发现能源平衡

的特点，以寻找相应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及改善生

态环境质量的对策，对促进节能减排目标的完成

有着指导性意义。

基于能流图的山东省能源平衡分析及能源需求预测

董东林，张一艳，林 刚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地球科学与测绘工程学院，北京 100083）

摘 要：通过绘制山东省 2017年能流图，分析山东省能源供应、中间转换及终端消费现状，并在

此基础上与 2008年能源消耗情况进行对比分析。得到如下结论：①山东省能源供应及消费结构清

洁化、低碳化效果明显；②山东省电力仍以火电为主，而且火力发电能源投入依旧以煤炭为主；③
山东省能源加工转换效率普遍提高；山东省工业部门能源消耗依旧占终端能源消耗的主导地位，后

采用二次指数平滑法结合政策分析预测 2020年山东省一次能源生产量、天然气消费量未能达到

《山东省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中所设目标，提出以下发展建议：①进一步降低一次能源中煤炭的

生产量；②保证天然气供应，大幅提高天然气消费比重。

关键词：山东省；能流图；能源平衡；能源需求预测

中图分类号：F42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9605（2020） 02－0031－08

Analysis of energy balance and energy demand forecast in Shandong Province based on
energy flow chart

Dong Donglin，Zhang Yiyan，Lin Gang
（School of Earth Sciences and Surveying Engineering，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Beijing），Beijing 100083，China）

Abstract：By drawing the energy flow chart of Shandong Province in 2017，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energy supply，intermedi⁃
ate conversion and terminal consumption in Shandong Province is analyzed，and on this basis，a comparative analysis is made
with the energy consumption situation in 2008.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are obtained：① The clean and low-carbon effect of
energy supply and consumption structure in Shandong Province is obvious；② The power of Shandong Province is still domi⁃
nated by thermal power，and the energy input of thermal power is still mainly coal；③ The energy conversion efficiency of
Shandong Province has generally improved；④ The energy consumption of the industrial sector in Shandong Province still dom⁃
inates the final energy consumption. Then the secondary exponential smoothing method was used in combination with policy
analysis to predict that the primary energy production and natural gas consumption of Shandong Province in 2020 would not
meet the targets set in the Shandong Medium and Long-Term Development Plan. The following development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① To further reduce the production of coal in primary energy sources；② To ensure the supply of natural gas
and greatly increase the proportion of natural gas consumption.
Key words：Shandong Province；energy flow diagram；energy balance；energy demand forecast

能源与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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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山东省GDP和能源消费总量发展趋势

能源统计数据是能源政策分析的前提和基础。

我国的能源平衡表与国际通行模式略有不同，不

利于与国际比较。其中最大的差异体现在能源品

种的分类上：国外的能源品种较我国能源平衡表

中的能源产品多，煤炭的分类也较我国细致[4]。因

此，在分析之前要对能源平衡表进行适当调整。

能流图被广泛应用于展示能源系统的能量流

动[5]，可以直观、形象地展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能

源流动情况，从能流图中可以直观地看出不同部

门之间的能量输入输出关系、不同能源载体携带

的能量在不同部门之间的分配关系等信息，也可

简单地估算出各部门和整个系统 （不包括能源开

采效率） 的能源转换或利用效率。我国关于能流

图的研究自 1985年开始，清华大学核能所首次绘

制了北京市的能流图，此后李政等绘制了 2003年、

2004年和 2005年中国能流图[6-7]，谢士晨绘制了

2006年中国的能流图[8]，我国其他学者还分别绘制

了 2010—2017年的中国能流图[9-15]。当前我国将能

流图应用于国家能源流通研究的案例较多，对省

一级区域的研究则尚少。仅仅是易经纬等[16]和杨蕾

等[17]分别在 2010年和 2013年通过绘制广东省能流

图分析了广东省能源平衡和能源供应安全问题；

张明[18]绘制了 2008年山东省能流图，以此分析该

省能源消耗；宋远等[19]在 2013年利用绘制能流图

的手段，分析了黑龙江新能源发展策略。

本文基于国际准则的能源供需体系计算方法

和有关专家的意见，适当地调整山东省能源平衡

表，绘制 2017年山东省能流图，并与 2008年能流

图[18]进行对比分析，发现山东省能源平衡的新特

点，以寻找相应的促进节能降耗新对策。

1 2017年山东省能流图

1.1 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研究山东省能源消耗状况变化情况并分

析山东省能源平衡特点，相关的能源数据来源于

《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2018》中的“山东省能源平衡

表”[20]。首先，按照电热当量折标准煤系数法，将

各种能源折算成万吨标准煤。其次，为防止能流

图的结构过于繁杂，本文参照国际能源统计体系

准则、相关文献和有关专家的意见[18，21]，对山东省

能源平衡表做适当调整，并将终端消费部门进行

合并[16]，见表1。
表1 终端消费部门合并结果

1.2 2017年山东省能流简图

调整后的 2017年山东省能源平衡简表及能流

图见表2及图2所示。

2 能源平衡分析

2.1 山东省主要能源供给基本形势

将 2017年能流图的能源输入端与 2008年山东

省能流图[18]相比可以发现：

1）山东省的一次能源供应结构依旧以煤炭为

主。在 2017年山东省一次能源供应中，煤炭、石

油、天然气、可再生能源的比例分别为 69%、

23%、2%、5%，与 2008年能源供应结构相比，煤

炭和石油比重降低，石油和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

增加。但煤炭比例仍然过高，天然气和可再生能

源比重依旧偏低。

2）山东省能源供给对外依存度依旧较高，且

趋势越来越严峻。其中 2017年山东省能源对外依

存度为 76%，比 2008年能源对外依存度 （66%）
有大幅提升。

2.1.1 煤 炭

山东省是国家重要的能源基地，煤炭资源较

为丰富，累计探明资源储量约占全国 2%[23]。山东

省的能源资源禀赋决定了能源供应结构中煤炭的

基础地位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将不会改变。此外，

山东省煤炭供应体系在 2008—2017年间变化不大，

原终端消费部门

农、林、牧、渔业

建筑业

工业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批发、零售业和住宿、餐饮业

其他

生活消费

合并后

农业建筑业

工业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商业生活消费和其他

简称

农建

工业

交通业

民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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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一 .可供本地区消费的能源量

1.一次能源生产量

2.进口量

3.出口量（-）
4.库存增（-）、减（+）量

二 .加工转换投入（-）产出

（+）量

1.火力发电

2.供热

3.煤加工

4.炼油及煤制油

#油品再投入量（-）
5.回收能

三 .损失量

四 .终端消费量

1.农建业

2.工业

3.交通业

4.民用

五 .消费量合计

原煤

27 075.63
9 399.93
18 333.59
-981.76
323.87

-22 810.82
-12 930.44
-3 679.70
-6 200.67
0.00
0.00
0.00
0.00

4 264.81
50.00
3 986.37
11.51
216.93
27 075.63

煤制品

-368.55
0.00
836.93
-1 247.41
41.94
5 232.16
-1 011.52
-287.15
5 307.84
0.00
0.00

1 222.99
0.00

4 863.61
0.00

4 428.70
0.00
434.91
11 079.22

原油

16 410.59
3 192.78
13 380.81
-3.63
-159.37
-16 284.35
0.00
0.00
0.00

-16 284.35
0.00
0.00
0.00
126.23
0.00
126.23
0.00
0.00

16 410.59

油制品

-10 167.48
0.00

6 807.71
-16 767.26
-207.94
15 223.58
-21.25
-67.32
0.00

24 868.87
-9 556.73
0.00
0.00

5 056.09
635.50
1 270.52
2 002.74
1 147.33
14 701.39

天然气

1 743.09
55.20
2 479.65
-793.17
1.42
-17.42
-6.12
-11.31
0.00
0.00
0.00
0.00
5.00

1 720.67
1.33

1 075.46
87.01
556.87
1 741.42

热力

0.00
0.00
0.00
0.00
0.00

3 447.17
-164.95
3 385.62
0.00
0.00
0.00
226.50
0.00

3 447.17
20.46
2 824.02
19.44
583.25
3 612.13

电力

1 006.32
305.89
703.23
-2.80
0.00

6 039.12
6 039.12
0.00
0.00
0.00
0.00
0.00
203.33
6 842.11
191.44
5 268.26
123.13
1 259.28
7 045.44

其他能源

656.16
656.27
0.00
0.00
-0.11
-656.16
-536.49
-119.67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656.16

表2 山东省2017年能源平衡简表 万tce

图2 山东省2017年能流简图

董东林等：基于能流图的山东省能源平衡分析及能源需求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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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旧以进口煤炭为主，省内自产为辅，且进口煤

炭比重稳定上升，见表3。
表3 山东省原煤能源供给结构 万tce

2.1.2 石 油

山东省累计探明原油地质储量 54亿 t，居全国

第二位，技术可采储量14亿t，经济可采储量13亿t[23]。
按能源平衡表统计，山东省石油供应量持续增长，

其中 2017年山东省提供的可供本地区消费的原油

达到 1.65亿 t，是 2008年的 2.5倍多，见表 4。山东

省还形成了以胜利油田为勘探开发主体、省内自

产和进口原油相结合的石油供给体系，从表 4可见

山东省石油供给体系也越来越依赖于进口。

表4 山东省原油能源供给结构 万tce

2.1.3 天然气

新常态下能源结构双重替代的特征更加明显，

天然气需求将保持快速增长，未来在山东省一次

能源供给中的份额将逐步增加[23]。山东省 2017年
天然气产量 4.15亿 m3；消费量 129.08亿 m3，较

2008年增长 26.7%；天然气消费量占全国的 7.3%，

居全国第六。

山东省初步形成了“三横六纵”主干输气

网络，以省外调入和进口气为主的供给格局。

2017 年天然气供给格局中进口所占份额约为

98%，与 2008年 （75%） 相比，呈现出较大幅度

增长，表 5。
表5 山东省天然气能源供给结构 万tce

2.1.4 电 力

在能源消费革命和能源结构优化背景下，山

东省电力需求稳定增长。2017年山东省省内电力

生产折合标煤为 305.9万 t，较 2008年有巨大幅度

增长。“外电入鲁”等能源合作战略也使电力进

口量由 2008年的 36.8万 t 迅速增长到 2017年的

703.2万 t。
同时，2017年山东省火电生产量也明显增加，

且其生产结构也在逐渐优化：煤炭发电比例从

2008年的 98.5%下降到 2017年的 95%。这种电力

生产总量增加，煤电比重反而减小的电力生产

结构不仅有利于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还有利

于环境。

2.1.5 热力及其他能源

山东省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步入全面、快速、

规模化发展阶段。2015年太阳能、沼气、地热能、

生物质固体成型燃料和液体燃料等非电可再生能

源利用替代 2 018万 tce[23]。山东省可供消费的热力

绝大部分来自于能源加工转换环节，且总量从

2008年的2 011.8万 t增加到2017年的3 612.13万 t。
同时，其他能源供给也呈现稳定增长的趋势。

此外，山东省热力生产结构主要由煤炭、油

制品及其他能源构成，这一构成特征并无明显变

化。但煤炭供热所占比重正在下降，2017年煤炭

供热比重为95%，较2008年下降2%。

2.2 山东省能源流向及中间转换分析

2.2.1 流向分析

2017年山东省原煤及煤制品消费折合标煤

4.44亿 t，其中原煤为 2.7亿 t，48%用于加工转换

的发电环节，23%用于煤炭制品生产，14%用于供

热环节，另有 15%用于终端消费的工业部门；煤

炭制品主要用于工业，占72%，还有部分火力发电

和供热，约占20%。

山东省原油消费折合标煤 1.64亿 t，除了极少

量（1%）用于工业以外，全部用于炼制油制品。

山东省油制品消费折合标煤 1.47亿 t，其中炼

油使用占 65%，交通业使用占 14%，工业使用和民

用分别占9%和8%。

可供山东省消费的天然气折合标煤 1 741万 t，
其中 62%用于工业，32%用于城镇生活、乡村生

活等民用部门；5%用于交通业，还有极少部分用

于中间转换。

山东省电力消费折合标准煤为7 045万 t，广泛

用于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中工业部门占 75%，

消费供给结构

可供消费原煤量

自产量

进口量

2017年
27 733.52

9 399.93（34%）
18 333.59（66%）

2008年
24 773.7

10 500.6（42%）
14 273.1（58%）

消费供给结构

可供消费原油量

自产量

进口量

2017年
16 573.59

3 192.78（19%）
13 380.81（81%）

2008年
8 613.3

3 998.9（46%）
4 614.4（54%）

消费供给结构

总天然气供给量

自产量

进口量

2017年
2 534.8
55.2（2%）

2 479.6（98%）

2008年
445.6

113.1（25%）
332.5（75%）

34



2020年第2期

民用约占 18%，农建业和交通业分别占 3%和 2%，

线路损失等损失量约为3%。

山东省供热折合标准煤为3 612万 t，生产的热

力主要用于工业部门 （78%） 和民用 （16%），部

分热力回收用于发电（5%）。

可供山东消费的其他能源折合标煤为 656万 t，
全部投入火力发电及供热环节。

2.2.2 中间转换分析

能源的中间转换主要包括火力发电、供热、

煤炭加工、炼油。据推算，2017年，山东省在炼

油领域已经达到很高的转换效率，为96%；煤炭加

工及供热的转换效率稍低，分别为 86%和 81%。

火力发电转换效率稳定增长，由 2008年的 34.4%，

增长到 2016年的 40%，到 2017年已提高至 41%。

虽然发电效率不断增长，但是能源损失主要发生

仍然在发电部门，而电力广泛应用于经济生产生

活的各个环节。因此，电力生产的研究是能源中

间转换最有意义的部分。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及节能减排计划的持续

推进，山东省电力工业也得到了稳定的发展。从

表 6可以看出，2017年山东省电力装机容量为

12 556万 kW，较 2016年呈上升趋势，尤其是光伏

装机容量同比增长 131.36%，居全国榜首[22-24]。还

可以看到山东省的电力供应仍以火力发电为主，

2017年装机中火电、太阳能发电、风电的比例分

别为 95%、2%和 3%。与 2016年电力供应结构相

比，风电比重不变，火电比重降低，而太阳能发

电增加。

表6 2017年山东地区发电装机容量及发电量

2.3 终端消费分析

本文将山东省终端能源消费主要分为 4个部

门：农建业、工业、交通业及民用。山东省工业

部门能源消耗比重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但所占比

重在逐渐降低，从 2008年的 74.9%降低到 2017年
的72%。与此同时，民用和交通业所占比重则呈增

长趋势，2017年所占比重为 25%。此外，通过

《山东统计年鉴 2018》的数据可以看到，2017年山

东省第二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40.3%，比

2008年的59.3%下降明显；而第三产业贡献率随之

不断增长，从 2008年的 37.0%上升到 2017年的

56.1%。这说明山东省产业结构调整初现成效，逐

渐依赖于第三产业。且从表 2、图 2可以看到，山

东省第三产业消耗的能源品种以油制品和电力等

优质能源为主，这有利于降低能源消耗、缓解环

境压力。

此外，从终端部门分能源品种使用来看，煤

炭在山东省的能源消耗结构中依旧占据主导地位。

同时山东省的终端能源消费对天然气、电力等优

质能源的需求也越来越高，天然气、电力在终端

能源消费中的比例从 2008年的 27%增长到 2017年
的 46%，而相应地煤炭从 2008年的 53%下降到

2017年的35%。

3 山东省能源政策分析及需求预测

3.1 能源政策分析

山东省主要能源政策可归纳为 3点：优化能源

供给、消费结构，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

的现代能源体系；提升能源利用效率，推进能源

生产由粗放低效向集约高效转变；注重能源合作，

实施多项能源合作战略，实现能源品种多样化。

此外，《山东省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设定了

一系列发展目标。2020年，全省能源消费总量控

制在 4.2亿 tce左右，一次能源生产总量 1.2亿 tce。
煤炭占能源消费比重下降到 70%左右，天然气提

高到 7%~9%，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提高到 7%，油

品消费稳定在15%左右。

3.2 2020年需求预测

综合考虑山东省经济发展、区域战略、产业

结构、新型城镇化、人口增长等诸多因素，采用

时间序列法中二次指数平滑法预测山东省 2020年
能源需求。

二次指数平滑法是生产预测中常用的一种方

法，是对一次指数平滑的再平滑。一次指数平滑

基本公式为

S( 1 )t = α*yt + ( )1 - α *S( )1
t - 1 （1）

其中，S( 1 )t 为时间 t的一次平滑值；α为平滑系

数，取值范围 [ ]0, 1 ；yt为时间 t的实际值；S( 1 )t - 1为

时间 t-1的一次平滑值。此外，初始值 S( )10 为前 3项
实际值的平均值。

二次指数平滑基本公式为

S( 2 )t = α*S( )1
t + (1 - α ) S( 2 )t - 1 （2）

其中，S( 2 )t 为时间 t的二次平滑值；α为平滑常

数，取值范围 [ ]0, 1 ； S( 2 )t - 1为时间 t-1的二次平滑

装机容量及发电量

发电装机容量/万kW
发电量/亿kWh

合计

12 556
4 860

水电

107.8
6.7

火电

10 335
4 615

风电

1 061
166

太阳能发电

1 052
73

董东林等：基于能流图的山东省能源平衡分析及能源需求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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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此外，初始值S( )20 = S( )10 。

二次指数平滑预测公式为

Yt + T = at + bt*T （3）

其中，
ì
í
î

ï

ï

at = 2S( 1 )t - S( 2 )t

bt = α
( 1 - α ) ( )S( 1 )t - S( 2 )t

结合 2013—2017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山东

统计年鉴》中的能源消费总量、一次能源生产量、

煤炭能源消费量及天然气能源消费量数据（表 7），

按照上述公式建立相应数学模型。

表7 整理后能源数据 万tce

首先，要考虑平滑指数α的取值问题。根据本

文各时间序列的特征 （图 3），参照经验判断法，

大致确定 α取值范围[25]，后选取若干个 α进行试算

（表8），比较不同α值下的预测误差率。

图3 各时间序列特征折线图

表8 各序列特征描述及其α取值范围

此外，预测误差 （A） 与预测误差率 （E） 公

式分别为

Ak = Xk - xkxk 100 （4）

E =∑k = 1
N

Ak

N
（5）

其中，N为样本个数；Ak为第 k个样本的预测

误差值，k=[ ]0,N ；Xk为第 k个样本的预测值；xk为

第 k个样本的实际值。

将表 7的能源消费总量的实际值代入公式

（4）、（5），所得的预测误差 （Ak） 与预测误差率

（E） 见表 9。且根据表 9结果，发现 α=0.6时能源

消费总量的预测误差较小。同理可知，α=0.6时天

然气消费量的预测误差较小；α=0.1时煤炭消费总

量预测误差较小；α=0.4时一次能源生产总量的预

测误差较小。

表9 不同平滑指数的预测误差值与预测误差率 %

将平滑指数 α=0.6、能源消费总量及 α=0.1、
煤炭消费总量 2013—2017年数据分别代入公式

（1）、（2），得到的二次平滑值分别见表 10、表 11，
将所得 2017年的一次平滑值 S( 1 )5 、二次平滑值 S( )25
代入公式 （3），可知山东省 2020年能源消费总

量预测值 （Y8 )、煤炭消费总量预测值 （Ȳ8） 分别

为

Y8 = Y5 + 3 = a5 + b5*3

其中：

ì

í

î

ïï

ïï

a5 = 2S( 1 )5 - S( )25 = 38 854.73
b5 = 0.6

(1 - 0.6 ) ( )S( 1 )5 - S( 2 )5 = 685.84，则

Y8 = 40 912.25 万 tce；
Ȳ8 = Ȳ5 + 3 = ā5 + b̄5*3

其 中 ，

ì

í

î

ïï

ïï

ā5 = 2S( 1 )5 - S( )25 = 28 191
b̄5 = 0.1

(1 - 0.1 ) ( )S( 1 )5 - S( 2 )5 = 0.99, Ȳ8 =

28 193.73万 tce。

年份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能源消费总量

34 235
35 363
37 945
38 723
38 684

一次能源生产

总量

15 165
15 220
14 633
13 678
14 000

煤炭消费量

27 299
28 556
28 653
29 209
27 260

天然气消费量

-
-

1 055
1 313
1 710

序列名

能源消费总量

天然气消费量

一次能源生产量

煤炭消费量

特征描述

变化幅度较大，呈现

明显的上升趋势

有波动，但变化趋势

不大

α取值范围

[0.6~0.8]

[0.1~0.4]

试算α值

0.6、0.7、0.8

0.1、0.2、0.3、
0.4

年份

2014
2015
2016
2017

E

k

1
2
3
4

Ak

α=0.6
-4.10
-7.57
-0.68
2.76
-2.40

α=0.7
-5.01
-7.02
0.94
3.30
-1.95

α=0.8
-5.93
-6.21
2.44
3.33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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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 山东省能源消费总量平滑值 万tce

表11 山东省煤炭消费总量平滑值 万tce

继续将 2013—2018年山东省一次能源生产总

量实际值代入公式（1）、（2），所得一次、二次平

滑值见表 12，并将 2018年的一次平滑值 S( 1 )6 、二次

平滑值 S( )26 、α=0.4代入式 （3），所得其 2020年的

预测值（Y8 )为
Y8 = Y6 + 2 = a6 + b6*2

其中：

ì

í

î

ïï

ïï

a6 = 2S( 1 )6 - S( )26 = 13 417.31
b6 = 0.4

(1 - 0.4 ) ( )S( 1 )6 - S( 2 )6 = -288.6，则

Y8 = 12 840 万 tce。
表12 山东省一次能源生产总量平滑值 万tce

同理可得山东省天然气消费量的平滑值 （表

13），将其与 α=0.6 代入公式（3），可得 2020年天

然气消费量预测值（Y6）为

Y6 = Y3 + 3 = a3 + b3*3

其中：

ì

í

î

ïï

ïï

a3 = 2S( 1 )3 - S( )23 = 1 638.95
b3 = 0.6

(1 - 0.6 ) ( )S( 1 )3 - S( 2 )3 = 164.64，则

Y6 = 2 132.87 万 tce。
表13 山东省天然气消费量平滑值 万tce

最后，将上述预测结果整理可得，2020年山

东省能源消费总量约为 40 912万 tce，一次能源

生产量约为 12 840万 tce，煤炭能源消费量约为

28 194万 tce，约占能源消费结构的68.9%，天然气

消费量约为 2 133万 tce，约占能源消费结构的

5.2%。

4 建 议

将预测出的 2020年山东省能源需求与《山东

省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中所设定的发展目标相

对比发现，按照现有的能源消耗发展趋势，山东

省煤炭消费总量较好地控制在目标范围内，但预

测的山东省一次能源生产量和天然气占能源消费

比重与目标均有一定差距。为保证完成所设目标，

本文结合山东省能源供给、消耗现状，提出以下

两点建议。

1）进一步降低一次能源中煤炭的生产量。可

以继续通过利用优质能源代替煤炭达成目标，比

如，基于山东省的资源状况及地理位置，可以考

虑在本地进一步开发风能，太阳能，潮汐能等可

再生能源及海洋能等非化石能源；还可以通过

“内压外拓”的手段完成目标，即控制省内煤炭产

量的同时继续扩大煤炭能源贸易，积极引进省外

煤炭能源资源。

2）保证天然气供应，大幅提高天然气消费比

重。山东省可以先通过稳定天然气勘探开发，积

极引进西部煤制天然气、俄罗斯天然气及海外

LNG来保证天然气供应体系。其次，可以推进天

然气在工业、民用、交通业等产业的利用，比如

可以通过在重点工业领域实施天然气燃料替代或

推动重点工业企业、工业园区实现天然气专供这

两种途径来增加天然气在工业方面的需求。另外，

年份

（t=0）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时间序号 t
0
1
2
3
4
5

实际值 yt

-
34 235
35 363
37 945
38 723
38 684

一次平滑值S( 1 )t
35 848
34 719
35 170
37 112
38 240
38 551

二次平滑值S( 2 )t

35 848
35 057
35 136
36 520
37 724
38 303

年份

（t=0）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时间序号 t
0
1
2
3
4
5

实际值 yt

-
27 299
28 555
28 653
29 209
27 260

一次平滑值S( 1 )t
28 169
27 734
28 145
28 399
28 804
28 032

二次平滑值S( 2 )t

28 169
27 951
28 048
28 223
28 513
28 273

年份

（t=0）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时间序号 t
0
1
2
3
4
5
6

实际值 yt

-
15 165.08
15 220.4
14 632.77
13 677.95
14 000.35
13 238.52

一次平滑值S( 1 )t

15 006
15 086
15 153
14 893
14 285
14 143
13 691

二次平滑值S( 2 )t

15 006
15 046
15 099
14 996
14 641
14 392
14 041

年份

（t=0）
2015
2016
2017

时间序号 t
0
1
2
3

实际值 yt

-
1 054.88
1 312.70
1 709.82

一次平滑值S( 1 )t

1 359
1 237
1 268
1 444

二次平滑值S( 2 )t

1 359
1 310
1 293
1 354

董东林等：基于能流图的山东省能源平衡分析及能源需求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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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用方面，可以鼓励居民和公共服务设施使用

天然气；在交通业方面，可以推进液化天然气、

压缩天然气在城市出租车、公交车、运输重卡、

城际客车和船舶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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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一定的自然资源作为基

础保障，但是由于建设城市的过程中，一些自然

资源被挖掘使用，逐渐成为部分城市的主导产业，

这些城市便被称之为资源型城市[1]。近年来，随着

自然资源的开采过度，环境问题日益显著，在国

家环保政策趋势下，导致许多依赖自然资源开发

的相关城市产业失去自身优势。根据国土资源部

记录数据显示，当前我国共有 118个资源型城市，

而资源开采过度枯竭的城市有近 70个，所占比重

为 60%左右[2]。资源型城市中环境污染与产业结

构、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更为尖锐，城市中不可

再生资源一旦枯竭将会导致城市经济发展受到较

大的影响，居民的收入也会随之减少。另一方面，

第二产业为主导的生产方式导致城市的环境问题

日渐堪忧。EKC（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认为城市环

境的污染破坏，会对城市未来的经济发展造成负

面影响。所以处理城市产业结构、环境问题以及

经济发展三者的关系，对于资源型城市的转型发

展具有一定的意义。

国内外许多学者基于城市间“经济—产业—

基于系统动力学的资源型城市协调发展研究

——以吕梁市为例

崔 豫 泓
（煤科院节能技术有限公司，北京 100013）

摘 要：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是我国未来城市建设的必然趋势，但是日益增长的经济造成的过度

开发后环境的破坏是阻碍资源型城市建设的主要矛盾。在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理论梳理的前提下，

结合吕梁市实际情况建立了系统动力学模型，选取了 2009—2019年间吕梁市的数据进行仿真分析。

得出研究结论，结果表明：促进吕梁市的技术进步能够将碳排放量减少，产业结构的优化能够减

少能源消费，环保投资的增加不仅能够减少环境的损失量，对于经济的发展也不会有负面影响，

在产业结构优化、技术进步以及政府科学的环保投资政策的共同作用下，能够实现吕梁市资源型

城市的协调发展。

关键词：资源型城市；系统动力学；协调发展；吕梁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9605（2020） 02－0039－06
Research on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resource-based cities based on system dynamics

——Taking Lvliang City as an example
Cui Yuhong

（Coal Energy Saving Technology Co.，Ltd.，Beijing 100013，China）

Abstract：Th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resource-based cities is an inevitable trend in China's future urban construc⁃
tion，but environmental damage caused by over-exploitation caused by the growing economy is the main contradiction hinder⁃
ing the construction of resource-based cities. On the premise of combing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at home and abroad，a system
dynamics model was established based on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Lvliang City， the data of Lvliang City from 2009 to 2019
were selected for simulation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promoting the technological progress of Lvliang City can reduce
carbon emissions，optimizing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can reduce energy consumption，and the increase of environmental protec⁃
tion investment can not only reduce the loss of the environment，but also have no negative impact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Under the joint ac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optimization，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scientific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vest⁃
ment policy of the government，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resource-based city of Lvliang can be realized.
Key words：resource-based city；system dynamics；coordinated development；Lvliang

基金项目：中国煤炭科工集团科技创新创业资金专项（2018-TD-
ZD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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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统筹发展进行了系统研究，景睿等[3]通过城

市功能、环境、结构 3个方面的指标对于资源型城

市转型发展构建了理论框架，厘清了资源型城市

发展的实质以及影响发展的主要动因之间的关系；

刘可文[4]选取了 2005—2014年间 19个资源型城市

的数据，进行实证建模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资

源型城市的主要职能为公共服务、工业生产等，

作者提出资源型城市的职能转变会根据城市的发

展水平以及发展阶段的不同存在分异；徐元晨等[5]

基于双重动态价值网络理论视角，对资源型城市

进行分析，选取资源型城市中的发展能力变量和

市场潜力变量进行建模处理；卢硕等[6]选择企业工

业数据和环境治理数据作为分析样本，利用熵值、

建模等方法，对黄河区域的资源型城市进行分类，

剖析城市产业路径、资源禀赋以及环境规制之间

的关系，总结出不同等级的资源禀赋下环境规制

对城市的产业路径创造产生的影响，并根据影响

机制的具体内容提出针对性的建议。崔磊磊等[7]从

城市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前提下，立足于资源型

城市经济转型的当下需求，将城市的发展指数量

化后，进行熵权法和加权和法处理；严太华等[8]、

吴浩等[9]、贺伟等[10]同样也选择资源型城市中“经

济—产业—环境”等方面统筹发展进行了探讨。

综合来看，以上学者多从实证理论、计量经

济学等方面对于资源型城市中各因素的协调发展

进行分析，从本质上，均认为资源型城市的经济

发展和环境污染以及产业结构存在较大的关联性，

本文利用系统动力学方法对吕梁市“经济—产业

—环境”三者间的关系进行论述分析，旨在促进

我国其他地区资源型城市的转型发展。

1 研究区域和研究方法

1.1 研究区域

吕梁市地处我国山西省的中西部位置，地区

内的吕梁山脉贯穿整个市区，故因此得名吕梁市。

吕梁市西面紧邻陕西榆林，东面临近晋中市，东

南部为临汾。吕梁市气候为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

区。和北方许多城市相似，寒暑分明。吕梁市的

环境建设一直处于全国城市排名中的倒数位置，

在 2019年 7月城市生态环境的排名中，吕梁市作

为黑臭水体消除比例较低的城市受到全国的关注。

吕梁市的自然资源较为丰富，具有丰富的矿

产资源。据统计，吕梁市已发现的矿产总类近 40
种，产地数量达到 400多处，其中以中型矿产地居

多，为 63处，其次为大型矿产地，为 40处，小型

矿产地虽然数量相对较少，但是也有 30处，矿化

点及矿点为 274处。吕梁市最为突出的自然资源是

含钾岩石、煤矿等资源，并且储量相对丰富，但

是近年来的连续开采导致生态环境的压力较大。

吕梁市内共有四大煤田，分别为西山煤田、霍西

煤田、河东煤田和宁武煤田，四大煤田占据市区

近一半以上的面积。从吕梁市历年提交的煤炭储

量报告中可以了解到，吕梁市有 23个勘测区，总

存储量近 400亿 t，占据整个山西地区资源总存储

量的14.94%[11]。

1.2 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是借助系统动力学的方法进行研究。

系统动力学是由 J.W.Forrester教授所提出的综合性

理论，包括反馈控制理论、信息论、计算机仿真

技术等，系统动力学主要适用于解决周期性问题，

与其他研究方法不同，该方法对于数据的精准度

和处理要求并不高，但是强调有条件的预测，因

此主要被应用于解决相对复杂的动态系统问题上，

享有“政策实验室”的称号[12]。Jay W.Forrester教
授在创建系统动力学初期，将学科解决问题的领

域主要集中在企业管理上，模拟的问题也是企业

中常见且直观的问题。20世纪 80年代后期，反馈

理念以及系统动力学均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发展，

该学科解决问题的领域也逐渐扩宽。尤其是系统

动力学在一些大型系统问题的解决上，取得了较

好的效果，逐渐被世界范围内各国国家学者关注，

确定了系统动力学的学术地位。1990年至今，系

统动力学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普及发展，各国高校

也开设了系统动力学的相关专业，培养了一批又

一批具备系统动力学相关专业能力的人才，促进

了社会的发展。

解决实际问题的侧重方向不同，系统动力模

型建立的目的也不同，整体来看，系统动力模型

建立的目的主要有 4个方面：①探究机理，这一目

的也是最为常见的建模目的，通过模型的建立可

以解释事物变化的轨迹，厘清系统的反馈机理；

②验证理论，这一目的相比较探究机理来说是更

深层次的目标，需要以一定的理论为基础，利用

数学演变推理去检验假设的合理性，在建模时需

要建立完善的反馈结构，才能够保障建模的目的

达成；③仿真预测，该目的是相比较前两种建模

目的来说更高层次的目的，这一目的之下所建立

的动力系统模型能够演示世界事物的历史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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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产业与城市碳排放量具有较强的相关性，所

以，产业发展模块中有碳排放变量。产业发展模

块中还包括能源消耗总量等变量，其中碳排放量

和能源消费总量是该模块的水平变量。工业增加

值为产业发展模块中的中介变量，资源型城市的

产业结构发生变化会影响能源消费和工业增加值，

同时也会对碳排放产生影响，如图2所示。

图2 产业发展模块

2.1.3 环境污染模块

环境污染是我国城市转型发展必须要面对的

主要问题，在此模块中存在的许多变量，如工业

SO2产生量、工业沸水产生量、单位治理成本等。

这些变量之中，水平变量为工业烟尘排放量、工

业废水排放量、SO2排放量和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

量，除了这 4个变量以外的变量均为一般变量，如

图3所示。

2.2 主要方程和参数

利用 3个模块构建的模型对吕梁市城市资源型

转型发展进行模拟分析，参数的取值以及外生变

量主要选取吕梁市 2009—2019年间的数据，步长

设置为一年，时间边界是 2009—2030年，对于各

变量的变化情况通过采用趋势外推法推算，并且

加以仿真模拟。介于模型中出现的变量数量较多，

数学公式同样总数较多，为了突出研究结果的直

观性，不进行一一列举，仅列出模型的主要参数

及方程，具体如下。

1） 人口总数量＝INTEGER（人口净增长量，

325.179），单位：万人。

2）人口净增长率＝4.36‰，单位：‰。

在演示过程中可以推测出事物未来变化的方向或

趋势；④政策分析，这是系统动力学建模的最终

目的，建立的系统模型必须能够真实的反映出世

界系统，再通过对系统结构的调整，使模型系统

的发展趋势能够朝向预期推测的方向发展，进而

为真实系统的优化提出指导。

本研究利用系统动力学的特点，选择吕梁市

为案例，对其环境、产业、经济三者间的影响关

系进行分析。变量主要是吕梁市的 GDP、产业结

构、碳排放等。变量间构成的公式近 50个，但是

研究对象仅围绕吕梁市为主；再者，对建立的模

型进行结构性分析，基于本研究的研究目的，将

模型划分为 3个模块，即环境污染模块、经济发展

模块以及产业结构模块；最后，利用吕梁市近十

年间的数据对模型进行模拟分析，结合生产函数

方程，对吕梁市 2020—2030的数据情景进行仿真

法分析。

2 模型构建

2.1 主要模块

2.1.1 经济发展模块

在此模块中，核心变量为人口数量和 GDP，
这两个变量是水平变量，模块中的其他变量为一

般变量。GDP环境损失率是此模块中的中介变量。

GDP净增长量=GDP增长量-环境损失量，人口数

量与人均GDP以及其他经济有关的变量具有一定

的关联性，如图1所示。

2.1.2 产业发展模块

资源型城市建设离不开产业结构的作用，所

以产业结构在整个资源型城市建设中占据重要地

图1 经济发展模块

崔豫泓：基于系统动力学的资源型城市协调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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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能源消费总量＝INTEGER（能源消费变化

量，1331.2），单位：万 tce。
4） 碳排放量＝INTEGER （碳排放变化量，

905.216），单位：万 t。
5） GDP＝INTEGER（GDP净增长量，460.4），

单位：亿元。

6） 工业增加值=1.056*第二产业产值-65.04，
单位：亿元。

7） 固定资产投资 =1.131*GDP-407.343，单

位：亿元。

3 仿真结果分析

3.1 技术进步

图 2中的低碳技术进步因子增加是资源型城市

转型方面技术进步的表现，城市发展中技术的进

步会将生产过程中的减少碳排放强度和排放量，

本文针对技术进步仿真结果如图4所示。

从图 4可以看出，当低碳技术进步因子在基期

（2009—2019年）从0.5上升到1时，吕梁市的碳排放

强度和排放量出现减少的趋势，以2030年为例，碳

排放基准仿真值为24 561.2万 t，技术进步仿真值为

16 341.2万 t，碳排放强度15.36万和10.22万 t/亿元。

3.2 产业结构

产业结构是城市转型发展的重要部分，优化

资源型城市的产业结构能够有效的减少能源消费

和环境污染物的产生，本文模拟图 2中的第三产业

比重在基期 （2009—2019年） 增加 20%对资源型

城市的影响。

图4 技术进步下碳排放量和碳排放强度变化

图3 环境污染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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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产业结构优化下能源消费总量和环境损失量变化

从以上图表中可以发现，产业结构优化后能

源的强度也呈现出下降的趋势，环境损失量也会

随之减少，同样以 2030年为例，能源消费基准仿

真值为 2 767.4万 tce，产业结构仿真值为和 1 855.2
万 tce，产业结构仿真值为和 10.84亿元，环境损失

量基准仿真值为28.97亿元。

3.3 环保投资

国家对于城市环境保护政策要求日益严格，

城市环保压力不断增大，城市防治环境的投入也

日益增加。本文模拟在图3中的环保投资比例在基期

（2009—2019年）增加50%对资源型城市的影响。

从图 6可以观察出，资源型城市转型中环境污

染治理投资的增加，会降低环境的损失量。2030
年间环境投资仿真值为 27.3亿元，环境损失量基

准仿真值为 28.97亿元，地区政府必须拿出财政支

出用于环境投资，一定程度上就会减少其他部分

的投资，间接的对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规模造成影

响，但是随着城市污染排放量减少，环境损失费

也会降低，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企业和政府的投资，

取得了补偿大于支出的结果。所以，GDP会有所

增长，2030年环境投资仿真值为 1 656亿，GDP基
准仿真值为1 602亿元。

图6 增加环保投资下环境损失量和GDP变化

4 结 论

本文运用了系统动力学的方法对案例城市吕

梁市转型发展的问题进行论述，建立了系统模型，

通过定量的方法分析了资源型城市转型过程中产

业结构、经济发展以及环境保护之间的问题，对

吕梁市经济发展的指标进行合理的预测和仿真，

得出如下结论。

1）加大技术进步有利于资源型城市转型。加

大技术进步可以很大程度的减少城市的污染水平，

减少碳等污染物的排放量，缓解资源型城市在建

设以及转型中的压力。还能够推动经济可持续的

增长。从前文技术进步仿真的曲线中可以获知，

低碳技术进步因子增加了 0.5~1时，碳排放强度和

排放量会随之减少约30%，这有利于缓解吕梁市转

型的环境压力，为吕梁市地区产业建设发展提供

更广阔的空间。

2）调整产业结构有利于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

展。产业结构的优化能够为城市可持续建设中经

济的稳步增长提供保障，还能够减少资源型城市

中重工业的比重，缓解环境压力，有利于实现现

代化城市的建设。基于吕梁市产业结构仿真曲线

可以发现，伴随城市的产业结构不断优化，环境

污染排放和能源消费总量会随之降低，经济增长

崔豫泓：基于系统动力学的资源型城市协调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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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会提升，最终实现环境、产业和经济间的协

调发展。

3） 增加环保投入有利于资源型城市实现双

赢。环境保护是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的重中之重，

虽然政府企业用于环保投资方面的资金精力增加，

会对城市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影响，但是环保是

城市转型考核的重要指标，只有在经济发展和环

境保护间找到双赢的平衡点，才能够真正实现吕

梁市的转型发展。在吕梁市环保投资的仿真曲线

中发现，吕梁市环境投资的增加，实质上没有降

低经济的增长，反而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的增

长，这说明环境污染的投入增加会对经济增长产

生负面的影响这一说法不准确。

从结论中可以得知，吕梁市的产业优化、技

术进步以及环保投资的增加，是实现吕梁市建设

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根本方式，所以，吕梁市通过

进一步的深化改革，推进技术创新的步伐，积极

调整产业结构，最终实现“经济—产业—环境”

的协调发展。山西省作为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

区，为其他有待转型的地区提供参考，实现全国

城市的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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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煤炭资源在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历程中提供了

强大动力。但是由于当前经济增速放缓、能源结

构不断优化，使得煤炭需求下降，产能过剩，煤

炭行业低迷，煤炭企业深度重组趋势明显，以煤

炭资源为经济支柱的煤炭城市发展受到较大影响。

在煤炭行业供给侧结构性调整的趋势下，整合煤

炭城市应急管理资源、提高煤炭城市应急管理能

力是煤炭行业结构性去产能过程中的重要因素。

煤炭城市属于资源型城市，形成了煤炭产业带动

其他产业发展、其他产业辅助煤炭产业的区域经

济特征。但是，资源开采的过程常常伴随着诸多

社会问题，如居民居住环境恶化、就业岗位数量

降低、社保体系不完善、贫困人口数量增加以及

矿工自律性弱所导致的不安全行为[1]。在我国经济

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转型期间，准确的评估煤

炭城市应急管理能力，发现煤炭城市应急管理过

程中的短板，精准施策，是控制煤炭城市安全生

产事故多发，维护社会稳定，促进资源型城市区

域经济发展的有效保障。

2006年 1月 8日，国务院发布《国家突发公共

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标志着我国应急预案体系初

步形成，制定应急能力及应急预案体现了社会、

区域、个体的安全文化素质。2018年我国通过改

制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各城市成

立了应急管理局，表明我国应对应急管理工作严

峻形势的决心。应急管理是应对特重大事故灾害

的危险问题提出的，由于灾害往往具有突发性、

难控性、关联性等特征，应该主要以协作、预防、

保障、救援和经验积累为主。以 2020年初我国爆

发的新冠肺炎为例，由于其传染性强，致病率高，

且危害性大，对我国人民生命安全造成重大威胁，

是我国建国以来面临的极其严峻公共卫生安全事

件之一。同时，此次新冠病毒爆发期正处于我国

春节这一特殊时期，对于防治、施策都带来了极

基于云模型的煤炭城市应急管理能力评价

谭旭红，孙彦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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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capability of coal city based on cloud model
Tan Xuhong，Sun Yanl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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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Realizing the scientific and modernization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capacity building is an important guarantee for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coal cities. Based on the emergency management proces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each link in the process of emergencies，an evaluation system of coal city emergency management
capabilities was constructed. And taking Jixi City as an example，the cloud model was used to evaluate its emergency manage⁃
ment capabilities. It was found that Jixi City's emergency management capabilities belong to a good level， and suggestions
were made to improve Jixi's emergency management capab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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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挑战，对我国城市应急管理能力提出严峻考

验的同时，也使得我国在公共卫生安全应急管理

能力建设方面积累了宝贵经验。基于以上背景，

本文力求通过对煤炭城市应急管理能力进行评价，

深入了解煤炭城市当前应急管理现状，依据评价

结果提出提升煤炭城市应急管理能力的对策和建

议，增强煤炭城市社会稳定性，助力煤炭城市经

济高质量发展。

1 文献综述

美国从 20世纪就开展应急管理研究，成立了

美国联邦应急管理署 （FEMA） 并建立由 1 000多
个指标构成的完整评估体系。日本设立了以中央、

都道府县、市町村三级制的应急组织体系，制定

了一套由情报汇报体制、官邸制定对策体制、政

府确定对策体制组成的应急管理运作模式[2]。王薇

等[3]采用WSR系统方法构建突发事件政府应急管理

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并利用 BP 神经网络算法对突

发事件的政府应急管理能力进行综合评价。安中

等[4]结合故障树法构建城市应急管理系统可靠性模

型，认为通过可靠性分配理论对应急管理系统内

各单元可靠度进行量化再分配，可以实现优化城

市应急管理系统的目的。高雪琦[5]以油气资源型城

市为例，用 Simevents和Monte Carlo方法建立灾时

人员疏散模型，认为适当提高人员到达概率和合

理缩短事故探测时间及人员预动时间是提高人员

安全疏散的途径。陈升等[6]对政府的应急管理能力

和应急管理绩效进行了评价研究，以“汶川地震”

为例分析认为资源整合能力是影响政府应急管理

能力的最主要因素。

综合分析，在城市应急管理研究中，多集中

在某一类危机事件的应急管理能力评价，鲜有对

煤炭城市中各类危机事件的综合应急管理能力的

评价研究。且评价方法多以主观评价法为主，很

难建立相对统一的标准。基于此，本文采用云模

型方法对煤炭城市应急管理能力进行综合评价，

以期为城市应急管理评价提供理论参考。

2 建立评价指标体系

建立评价指标体系的第一步是确定指标体系

的建立原则，包括对研究对象综合信息分析的透

彻性、指标选取的科学性、指标层划分的合理性

等。本研究选择对象为煤炭城市，故在指标选取

时要结合煤炭城市的产业结构、经济现状、发展

趋势来选取评价指标。

第二步是评价指标的选取。首先，本研究将

煤炭城市应急管理能力列为评价指标体系目标层。

其次，根据煤炭城市突发事件应急管理过程逻辑，

将突发事件事前预防准备、突发事件事中应对、

突发事件事后恢复、突发事件事后评估修正作为本

研究评价指标体系的4个一级指标。最后，分析煤炭

城市应急管理影响因素，选取指标体系二级指标。

突发事件事前预防准备，主要包括监测预警、

“一案三制”、应急管理知识宣传教育、突发事件

应对模拟演练、应急救援队伍管理、应急资源管

理6个方面。

突发事件事中应对，首先需要考虑的是应急

管理系统的响应及时性。突发事件发生时采取何

种传递方式将信息及时、准确的传递至应急系统

内部，分析现场情况，调动应急救援队伍，调转

应急资源。在应对过程中，相关信息的披露以及

对媒体等舆论力量的导向，也影响着整个危机应

对的效果。

突发事件事后修复，需要从政府角度对受影

响的生产经营单位进行，如减税、财政补贴等一

些政策帮助。突发事件受灾人员受到生理、心理

双重压力，对受伤人员采取救治措施并提供经济

补助，也要注意包含受灾人员、家属、应急救援

人员的心理援助。

突发事件事后评估修正，必须要全面回顾整

个事件发生的历程，仔细评估分析，包含事前预

防准备、事中响应、事后修复，不断完善城市应

急管理系统，为今后更好的做好应急管理工作打

下坚实基础。

综合分析以上因素，建立评价体系，见表1。
3 基于云模型的煤炭城市应急管理能力评

价模型建立

20世纪 90 年代中旬，李德毅院士提出了最初

始的“云”概念，并经过系统计算、验证得出原

始状态的云模型。

云图是通过数量足够多的云滴聚集而成，而

云滴是定性指标在论域内的映射，云模型的生成同

时能表达出云滴所代表的定性指标的确定程度。除

此以外，在了解积累一定数量的云滴生成后的整体

分布特性后，可以将不确定性的定性分析与确定性

的定量分析有机结合起来，即可得到煤炭城市应

急管理能力评价中某一定性指标的分布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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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煤炭城市应急管理能力评级指标体系

期望Ex、熵En和超熵He是云模型中用来对指

标进行形容的数字特征[7]，如图 1所示。某一个指

标的变化趋势被 3个数字特征体现出来，而这些数

字特征是用来理解某一指标内涵的基础。

图1 云模型的数字特征

采用云模型方法评价煤炭城市应急管理能力，

优点在于不仅将期望、方差和标准差等参数作为

指标随机性的考量，还纳入了模糊性的比较；同

时，考虑了粗糙集中忽视背景知识的不确定性，

用基于精确知识背景下的两个精确集合来度量不

确定性。

正向云发生器是评价指标从定性到定量的映

射，是定性指标定量化的一种不确定性转换模型，

如图2所示。

图2 正向云发生器

权重的确定是评价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步，

直接影响着最终评价结果。在煤炭城市应急管理

能力评价过程中，相对于安全生产应急管理能力

的重要性系数，熵权表示在应急管理能力评价对

象及评价指标值确定的情况下，同一指标客观值

之间的差异程度来表示其重要程度，如果某项指

标的数据差异不大，则反映该指标对评价系统所

起的作用不大，权重就小，反之，则作用大，权

重也就大。熵值法自适应功能强，可信度较大[8]。
为正确评价煤炭城市应急管理能力状况，必

须要科学合理的确定评价等级和划分标准。根据

具体的等级划分标准，利用正向云发生器将评价

等级云模型化，使得每个等级可以用一个一维正

态云模型来描述。

设煤炭城市应急管理能力评价指标集合 U =
( x1, x2,⋯xn )，评价集合为V = ( u1,u2,⋯um )，评价指

标的权重W = ( w1,w2,⋯wm )，根据评价标准用云模

目标层

煤炭城

市应急

管理能

力

一级指标

B1突发事件事

前预防准备

B2突发事件事

中响应

B3突发事件事

后恢复

B4事后评估修

正

二级指标

城市间协作能力

应急资源可得性培训

公众应急知识宣传有效性

监测系统全面准确性

预警信息传递及时性

模拟演练仿真程度

煤矿等生产单位安全监管效果

生产单位环境监测能力

应急人员职责明确程度

应急装备物资充足性

应急装备物资存储合理程度

应急装备物资适用性

应急救援队伍组建科学性

应急救援队伍专业程度

应急预案适用性

预案修订及时性

危险品监管有效性

煤炭相关生产单位安全隐患排查能力

响应处置信息公开和合法性

应急管理系统相应事故及时性

应急装备物资启用及时性

应急管理体制内部协调性

信息传递平台稳定性

现场救援队伍应对能力

社会力量参与度

舆论媒体引导能力

事发区域疏散能力

应急指挥人员突发状况应对能力

现场资源保护能力

群众关怀工作

伤员救治和抚恤

受灾人员心理援助

应急管理相关人员心理援助

事发现场清理

事发区域基础设施重建

事发区域环境恢复能力

经济环境恢复能力

应急管理体制修正

应急管理机制修正

应急管理法制修正

应急预案修正

应急救援队伍行为规范修正

应急装备物资管理修正

突发事件后期评估

安全生产监管条例修正

谭旭红等：基于云模型的煤炭城市应急管理能力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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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 3个参数 ( Ex,En,He )表示，设评价指标 i =（1，
2，…，n）对应的等级 j =（1，2，…，m）的上下

边界为 x1i, j和 x2i, j，则指标 i对应等级 j定性概念用云

模型表示。

其中，均值 Exl 是最能够代表某定性概念的

值，显然在等级划分区间中最能代表等级这个定

性概念的值是该等级对应区间的中心值，即：

Exi, j = ( x1i, j + x2i, j ) 2 （1）
在煤炭城市应急管理能力实际评价中，边界

值是从一个等级到另一个等级的逐渐过渡，因而

是一个模糊边界，同时具有两种级别，上下两等

级的隶属度应该相等，因此有下面的方程式成立。

exp ( )- ( )x1i, j - x2i, j 2
8( Eni, j )2 = 0.5 （2）

由上式可得熵Eni, j，则：

Eni, j = ( x1i, j - x2i, j ) 2 .355 （3）
超熵Hei, j是对Eni, j不确定性度量，反映云滴的

凝聚程度，通过经验及试验取得，超熵值越大，

表现在云图中云层的厚度越大，反之亦然。

确定煤炭城市应急管理能力各个评价指标对

应的每个等级云模型的数字特征后，根据煤炭城

市应急管理能力评价的指标值就可以计算出隶属

度矩阵。

R =
é

ë

ê

ê
êê
ê

ê
ù

û

ú

ú
úú
ú

ú
r11 r12 ⋯ r1nr21 r22 ⋯ r2n⋯ ⋯ ⋯ ⋯
rm1 rm2 ⋯ rmn

（4）

利用权重集合与隶属度矩阵进行模糊变换得

出评价集上的模糊子集B。
B = W⊗ R （5）

其中，B = ( b1, b2,⋯,bm )，表示评价隶属等级

的程度。

根据具体的评价等级划分标准，利用X-条件

云发生器可以得到煤炭城市应急管理能力对每个

等级的隶属度，选择最大隶属度的等级，即为该

评价对象所处的等级。由于本研究选取的评价指

标均为定性指标，为符合逻辑，将评价等级取值

区间划分 4个子区间，分别为 [0，2.5]， [2.5，5]，
[5，7.5]，[7.5，10]。代表煤炭城市应急管理能力评

价“较差”“中等”“良好”“优秀”4个等级。

4 应用实例

鸡西市地处黑龙江省东南部，因其煤炭资源

丰富，素有“石墨之都”“煤城”之称。本文以鸡

西市为例进行研究，邀请黑龙江省各煤炭城市应

急管理局人员及高校学者共 10位作为本文评价指

标的打分专家。要求 10位专家根据本文评价指标

体系对鸡西市应急管理能力现状进行打分，各指

标评为优、良、中、差 4个等级，分别对应 10，
7.5，5，2.5共 4个分值，评分结果见表 2。将各位

专家评分求均值，数据见表3。
将表 3数据输入Matlab软件，得到其权重W和

隶属度R（表4）分别如下。

w= （0.035 7， 0.022 8， 0.024 5， 0.022 8， 0.010 2，
0.035 7， 0.012 9， 0.023 4， 0.023 1， 0.012 9， 0.032 7，
0.010 2， 0.032 7， 0.023 1， 0.023 3， 0.035 1， 0.023 4，
0.008 5， 0.034 9， 0.009 8， 0.022 7， 0.029 2， 0.010 2，
0.023 4， 0.035 1， 0.010 2， 0.010 2， 0.021 6， 0.023 1，
0.009 8， 0.006 3， 0.011 2， 0.029 0， 0.010 2， 0.011 2，
0.023 3， 0.034 8， 0.048 3， 0.031 8， 0.031 9， 0.039 3，
0.011 6，0.011 2，0.023 4，0.023 6）

指标

C11
C12
C13
C14
C15
C16
C17
C18
C19
C1，10
C1，11
C1，12
C1，13

专家1
7.5
7.5
5
7.5
7.5
5
7.5
5
5
7.5
5
7.5
5

专家2
7.5
5
5
7.5
7.5
5
7.5
5
5
10
5
7.5
5

专家3
5
5
5
7.5
5
2.5
10
7.5
7.5
7.5
2.5
7.5
2.5

专家4
5
5
7.5
7.5
7.5
7.5
7.5
7.5
2.5
5
7.5
5
7.5

专家5
7.5
7.5
7.5
5
5
7.5
7.5
7.5
5
7.5
5
5
5

专家6
2.5
7.5
5
2.5
5
5
5
5
5
7.5
5
7.5
5

专家7
7.5
7.5
7.5
5
7.5
7.5
5
7.5
7.5
5
2.5
5
2.5

专家8
5
7.5
2.5
7.5
5
2.5
7.5
2.5
7.5
5
7.5
7.5
7.5

专家9
7.5
2.5
7.5
5
7.5
7.5
7.5
7.5
7.5
7.5
7.5
7.5
5

专家10
2.5
7.5
7.5
7.5
7.5
7.5
5
5
5
7.5
5
5
7.5

表2 专家评分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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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1
5.75
C1，13
5.25
C27
5.25
C38
5.75

C12
6.25
C1，14
5.75
C28
6.5
C41
4.25

C13
6

C1，15
5.5
C29
6.5
C42
4.75

C14
6.25
C1，16
5.25
C2，10
5.75
C43
4.5

C15
6.5

C1，17
6

C2，11
5.75
C44
4.5

C16
5.75
C1，18
6.75
C31
7.25
C45
5.5

C17
7
C21
5.5
C32
7.25
C46
6.25

C18
6
C22
7.5
C33
6.25
C47
6.25

C19
5.75
C23
6.5
C34
5
C48
5.75

C1，10
7
C24
4.75
C35
6.5

C1，11
5.25
C25
6.5
C36
6.5

C1，12
6.5
C26
6
C37
5.5

表3 专家评分均值

指标

C1，14
C1，15
C1，16
C1，17
C1，18
C21
C22
C23
C24
C25
C26
C27
C28
C29
C2，10
C2，11
C31
C32
C33
C34
C35
C36
C37
C38
C41
C42
C43
C44
C45
C46
C47
C48

专家1
7.5
5
5
5
7.5
5
7.5
5
5
5
7.5
7.5
7.5
7.5
5
5
7.5
7.5
5
5
7.5
5
7.5
7.5
2.5
5
2.5
5
5
7.5
7.5
5

专家2
2.5
7.5
5
5
7.5
7.5
7.5
7.5
2.5
7.5
5
5
5
7.5
5
5
7.5
10
5
5
7.5
7.5
5
5
5
5
5
2.5
5
5
7.5
5

专家3
5
7.5
2.5
7.5
7.5
2.5
10
7.5
5
7.5
7.5
5
7.5
5
5
7.5
5
7.5
7.5
5
5
5
5
7.5
5
2.5
5
2.5
7.5
7.5
5
7.5

专家4
5
5
2.5
7.5
5
5
7.5
7.5
7.5
7.5
2.5
2.5
5
7.5
2.5
2.5
7.5
7.5
5
7.5
7.5
7.5
5
7.5
2.5
7.5
2.5
5
7.5
5
7.5
2.5

专家5
7.5
7.5
5
5
7.5
7.5
7.5
5
5
5
7.5
5
5
7.5
7.5
5
10
7.5
7.5
2.5
5
5
2.5
7.5
7.5
2.5
2.5
5
5
5
5
5

专家6
5
5
7.5
2.5
5
5
5
7.5
7.5
7.5
5
7.5
5
7.5
7.5
7.5
7.5
5
7.5
5
5
7.5
5
5
2.5
5
5
5
5
5
7.5
7.5

专家7
5
2.5
7.5
7.5
7.5
7.5
7.5
5
5
7.5
7.5
7.5
7.5
5
5
7.5
7.5
7.5
5
2.5
7.5
7.5
7.5
5
5
5
5
7.5
7.5
7.5
7.5
7.5

专家8
7.5
2.5
5
7.5
7.5
7.5
7.5
5
2.5
5
5
5
7.5
7.5
7.5
5
5
5
7.5
7.5
7.5
7.5
5
7.5
5
7.5
5
5
2.5
7.5
7.5
5

专家9
5
7.5
5
5
7.5
5
7.5
7.5
5
7.5
7.5
5
7.5
5
5
5
7.5
7.5
7.5
5
5
5
5
2.5
2.5
2.5
7.5
5
5
7.5
5
5

专家10
7.5
5
7.5
7.5
5
2.5
7.5
7.5
2.5
5
5
2.5
7.5
5
7.5
7.5
7.5
7.5
5
5
7.5
7.5
7.5
2.5
5
5
5
2.5
5
5
2.5
7.5

续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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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1
0.000 6
0.063 1
0.883 9
0.019 8
C1，13
0.000 0
0.424 0
0.622 6
0.002 6
C27
0.001 6
0.260 7
0.648 0
0.007 2
C38
0.000 0
0.277 8
0.387 6
0.042 7

C12
0.000 0
0.135 3
1.000 0
0.044 0
C1，14
0.000 0
0.242 4
0.901 8
0.016 8
C28
0.000 0
0.016 8
0.977 8
0.039 8
C41
0.011 0
0.908 2
0.098 6
0.001 0

C13
0.003 7
0.413 8
0.534 1
0.002 6
C1，15
0.000 6
0.322 3
0.743 7
0.004 2
C29
0.000 0
0.060 0
0.960 7
0.100 0
C42
0.000 2
0.658 4
0.397 1
0.000 2

C14
0.000 0
0.043 8
1.000 0
0.016 7
C1，16
0.001 9
0.469 7
0.701 1
0.003 9
C2，10
0.000 0
0.174 6
0.886 7
0.003 7
C43
0.003 4
0.799 9
0.188 5
0.000 3

C15
0.000 0
0.054 3
0.968 6
0.182 6
C1，17
0.000 0
0.024 8
0.967 3
0.064 5
C2，11
0.000 3
0.203 7
0.882 4
0.026 7
C44
0.000 2
0.679 7
0.254 0
0.001 4

C16
0.000 0
0.292 6
0.880 8
0.019 9
C1，18
0.000 0
0.022 6
0.898 9
0.059 3
C31
0.000 0
0.000 9
0.572 1
0.360 9
C45
0.000 0
0.301 1
0.796 2
0.005 2

C17
0.000 0
0.023 2
0.748 7
0.304 9
C21
0.001 6
0.383 5
0.777 7
0.019 9
C32
0.000 0
0.020 2
0.637 8
0.406 4
C46
0.000 0
0.148 8
1.000 0
0.079 0

C18
0.000 0
0.041 2
0.975 7
0.008 3
C22
0.000 0
0.003 7
0.619 7
0.577 4
C33
0.000 0
0.075 1
1.000 0
0.108 4
C47
0.000 0
0.073 4
1.000 0
0.072 0

C19
0.000 0
0.166 1
0.916 9
0.040 2
C23
0.000 0
0.016 5
0.972 9
0.095 4
C34
0.0004
0.594 2
0.542 5
0.000 4
C48
0.000 1
0.081 1
0.883 2
0.021 9

C1，10
0.000 0
0.009 5
0.806 0
0.319 8
C24
0.004 1
0.702 0
0.383 7
0.005 0
C35
0.000 0
0.066 1
0.979 6
0.087 6

C1，11
0.004 5
0.469 7
0.683 9
0.000 7
C25
0.000 0
0.032 0
0.986 3
0.125 4
C36
0.000 1
0.041 0
0.963 4
0.073 2

C1，12
0.000 0
0.011 9
0.978 0
0.190 6
C26
0.000 0
0.022 6
0.966 0
0.049 9
C37
0.001 1
0.369 9
0.729 0
0.008 3

表4 隶属度R

将以上数据W、R带入公式（5），最终得到鸡

西市应急管理能力评价等级，见表5。
表5 鸡西市应急管理能力评价隶属等级

鸡西市应急管理能力评价结果等级为良好，

表明鸡西市在应急管理方面做了较多的工作。但

从表 4评价隶属度可以发现，其评价结果中等等级

指数大幅度高于优秀等级，由此可以得出鸡西市

的应急管理工作仍有较大提升空间。鸡西市应急

管理能力评价云图如图3所示。

图3 鸡西市应急管理能力评价云图

根据各位专家对鸡西市应急管理能力评价指

标评分情况发现，在应急管理的体制优化、机制

完善以及应急管理信息宣传教育工作方面，仍然

存在较大提升空间。

第一，推进应急管理体制的健全化发展。应

急管理部和应急管理局等应急管理组织的建立从

框架上为应急管理体制的完善提供了培育的空间，

但不容忽视的是，这些部门创立时间短、涉及部

门多，对不同危机事件的特征还需进一步深入探

索。而目前，鸡西市应急管理体制中仍然存在旧

体制延续、管理人员专业化程度低、分工不细致

的问题，严重制约了鸡西市应急管理体制的健全

化发展。

第二，应急管理机制有待完善。科学有效的

应急管理机制是提高应急管理效率的保障。目前

鸡西市应急管理系统的协调性不足，煤炭企业日

常安全生产的监督工作由煤监局负责，应急管理

部成立后，权责存在一定的转移。应急事件发生

时在信息专递、权责分配方面的联动性较弱，使

应急管理系统在运行时受阻。

第三，应急管理信息宣传教育不到位。通过

等级

隶属度

较差

0.001 2
中等

0.286 3
良好

0.670 0
优秀

0.042 5
确定等级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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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访调查，发现当地群众对于各类突发事件应急

知识的认知程度较低、重视程度不够，无法满足

遇险情后第一时间自救的条件。应急预案是应对

危机事件发生后的行动方案，在鸡西市应急管理

局网站只找到《地震应急预案》，无其他类型突发

事件的应急预案，且无本地区应急避难场所指引

规划图。因此，完善应急管理信息相关部门的披

露和社会宣传教育工作，是提升鸡西市应急管理

能力的重要任务之一。

5 结 语

科学、现代化的应急管理能力对国家发展、

经济繁荣起重要保障作用，近年来这一作用愈发

突出，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国家和人民面临的突

发事件情况也越来越复杂，对应急管理能力不断

提出新的挑战。通过评价煤炭城市应急管理能力，

发现问题和不足，结合当今信息化时代高科技手

段和技术，改善煤炭城市应急管理能力，是煤炭

城市政府对人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所肩负的职责。

本文所建立评价指标体系，为各煤炭城市的

应急管理能力建设提供了参考依据，但仍存在些

许不足，如对评价指标评分的结果仍受专家主观

意识的影响，在后续研究中，将做出调整和改进，

为提升煤炭城市应急管理能力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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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煤炭仍将处于我

国能源的主体地位。近年来，东部地区煤炭资源

逐渐枯竭，西部地区煤炭资源丰富、煤层埋藏浅、

开采条件好，国家按照“压缩东部、限制中部和

东北、优化西部”这一战略规划，大力建设和发

展陕北、神东等大型煤炭基地，煤炭开采结合煤

电、煤制油、分质利用等煤炭化工项目形成了多

个化工园区，进行煤炭深加工[1]。

在过去近 20年的时间里，煤炭行业作为传统

能源的代表，在信息化应用中已经取得了巨大的

进展，将高新技术与传统技术装备、管理融合，

实现产业转型升级正成为越来越重要的发展趋

势[2-4]。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经济发展从高增长

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发展方式要从要素驱

动转向创新驱动，创新是重要的新动能，成为第

一动力。智慧矿山高质量发展，能够改变传统资

源型企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粗放局面，加快企业

主动转型，建立以“知识、信息、人才”为驱动

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因此，对于煤炭企业来说，

开展智慧矿山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从 2016年起，智慧矿山一直是我国煤矿行业

信息化工作的热点问题。当前在国内各大煤矿企

业开展智慧矿山建设的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和

挑战，本文在深入剖析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

智慧矿山建设和发展的若干思路及政策建议。

我国智慧矿山高质量发展实现路径研究

吴群英 1，李 梅 2，孙振明 3

（1.陕西陕煤陕北矿业公司，陕西 榆林 719000；2.北京大学 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研究所，北京 100871；3.中国矿业大学（北

京） 能源与矿业学院，北京 100083）

摘 要：深入剖析了智慧矿山建设的政策和技术现状，分析了智慧矿山建设存在的概念不清、规

划质量不高、信息鸿沟明显和技术储备不足等问题，提出分三步走的智慧矿山高质量发展实现路

径。第一阶段开展智慧矿山基础设施建设；第二阶段开展深度的智慧矿山系统与数据融合；第三

智慧矿山成熟发展阶段，打造以信息服务为核心的创新发展模式，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改造，建

立以知识、信息、人才为驱动的矿山高质量作用发展模式。此外，还针对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提

出了政策建议。

关键词：智慧矿山；高质量发展；技术进展；实现路径

中图分类号：F416.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9605（2020） 02－0052－05
Research on the realization path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smart mines in China

Wu Qunying1，Li Mei2，Sun Zhenming3
（1. Northern Shaanxi Mining Co.，Ltd. Yulin 719000，China；2. Institute of Remote Sensing and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Peking Uni⁃

versity，Beijing 100871，China；3. School of Energy and Mining Engineering，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Beijing），Beijing

100083，China）

Abstract：The policy and technology status of intelligent mine construction are analyzed， the problems of unclear concept，
poor planning quality， obvious information gap and insufficient technology reserve are analyzed， and the realization path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intelligent mine in three steps is put forward. The first phase is to carry out smart mine infrastruc⁃
ture construction; the second phase is to carry out in-depth smart mine system and data fusion; the third stage of smart mine
development is to create an innovative development model with information services as the core，upgrade the industrial struc⁃
ture，and establish a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model driven by knowledge，information and talent. In addition，policy recom⁃
mendations were made on how to achiev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Key words：smart mine；high-quality development；technological progress；realization 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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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智慧矿山建设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

1.1 智慧矿山相关政策综述

2016年，国土资源部、国家发改委等 6部委正

式 发 布 了 《全 国 矿 产 资 源 规 划 （2016—2020
年）》，明确提出 5年内要大力推进矿业领域科技

创新。2016年，《关于推进煤炭工业“十三五”信

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的指导意见》 明确指出

“煤炭行业信息化要继续完善行业信息化政策、标

准体系，建设和完善行业门户和数据平台，对煤

炭重点领域开展技术攻关，加快物联网、云计算、

云存储、移动互联网等新技术在煤炭行业的应用

研究和推广”。2016年，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

发布《能源技术革命创新行动计划 （2016—2030
年）》提出，到 2030年，重点煤矿基本实现工作

面无人化。全面建成安全绿色、高效智能矿山技

术体系，实现煤炭安全绿色、高效智能生产。

2017年，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发布《煤炭工

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提出，能源科技创新日

新月异，以信息化、智能化为特征的新一轮能源

科技革命蓄势待发，需要积极开展智慧矿山等重

大示范工程建设。2017年我国出台的《安全生产

“十三五”规划》 中强调，建设大中型煤矿机械

化、自动化、信息化和智能化融合等示范企业；

建设智慧矿山。2017年 7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新

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的通知》，进一步明确提出

人工智能作为新一轮产业变革的核心驱动力，全

面拓展人工智能在矿业应用的深度和广度。2019
年是智慧矿山建设突飞猛进的一年，2019年年初，

国家煤矿安监局发布 《煤矿机器人重点研发目

录》，提出尽快在煤矿机器人研发技术中有所突

破，力争把煤矿工人从恶劣环境与危险繁重的劳

动中解放出来。河南省出台了《河南省煤矿智能

化建设实施方案》，贵州省印发《深入推进贵州省

煤矿智能化、机械化升级改造攻坚方案 （2019—
2020年）》，山东省印发《山东省煤矿智能化建设

实施方案》，山西省推出了《推进智能煤矿建设的

十二条措施征求意见稿》。机器人、无人驾驶、

5G、智能开采等成为智慧矿山的热点研究领域。

2019年 7月 7日，中国煤炭学会和中国煤炭科工集

团共同发起成立煤矿智能化技术创新联盟。2019
年年底，由 96家单位发起成立的中国矿业联合会

智能矿山工作委员会在北京正式成立，旨在加快

推进我国矿业领域科技创新，推动我国矿业转型

升级，引领矿业绿色智能高质量发展。在标准规

范方面，国家质监总局与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在 2017年联合发布了智慧矿山信息系统通用技术

规范[5]。住建部在 2018年发布了煤炭工业智能化矿

井设计标准[6]。 2020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

源局、应急管理部等 8部委联合印发《关于加快煤

矿智能化发展的指导意见》的通知提出，到 2021
年，建成多种类型、不同模式的智能化示范煤矿。

到 2025年，大型煤矿和灾害严重煤矿基本实现智

能化。到2035年，各类煤矿基本实现智能化。

1.2 智慧矿山若干技术进展

煤矿的信息化建设已经从数字矿山建设逐渐

转向了智慧矿山，现阶段普遍认为是智慧矿山初

级阶段，也被称为智能矿山阶段。

矿井的信息化建设主要包含 5个方面的内容：

煤矿信息传输网络、煤矿数控中心与调度通信、

煤矿监控与自动化系统、煤矿安全生产经营管理

信息系统以及相应的煤矿信息化管理制度与技术

保障。智慧矿山是指将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

虚拟现实、数据挖掘等新技术结合起来，实现矿

山生产流程的智能化决策和管理的过程[7]。与数字

矿山相比，智慧矿山不仅停留在数据采集、数据

处理和系统集成，更需要智能化地响应安全生产

过程中的各种变化和需求，做到智能决策支持、

安全生产和绿色开采。

智慧矿山相关技术进展主要体现在如下 4个
方面。

1）传统的井下信息传输网络将逐渐转变为更

丰富的物联网平台，超宽带 （UWB） 技术、5G、
WiFi6等技术逐渐成为井下信息传输网络的主流。

建设物联网标准，建立动态耦合的网络化协同管

控机制，将传统各自独立的监测控制系统进行关

联和集成，对井下危险区域进行监测和控制，实

现煤矿危险源和空间对象状态（如水、火、瓦斯、

顶板、地表沉降、人员位置等） 的更多实时数据

的采集和反馈控制数据的无延迟下发[8]。

2）传统的煤矿自动化装备将逐渐转变为智能

化、无人化装备。供电和泵房等场所均已成为无

人值守，井下无线智能传感器正在走向微型化、

一体化、协同化、自适应等，即传感器具备微型

芯片、低功耗设计、网络组织、数据处理与管理

以及网络化应用，能够自动收集、数据处理以及

自诊断与自适应能力并具备协同观测、服务聚焦

等智能化功能[9]。2019年智能工作面开采技术也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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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了不少突破进展。煤机、液压支架电液控制系

统配备 LASC自动找直功能，配备工作面自动巡检

机器人、工作面设备和人员精确定位系统，实现

基于工作面精确三维地质模型的数字化割煤[10]。智

能化快速掘进装备能够实现掘支平行快速作业，

实现掘、锚、运、探的自动操作，装备的精确定

位导航。在露天煤矿行业，基于激光扫描仪、高

精地图、5G通讯等技术，实现露天矿无人驾驶智

能调度系统等。

3）传统的煤矿生产管理信息系统逐渐升级为

智能化分析决策时空大数据平台，并在煤矿安全、

生产、管理及决策中的作用将日益凸显。当前，

矿山安全管理领域还处于数据采集和简单的分析，

安全监控系统及其监测联网已经相当普遍，但是

分布式协同一张图、智能视频分析、设备故障诊

断、灾害预测预警等还正处于探索阶段[9-12]。在智

慧矿山阶段，基于云计算、大数据和数据挖掘技

术，能够实现高效、快速、精准的时空数据挖掘

与分析，服务于煤矿于安全生产和管理决策。将

互联网企业的新技术逐渐下沉到传统矿山信息化

行业，为矿山信息化技术创新带来了新的契机。

4）大中型煤炭企业在管理上逐渐推行实行首

席信息官 （CIO） 机制。以信息技术部门为支撑，

以业务应用部门信息化实施、运行为主体，专兼

职相结合的信息化管理体系。大部分煤炭企业信

息化管理人员主要依托机电部门发展而来。

1.3 智慧矿山建设存在问题

普遍认为，国内煤炭行业处于智慧矿山的初

级阶段（或者称为智能矿山）。近几年来，我国一

些大型煤炭集团的智慧矿山建设已经显现了可喜

的成果，但在实际发展中，还存在一定的问题。

1）对智慧矿山的概念理解不够清晰。智慧矿

山并非是一个学术名词，也并非是一个标准规范，

不应该是一个大干快上的信息化项目，可以看作

一个国家能源战略，或者说一个美好的愿景。和

数字地球、智慧城市这些概念类似，智慧矿山建

设是国家推进煤矿产业升级的一个战略举措，是

实现煤矿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智慧矿山

的建设过程就是通过推广和应用信息技术和智能

技术，达到全面提高企业发展与管理水平、经济

效率、企业竞争力和人们生活生态环境高质量发

展的过程，是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变的过程。

2）智慧矿山规划建设过粗质量不高。智慧矿

山建设首先要在充分调研和讨论的基础上开展规

划和实施，重点探索从数字矿山粗放型 IT技术堆

积模式到智慧矿山精明增长的规划建设模式转变。

数字矿山建设已经搭建了很多自动化和信息化系

统，形成了较为统一的认识，但是很多信息化系

统建设还处于各自为战的状态，整体共享互利性

较差。智慧矿山建设的模式和思路，还缺乏充分

的碰撞和讨论，在智慧矿山建设中还存在一些技

术堆积、照搬挪用、重复建设、形象工程等问题。

3）智慧矿山建设需要因地制宜协调发展。智

慧矿山并没有统一的建设模式，煤炭行业信息化

建设区域发展不平衡，数字鸿沟依然较大[13]。不同

地区煤炭资源开采条件差异较大，导致自动化、

信息化水平参差不齐。陕北、神东基地等大型煤

炭基地具有良好的地质条件，产量高、煤质条件

好，具备了较好的智能化开采条件。而在东北、

四川、山西等老矿区，地质条件复杂，深部开采

导致矿井灾害频发。因此在落实智慧矿山建设过

程中，需要酌情考虑并制定各具特色的建设方案，

积极探索适宜的、具有特色的建设模式。

4）智慧矿山建设技术尚不成熟，建设模式较

为单一。与其他行业相比，矿山行业属于传统资

源型行业，人才和技术储备相对薄弱，生产环境

复杂多变，因此矿山信息技术研发和服务主要受

到政策和需求牵引。2019年以来，各级政府和企

业对于无人化开采、智能化改造、智能化装备等

异常重视，智慧矿山建设得到了迅速而强有力的

推进，矿山企业对智慧矿山的需求非常旺盛，这

些迫切的现场需求超过了矿山 IT企业储备的技术

研发服务能力，在智慧矿山项目实施过程中，存

在“概念大于应用、需求倒逼技术”的现象。此

外，在智慧矿山建设中多方在知识产权划分上还

不够清晰。最后由于存在较高的专业壁垒，因此

在吸引互联网等新兴 IT企业及社会力量参与建设

方面还比较缓慢。近年来，针对上述问题，煤炭

生产企业、科研院所、科技企业纷纷成立了战略

联盟和学术团体，也积极邀请了华为、腾讯等互

联网企业加入智慧矿山技术研发和应用中，取得

了一定的进展。

2 高质量发展蓝图设计及技术路径

针对智慧矿山发展中存在的概念不清、规划

质量不高、数字鸿沟和技术尚不成熟等问题，本

文提出了智慧矿山高质量发展的技术蓝图。在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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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上，以煤矿企业高质量发展为导向，从生

产、生活、绿色生态建设多个维度探索，以技术

升级示范为主线，提出未来 15年内智慧矿山高质

量发展的阶段划分、定位及总体战略蓝图。以

2025年、2030年和 2035年为主要节点，分 3个阶

段规划发展新一代绿色智慧矿区建设。 绿色智慧

矿区高质量发展总体目标与蓝图，如图1所示。

图1 绿色智慧矿区高质量发展总体目标与蓝图

2.1 第一阶段：基础建设阶段

目标：利用 5年时间，开展国内外调研、顶层

设计、基础设施建设等，加大矿山信息化投资力

度，初步构建与煤炭资源条件相适应的智慧矿山

IT基础设施和重点系统建设。

途径：①开展顶层设计，在各类信息应用系

统的建设前充分规划其建设和运营的体制、机构

及机制，拓展智慧矿山的建设领域，增强智慧矿

山的应用场景，参考智慧城市等其他领域，从生

产、生活、生态多维度去衡量，分阶段分场景开

展技术研讨和应用，建立多种类型不同模式的智

慧矿山建设思路；②采用先进的 5G、WiFi6等无线

通讯、传感器等互联网技术、工业互联网技术，

实现矿山井上下、全矿区全覆盖网络的泛在网络

基础设施；③建设基于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的

企业级 IT基础设施，建立基于混合云的 IT业务架

构、技术架构、数据架构和应用架构，构建集团、

矿业公司、企业等多级大数据中心，建立分布式

大数据平台，提供煤矿多维多源数据转换工具、

数据质量评估、数据更新等功能，通过建立数据

的浏览、查询、统计报表等功能，实现对矿山大

数据分析数据的汇聚、统一管理、分析和可视化；

④因地制宜开展智慧矿山重点工程，开发和应用

矿山基础信息软硬件系统，包括实现地测、通风、

机电、调度、环境监测、人员定位、综合自动化

监控系统等生产智能化管理软硬件系统，夯实智

慧矿山信息技术基础。

2.2 第二阶段：融合创新建设阶段

目标：利用 5年时间，以人为本，挖掘智慧矿

山建设的特色应用。搭建公共服务平台、融合服

务平台、创新服务平台，深化智能化生产、智慧

生活、智慧生态多方面创新应用。横向上，全面

提升煤矿及其园区的信息化应用的质量和数量，

在与“人”相关的矿山安全、管理、运销、决策、

交通、环境、生态等方面具有更加创新的应用。

纵向上，结合 AI、大数据、区块链等先进技术，

开展专题应用。

途径：①围绕矿山安全生产的核心业务，基

于 IT基础设施构建面向企业的“应用与数据集成

平台”，实现专业应用系统云上应用，建立统一的

设备信息集成、数据集成、系统集成，能够支持

多种数据源（文本、消息、API、关系型数据和非

关系型数据等） 之间的灵活、快速、无侵入式的

数据集成，实现企业与外部协作单位的数据和消

息交换，实现矿山核心多业务系统的融合互通；

②进一步突破精准探测与透明地质、工业机器人

与AI、少人/无人开采、精确地图与地下导航、智

能调度控制、智能物流、设备故障智能诊断、绿

色开采、环境监测与生态修复等技术难题，深化

智慧矿山专业领域应用；③通过数据汇聚，挖掘

各类创新应用，实现对传统业务进行创新或者变

革，提高安全生产决策支持水平，如通过多专业大

数据的数据挖掘，实现生产效能评估、职业风险健

康评估、经营决策分析等；④充分利用矿山资源、

生态、环境、消费等大数据，综合分析和模拟矿区

与生态资源的利用过程，从物资流、能源流、消费

流等角度评价生产空间、生活空间和生态空间格局

的社会与环境效应，响应国家对生态文明建设、新

型城镇化等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为建设高质量矿区

建设提供决策依据，为企业内部和周边地区提供远

程医疗、远程教育、生态文明建设等。

2.3 第三阶段：成熟开放建设阶段

目标：依托智慧矿山高科技信息化技术，用

矿山的资源技术优势换取人才和知识优势，用高

科技人才支撑矿山企业长久的高质量发展，摆脱

传统的煤炭资源型发展模式，打造以信息服务业

为核心的产业结构，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改造。

途径：①基于智慧矿山建设成果，提出更高

标准的系统和数据共享策略，实现更广泛的数据

互通互联，使得矿山的生产和消费更集中、更大

规模、更社会化和更高的生产效率；②通过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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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山形成新兴信息服务业，能够独立运行并实现

战略对接与技术输出。对内可以将智慧矿山建设

模式输出到新疆等西部新的能源基地，对外可以

将成熟的建设模式输出到“一带一路”沿线资源

丰富的国家，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国家能源发展

战略，形成各具特色的智慧矿山建设品牌，实现

矿山行业的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

3 结 语

智慧矿山高质量发展的内涵是“发展、人才

和创新”，也就是更多的依靠科技创新，更多依靠

劳动力素质提高，更多依靠内生动力的提升。基

于本文提出的一些理解，对智慧矿山高质量发展

提出以下3点政策建议。

3.1 着力培养矿山高素质人才

中国经济正在从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转变。

未来智慧矿山需要一群高素质的管理者和技术开

拓者。在产业结构面临转型升级的今天，人才与

创新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智慧矿山建设

需要优秀的复合型人才，突破智慧矿山的核心技

术，释放出技术创新的大量价值，煤炭企业也能

成为人人羡慕的高新技术企业。只有这样才能够

激发优秀的青年人的潜力，使之成为智慧矿山长

久发展的主力军。优秀人才将科学、智慧的能量

注入产业发展内核，助力产业高效升级，加速智

慧产业生态链的形成，为新型智慧矿山建设提供

万亿级大产业支撑。

3.2 着力打造矿山企业创新发展模式

除了技术上的创新，智慧矿山建设更重要的

是通过不断摸索，创新煤炭企业管理模式，形成

更加符合企业特点的高质量发展的管理模式，核

心问题在于瞄准制约企业发展的管理制度难点，

打破机制、体制等深层次问题；引入市场化基金

如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等支持矿区能源技术

创新，强化对能源技术创新成果转化的激励，激

发中小型矿山信息服务企业活力；在资金和政策

的保障下，构建智慧矿山创新孵化平台，邀请国

内外领先的信息化科研机构，如德国、澳大利亚、

美国等地的科研机构，形成具有活力的产业集群，

打造工业制造与互联网结合的生态圈，将“智能+”
或者“互联网+”的模式逐步下沉到传统的矿山开

采行业，实现矿山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新模式。

3.3 建立完善的智慧矿山诊断和评估体系

智慧矿山并非是云计算、物联网、虚拟现实、

大数据等技术的简单堆积，而是如何采用这些技

术手段解决资源型企业、资源型区域的高质量发

展问题。政策引导方面要注意不追求和炒作信息

化的概念，而应该注重先进性和实用性。建立完

善的信息化管理、诊断和评估体系，明确监测与

评价指标，对各个企业的信息共享与应用成熟度

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估。

我国智慧矿山建设的不断推进，未来 15～30
年的发展，在工业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

智能、无人或少人开采等技术支撑下，新一代信

息技术在矿区建设领域的应用会产生巨大的引领

效果，甚至发生颠覆性的变革，煤炭企业必将实

现以信息化为核心的绿色智慧矿区高质量发展，

服务于全国甚至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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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煤炭是我国重要的基础能源，在国内生产和

能源消费中占重要地位。新疆地域辽阔，能源资

源蕴藏丰富。煤炭资源查明保有储量3 915亿 t，占

全国的 24.5%，煤炭远景储量 2.19万亿 t，约占全

国资源总量的 40%，是我国煤炭资源最丰富的地

区[1]。

受益于丰富的矿产资源，新疆已成为国家重

要的能源生产加工和储备基地。2017年 7月，经国

家能源局批复同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

印发实施《新疆能源综合改革试点方案》，新疆成

为全国首个开展能源综合改革试点的省区。在国

家政策的支持和鼓励下，新疆大力实施优势资源

转换和大企业大集团战略，全国煤炭百强企业、

煤炭产量 50强企业中，分别有 30家和 20家到新疆

发展，已投入生产的企业有 17家，约占全区煤炭

总产量的60%。神华、潞安、新汶、徐矿、特变和

广汇等大型企业集团发展迅速，成为新疆煤炭开

发建设的主导力量，对推动新疆煤炭工业快速、

科学发展具有积极意义[2-3]。

1 新疆煤炭资源的分布及特点

1.1 煤炭资源储量丰富

截至 2016年年底，全疆煤炭查明保有资源储

量 3 915亿 t，占全国的 24.5%，仅次于内蒙古排全

国第 2位，资源优势突出。与 2010年相比，保有

查明资源储量增加 1 313 亿 t，占全国增量的

66.8%。根据全国第三次煤炭资源预测与评价成

果，新疆煤炭资源总量 2.19万亿 t，约占全国资源

新疆煤炭及煤化工产业发展现状与趋势分析

孙海勇 1，杨 芊 2，樊金璐 3

（1.中煤科工清洁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100013；2. 中国煤炭加工利用协会，北京 100013；3.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综合

研究所，北京 100033）

摘 要：煤炭是我国重要的基础能源，在国内生产和能源消费中占重要地位。新疆地域辽阔，能源

资源蕴藏丰富。煤化工产业作为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的重要途径，新疆地区煤化工产业发展迅速。梳

理了新疆煤炭能源资源禀赋和产业的发展现状，分别对新疆煤炭资源分布、煤种及煤质特点、生产

及建设规模，煤化工项目的生产、建设及分布情况进行了分析，并介绍了重点企业在区内的产业布

局，分析了新疆地区煤炭及煤化工产业发展现状及发展趋势。

关键词：煤炭储量；煤炭产能；煤化工；产业分布；新疆

中图分类号：F416.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9605（2020） 02－0057－05

基金项目：中国煤炭科工集团有限公司科技创新创业资金专项项

目（2018-2-MS032；2019-QN008）

Development status and trend analysis of Xinjiang coal and coal chemical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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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oal is an important basic energy source in China an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domestic production and energy
consumption. Xinjiang has a vast territory and abundant energy resources. The coal chemical industry is an important way for
the clean and efficient use of coal. The coal chemical industry in Xinjiang has developed rapidly. The status of coal energy re⁃
source endowment and industry development in Xinjiang is sorted out，and the distribution of coal resources，coal types and
coal quality characteristics，production and construction scale，and the production，construc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coal chemi⁃
cal projects in Xinjiang are analyzed. The industrial layout of key enterprises in the area was also introduced，and the devel⁃
opment status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coal and coal chemical industry in Xinjiang were analyzed.
Key words：coal reserves；coal production capacity；coal chemical industry；industrial distribution；Xinj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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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量的40%，是我国煤炭资源最丰富的地区。我国

主要地区查明煤炭资源储量[4]，见表1。
表1 我国主要地区查明煤炭资源储量 亿t

1.2 煤炭埋深较浅，开采成本较低

新疆煤炭资源的埋深较浅，地质构造较为简

单，开发条件良好，开采成本低。300 m以浅煤炭

预测资源量达到 2 497亿 t，占全疆 1 000 m以浅预

测总量的 20%[5]。新疆煤炭资源具有煤层厚度大、

煤层多、单位面积产能高、地质构造简单、瓦斯

等有害气体含量低、地下水少等特点，适合建设

大型、特大型现代化安全高效矿井（露天），资源

优势突出，开采成本低。新疆不同垂深煤炭资源

分布，见表2。
表2 新疆不同垂深煤炭资源分布

1.3 煤种齐全，煤质较好

新疆煤种比较齐全，主要以中低变质的长焰

煤、不粘结煤和弱粘结煤为主，其次为中变质的

气煤、肥煤和焦煤，占资源总量的 80.9%，总体上

具有低灰、特低硫、特低磷、高中发热量的特点，

是优质动力煤和化工原料煤，有适合远距离输送

的资源条件，分布在准噶尔、吐哈和伊犁地区平

原地带；炼焦用煤次之，占预测总储量的 19.0%，

主要分布在天山北坡的准南煤田和南坡的库拜煤

田；贫煤、无烟煤、褐煤很少，仅占 0.1%。需要

特别指出的是，三塘湖、淖毛湖、黑山、克（布）

尔碱等矿区大部分煤炭资源含油率在 10%以上，

是全国少有的富油煤资源。根据 2016年全国矿产

资源储量通报数据，新疆动力煤资源储量占煤炭

查明保有资源储量的96%。新疆部分矿区煤种煤质

情况，见表3。
表3 新疆部分矿区煤种煤质情况

1.4 煤炭资源分布“北富南贫”

新疆含煤面积广，“北富南贫”区域分布特征

突出。新疆煤炭资源主要分布在准噶尔盆地东南

部、伊犁盆地、吐哈盆地和塔里木盆地北缘一带，

具体可分为准噶尔—北天山、西南天山、塔里木

三大含煤区，下辖 13个煤田和 53个煤产地[6]。其

中，98%的煤炭资源分布于北疆，南疆四地州（阿

克苏、喀什、克州、和田） 煤炭资源仅占新疆煤

炭资源总量的 2%，而且主要集中在阿克苏地区。

新疆主要煤田情况，见表4。
2 新疆煤炭生产建设规模及布局

2.1 新疆煤炭生产建设规模

在煤炭发展规模上，截至 2018年年底，国家

能源局公告的新疆煤炭生产产能约 1.68亿 t/a，占

全国总产能的 4.75%，另外在建产能 2 465万 t[7]。
近年来，煤矿落后产能的关闭退出，新疆持证煤

矿平均单井规模已提高至 178万 t/a。2017—2019
年新疆地区新核准产能 0.94亿 t，见表 5。2016—

预测深度

300 m以浅

300~600 m
600~1 000 m

全疆1 000 m以浅统计

预测资源量/亿 t
2 497
3 833
6 439
12 769

占预测总量的比重/%
19.56
30.02
50.43
100

地区

吐哈

地区

准东

地区

伊犁

地区

部分矿区

三道岭

巴里坤

大南湖

大井

五彩湾

西黑山

伊宁

尼勒克

煤种煤质

以低灰、特低硫、特低磷、中高挥发分、高

热值等特性的不粘煤为主，属优质动力用煤

西区以低中灰、特低硫、高发热量的长焰煤

为主，中、东区以低中灰、特低硫、高发热量

气煤为主

总体上是低灰、高挥发分、低硫、低磷、中

高热值、含油的长焰煤，是优质的动力用煤和

气化用煤

以低灰、中高挥发分、特低硫、低磷、中高

热值、化学活性强的不粘煤、长焰煤为主，是

良好的动力用煤和气化用煤

以低中灰、特低硫、低磷、中高挥发分、高

发热量、化学活性强的不粘煤为主，是良好的

动力用煤和气化用煤

以低灰、特低硫、低磷、中高挥发分、高发

热量、富油、化学活性强的不粘煤为主，是优

质的气化、煤化工原料

以低中灰、特低硫、低磷、特高发热量的长

焰煤为主，属含油煤，是优质的动力、气化、

液化用煤

以低中灰、特低硫、高发热量的长焰煤和不

粘煤为主，是良好的动力用煤

地区

全国

新疆

内蒙古

陕西

甘肃

宁夏

查明保有资源量

15 980
3 915
4 174
1 639
300
329

资源量

13 488
3 753
3 663
1 477
272
292

基础储量

2 492
162
510
163
27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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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新疆主要煤田情况

2018年，新疆累计关闭退出煤矿 157处，化解煤炭

过剩产能 1 899万 t/a，提前超额完成国家对新疆

“十三五”煤炭去产能目标任务，大中型煤矿数量

占比由原先的 30%左右提高到了 96%，产能占比

由原先的 50%左右提高到了 99%。在煤炭产量上，

经过多年的快速发展，新疆煤炭产量大幅提升。

2019年，全区煤炭产量达到 2.38亿 t，较 2018年增

长 24.9%，较 2010年增加了约 1.4亿 t，年均增幅达

到10%。新疆煤炭产量变化趋势[8]，如图1所示。

图1 新疆煤炭产量变化趋势

2.2 煤炭产业布局

煤炭生产主要集中东疆的准东和哈密。2016
年新疆煤炭产量达到 1 000万 t以上的地州 5个，分

别是准东地区的昌吉，吐哈地区的哈密、吐鲁番，

伊犁州和库拜地区的阿克苏，共 1.39亿 t，占全区

的 86.3%。东疆的准东和吐哈两个地区的煤炭产量

占到全区的 3/4左右。新疆煤炭产业布局，如图 2
所示。

表5 2017—2019年新疆地区新核准煤炭产能

图2 新疆煤炭产业布局

3 新疆煤化工产业进入战略发展期

煤化工产业作为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的重要途

径，随着国家大力支持，产业正步入战略发展期，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合计

年份

2017

2018

2019

煤矿名称

新疆大南湖矿区西区大南湖五号煤矿

新疆阿艾矿区大平滩煤矿

新疆准东西黑山矿区西黑山露天煤矿一期

新疆将军戈壁二号露天煤矿

新疆大南湖矿区西区大南湖七号煤矿

拜城矿区阿尔格敏露天煤矿项目

巴里坤矿区别斯库都克露天煤矿一期

巴里坤矿区吉郎德露天煤矿一期工程

淖毛湖矿区兴盛露天煤矿一期

三道岭矿区砂墩子煤矿一期

伊宁矿区北区二号露天煤矿一期

黑山矿区黑山露天煤矿一期工程

和什托洛盖矿区沙吉海一号煤矿

伊宁矿区北区伊犁四号煤矿

大南湖矿区西区二号露天煤矿一期

准东五彩湾矿区一号露天煤矿一期

准东西黑山矿区中联润世露天煤矿一期

白杨河矿区苇子沟煤矿一期

准东五彩湾矿区二号露天矿一期

和什托洛盖矿区红山煤矿

准东五彩湾矿区一号井一期

三塘湖矿区石头梅一号露天矿一期

规模/
（万 t · a-1）

400
240
400
1 000
600
120
200
200
300
300
400
400
500
600
600
700
400
240
400
300
600
500
9 400

序号

1

2

3

地区

准噶

尔

吐哈

伊犁

煤田情况

有 5个煤田，分别是塔城地区的

托里—和什托洛盖煤田、 阿勒泰

地区的喀木斯特煤田、昌吉州的准

东煤田，跨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和

塔城地区的准南煤田

有 10个煤田，其中，哈密地区 5
个煤田，分别为淖毛湖、三塘湖、

巴里坤、哈密和大南湖—梧桐窝子

煤田；吐鲁番地区 4个煤田，分别

是吐鲁番、托克逊、鄯善和库米什

煤田；跨哈密和吐鲁番地区的沙尔

湖煤田

有 3个煤田，分别是伊宁、尼勒

克和昭苏—特克斯煤田

资源量

煤 田 垂 深

2 000 m以浅的煤

炭资源总量 6 676
亿 t， 占 全 疆 的

30.5%

主要煤田垂深

2 000 m以浅的煤

炭资源总量 6 177
亿 t， 占 全 疆 的

28.2%

垂 深 2 000 m
以浅的煤炭资源

总 量 2 922 亿 t，
占全疆的13.3%

孙海勇等：新疆煤炭及煤化工产业发展现状与趋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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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批现代大型煤化工项目取得路条并有序推进，

正逐步建设煤制天然气、煤制烯烃、煤制油、煤

制二甲醚、煤制乙二醇以及煤炭分质利用等特色

现代煤化工产业集群；传统煤化工加快结构升级

和产业延伸，形成焦化、电石、合成氨/尿素、甲

醇四大传统煤化工产业链，产业发展已具备一定

基础和规模[9]。
新疆地区基本形成“一带九园”的总体格局，

其中准东煤化工园区、将军庙煤化工园区、阜康

重化工园区，形成天山北坡煤化工产业带。伊利

煤化工园区、克拉玛依石油石化工业园区、哈密

工业园区、库车化工园区、拜城重化工园区以及

托克逊重化工园区等处于建设阶段[10]。
截至 2019年年底，新疆庆华煤制气项目、新

疆广汇煤制甲醇/二甲醚项目、神华煤制烯烃项目

等项目已投产运行，新疆新天年产 20亿m3煤制天

然气项目试车成功，新疆国泰新华煤制烯烃项目

（一期）已完成建设，新疆庆华能源耦合聚烯烃项

目确定工艺路线，中泰化学 180万 t煤制甲醇及 60
万 t烯烃项目选址完成，新疆中烯环保 3 000万 t/a
低阶煤分级分质清洁高效转化利用、300万 t/a煤焦

油加氢项目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公示，中泰集团 400

万 t/a油煤共炼正开展前期工作。新疆重点打造准

东、伊犁河谷、吐哈、库拜、和克五大煤化工基

地和甘泉堡-石河子、巴州两大煤化工集聚区。新

疆煤化工生产基地产业发展方向，见表6。
根据中国工程院预测，“十四五”期间，预计

新增煤制天然气 100亿m3、煤制油 100万 t，煤制

烯烃（或芳烃）120万 t、煤炭分级分质利用800万 t。
新疆地区重点煤化工项目，见表7。
4 结 语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处亚欧大陆腹地，国内

与西藏、青海、甘肃等省区相邻，周边依次与蒙

古、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

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 8个国家接壤，

陆地边境线 5 600多公里，在历史上是古丝绸之路

的重要通道，现在是第二座“亚欧大陆桥”的必

经之地，战略位置十分重要。

2018年 2月，新疆发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

区能源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明确了新疆

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能源发展总体思路、实施

重点及相应保障措施。未来新疆将建成国家三大

能源基地。《规划》提出利用新疆能源资源优势和

表6 新疆煤化工生产基地产业发展方向

序号

1

2

3

4

5

6

7

基地

准东

伊犁河谷

吐哈

库拜

和克

甘泉堡-石河子

巴州

发展方向

重点发展煤制天然气、煤制油、煤炭分质分级综合利用、煤制烯烃

等项目，建设国家煤制烯烃、天然气、煤炭分质综合利用、煤制重要

化学品综合示范基地，实现煤制重要化学品产业链集群发展

重点发展煤制天然气、煤制油和煤制聚酯项目，建设国家煤制烯

烃、天然气示范基地和煤制重要化学品示范区，形成煤-甲醇-烯烃下

游产品及其精细化学品产业链

重点发展煤炭分质综合利用、煤制甲醇项目，利用哈密地区富油煤

进行中温煤焦油加氢，打造煤制超清洁油品、煤炭分级分质利用示范

区，形成煤分质清洁高效利用-焦油加氢-焦粉气化及下游产品煤化工

产业链和集群

重点延伸煤-焦-电-化-盐化工项目及下游副产品加工，集中发展焦

油加工，开展焦炉煤气制氢、LNG/天然气/甲醇/烯烃/MTG等精细化工

品项目延伸下游产业链，力争在与石化、纺织产业融合发展取得突破

重点发展煤炭分质综合利用项目、煤制天然气项目。将和克基地建

成大型煤炭开采及煤炭分质清洁高效转化一体化基地和与石油化工行

业融合发展的综合实验区

重点加快现有已布局的煤化工项目建设，延伸下游产业链条，生产

高附加的精细化学品，提高产品附加值

重点进行煤化工与天然气、石化耦合嫁接，重点发展煤制乙二醇、

煤制甲醇/甲醛、煤制BDO等

2020年发展目标

煤制天然气产能达 20亿Nm3/a、煤制

烯烃产能达 128万 t /a、煤制油产能达

200万 t/a、煤炭分质分级综合利用1 000
万 t/a

煤制天然气产能达 60亿Nm3/a、煤制

油产能达 100万 t/a、煤炭分质分级综合

利用500万 t/a

煤制甲醇产能达 120万 t/a、煤炭分质

分级综合利用2 000万 t/a

煤制 1，4-丁二醇（BDO）产能达 10
万 t/a、焦油加氢处理能力达100万 t/a

煤制天然气产能达 20亿Nm3/a、煤制

烯烃产能达 60万 t/a、煤炭分质分级综

合利用500万 t/a
煤化工产业与石化、化纤等关联产业

融合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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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进中亚——俄罗斯能源资源地缘优势，加快推

进大型煤炭、煤电、煤化工基地建设。

煤炭资源作为新疆最为重要的能源资源，其

远景储量占全国40%，具有开发条件好、成本低等

特点。2018年煤炭生产产能约 1.68亿 t/a，在建产

能 2 465万 t。2019年，全区煤炭产量达到了 2.38
亿 t，较 2018年增长 24.9%，在我国煤炭行业的地

位日趋重要，未来发展前景极为广阔。此外，新

疆煤化工进入战略发展期，一批现代大型煤化工

项目取得路条并有序推进，逐步形成煤制天然气、

煤制烯烃、煤制油以及煤炭分质利用等特色现代

煤化工产业集群；传统煤化工加快结构升级和产

业延伸，产业发展已具备一定基础和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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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煤制气

煤制烯烃

乙二醇

煤制油

煤制气

煤制烯烃

乙二醇

项目名称

新疆庆华伊犁55亿m3煤制气一期

新疆新天伊犁20亿m3煤制气

神华乌鲁木齐68万 t煤基新材料

新疆天业5万 t电石尾气制乙二醇

新疆天业二期20万 t煤制乙二醇

伊泰伊犁100万 t煤制油

伊泰华电甘泉堡200万 t煤制油

新疆庆华伊犁煤制气二期

苏新能源准东40亿m3煤制气

中煤伊犁60万 t煤制烯烃

新疆天业60万 t合成气制乙二醇

生产/建设企业

新疆庆华能源

伊犁新天煤化工

神华集团

新疆天业集团

新疆天智辰业

伊泰伊犁煤制油

伊泰华电

新疆庆华能源

苏新能源和丰

中煤能源伊犁

新疆天业

地点

伊犁

伊犁

乌鲁木齐

石河子

石河子

伊犁

乌鲁木齐

伊犁

昌吉

伊犁

石河子

产能

13.75亿m3/a
20亿m3/a
68万 t/a
5万 t/a
20万 t/a
100万 t/a
200万 t/a
41.25亿m3/a
40亿m3/a
60万 t/a
60万 t/a

产能情况

投产产能

投产产能

投产产能

投产产能

投产产能

在建产能

在建产能

在建产能

在建产能

在建产能

在建产能

表7 新疆地区重点煤化工项目

孙海勇等：新疆煤炭及煤化工产业发展现状与趋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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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煤炭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特征及成效研究

袁显平，程路纯
（西安科技大学 管理学院，陕西 西安 710054）

摘 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煤炭企业供给侧改革的主要举措之一，利于优化公司治理结构及

提升绩效。应用描述统计与比较分析法，分析了山西煤炭企业混合所有制度改革的特征及成效。

研究发现，山西煤炭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具有“侧重资产证券化手段、注重资产投入、契约化管

理以及员工持股”等特征。同时，在股权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优化、“三去一降一补”、经营效益

与社会效益等方面，成效显著。

关键词：煤炭行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转型发展；山西省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9605（2020） 02－0062－08

0 引 言

煤炭是我国的基础能源和重要原料，在一次

能源生产与消费中长期占有绝对主体地位，是我

国经济的高速与中高速发展的最可靠支撑。山西

省煤炭资源丰富，是我国能源大省之一，原煤产

量长期位列全国首位。然而，山西煤炭行业 （企

业）长期存在高财务杠杆、股权集中、产业链短，

经营粗放与负担过重等诸多短板，导致发展过程

中存在不协调、不平衡、不充分与不可持续等诸

多问题。为适应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响

应国家国有企业 （以下简称“国企”） 混合所有

制改革 （以下简称“混改”） 相关政策要求，山

西煤炭行业 （企业） 正积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和“混改”，加速建设现代化煤炭经济体系。其

中，“混改”是深化国企改革的有力措施，旨在吸

引民营、外商、港澳台商与个人资本参与国企经

营，为国企注入新活力，对营造公平竞争环境，

持续提升国企竞争力，最终实现多赢。

国内学界近两年对煤炭企业“混改”相关主

题进行了相应研究。姚立根[1]等提出煤炭企业要通

过“混改”，将生态环境约束、去产能转变为煤炭

企业加快转型升级、实施绿色可持续发展的推动

力。张玉东[2]表明煤炭企业深化国企改革是解危脱

困的必然选择，郑煤集团改革通过纵深推进，生

产经营平稳运行，各类风险得到有效管控。武茜[3]

提出国有煤炭“混改”易流于形式，出现了国有

资产流失现象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缺失。马文章[4]

认为煤炭企业面临产业结构不够合理，多元化发

展吸引力不强以及资本市场不够完善，资本流动

不够充分等问题。郭锋[5]认为可以从推动煤炭企业
基金项目：陕西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重点学科研究计划（16JZ041）

A study on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effects of mixed ownership reform in Shanxi coal en⁃
terprises

Yuan Xianping，Cheng Luchun
（School of Management，Xi'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Xi'an 710054，China）

Abstract：The development of a mixed-ownership economy is one of the main measures for the supply-side reform of coal en⁃
terprises，which is conducive to optimizing the corporate governance structure and improving performance. Using the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 method，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 mixed ownership reform of Shanxi coal
enterprises are analyzed.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reform of mixed ownership in Shanxi coal enterprises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ocusing on asset securitization methods，focusing on asset investment，contractual management，and employee stock own⁃
ership”. At the same time，it has achieved remarkable results in the aspects of optimization of equity structure，optimiza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three removals，one reduction and one supplement"，operating benefits and social benefits.
Key words：coal industry；mixed ownership reform；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Shanxi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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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涉及资金、资本

涉及企业

涉及煤炭企业

第一批“腾笼换鸟”

340亿元

108项，包括电力、新材料、能源、煤炭、现代化工等

12项

第二批“腾笼换鸟”

20项

第三批“腾笼换鸟”

36项

拟公布第四批（包含部分前三批项目）

380亿元

132项，包括互联网、生态环保、金融

保险行业，也包括煤炭、化工、电力

不详

表1 山西国企“混改”项目概况

数据来源：山西资本圈。

多元化发展，加速转型与升级，多战略协同发展

以及加大对外开放力度 4个角度来实现“混改”的

目标。李烨[6]基于贵州省煤炭企业面临技术风险，

经营风险以及经济风险，认为贵州省可从拓宽融

资渠道，加强风险评估和吸引企业进入等角度进

行煤炭“混改”。

综上，由于国家 2016年才开启首批央企“混

改”试点，囿于案例和数据的可获性，相关研究

并不多，系统深入探讨“混改”特征与成效的研

究成果还匮乏。同时，山西是我国煤炭大省，煤

炭企业“混改”涉及面广且力度大。为此，本文

聚焦于山西煤炭企业“混改”，拟深入系统探讨其

特征及成效，以期为政府及煤炭企业有关“混改”

相关政策与决策制定提供参考与借鉴。

1 山西煤炭企业“混改”概况及特征

1.1 山西煤炭企业“混改”概况

“混改”是近些年国企改革热点，2016年我国

启动实施了第一批央企“混改”试点，9家央企入

围，随后实施了第二批和第三批央企“混改”试

点，分别有 10家和 31家央企入围，第四批央企

“混改”试点已通过审议。为适应新时代经济高质

量发展要求，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山西也积

极推进“混改”。2017年 11月 27日山西国资委发

布《关于第一批腾笼换鸟项目的通告》，12个项目

入围。2018年初又推出了第二批“腾笼换鸟”项

目，涉及 41个项目，资产总额达 710.15亿元。

2018年 11月发布 108个混改项目，涉及资金 340亿
元。2019年 9月山西省国资委官网对外发布省属企

业子公司混改项目名录，涉及 22家省属国企 132
个项目，涉及资金 380亿元 （包含部分一、二批

“腾笼换鸟”项目）。其中部分为此前披露的两批

“腾笼换鸟”项目，包括股权全部出让、控股权出

让以及仅保留控股权等多种形式，涉及多个产业，

具体见表1。
山西省是我国能源大省，山西省煤炭进行混

合所有制改革的企业占全省混改企业比重达到

62%。近三批的煤炭“混改”均为七大煤炭集团下

属子公司所开展，其中晋煤集团“腾笼换鸟”项

目达 21项，晋能集团有 10个项目，山煤集团“混

改”包含 11个项目，潞安集团涉列 9个项目，同

煤集团、阳煤集团以及焦煤集团分别涉及 3个、9
个、5个项目。两批“腾笼换鸟”68个煤炭项目大

多为集团下属子公司对自身所持有股份的部分或

全部转让，有部分企业进行了增资扩股的方式进

行“混改”，具体见表2。
表2 煤炭企业涉及“混改”项目

资料来源：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分解下达 2019年煤

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目标任务的通知》。

1.2 山西煤炭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特征

据统计，我国钢铁企业、通讯企业等大多采

用资产证券化、股份改制、多种经济形式交叉持

股以及员工持股制度等多种方式发展混合所有制

改革。山西省煤炭企业具有其特殊性，通过研究

发现山西煤炭企业“混改”具有以资产证券化为

主要手段、注重资产注入、契约化管理，以及员

工持股等特征。

1.2.1 以资产证券化为主要手段

通过研究发现，山西省煤炭企业混改中各集

团呈现出资产证券化率偏低的问题，见表 3，因此

需借用资本市场实现高质量发展，加快山西煤炭

资产证券化步伐。截至 2019年 6月，以煤炭为主

业的净资产作为出资，联合央企、地方国企、民

营企业作为战略投资者，组建山西煤业股份有限

公司，例如西山煤电、阳泉煤业、山煤国际、阳

煤化工、山西焦化等煤炭企业陆续上市实现了

项目

第一批“腾笼换鸟”

第二批“腾笼换鸟”

第三批“腾笼换鸟”

转让股权

项目/个
12
20
26

转让股权

比例/%
3.02~100
9~85

2.22~100

增资扩股

项目/个

10

增资扩股

比例/%

1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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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的战略，意味着将快速提升各煤炭

企业的资产证券化率。

表3 2017年、2018年七大煤炭集团资产证券化率与未上

市率 %

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据数据显示，山煤集团为七大煤炭集团中资

产证券化利用最高的集团，资产证券化率高达

57%，除晋煤集团和晋能集团该项比率只有 5%左，

其余几大集团资产证券化率均在 20%~30%。七大

煤炭集团 2018年资产证券化率较 2017年相比均有

上涨，涨幅在 0.5%~5%，但仍有大量煤炭可实现

资产证券化，资产证券化力度还需加大。

1.2.2 注重资产投入

山西七大煤炭集团下属子公司呈现数量过多、

资源分散的特点，导致集团效益增长缓慢，鉴于

此，煤炭企业“混改”需将下属优质企业资产注

入到大集团中，进而增强集团的整体运营能力。

潞安环能收购潞安集团慈林山煤业 100%的股权，

该举措使得潞安环能在产产能增加13%，慈林山煤

业的注入，逐步解决与控股股东潞安集团的潜在

同业竞争问题，加快公司煤焦产业发展，扩增公

司煤炭产业规模，做优做强公司煤焦主业；阳煤

化工收购阳煤集团寿阳化工有限公司 100%股权，

增强了企业的盈利性基础和持续发展能力，为股

东创造更大的价值；山煤国际完成河曲露天矿51%
股权的收购，提升煤炭开采业务能力，增厚公司

业绩；山西焦化收购中煤华晋 49%股权，公司在

2018年底资产负债率为 76.29%，在本次交易完成

后，公司总资产为 177.58亿元，总负债 90.95亿
元，资产负债率下降至 51.22%，并且收购中煤华

晋会进一步提升原材料供应能力；西山煤电以 12.8
亿元取得山西西山晋兴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10%股

权，收购 10%股权后控股比例达到 90%，权益产

能增加为150万 t/a，占公司在产总产能2 590万 t的
5.7%。七大煤炭集团通过收购二、三级子公司的

优质资产，将集团整合为“大集团小公司”模式。

1.2.3 注重契约化管理

契约化管理是山西国企混改重点关注的内容，

七大煤炭集团全面打破传统考核模式，推动各企

业加速转型。山煤集团在混改中推进契约化管理，

进一步引深管理会计运用，建立煤矿成本管理模

型，企业管理向精细化、精益化转变。焦煤集团

大力倡导省、中央的指示，按照“一矿一策”“一

厂一策”的原则，建立以安全、利润、转岗分流、

改革改制成效等指标为主的考核体系，各部门自

主经营，做到创收增效。晋煤集团不断强化内部

成本管控，大力开展节支降耗活动，坚持“以销

促产”，修订和完善产品销售政策，进一步加强同

相关煤炭企业的互惠合作。同煤集团以“控制成

本、控制资金”为主体，强化经营管控，强化源

头控制和过程监管，严控成本增量和严格计划管

理。潞安集团则严格按照“精益化管理、精细化

操作、精准化管控”理念，确保系统最优、矿井

布局合理，实现正规有序和高效生产。阳煤集团

采取了不断革新煤矿管控的模式，建立以效益效

率为导向的激励约束机制，强化现场管控，增强

自主经营意识。

1.2.4 实施企业员工持股

据山西焦煤集团公布的混改方案来看，其混

改的具体措施包括了实行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

股。已有多个省份推进员工持股试点工作，如山

东省出台鼓励省属国有企业新上项目所在项目团

队开展员工持股试点；北京市颁布员工出资方式

包括可货币、科技成果入股单一员工持股不得超

1%的政策等。其余煤炭企业也在积极推行员工

持股计划，以此激发员工的主人翁意识。

2 山西煤炭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成效分析

煤炭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其目的在于盘活

国有资本，提升经营效率；利于多种所有制经济

融合，进一步激活非国有资本以及实现市场化条

件下煤炭企业的盈利能力，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

自 2017年山西煤炭企业积极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

以来，成效如何？是否达成了预期目标？有必要

研究确定。鉴于此，以下从股权结构优化、产业

结构优化、“三去一降一补”、经营效益与社会效

煤炭集团

焦煤集团

潞安集团

同煤集团

阳煤集团

山煤集团

晋煤集团

晋能集团

2018年七大煤炭集团

资产证券

化率

25
27
23
39
57
3
5

集团未上市

资产率

75
73
77
61
43
97
95

2017年七大煤炭集团

资产证券

化率

20
23
19
36
49
2.50
3

集团未上市

资产率

80
77
81
64
51
97.50
97

64



2020年第2期

益等视角，分析山西煤炭企业“混改”成效。

2.1 加快低效、无效资产退出，优化产业结构

据统计，山西国资委“腾笼换鸟”第一批共

有 12个项目，拟转让国企股权均为焦煤集团、阳

煤集团、潞安集团、晋能集团和晋煤集团五大煤

企旗下资产，其中包括全资国企全部或部分股权

出让、所持国企控股权或部分股权的全部出让。

焦煤集团转让焦化公司持有西安南风牙膏

100%的股权，截至 2017年 6月底，西安南风资产

总额 1 324.89 万元，负债 4 633.73万元，净资

产-330 8.84万元，山西焦化转让之后由 2017年净

利润 7 578.89万元增长至 150 348.53万元，亏损业

务的剥离使得公司盈利能力持续增强；同煤集团

将大同煤矿集团阳高热电有限公司 51%的股权转

让，此次交易完成后公司获得 22 129.15万元转让

款，使企业 2017年实现营业收入 916 290.95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 23.97%，实现营业利润 202 068.32
万元，较2016年同期增长183.83%，有力的改善了

公司的资产状况；华昱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2014
—2016年企业经营净利润呈逐年下降的态势，在

2016年净利润更是达到-644.93万元，剥离此下属

公司对晋煤集团提高盈利能力影响重大。对于五

大煤炭企业旗下股权部分转让或全部转让的 12个
项目均加快了低效、无效的资产退出，盘活了优

质资产的运用，使产业结构达到最优。

在第一批混改企业的成功示范中，第二、三

批混改企业进一步加大了产业结构优化的步伐。

第二批拟转让的煤炭项目共计 20项，第三批涉及

煤炭产业 36项。借鉴第一批混改剥离部分资产，

第二、三批混改加大股权转让力度，实现了将负

债率较高、营收能力差的企业剥离，进一步优化

了集团的产业结构。

2.2 股权结构得到优化

截至 2018年底，13家上市公司中的大部分公

司股权结构都发生了改变，见表 4，即除第一大股

东外的前十名股东持有的股权比例相对 2017年来

说在 2018年都有了一定的上涨趋势，“混改”之

前各集团公司“一股独大”的股权现象较为普

遍，股权集中度偏高，“混改”实施后公司中其

他法人股份甚至个人在公司中所占的比重上升，

表明企业意在实现股权分散，降低大股东控股比

例，将绝对控股变为相对控股，同时也增强了股

权的流动性。尽管从表中数据看到各企业股份增

长比例不是很大，大多涨幅仅为 0.5%~1.3%，但

仍能说明公司在混改下积极探索股权结构优化，

并初有成效。

表4 部分上市公司前10大其他法人及个人股份所占比重 %

数据来源：公司年报。

2.3 “三去一降一补”成效

2.3.1 坚决化解过剩产能，固定资产投资维持高位

根据煤炭网数据显示，“混改”中山西煤炭业

2017年退出落后产能 2 265万 t，2018年退出过剩

产能 2 300万 t。截至 2017年底，山西煤炭先进产

能达到3.96亿 t，占生产总能力的42%，同比提高6
个百分点；2018年底，山西煤炭先进产能为 5.82
亿 t，比 2017年底增加 1.86亿 t，同比提高 15个百

分点。其中七大煤炭集团在 2018年的先进产能为

3.91亿 t，占山西煤炭先进产能的 67.18%，比 2017
年底增加 0.89亿 t，增长 29%。2016—2018年山西

省煤炭企业共关闭 80座煤矿，在 2018年关闭 35煤
矿座，其中七大煤炭集团退出矿井 20座，占比

57%。2016—2018年共计去产能 6 920万 t，煤炭去

产能总量在全国各产煤省 （区） 排名第一。其中

2018年去产能 2 610万 t，同煤集团去产能完成 3处
煤矿、共 311万 t，去产能带动盈利明显改善，

2016—2018年煤炭业务收入由 591.89亿元上升至

780.58亿元，占比由 34.79%上升至 44.22%。同煤

集团受益于去产能推进，2016年中以来煤炭价格

企稳回升，毛利率由 2016年的 30.79%上升至 2017
年的 36.97%，2018年小幅下滑至 35.33%；焦煤集

团去产能完成 5处煤矿，退出产能 294万 t；晋煤集

团去产能达 205万 t；晋能集团、潞安集团、阳煤

集团分别关闭退出矿井 7座、3座和 2座，退出产

能为 475万 t、210万 t以及 130万 t。截至 2017年
底，山西省煤炭先进产能达到 3.96亿 t，占到生产

项目

南风化工

大同煤业

阳泉煤业

阳煤化工

山煤国际

蓝焰控股

通宝能源

山西路桥

漳泽电力

2017年
7.78
5.31
3.87
6.78
8.03
34.01
10.33
10.94
40.24

2018年
8.19
6.57
5.53
29.48
9.36
34.82
10.9
11.16
40.28

增长幅度

0.41
1.26
1.66
22.7
1.33
0.81
0.57
0.22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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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能力的42%，同比提高6个百分点。

截至2018年底，山西煤炭先进产能为5.82亿 t，
比 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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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七大煤

炭集团先进产能为 3.91亿 t，占山西煤炭先进产能

的 67.18%，比上年底增加 0.89亿 t，增长 29个百分

点，各期数据的增长表明混改之去产能的成效是

极其明显的。

山西七大煤炭集团作为主要煤炭产销基地，

支持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对保障全国能源安全稳

定供应和推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山西煤炭固定资产投资在 2010—2011年呈现出持

续增长的趋势（图 1），由于煤炭行业产能过剩及

去产能推进，2012年后投资所下降，但 2018年增

速已由负转正，随着优质产能替代落后产能，煤

炭采选业固定资产投资将维持高位，七大煤炭集

团煤炭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省固定资产投资的 83%
左右。

图1 七大煤炭集团固定资产投资

2.3.2 采用系列措施去杠杆，降低了资产负债率

降低企业杠杆成为煤炭混改工作的重点之

一。煤炭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较高，山西煤炭企业

由于负债压力较大，煤炭企业经营面临严重危

机，债务风险凸显。2015—2018年“混改”期

间，各企业积极采取增加自有资金、资产重估、

发行永续债等方式使七大煤炭集团的上市公司资

产负债率截至 2018年年末全部在 80%以下，且

部分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水平出现较为明显的下

降，具体见表 5，尤以山西焦化为例，其下降幅

度高达 24.07%。

2.3.3 加大研发创新，促进转型发展

山西煤炭企业长期以来的发展都以“粗放型”

的生产方式为主，只注重发展速度和经济效益，

不注重开采方式，对环境造成了严重的污染。“混

改”中 13家上市公司加大研发支出，加速了各企

业高效转型发展，见表6。

表5 上市公司2017—2018年资产负债率变动幅度 %

数据来源：公司年报。

表6 2017—2018年研发支出及其变动比例

数据来源：公司年报。

据数据显示，这 10家上市公司在 2018年的研

发支出均高于 2017年的研发支出。其中西山煤电

在“斜沟选煤厂智能化改造”项目上投入 6 880万
元，2018年研发投入金额共计 25 552.67万元，相

对于 2017 年研发投入金额 21 525.73 万元增长

18.71%。蓝颜控股则以“自主研发、创新驱动、

支撑生产、引领行业”为目标，依靠山西煤基重

点项目和山西省能源革命项目等 13个项目实施创

新驱动战略，增强企业转型升级的动力。山煤国

际以进军光伏作为转型方式，通过借助钧石能源

的设备和技术优势，来布局光伏异质结电池产业，

延伸了公司在能源领域产业链布局的战略行为。

漳泽电力在 2018年实施了 12个项目的研究开发，

项目

西山煤电

山西焦化

南风化工

大同煤业

漳泽电力

潞安环能

阳泉煤业

阳煤化工

太化股份

山煤国际

蓝焰控股

通宝能源

山西路桥

2017—2018年资产负债率变动幅度

0.64
-24.07
-12.44
3.41
0.56
-3.84
-10.24
-4.89
-4.40
-1.20
-4.90
-2.49
23.42

企业

西山煤电

山西焦化

南风化工

潞安环能

阳泉煤业

阳煤化工

太化股份

山煤国际

通宝能源

山西路桥

2017年/万元

21 525.73
2 584.17
670.21
77 137.44
21 163.42
7 630.14
41.49

10 236.07
195.87
8 138.97

2018年/万元

25 552.67
6 342.53
671.30
88 039.58
22 534.16
11 606.91
52.90

10 860.26
212.62
410.78

变动比例/%
18.71
145.44
0.16
14.13
6.48
52.12
27.50
6.10
8.55
-9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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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研究开发实现火电厂粉煤灰的综合利用、减

轻火电厂固废处理的经济及环保压力，并且围绕

“煤电一体化”提质增效，由单一发电型向煤电联

营+煤电一体化型深度转变。山西焦化 2018年研发

支出发生额 6 342.53万元，同比增加 3 758.36万
元，与 2017年相比研发项目增加 10项，公司积极

推进转型发展，以安全、环保、节能减排、智能

化等技术研发为重点。

山西路桥 2018年研发支出相对于 2017年下降

94.95%，原因在于山西路桥受和顺及周边煤矿关

停、煤炭产业供给侧改革以及国家环保政策持续

高压等因素影响，公司经营出现问题，将主营业

务转变为高速公路管理与运营。

2.3.4 促进“减优绿”发展，提升安全高效水平

山西拥有中国 25%的煤炭储量，自 1949年以

来为全国贡献原煤超过 120亿 t。但是多年来生产

的主力是生产方式落后、危险系数极高的小煤矿。

自混改开始，各煤炭企业对破坏生态、污染环境

的开采方式进行了彻底的杜绝，山西开始实现

“绿色”转型，生态环境获得真正意义上的改善。

经过“混改”，西山煤电的杜儿坪矿建立了井

下废水处理系统，矿井水处置率达到 100%，不断

加强矿山土地复垦和生态环境重建，据调查，西

山煤电2019年采区回采率平均达到了83.8%，并且

综合能源消费 1.34万 tce，比 2018年同期综合能源

消费 1.47万 t节约 0.13万 tce。山西焦化工业废物处

置利用率 100%，废水排放达标率为 99.74%，废气

排放达标率也高达 99.88%。大同煤业关闭退出 10
万 kW及以下机组，大力发展风电、光伏等新能源

项目，加速企业高质量绿色发展水平。阳煤化工

寿阳化工智能工厂年降低生产运行费用 1 280万
元，以及晋华炉单炉日处理煤扩大为 3 000吨级，

极大降低处理费用。

各集团走“减优绿”发展道路的同时也在不

断提高煤炭生产效率和安全开采生产水平，具体

见表 7。在高效方面，七大集团 2018年人均吨煤量

均呈现上升趋势，上涨幅度为 12%~25%。在安全

开采方面，除阳煤集团略有上涨，其余六大集团

2018年百万吨死亡率相对于 2017年有明显的下降

趋势，其中焦煤集团下降率高达 100%，安全开采

水平效果显著。

2.3.5 推动管理创新，稳步提升运营效率

各集团下属子公司积极推进契约化管理，用

契约化彻底打破“大锅饭”，将各项考核精细到

分。西山煤电五麟公司实行契约化后，吨焦加工

费用下降 50元/t以上，2017年扭亏为盈，2018年
盈利 1.35亿元。华晋焦煤吉宁公司 2018年原煤完

全成本 239元/t，实现利润 9亿元，集团公司所属

22个子分公司中，11个实现增盈，3个扭亏增盈。

同煤集团实现了企业效率、效益和员工工资的同

步增长，优化企业内部资源配置，提高产业化发

展和市场化运作水平。晋煤集团实行契约化管理

的 5家企业年减亏增盈近 10亿元。阳煤集团落实

契约化管理后 2018年品种煤产量同比提高 27万 t，
2018年原煤入洗率由 60%提高到了 70%以上，与

此同时企业员工工资也提高了 2%~5%。山煤集团

在契约化管理带领下打破即将退市的局面，集团

2017年利润转亏为盈，2018年实现利润 15.45亿
元，其中上半年实现利润 6.05亿元，同比增加 5.29
亿元，增幅 696.05%。潞安集团和晋能集团在契约

化下活力大放，2018年净利润较同期分别上涨

27.05%和181.92%。

2.4 提升企业经营效益

在一系列“混改”措施下，13家煤炭企业在

煤炭集团

焦煤集团

同煤集团

潞安集团

阳煤集团

山煤集团

晋煤集团

晋能集团

2017年人均吨煤/
（t•人-1）

432.44
756.92
689.35
489.02
1 578.95
632.90
852.80

2018年人均吨煤/
（t•人-1）

535.50
853.11
804.64
590.82
2 039.88
728.72
978.08

变动比

例/%
23.83
12.71
16.72
20.82
29.19
15.14
14.69

2017年百万吨

死亡率/%
0.07
0.024
0
0
0

0.077
0.136

2018年百万吨死亡

率/%
0

0.007
0

0.015
0

0.017
0.083

变动比例/%
-100
-70.83
0

0
-77.92
-38.97

表7 七大煤炭集团2017—2018安全高效生产指标

数据来源：Wind数据库、国泰安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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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和净利润方面都有不小的上涨，见表8。
表8 2017—2018年上市煤炭企业营业收入及净利润变动比例 %

数据来源：公司年报。

西山煤电通过优质资产注入增加效益产能以

及转让部分股权来剥离不良资产，使公司 2018年
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均上涨 13%左右；南风化工于

2018年重大资产重组完成，此次重组优化了公司

的资产结构，增强了公司的盈利能力和融资能力，

使得公司净利润增长高达 160.47%；阳泉煤业 2018
年营业收入和净利润涨幅分别为 16.09%、26.58%，

这与公司收购香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100%股权有

紧密联系，此次收购增强了公司在境内和境外煤

炭市场的竞争优势，进一步解决公司与阳煤集团

之间存在的同业竞争问题。

除西山煤电、大同煤业等几家公司外，山西

路桥和太化股份两家公司净利润以及营业收入都

出现负增长。太化股份是致力于公司转型发展，

一方面深耕贵金属加工业务、拓展贵金属回收业

务为主的环保产业，另一方面剥离了化工工程业

务，为转型发展打基础。所以公司处在转型发展

的过渡期，经营业务与市场行业定位不确定，公

司正寻求转型发展的方向和领域，进而导致净利

润出现负值，但这充分表明混改使公司积极进行

转型发展，朝着高效绿色的目标前行。山西路桥

（原山西三维） 于 2018年完成了企业亏损资产剥

离、优质高速公路资产注入，保壳重组为山西路

桥，虽然其营业收入及净利润较 2017年呈下降趋

势，但此举正是加快国有资本优化布局的关键举

措，更是混合所有制改革中促进省属企业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手段。

2.5 扩大煤炭产销量规模

在煤炭产量及销售量方面，山西焦化等 6家企

业在 2018年的产量及销量与 2017年相比均有大幅

上涨，具体见表 9，其中在煤炭产量方面山煤国际

增幅达到 29.98%，其次是大同煤业达到 28.44%；

在煤炭销量上西山煤电上涨幅度高达 49.32%，位

居第二的大同煤业为28.3%。

表9 2017—2018年煤炭产量及销量完成情况

数据来源：国泰安数据库、公司年报。

上表中 6家公司主营煤炭开采、生产及销售，

其余几家企业在各自经营范围内也有突出成效，

蓝颜控股以煤层气抽采为主营，其抽采量为 14.6
亿m3，较 2017年度增长 13.2%；煤层气利用量为

11.5亿m3，石油和天然气开采 2018年收入 11.82亿
元，同比增长5.41%。漳泽电力2018年发电量完成

323.54亿 kWh，同比增加 11.78%，供电煤耗完成

326.29 g/kWh，同比降低 4.95 g/kWh。通宝能源作

为发电为主的公司，2018年发电量完成 53.21亿
kWh， 同 比 增 加 10.93%； 售 电 量 完 成 94.97 亿

kWh，同比增加 25.31%。阳煤化工主要致力于煤

炭的深加工和清洁转化，2018年公司主要产品甲

醇和烧碱上涨幅度较大，分别为2.9%和5.5%。

3 结论与展望

3.1 结 论

应用描述统计和比较分析方法，分析了山西

煤炭企业“混改”的特征与成效。研究发现，近

年来山西省煤炭企业积极推进“混改”，占比全省

“混改”62%。山西省煤炭企业“混改”具有以资

产证券化为主要手段、注重资产注入、契约化管

理，以及员工持股等特征。成效方面，研究发现：

经过第一、二批混改，以七大煤炭集团为代表的

山西省煤炭企业股权结构得到了优化，一股独大

企业

西山煤电

山西焦化

南风化工

大同煤业

潞安环能

阳泉煤业

阳煤化工

太化股份

山煤国际

蓝焰控股

通宝能源

山西路桥

西山煤电

营业收入变动比例

12.62
20.58
2.52
22.90
6.36
16.09
1.73
-19.04
6.79
22.53
18.25
-51.67
12.62

净利润变动比例

16.92%
1 517.20
204.65
17.33
27.05
23.58
27.55
-257.87
17.96
40.42
181.92
-84.14
16.92

企业

山西焦化

西山煤电

大同煤业

潞安环能

阳泉煤业

山煤国际

煤产量/万 t
2017年
280
4 029
2 417.84
3 690.74
3 544.89
2 647.1

2018年
300.66
4353

3 105.47
3 781.96
3 854

3 440.70

变动比

例/%
7.38
8.04
28.44
2.47
8.72
29.98

煤销量/万 t
2017年
282.9
2 358
2 056.47
3 805.17
6 687.3
9 949.27

2018年
299.68
2 561
2 638.45
3 806.34
7 128

11 228.75

变动比

例/%
5.93
49.32
28.30
0.03
6.59
1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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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局面有所改善；剥离了亏损资产，改善了现有

的产业结构，降低了企业经营负担即提高了企业

盈利能力和经营效益，同时煤炭产销量规模在不

断扩大；“三去一降一补”方面成效显现，其中资

产负债率下降幅度较大，落后产能去除效果明显，

先进产能占比也略有上涨；企业绿色转型发展势

头良好，安全高效生产水平有所提升。

3.2 展 望

由于资源获取渠道有限，数据收集不够完整，

有关国企“混改”模式的研究还不尽完善，导致

不能更加细化的研究。在今后的研究中，可把这

些特征建立在其他能源企业进行运用，并结合企

业自身的特点做出修改完善，为其他行业企业提

供一定的参考。综上，“混改”是国有煤炭企业改

革的趋势，本文以山西省煤炭企业为例进行分析，

总结形成有普遍参考价值的改革模式，期望能给

各省的煤炭“混改”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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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煤炭行业作为基础的能源产业，在我国社会

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其中

风险性也是居于行业的首位，其主要原因是生产

过程中自然条件差、工作场地不断地遭到瓦斯、

煤尘、水害、火灾等有毒、有害因素的影响，员

工素质低下及技术装备的相对落后等因素，严重

影响到煤矿企业的正常安全生产[1]。因此，煤矿企

业的事故应急救援预案的编制显然是重中之重。

为规范企业在响应和管理上的应急程序，保障企

业的员工生命安全，减少煤矿安全生产事故所造

成严重的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通过编制行之有

效的煤矿应急预案可以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本

文将针对中国煤矿事故应急预案编制中所存在的

一些问题进行研究讨论，并提出相关建议。

1 煤矿应急预案概述

应急预案是指面对突发事件如自然灾害、重

特大事故、环境公害及人为破坏的应急管理、指

挥、救援计划等[2]。煤矿应急预案重点在于关注事

故救援，并在此基础上做到多方救援力量有机结

合，统一指挥，以达到事态发展迅速控制，有效

救援。

1.1 煤矿事故应急救援预案编制目的和要求

1.1.1 煤矿事故应急救援预案编制目的

煤矿事故应急救援预案的编制目的是为了煤

矿企业能够在发生安全生产事故后，及时做到应

中国煤矿事故应急预案编制中的问题及建议研究

张景钢，项小娟
（华北科技学院 安全工程学院，北京 101601）

摘 要：煤矿企业事故应急预案在企业进行日常的安全生产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保障作用，但其应

急预案编制的过程中还存在很多问题。这些存在的问题在安全生产事故的突发情况下，不能及时

有效地防止事故的扩大，减轻事故造成的经济损失，并带来严重的影响。煤矿企业应大幅度提高

事故应急预案的编制水平，提升煤矿企业应对突发事故的能力，减少事故给企业带来的损失。基

于煤矿企业应急预案编制的研究，对煤矿企业应急预案编制过程中，切实的提出应急预案编制中

的问题，提出改善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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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problems and suggestions in the preparation of coal mine accident emergen⁃
cy plan in China

Zhang Jinggang，Xiang Xiaojuan
（School of Safety Engineering，North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Beijing 101601，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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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救援，有效地对事态发展进行控制，减少企业

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而编制一些应对突发事件

的计划[3]，制定相对的应急措施。

1.1.2 煤矿事故应急救援预案的编制要求

1）煤矿企业的预案编制要求首先应以预防为

主，统一指挥、分级负责等多方原则共同结合。

2）煤矿企业要对潜在的且影响重大的安全事

故如瓦斯爆炸事故等编制专项应急预案。

3） 煤矿事故应急预案须与实际情况相结合，

在全面调查的基础上，将领导考察与专家评审相

结合论证预案编制的有效性、科学性及实用性。

并且要明确各部分任务做到资源有效合理的利用，

做到统一而有效的指挥。

1.2 事故应急预案的意义

事故应急预案是事故应急反应的指导性文件，

在事故发生前做出的事故应急预案有利于生产生

活中的应急演练实施，有利于事故发生时各机构

快速反应并进行救援行动，减少事故损失、降低

人员伤亡。编制详细具体、职责划分分明、风险

辨识清晰、流程严谨、可执行性强的应急预案能

够极大地增加事故控制能力、提高事故救援能力、

节约资源、减少事故恶性影响。而编制不合理的

应急预案则会使事故控制能力降低、浪费国家和

社会救援资源、扩大事故恶性影响。

2 煤矿企业应急救援预案存在的问题

现有绝大多煤矿应急预案内容比较全面、层

次分明。在风险辨识评估的基础上，紧紧围绕

“预防”和“应急”编写；措施具体，责任明确，

具有科学性、实用性、可操作性。但在编写过程

中以及预案本身还存在一些问题[2，4-5]。

2.1 风险辨识遗漏及不明确的问题

煤矿企业存在的风险，要做好辩识和风险性

评估，此为预案编制的基础[2]。例如煤矿企业多数

关注于井下事故，对井上事故多有疏漏，在煤矿

的应急预案中没有涉及关于矸石山[6]、坑木场、瓦

斯抽放泵房（含抽放泵）、绞车房、皮带走廊、选

煤厂等服务于生产场所的相关预案。

在全国煤矿矸石山的调查中，发现有 30%的

矸石山处于自燃的状态，存在随时爆炸或崩塌危

险。瓦斯抽放泵房也存在火灾、爆炸的隐患，井

上隐患也应该纳入企业发生事故的危险源。若煤

矿企业存在这些场所，且存在隐患，在应急预案

中应体现出来[7]。

2.2 应急预案不够具体，可操作性不强

在预防瓦斯事故的措施中，某预案中提及：

井下发生爆炸之后，矿长应该要利用一切可以利

用的手段去了解实地灾情，然后根据实地的了解

结果，去判断灾情的趋势，做出可靠的决策并且

下达救灾减灾的命令[8]。其中，“利用一切可能利

用的手段”这种措施实地可操作性不强。以及例

如“应急物资与装备保障”“保证灾区的通风，保

证环境氧气浓度”等这样的语句都存在不够具体，

可操作性不强的问题。

2.3 编制应更详细、具体

1） 某煤矿曾不止一次发生了电缆火灾事故。

故其中对于电缆火灾的预防和应急救援措施，应

描述的更具体、更详细。

2） 煤矿井下巷道断面积大、布置在煤层中，

风速可能偏低（包括联络巷），存在着形成可能的

瓦斯分层积聚，易引发瓦斯的分层燃烧，故对其

如何预防和处置这类问题，应引起重视。

3）隔爆设施的设施类型、布置方式、布置数

量应以专题的形式写，并作为可以参考的附件。

4）灾变发生后，灾区人员和可能受到影响的

人员撤离所在危险区的通知方法，特别考虑到井

下手机、人员定位跟踪系统失效情况下，如何准

确统计灾区人数和已撤离至地面的人数，综合多

个方案，作为专题叙述，可共用于其他各类事故。

5）煤矿企业应急救援演习应作为专题，叙述

详细，包括演习的时间、演习的内容、演习的组

织等，所涉及内容必须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6） 井下电气焊有可能引发火灾和爆炸事故，

应作为危险源，其应对的预案应该写得更详细。

2.4 部分煤矿预案内容写法框架结构不统一

1） 在一些预案中，“指挥机构及职责”全部

内容仅适用于煤矿井下发生重大灾害事故的应急

救援的情况，并不适用于井下小型事故，更不适

用于地面突发事故的应急救援[9-11]。地面上相关的

负责人多会成为进行事故指挥的人员，对救灾做

出的决策相比井下事故较为容易，人员的疏散活

动更容易展开，在调用救灾器材等方面也相对容

易，救灾的组成人员多为本矿职工或区域消防队，

因此救灾比较容易。

2） 当事故发生时，现场人员是遵循先汇报、

再救灾，还是先救灾、再汇报的行动原则。在应

急预案的编制中应明确其原则。预案应确定先汇

报、再救灾，这一原则[2]。

张景钢等：中国煤矿事故应急预案编制中的问题及建议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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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矿井下发生自然灾害后，现场人员应参考

“立即汇报灾情，积极救灾，安全撤离，妥善避

灾”的行动准则[2，9]。特别是在“一通三防”中的

瓦斯爆炸、煤与瓦斯突出、煤尘爆炸、火灾等重

大事故中，现场人员很难及时处理灾害的变化，

救灾人员存在遭受自身伤害的可能，并且涉及通

风问题，需要井上专业人员协助救灾。在这种情

况下，必须坚持“先汇报、后救灾”的原则。对

于冒顶事故、机电运输、炸药爆炸事故，以及突

水事故，现场人员先要有组织的进行抢救，同时

汇报调度室。在“预案”中 （或人员培训时） 应

强调只汇报发现的异常现象（烟火等），听到的异

常声音，感受到的异常冲击 （气波） 等。要依据

客观情况汇报事故性质；不能自行决策，自行

救灾。在汇报方面我国发生了多次工人误报事

故性质，导致领导层的错误决策，造成人员更

多伤亡 [10]。

3）没有与避险系统串联。矿山安全避险六大

系统包括：监测监控系统、井下人员定位系统、

井下紧急避险系统、矿井压风自救系统、矿井供

水施救系统和矿井通信联络系统 。煤矿的应急预

案应与煤矿安全避险六大系统有机结合[10-13]。但大

多数煤矿的应急预案并没有涉及到煤矿安全避险

六大系统的管理和使用，随着国家政策和要求的

深入，煤矿企业对已有的预案系统要做出积极的

补充和完善。

4） 避难路线不明确。例如在预案体系中的

“发生火灾、瓦斯爆炸、煤尘爆炸事故后的避灾路

线”，其中写了避难路线，但并没有说明这些路线

是不是避灾的最佳路线[10]。编写预案时应考虑这条

路线若遇特殊情况 （如冒顶等） 无法撤退时，应

采取什么措施，告知矿工其他的撤退路线，或事

先构建永久的避难硐室。在“预案”中应写入永

久的避难硐室的位置和在哪些地点可以构建临时

的避难硐室，并在这些地点事先存放构筑材料。

5）预案汇报机制不对应。发生大型事故灾害

后除向总公司汇报外，还应向煤矿安全监察分局

和地方政府相关部门汇报。但部分企业的预案汇

报机制，没能达到国家相应政策标准的要求[1]。当

事故发生时，灾区人员也没有按照相应的汇报机

制及时、准确上报。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应急预案

的落实和教育问题。

2.5 部分应急预案缺乏必要的针对性

煤矿事故应急预案不仅仅存在编制框架不统

一的问题[1]，还存在预案编制要么非常简单，要么

极为复杂。部分煤矿企业的应急预案编制基本千

篇一律，对企业内常发生的安全事故针对性不强。

由于矿井在实际情况上各有差别，应充分考虑各

煤矿企业自身存在危险源的实际情况，编制适合

自己企业的预案。在风险分析的基础上，准备必

要的应急救援资源，制定具有针对性的应急演练

计划。

2.6 部分应急预案过于格式化

在对多类应急预案的调查辨析中，能够发现

部分应急预案存在过于格式化的不足之处。在应

急预案编制过程中形成一定的格式，进行系统化

编制是很有必要的，但过于格式化会让应急预案

流于表面，不能与现场情况友好相融，使之变得

不切实际。例如，在制定救援对策编述救援行动

时，救援在采取何种工具进行救援方面忽略了现

场情况的复杂性、随机性及临场指挥的有效性，

最终使预案流于表面而不切实际。

3 煤矿应急救援预案改进的对策和建议

3.1 增加对群发事件应急预案的要求

煤矿企业应增加针对本企业可能发生的群体

性突发事件的预案，并要对周边各类可能影响因

素进行分析，使企业预警机制逐步变得相对完善。

同时对于这些大型的群体性事件的突发消息要有

客观且全面的分析、预测、处理及评估，早发现、

早预防、早处理，及时处理好其他关于人的不安

定因素，从根本上防止发生群体性事件。

3.2 深化辨识，提高预测事故的能力

应急预案编制基础是危险源辨识和风险分析。

对于矿山所存在的一些如瓦斯、透水等重大事故，

煤矿企业应急预案的编制应合理标准地根据其性

质、机理、可控性程度、影响范围、过程等因素，

了解其有关资料、措施、设备，切实根据企业实

际情况运用相关评价方法，对危险源进行辨识和

风险分析[6]，预测事故可能造成的影响，评估可能

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达到对危险源的有

效控制和处理。

3.3 编制要简要明确，突出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煤矿企业事故应急预案的编制要结合企业所

存在的关于瓦斯、透水、采空区、塌陷区等问题，

了解其主要特点及应对措施，在辨识危险源和分

析风险的研究基础上，对可能存在的危险进行控

制，并由其不同的特点制定相应的应急预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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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要对风险的分析和危险源的辨识内容融入到应

急预案编制中，并要具备“5W+1H”特点及结合

企业实际情况。应急预案要留出一定人员可调空

间，以便使应急人员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促使

救援工作有效迅速的进行。

3.4 根据矿情，事先制定多套救援方案

煤矿事故发生时，由于不确定因素众多，特

殊情况不明等原因，往往需要现场制定多套救援

方案，会影响延误救援时机。例如：2005年 3月
13日，湖南省鹞子山煤矿发生突泥事故时，救援

专家组随即制定了 3套方案[9]。2004年 5月 23日，

甘肃省张掖市山丹县吴涛煤矿发生透水事故，在

启动《张掖市重大特大事故救援预案》后，当地

政府与煤矿抢险专家研究制定了 3套营救方案。这

些事故的救援过程，证明了救援方案只是在事故

发生后临时制定，这样就延误了宝贵的救援时间。

如果能过事先根据煤矿的具体情况，制定多套救

援方案，并加强各套方案的演练，就能争取时间，

提高就预案效率。

3.5 重视编制，全“企”参与，全员参与

事故应急预案的编制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事

情，而是一个需要全员参与其中，共同发挥作用

的全方位的工程。需要的不仅是技术、科学方面

知识的支持，还需要计划、管理、政策、企业职

能部门、员工及救援队伍等多方条件的相互配合

与支持。在编制过程中，缺不了相关领导的重视

及支持，也缺不了专家及有关机构的辅助，更缺

不了煤矿企业、中介机构自身的意识、自觉行为

和政府有关部门的积极配合与惩处措施，以达到

防止“代包代写”的现象产生[14-15]。一个有效的应

急预案不仅是企业本身应急救援的指导依据，更

是企业对自身了解、系统检查、预防事故发生的

有效手段，对企业自身的成长有着极大意义。

3.6 建立完善机制，持续改进

预案的制定及完善不是一个静态的、一成不

变的过程，而是一个随着外界情况变化而变化的

动态过程。企业应实时查看本企业相应的风险变

化，完善其相关机制内容，对不足之处做出修改

和完善，加强对预案的审查和修订。同时为使预

案在突发事件发生时起到真正有效的作用必须要

对预案进行及时更新维护和持续的改进。国内应

急预案执行情况存在诸多问题[15]，如相关负责人指

挥调度的及时性、准确性欠佳，联动机制不健全，

急救人员不足，后勤保障不力等。与其他发达国

家相比，它们具有完善的应急指挥体系、完善的

应急预案及针对各种预案的定期演练机制。目前

国内应急预案的现状，应尽量完善应急救援预案，

成立全国统一的灾害事故救援指挥救援中心，对

于预案要做到定期演练，在实地演练中检验预案

的可行性，从中找出问题，解决问题，提高应急

协调管理和现场处置能力，将事故的损失降到最

低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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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能源是人类赖以生存和社会经济发展的物质

基础，随着世界经济的高速发展，能源短缺、生

态环境恶化等问题越发明显。据《BP世界能源统

计年鉴》 2019年数据统计，2018年的全球能源消

费和使用能源过程中产生的碳排放增速达到 2010
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其中，2018年全球石油产量

增加 220万桶，但是每日需求量在 2017年基础上

增加 140万桶。其中，我国日需求达到 70万桶，

贡献了约 50%的需求增量。天然气全球消费和产

量都实现了 5%以上的增长，我国天然气需求量增

长了 430亿m3，与俄罗斯、伊朗和美国共贡献 80%
的天然气需求增长。我国是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

耗大国，2018年煤炭消费量 1 600万 toe，同比增

长 1.4%，是 10年平均增长率的 2倍。全球煤炭产

量增长了 1.62亿 toe，同比增长 4.3%。中国（8 200
万 toe） 和印度尼西亚 （5 100万 toe） 提供了最大

的增量，发电用煤仍是煤炭消费增长的主要原因。

我国在可再生能源的开发上领跑世界，但鉴于电

力需求的增长情况，现有的可再生能源的增速需

要提 2倍以上，才能使得碳排放量维持在 2015年
的水平。

截至 2018年，世界煤炭的剩余总储量为 1 054
782 Mt，美国为 250 219 Mt占比 23.7%，俄罗斯为

160 364 Mt占比 15.2%，澳大利亚为 147 435 Mt占
比14%。我国作为世界第四大煤炭国，拥有煤炭剩

余储量 138 819 Mt，占全球煤炭资源的 13.2%，但

是在全球煤炭消费中占比 52%。据《2030年世界

能源展望》预测，2030年我国煤炭消费增长占比

将达到63%。煤炭作为不可再生资源，随着大量消

费存量逐渐减少。据全球当前煤炭剩余可采储量

计算，世界煤炭资源可利用100年以上。

煤炭行业的发展与我国经济稳增长息息相关，

行业的高污染与高风险等问题与供给侧改革及

“绿水青山金山银山”的美好愿景相悖，煤炭企业

社会责任视域下的煤炭企业发展模式研究

尹 玥，谭旭红
（黑龙江科技大学 管理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27）

摘 要：分析了我国煤炭行业现有的发展模式，提出了发展模式需要向“集约经营”与“买方导

向”模式转型，并从社会责任视角出发，为我国煤炭企业提出了社会责任下的煤炭企业发展模式

理论模型，通过深刻剖析煤炭企业的社会责任构成，结合煤炭企业利益相关者诉求，提出了基于

社会责任的煤炭企业发展战略路径，为我国煤炭企业转型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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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model of coal enterpris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re⁃
sponsibility

Yin Yue，Tan Xuhong
（School of Management，Heilongjia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Harbin 150027，China）

Abstract： The existing development mode of China's coal industry was analyzed， and the development mode needs to be
transformed into "intensive management" and "buyer oriented" mode was put forward，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responsibil⁃
ity，and the theoretical model of coal enterprise development mode under social responsibility for China's coal enterprises was
put forward.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of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structure of coal enterprises and the demands of the stake⁃
holders， the strategic path was put forwar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oal enterprises based on social responsibility，which pro⁃
vides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oal enterprises in China
Key words：development model; social responsibility; strategic research; coal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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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正视问题、转变运营理念，构建出适合经济

新常态下的发展模式。

1 社会责任下煤炭企业发展模式研究现状

19世纪末 20世纪初，社会环境的剧烈变化，

促使企业社会责任概念被提出，学者们从不同视

角出发对企业社会责任进行解释，美国学者Clark[1]
首次提出“企业责任是社会责任中重要部分”引

起社会各界对社会责任的关注。现代企业社会责

任之父Bowen在其著作中强调，企业在创造经济效

益同时还要兼顾社会责任，对传统的仅以股东利

益最大化为目标的观点提出挑战[2]。美国学者阿

奇·卡罗尔[3]给出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义，“企业社

会责任是社会希望企业履行的义务。社会不仅要

企业实现经济上的使命，而且期望企业能够遵法、

重伦理、行公益”。卡罗尔构建了企业社会责任金

字塔，指出社会企业责任是经济责任、法律责任、

伦理责任和慈善责任之和。

对煤炭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备受学者关注，

从知网查找关键词“煤炭企业社会责任”，相关文

献共 735篇。刘鹏[4]指出煤炭企业的经济责任、安

全责任、生态责任和法律责任相互作用，共同推

进煤炭企业社会责任在绿色发展过程中的发挥，

实现自身发展转型升级的同时推进国家经济结构

的转变，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人与自然的和

谐发展。郭裕莉[5]研究了煤炭企业社会责任对财务

绩效的影响，运用利益相关者理论进行了相关研

究，指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使得各利益相关者形

成利益共同体，产生良性互动，有助于财务绩效

提升。张权[6]以某具体煤炭企业为研究对象，指出

多数煤炭企业在社会公众中的形象较差，环境污

染、生态破坏严重，因此企业为寻求长期发展，

部分煤炭企业开始主动承担和履行相应的责任，

并进行详细披露。白蕾[7]通过研究 2015年发布的社

会责任报告，指出了煤炭上市企业信息披露现状

及存在问题。郑红梅[8]在研究中指出我国煤炭行业

信息披露中存在的问题，并设计了煤炭行业社会

责任评价指标体系。刘艳春[9]研究发现低碳经济的

大环境下煤炭企业的会计发展的要求愈来愈高，

要充分注重企业责任与绿色会计的良好发展，从

整体上提升煤炭企业的整体会计的质量水平。

2 社会责任下煤炭企业发展模式的理论模型

2015年 11月，习近平主席在中央财经领导小

组会议上首次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2016年
2月，国务院印发《关于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

现脱困发展的意见》，煤炭企业的去产能以此为标

志拉开序幕。在经济新常态发展中，能源企业的

结构化调整是重中之重，对煤炭企业的核心竞争

能力的要求越来越高。煤炭企业需要具备资源运

用能力、全球竞争能力、企业管控能力、风险控

制能力、价值创造能力和责任推进能力，才能承

担起全部的社会责任（图1） [10]。

图1 社会责任下煤炭企业发展的核心能力

传统的煤炭行业是卖方市场主导形成的发展

模式，传统煤炭企业通常忽略买方的特殊需求，

只满足客户的基本需求，提供同质化煤炭产品，

因为传统煤炭企业具有开采的绝对性优势。而随

着经济的发展，客户需求从原有的同质产品需求，

逐渐变成个性化、定制化、精细化需求，从“卖

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企业与客户及更

多的利益相关者之间也开始了博弈，煤炭企业从

原有的“强势”地位，向“弱势”转化。在这种

形式下，煤炭企业必须从传统的“卖方导向”，随

着市场规律的变化转型为“买方导向”。

从成本效益导向看，传统的煤炭企业在开采

中产生了巨大浪费，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

严重降低了煤炭开采效率和使用效率。在新常态

经济下，这种模式与宏观环境的整体要求不符，

供给侧改革要求去产能，改变原有的“以量保价”

的经营模式，因此，煤炭行业必须要从“粗放经

营”的模式，向“集约经营”模式转变（图2）。

尹 玥等：社会责任视域下的煤炭企业发展模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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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煤炭企业发展模式转型图

煤炭企业作为我国能源供给的支柱型产业，

其生产过程具有高风险、高危险和高强度等特点，

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承担的责任有其特殊

性。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支撑包括“三重底线论”

（Ellington)、“四位一体说”、“利益相关者理论”

（Freeman 和 Evan)、“社会利益观”“社会回应观”

等。其中，“四位一体说”与“利益相关者理论”

结合所揭示的的企业发展模式，恰好体现了成本

效益和市场规律的双导向。根据上述两种理论作

为理论支撑，将卡罗尔的企业社会责任定义，结

合煤炭企业的生产过程特点，给出煤炭企业的社

会责任范畴，包括经济责任、法律责任、安全责

任、环境责任、伦理责任、道德责任、社会公益

责任。

1）经济责任是指煤炭企业与其他盈利企业一

样，追求利润最大化及企业价值最大化，煤炭企

业的可持续发展经济效益是前提；另外，还能创

造丰富的就业岗位，缴纳相应的税收；其次，创

造大量的社会财富从而带动当地经济发展，乃至

整个国家经济的良好运行。

2）安全责任是煤炭企业发展过程中重要的社

会责任，因为煤炭行业既是劳动密集型行业，又

是高危行业，煤炭资源生产过程中作业环境的特

殊性，使煤炭行业具备较高危险因素，易引起安

全事故，如坍塌、滑坡、井下瓦斯泄漏、爆炸等

次生灾害。确保作业人员的生命健康安全，是煤

炭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保障与动力。

3）环境责任是煤炭企业实现绿色发展的核心

责任。煤炭企业的生产活动主要是资源开发活动，

对生态环境势必会产生一定影响，排放“三废”、

破坏地质环境都是常见的生态环境的破坏行为。

4）伦理责任是煤炭企业与其利益相关者如政

府部门与员工之间的关系和处理这些关系的规则，

是人们心目中认可的社会行为规范，这会影响企

业形象与企业文化。

5）道德责任是煤炭企业对自己行为的过失及

不良后果在道义上承担的责任，是企业的担当。

6）社会公益责任是指企业应该从社会中获得

收益后，对社会的回馈，自愿地奉献爱心，帮扶

弱小的行为，从事扶弱济贫的一种社会事业。国

家现在提出“精准扶贫”，也是煤炭企业要承担的

社会责任。

7） 法律责任是所有企业都应承担的社会责

任，法律不但可以约束煤炭企业行为，也能保护

煤炭企及和其利益相关者的合理权益。

基于上述的煤炭企业七大社会责任，构建社

会责任下的煤炭企业发展模式理论模型（图3）。

图3 社会责任下的煤炭企业发展模式理论模型

3 社会责任下煤炭企业发展模式结构剖析

社会责任是企业对“人”的责任，煤炭企业

涉及的“人”，即“利益相关者”。由于每个利益

相关者的诉求都不一致，所以体现出不同的层面

的社会责任。基于上述构建的理论模型，结合利

益相关者的诉求，对上述理论模型进行结构剖析，

探讨煤炭企业的实际发展方向。

3.1 对利益相关者的经济责任

煤炭企业经济责任中涉及到的主要利益相关

者是客户、股东与税收部门，因此经济责任要做

到承担客户责任、股东责任与税收责任。煤炭企

业首先要做到满足客户的需求，除提供标准化煤

产品外，还要满足客户的特殊需求，以及应对特

殊时期的需求。例如受 2019年年底新冠病毒疫情

影响，CCI5500动力煤截至 2020年 2月 12日，价格

飙升至 576元/t，并持续 8期上涨。煤炭企业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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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疫情期间的客户需求，并作出应对方案。所

有的企业目标都是使股东利益最大化，煤炭企业

自然也不例外，股东财富增值是煤炭企业要承担

的责任。另外，经济责任中税收责任是企业的重

任，2019年以来，国家大力实施减费降税的政策

措施，煤炭企业的税费负担有所减轻，增值税从

16%下降到 13%，但是煤炭企业的税费仍然接近

30%，负担仍比较沉重。缴纳税收是企业的义务，

对于煤炭企业来讲负担较重，责任也较大。煤炭

企业要长足发展，要做好税收筹划。

3.2 对利益相关的者环境责任

资源型企业对环境影响都比较大，煤炭企业

在开采过程中对周边社区及居民的影响不容忽视。

因此，环境责任中包含社区责任和居民责任。开

采煤矿对周边社区空气、水土、噪音的影响不容

小觑，煤炭企业需要在采掘过程中要将对周边社

区的影响降到最低，做好地下水防护及噪音污染

的防护，这也是高素质企业应该具备的责任感。

对社区的影响不可忽视，那么对社区居民的影响

要更加重视，煤炭企业需要肩负起对居民环保意

识的宣传，另一层面也可以考虑从社区居民吸收

人才，对居民员工进行培训。

3.3 对利益相关的者安全责任

煤炭企业出现最大的经济损失主要来源于安

全事故，矿难是煤炭企业发展的主要的障碍因素，

除经济损失外还要追究法人的刑事责任。据煤矿

安全网统计，仅 2019年上半年，全国煤矿企业发

生事故 67起，死亡 108人。其中安全生产事故 66
起，死亡 103人；意外事件 1起，死亡 5人。对员

工的安全负责，尤其对煤炭开采井下作业员工的

人身安全负责，是煤炭企业的重大社会责任。通

过完善制度、合理化流程、科学监管、安全防护

手段、安全应急措施等，使矿难损失降低。煤炭

企业对矿井开采员工家属也要做好安全教育，作

为安全监督辅助员工保证作业安全。另外，煤炭

企业要对因公殉职家属做好安置，很多企业在这

一点上做的还不够好。基于社会责任的煤炭企业

发展模式下，企业应着重做好矿难遇难家属的善

后工作，解决安置问题。

3.4 对利益相关者的道德责任

“道德”是意识形态，是社会文明发展的重要

产物，同样需要引领与带动。煤炭企业要发展首

先要与竞争对手保持公平、良性的竞争关系，而

不是采取恶性竞争。企业在“道德”责任下，可

以完善煤炭行业标准，树立煤炭行业文化。此外，

在互联网盛行的时代，社会媒体责任是煤炭企业

也应肩负的责任，煤炭企业可以媒体宣传反对网

络暴力，控制网络舆情事件，正确使用网络媒体

功能，宣传正能量，做道德行为的正面导向，从

而来推动社会文明发展。

3.5 对利益相关者的伦理责任

伦理是人与人的关系，即“天、地、君、亲、

师”和处理这些关系的规则“忠、孝、悌、忍、

信”。反映在煤炭企业中，就是企业与利益相关者

的关系，做到忠诚、可信。例如与政府各部门及

相关机构间建立良好协调机制，遵循各部门要求。

对弱势群体如员工，做到不拖欠工资，对病、残

员工给予一定照顾，不得无故辞退病残员工。

3.6 对利益相关者的社会公益责任

社会公益责任是企业应承担的慈善责任。作

为大中型煤企，资源取之社会，收益也应该回报

社会。煤炭企业应履行对周边社区及特困地区的

精准扶贫义务，如中国国能集团的援藏援青援疆

工作；对重大疫情及灾难进行捐赠以及其他类公

益基金的设立。

3.7 对利益相关者的法律责任

法律责任是任何企业及公民都不能逃脱的责

任，煤炭企业应按照《劳动法》要求对在职员工

缴纳“五险一金”，并给高危井下作业员工购买高

额商业意外保险。另外，对股东也应根据《公司

法》等要求，保障其利益，履行合约责任，对各

级政府下达的法律法规要严格遵守。

4 社会责任下煤炭企业发展模式战略展望

4.1 非煤产业协同战略

煤炭作为我国的基础能源，在我国经济发展

中占据重要的战略地位。近年来，国家主张去产

能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加快淘汰产能落后、

生产能力有限的小型煤炭企业，提高煤炭开采效

率；二是缓解我国煤炭产品供应过剩的压力，同

时进行生态环境弥补，完善生态文明建设体系。

煤炭企业发展主要的协同产业有化工、电力、建

材、运输、钢铁及装备制造业[11]。在发展中多元

化，整合生产上下游企业，实现成本降低。煤—

电产业协同形成了循环产业链，从“煤炭开采及

洗选—煤炭产品—火力发电—电力商品—煤炭开

采及洗选”发展过程中要通过人员管理、产能规

模、文化整合等多方面，实现产业系统的协调发

尹 玥等：社会责任视域下的煤炭企业发展模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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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煤-化工产业产业是煤炭综合利用中最复杂的

生产产业链，包括“煤炭开采与洗选—煤炭产品

—煤炭气化、液化、焦化、低温干馏—深加工”，

这两个产业整合需要进行产品要素、规模要素、

管理要素、技术要素等。煤建材产业整合同样也

应注意这些要素的协同。煤炭与其他行业协同也

应做好产品、技术、管理以及文化要素的整合。

4.2 国际化发展

煤炭企业国际化是其转型发展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国内战略国际化的延伸与拓展。煤炭企业

转型发展应该把跨国经营战略纳入公司整体长期

发展规划[12]。以国内发展促进跨国经营，并同步分

析、设计、分阶段实施。延伸和提升企业设计、

建设、生产、装备、煤化工的产业价值链，走国

际化道路，从更高层次及更广的范围来提升企业

竞争力。

从煤炭企业自身特点出发，结合当前全球经

发展形势，在不同国际化发展阶段，需要慎重选

择进入国际市场的路径。我国煤炭企业共有 9种国

际化类型。由“发展阶段”与“国际化路径”两

个维度共同决定发展模式，发展阶段是指煤炭企

业所处不同时期，包括进出口贸易、劳动合作、

绿地投资；国际化路径是国际化可以选择的方式，

包含国际贸易、国际合作、国际投资。企业在不

同发展阶段，可以选择不同的国际化路径，国际

化战略视企业具体情况选择（图4）。

图4 煤炭企业九种国际化模式

煤炭企业在向国际化转型时需要进行风险控

制，因为风险在国际化中是不可避免的。企业可

能面临的风险包括宏观风险即国家层面风险，微

观风险即企业层面风险。陈冲在其研究中列出了

煤炭企业面对的所有风险，包括政治风险、政策

风险、经济风险、文化风险；管理风险、资金风

险、技术风险、市场风险[13]。煤炭企业国际化投资

风险体系，如图5所示。

5 结 语

我国的国民经济已经步入新常态，在此背景

下，社会对煤炭行业的产品需求速度放缓，煤炭

图5 煤炭企业国际化投资风险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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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需求结构发生改变，传统的运营模式越发显

得不合时宜，我国煤炭企业发展模式转型势在必

行。本文探讨了我国煤炭企业的转型方向，从最

初的“粗放经营”“卖方导向”向“集约经营”与

“买方导向”转变。从社会责任视角，找到我国煤

炭企业新的发展方向；并结合煤炭企业的利益相

关者诉求，对社会责任下的煤炭企业发展模式结

构进行了深入剖析，找出煤炭企业不同维度的责

任构成，包括经济责任、法律责任、安全责任、

环境责任、伦理责任、道德责任、社会公益责任

七大责任，实现环境保护、人员安全积极向好，

企业伦理道德规范，以实现企业效益稳中有升。

最终，煤炭企业必须走上非煤产业协同与国际化

道路的战略发展方向，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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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煤炭企业要在激烈的市场环境中取得竞争优

势，就必须及时找到自身的经营短板，并针对存

在的问题采取有效措施。绩效评价能够将煤炭企

业一段时间内各项活动进行统计考核，其核心内

容就是经营效益评价。

煤炭企业绩效评价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 3个阶

段：第一阶段是 20世纪初到 20世纪 30年代的单纯

成本指标体系，绩效评价主要集中于围绕成本的

相关指标，如成本控制状况、与标准成本的差异

情况等；第二阶段是 20世纪 40年代到 20世纪末的

整体财务指标为主的指标体系，绩效评价由单一

的成本指标扩大为涵盖更大范围的整体财务指标；

第三阶段是 21世纪至今的以财务指标与非财务指

标相结合的指标体系，绩效评价不仅要关注短期

的眼前利益，更要注重长远发展，兼顾所有利益

相关者的权益。

我国许多煤炭企业运用的绩效评价体系较为

单一，大部分的企业主要采用以财务指标为评价

核心的绩效评价体系，因为财务指标是企业运营

效益最为直观的体现，但是单一的财务指标并不

能反映出企业的过程绩效和长远发展潜力，容易

导致企业过于着眼于眼前利益，难以发现存在的

深层次问题，不利于企业持续健康发展。BSC是通

过 4个方面对企业绩效进行综合性评价，即顾客、

财务、内部业务流程、学习与创新，能够更加全

面地评价企业面临的外部环境、长期发展潜力等

非财务方面，同时将 EVA这种新型绩效评价指标

引入平衡计分卡，实现了最终结果与绩效驱动因

素之间的平衡[1]。该绩效评价体系不仅丰富和完善

了传统的财务指标评价，也兼顾了绩效驱动的因

素平衡，在全新的层面实现对煤炭企业全方位查

找、解决存在的绩效评价问题。

1 相关理论

1.1 绩效评价

按照评价对象的差异，可以将绩效评价划分

为两个部分[2]，第一部分是基于企业组织层面的绩

效评价，主要评价的对象是企业经营者和组织本

身的业绩效益；第二部分则是企业员工以及小组

的绩效评价，它所评价的对象主要是员工个体。

基于BSC和EVA的煤炭企业绩效评价体系构建

杨 庆 功
（煤炭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北京 100013）

摘 要：绩效评价是煤炭企业管理中的重要部分，阐述了常见的 2种绩效评价理论，分析了平衡计

分卡（BSC）和经济增加值（EVA）融合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构建了基于BSC和EVA的煤炭企业

绩效评价体系，弥补了传统绩效评价体系的不足，丰富和拓展了企业绩效评价体系。不仅能有效

应用于煤炭企业，同时对其他行业的应用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绩效评价；煤炭企业；BSC；EVA
中图分类号：F416.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9605（2020） 02－0080－05

Construction of performance evaluation system for coal enterprises based on BSC and EVA
Yang Qinggong

（China Coal Research Institute Co.，Ltd. Beijing 100013，China）

Abstract：Performance evalua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coal enterprise management，two common performance evaluation the⁃
ories were expounded， the necessity and feasibility of the integration of BSC and EVA were analyzed，and th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system of coal enterprises based on BSC and EVA is constructed，which makes up for the shortcomings of tradition⁃
al performance evaluation system，enriches and expands th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system of enterprises. It can not only be
effectively used in coal enterprises，but also for other industries.
Key words：performance evaluation；coal enterprise；BSC；E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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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指的绩效评价主要是基于第一部分的绩效

评价，即评价对象为企业组织。

1.2 平衡计分卡（BSC）
20世纪 90年代初期，平衡计分卡哈佛大学的

卡普兰教授设计并推出，这套新的绩效指标组合

对企业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综合评价，从而达

到考察企业实现战略目标的程度[3]。平衡计分法最

突出的特点是：将企业的远景、使命和发展战略

与企业的业绩评价系统联系起来，它把企业的使

命和战略转变为具体的目标和评测指标，以实现

战略和绩效的有机结合。

1.3 经济增加值（EVA）
经济增加值是指企业税后净营业利润扣除股

东投入的权益资本成本以及各类债务资本成本后，

为企业创造的价值。国内学者对EVA 的研究主要

集中在理论框架、实证分析和管理体系的完善等

方面。即使有一部分学者通过实证研究检验 EVA
的实用价值，但仍未就关键的问题达成一致性。

2 BSC和EVA的融合

2.1 融合的必要性分析

1） BSC 4个部分中的财务指标与传统的财务

业绩评价指标相比，并未作出太多的创新，容易

对股东的利益造成忽视。相比而言，EVA则对股

东利益较为重视，将资本成本纳入经济收益的指

标计算，与企业的经营管理者以及股东的利益方

向一致。卡普兰设计的平衡计分卡缺乏对股东利

益的侧重，不能很好地顺应时代经济发展需要。

EVA则有效的弥补了这一缺失，保证企业股东的

基本利益的前提下对企业成本资产的使用价值也

做到了深思熟虑[4]。将二者进行有机的结合，以平

衡计分卡为依托，引入经济增加值，在保留了传

统财务指标评价的优势基础上，又充分考虑到股

东的权利，从而发挥出两种评价体系的优势。

2） EVA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即对于企业的业

绩考核内容过于单一，注重股东的利益，但是却

造成了利益相关者利益的忽视，虽然该方法也曾

提及到，需要将其他相关利益者的权益考虑其中，

但是并未提出相应的措施，更没有设计专门的指

标进行评价。而相比较而言，BSC虽然关注的范围

和主体更为全面，但是主要是相关利益者的权益

受到重视，如对于顾客、企业员工等的利益，并

且也对相关利益者的权益确定了评价指标，没有

充分考虑股东的利益。两者的融合，有利于维持

各方主体利益的平衡，为企业长远的发展提供保

障，为企业创造更多价值以及股东利益最大化的

实现提供可能。

3） EVA对于非财务指标存在忽视的问题，仅

对财务指标的业绩考核给予充分重视。相比较而

言，平衡计分卡对于非财务指标和财务指标的业

绩评价进行了充分的结合，能够做到多角度、全

方位的科学评价。将 EVA及 BSC进行融合，既能

够利用经济增加值去弥补平衡计分卡采用的传统

财务指标进行业绩评价的不足，也能够帮助企业

实现为股东创造最大价值的目的，平衡企业的财

务指标和非财务指标，从而更科学、全面地对企

业的业绩进行评价[5]。

4） EVA对于企业的业绩评价方面存在的另一

个不足之处就是不能够洞悉企业绩效过程产生的

问题因素，难以为企业提供明确改进绩效的依据，

企业的绩效很难得到提升和改善。BSC在这一方面

则具有突出的优势，不仅能够得到较为全面清晰

的评价结果，还能在评价的过程中摸清产生问题

的动因，通过两者的优势互补，企业能够基于关

键财务因素的评价结果基础上，对其他指标进行

优化和提升，保障企业利润的增长以及最终目标

的实现。

由此不难看出，二者的融合十分必要，只有

将二者有机融合起来才能够将双方的优势充分发

挥，将各自的缺点进行弥补，实现绩效评价体系

的科学化。

2.2 融合的可行性分析

平衡计分卡与经济增加值虽然各自具有不同

的特点和内容，但是他们仍然具有许多相同之处，

这些共同特征是二者融合的基础和前提。二者的

相同点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 二者的最终目标都是实现企业价值最大

化。平衡计分卡从财务和非财务两个指标层面进

行企业业绩的评价，非财务层面包括顾客、内部

业务流程、学习与成长，从而形成了多角度、全

方位对企业业绩进行综合评价。但是，在平衡计

分卡的 4个层面评价指标中，财务评价是最根本

的，另外 3个层面评价指标最终落脚点仍然反映在

财务层面，从而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目的。

经济增加值是站在股东的角度上对企业利润

进行的定义，更注重财务指标，强调所有投入资

本都是有成本的。企业为了创造更多的价值，只

有不断地获得高于成本的利润来实现，实质是为

杨庆功：基于BSC和EVA的煤炭企业绩效评价体系构建

81



2020年第2期 煤 炭 经 济 研 究 第40卷

了建立一种可持续的长期价值创造，最根本的目

的是股东价值最大化[6]。

2）二者都具有财务角度。EVA是经营利润扣

除全部资本成本后增加的价值，更侧重于对财务

层面指标的评价；而BSC则从 4个层面对企业业绩

进行综合性的评价，虽然以财务指标为最终目的，

但也兼顾其他 3项指标，相比较而言，更具有综合

性的特点。二者都是从财务角度作为其他指标的

出发点和归宿点，所以，二者的交叉融合点就是

财务指标，可以将经济增加值融入到平衡计分卡

的财务层面，这样就能够充分发挥经济增加值的

优势，使评价指标更加综合，从而使绩效评价体

系更为全面。

3 煤炭企业绩效评价体系构建

在 BSC和 EVA融合的可行性以及必要性的分

析中，可以得知两者有融合点，具有很强的互补

性。所以，以平衡计分卡为绩效评价体系的依托，

将经济增加值评价指标融入到平衡计分卡中，并

且作为核心部分，构建一个全新的绩效评价体系。

再根据企业自身的战略特点以及设定的发展目标，

选择合适的绩效评价指标进行评价。这样一来不

仅可以重视企业财务指标评价，又能够兼顾非财

务指标以及股东的利益，最终确保企业战略目标

的实现。

3.1 财务维度指标设计

财务指标在企业绩效评价中占据着重要的位

置，从对传统财务指标的沿用就不难看出，即便对

绩效评价体系和方法进行优化改进后，也不能改变

财务指标在整个评价体系中的首要地位。结合前面

论述的部分，通过对财务相关知识进行分析，可以

将财务维度的指标分成 5个部分，即经济增加值、

获利能力、营运能力、偿债能力以及发展能力[7]。

3.1.1 EVA

经济增加值反映的是收益在扣除所有的成本

支出之后给企业自身价值带来增长的能力，也就

是经济利润。这是从股东角度衡量企业价值增长

的指标，引入经济增加值能够真正体现企业对股

东利益的重视。

3.1.2 获利能力

获利能力是指企业赚取利润的能力，是财务

指标中最重要的部分。对企业的获利能力进行分

析，不仅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企业的经营成果，还

能增进对企业管理水平的分析。通常情况下，考

虑到实际意义，仅对维系企业正常营运的获利能

力进行分析考察，而除去非正常活动下的获利能

力。获利能力可以划分为两种，第一种是企业资

产的获利能力，包括净资产收益率、总资产报酬

率等；第二种是企业经济业务的获利能力，包括

营业利润率、成本费用利润率、盈余现金保障倍

数等。

3.1.3 营运能力

营运能力是反映企业资金周转情况的一项指

标，通过这一指标我们能够充分认识到企业的营

业状况及经营管理水平。资金周转的好坏对应着

企业营运的各个中心环节，任何一个资金周转环

节产生问题，都会对企业资金正常运转造成不同

程度的影响，尤其是对于企业的销售环节来说，

这种影响是巨大的，因为销售环节是企业资金回

笼的重要环节，只有将产品售出兑现，才能够完

成企业一系列的资金周转。所以，若想对企业的

营运能力进行评价，可以通过企业产品售卖的情

况以及企业资金周转率等内容进行了解。常用于

评价企业营运能力的指标有存货周转率、总资产

周转率、流动资产周转率以及应收账款周转率等。

3.1.4 偿债能力

偿债能力是指企业用资产或者生产经营过程

中获取的收益偿还债务的能力，包括短期偿债能

力和长期偿债能力，主要反映企业财务状况和经

营能力，衡量的核心是企业持续经营的能力和风

险。对于企业财务风险的预测与防范来说，偿债

能力是必须参考的重要依据。短期偿债能力是指

企业用流动资产偿还短期借款、应付账款、应交

税金等流动负债的能力，反映的是日常债务的偿

还保证程度，常用的评价指标有流动比率、速动

比率和现金比率等。长期偿债能力是指企业偿还

长期借款、应付债券、长期应付款等长期负债的

能力，反映的是长期债务的偿还保证程度，常用

的评价指标有资产负债率、利息保障倍数等。另

外，融资租赁、未决诉讼、债务担保等因素也会

对企业的长期偿债能力造成潜在影响。

3.1.5 发展能力

发展能力也称为成长能力，是指企业基于现

实情况下，通过自身的生产经营活动，不断积累、

发展壮大的潜力，是对未来发展潜力的预测和规

划，能够反映企业的综合实力，衡量的核心是企

业价值的增长，常用的评价指标包括营业收入增

长率、总资产增长率、营业利润增长率、资本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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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增值率、营业收入 3年平均增长率和资本 3年平

均增长率。

3.2 顾客维度指标设计

顾客层面的评价是对煤炭企业外在形象的一

个分析，只有顾客满意并接受产品，才能够让产

品销售出去，从而使企业获得源源不断的利润，

所以顾客层面的评价也是绩效评价体系中的重要

内容之一。通常情况下，顾客方面的评价基于对

产品体验购买过程后，是由顾客主体行为评价的

结果，包括诸多方面，如顾客满意度、产品在市

场中所占份额以及新顾客增长率等，这些指标都

是顾客层面评价的主要内容，通过对这些指标的

分析，能够很好的将企业在顾客层面的绩效呈现

出来，这一指标适用于绝大多数企业，也适用于

煤炭及同类企业[8]。

3.2.1 市场份额

市场份额是企业的产品在市场中与所有同类

产品相比所占的比重，该指标是一个企业综合实

力和市场地位的直观体现，也是企业发展潜力的

最有力体现，市场份额越高说明企业对市场的控

制能力就越强。评价市场份额的指标一般包括产

品市场占有率、产品市场获得率、产品市场保持

率等。

3.2.2 顾客满意度

客户满意度是顾客从心理层面进行的一种产

品体验后的评价，从顾客对产品以及服务的体验

得到的主观感受以及预期感受进行的对比。由于

服务的好坏、产品质量以及企业形象等因素的影

响，都会造成顾客满意程度的高低不同。顾客满

意程度的好坏会对企业市场份额以及绩效等内容

造成影响，当顾客满意度为基本满意，并且仅是

针对产品而言，说明企业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产

品的服务，也是企业在经营发展中对客户的不重

视。只有达到顾客对产品和服务都满意的程度，

才能增强顾客的忠诚度，才会成为企业的长期客

户，促进企业发展。评价客户满意度的指标一般

包括顾客的保持率、新顾客的增长率等。

3.3 内部业务流程维度指标设计

企业内部业务流程层面的评价实质是对企业

为了获得更多的用户而进行动态处理过程的评价。

为了实现企业制定的战略方针，必须依靠一系列

精准、高效的内部业务流程。煤炭企业想获得更

多的竞争优势，要根据自身的特点，在保证安全、

高效以及节能的前提下，对内部业务流程评价指

标进行优化[9]。

3.3.1 安 全

安全问题是煤炭企业的生命线，是保障企业

正常生产和持续经营的首要条件。只有煤炭企业

的安全得以保证，才能够在良好的环境下进行生

产，若安全问题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煤炭企业

的产品质量再好、销售情况再好也不能保证企业

的长久运行。所以，安全问题是煤炭企业经营发展

的重中之重，需要给予充分的重视。评价安全的指

标一般包括百万吨死亡率、近3年事故下降率等。

3.3.2 高 效

高效是指煤炭产品生产的高速、有效，实现

高效必须从生产技术和管理等方面同时入手，需

要投入一定的费用用于学习和研究，优化生产流

程以及生产效率，通过一系列的检验最终投入使

用。在企业提高煤炭生产效率的同时，也要在生

产过程中尽可能节约资源，争取将投入最小化、

生产最大化。评价高效的指标一般包括研发费用

率、生产能力利用率等。

3.3.3 节 能

煤炭企业的发展依靠煤炭资源，关系着煤炭

企业经营效益的好坏。我国作为煤炭消费大国，

需要消耗的煤炭资源是巨大的，对于煤炭资源的

节约能够减少企业的成本支出，取得更多的经济

效益，也是煤炭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因

此，节能是煤炭企业内部流程的重要目标。评价

节能的指标一般包括矿井回采率、矿产资源综合

利用率等。

3.4 学习和成长维度指标设计

内部业务流程和顾客层面的绩效指标是企业

发展壮大的重要评价依据，也是平衡计分卡比传

统绩效评价体系的优势所在。但是，宏观政策和

市场环境是不断变化的，企业需要根据这两个外

部因素的变化对自身的评价体系进行调整。在当

前竞争异常激烈的市场环境中，企业需要不断扩

展自身的领域和销售途径，引入新的思想理念，

结合新的技术才能生产出顾客需要的产品，同时

提高服务水平满足顾客需求，帮助企业开拓新的

市场，提高企业的收入和利润，从而带来企业价

值的增长。因此，企业的价值增长需要依靠自身

的学习能力以及创新能力，平衡计分卡可以为企

业未来调整投资方向提供科学依据，但是这里所

说的投资，并不只是设备更新等传统投资领域，

更主要的是对高素质人才、先进技术的投资，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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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煤炭企业的发展要从提高员工整体素质入手，

不仅需要对员工进行各项技能培训，还要树立良

好的企业文化氛围，并且陶冶到每一位员工的思

想之中，这样才能够做到企业自身文化和员工素

质的协调发展，使企业具备更加稳定的文化积淀

和人才队伍。每个成功的企业发展都离不开对员

工职业生涯成长的重视，尤其是对核心技术人才

以及高级管理人才的培养，是企业在市场竞争中

取得不败地位的关键所在[10]。评价学习与成长的指

标一般包括员工流动率、职业技术水平、员工学

历分布、员工满意度以及培训次数等。

综合以上分析，构建出基于 BSC和 EVA的煤

炭企业绩效评价体系，如图1所示。

图1 基于BSC和EVA的煤炭企业绩效评价体系

4 结 语

本文基于平衡计分卡绩效评价以及经济增加

值的相关理论知识，将二者进行有机融合，针对

煤炭企业构建一个评价目标明确、评价依据科学、

评价方法合理的绩效评价体系，并且根据所建立

的绩效评价体系找出煤炭企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

问题，并针对问题提出相应的改进措施，提高煤

炭企业绩效，促进煤炭企业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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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我国煤炭行业发展正处于转型的关键时期，

根据中央经济会议下达的相关指示，煤炭行业要

进行深化改革。煤炭行业发展的繁盛期已过，当

前正面临着新旧能源相互竞争的压力，水能、风

能、核能等新能源，由于污染较低等优势，正逐

渐成为社会发展趋势下的必然选择，煤炭企业面

对这样的竞争趋势，经营状况已经日渐艰难，优

化成本管理才是提高煤炭企业市场竞争力的必然

选择。所以，要降低成本促进企业的生产效率，

必须从成本管理工作入手，基于“供给侧”改革背

景下，提出并使用先进的管理成本方法进行成本的

有效控制，是当前煤炭行业发展的主要任务。

国内外许多学者基于此视角进行了研究。张

五星[1]侧重于对煤炭企业的环境成本进行研究，通

过作业分解法和作业成本动因分析等方式将煤炭

企业成本控制与核算相融合，从而达到对环境成

本分解的目的。吴力波等[2]选择 2007—2012年我国

煤炭发电企业的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析法对中国

煤炭企业成本技术效率受国家政策影响情况进行

分析。吴倩倩等[3]选择了具体的企业案例进行分

析，研究对象以中国神华为主，选取 2012—2016
年间的财务相关数据，将中国神华发展战略的现

状通过投资、筹资、营运等方面进行具体分析论

述，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意见。邹世春[4]选择具体公

司为案例进行研究，选择以KL企业为例，对企业

当前出现的经营成本问题进行论述，根据具体问

题提出针对性措施。张俊芝等[5]通过计量分析方法

对环境成本费用项目进行分析，从企业经营活动

的 3个阶段实施成本控制，即事前、事中和事后。

3个阶段的环境成本控制能够将企业成本出现的问

题进行分割处理，为企业成本管理和控制提出了

借鉴和发展思路。李轶慧[6]则基于经济新常态的背

景，对当前我国煤炭行业面临的挑战和存在的主

要问题进行论述，并提出了煤炭企业未来发展的

经营模式。田德凤 [7]针对我国煤炭企业发展提出

了降低环保费、减少融资成本以及调整涉煤税

费等建议对策。陈天银 [8]总结归纳出影响企业成

本管理的主要因素，并根据因素建立了关系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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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最后验证出研究假设的合理性。

1 煤炭企业成本影响因素

1.1 资源因素

资源因素的影响主要包括 3个方面，即煤炭资

源存储条件影响、地区间的影响以及周边环境的

影响。由于煤炭资源的特殊性，所以在赋存方面

产生的成本数额较大，煤炭资源开采和生产成本

投入，都需要耗费较大的成本数额。煤炭资源位

置的不固定性，造成开采运输过程中产生的交通

运输困难问题，同样也占据了较大比例的成本。

煤炭周边环境对当前煤炭企业的成本同样产生较

大的影响，由于周边环境的差异性，煤炭开采过

程中会对环境造成破坏性影响，如地面塌陷、建

筑物损坏等，煤炭企业就会涉及到环境赔付，从

而造成生产成本增加。

1.2 技术条件因素

技术条件是影响煤炭企业成本的重要因素，

也是煤炭企业获得市场竞争力的根本方式。煤炭

在开采和生产的过程中需要机械化、科学化程度

较高的生产方式，这就产生企业技术投入造成的

成本问题。在煤炭开采过程中，设计开采方案和

购置开采设备，都对企业的生产成本带来一定的

负担。因此技术条件对煤炭企业运营的成本产生

较大的影响。环境条件和资源、地理条件都属于

不可控因素，煤炭企业需要根据这些不可控的条

件制定开采生产计划，以及采用的开采器械，制

定最优的方案提供工作效率。在固定时间内生产

煤炭总量最大化，而企业产生成本最小化。

1.3 运输成本因素

运输成本包括煤炭企业出矿运输费用、地面

运输以及最终到达运输目的地等一系列流转费用。

这一系列运输环节中还会涉及到出矿价格、地面

交接开销等。缴纳地方政府税费以及不同类别交

通运输费、中介经销商费用。我国煤炭企业选择

的主要运输方式以铁路运输和海运为主，但这两

种运输方式的局限性较大，产生的运输成本也不低。

我国煤炭行业运输成本整体上还是高于美国、日本

等发达国家。根据公开数据显示，中国煤炭企业

1 000 km的运输成本高达日本和美国的15倍左右。

2 煤炭企业成本管理问题

2.1 成本管控模式固化，方法单一

煤炭企业在成本管理方法上一直延用传统方

式，难以适应现代成本运营模式，造成管理方法

不科学，并且缺乏针对成本管理设置的考核体系。

当前企业对于成本预算和具体执行情况设置了考

核办法，但是考核办法中很少涉及到成本的考核

内容，这样变化造成违规风险，不能真正发挥考

核价值。煤炭企业没有厘清成本管控的主次内容，

对于成本核算方式给予重视，但是在成本考核和

成本管控中却有所缺失。一味追求降低成本，没

有结合企业发展现状采用对企业长远发展有利的

核算方法。另一方面，生产经营成本应该给予更

多的重视，行政管理部门人数较多，对于部门支

出也应该做好考核工作，否则不利于企业整体的

成本调控。

2.2 产能缺乏有效管控，库存成本增加

煤炭开采生产运行的周期相对较长，下游客

户为了避免在旺季进行采购，所以通常会和煤炭

企业进行预定购买，但是也有下游客户因为需求

量较大，所以会在旺季进行大规模囤购。这样的

差异性需求造成了煤炭企业对于生产供应量预估

的复杂性。煤炭企业没有针对下游客户的购买需

求进行分析，进而导致产能浪费现象突出，开采

过量导致库存增加，带来的储藏成本升高，导致

整体企业成本随之增加。在完全成本法下，煤炭

企业的成本伴随煤炭产量的提高会减少，为了追

求企业成本的降低，企业通过扩大开采量而减少

成本，对于报表数据进行粉饰，造成管理库存的

成本增大。

2.3 材料管理不完善，导致材料成本高

煤炭产量和用于生产的材料数量成正比，煤

炭企业产量较大，所以耗材较多，但是由于近年

来企业煤炭质量下降等原因，销售量呈现出逐渐

降低的趋势，需求量也随之减少，然而产量却没

有逐渐降低，这样一来，导致企业材料成本出现

较高。煤炭企业在材料的采购、管理以及使用、

报废核算等一系列的活动过程中没有建立完善的

体系，材料产能的浪费也是存在的问题之一。

2.4 生态保护要求高，环境成本压力增加

国家对于环境保护日益重视，对于地区间环

境建设也提出了许多要求，政策环境对煤炭企业

产生较大的影响。煤炭企业和其他企业一样，面

临着生态成本高问题，但是煤炭企业生态环境保

护意识较低，对于一些污水、煤矸石等废弃材料

没有认真处理，对于环境保护的意识仍然停留在

先污染、后治理的阶段。这样的做法导致企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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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治理成本较高，开采过程中容易破坏地区的

生态环境，对于地面以及建筑物等造成影响，如

造成的地面塌陷问题，煤炭企业在开采之初没有

很好的进行勘探设计，地面塌陷后要做出补偿，

导致成本增加。

3 煤炭企业加强成本管理的措施

3.1 加强产能管控，维持供需平衡

企业生产需要制定严格的计划，需要按照

“供给侧”要求，做到供需平衡，即满足市场需求

的前提下适度生产，需要企业能够具备洞悉市场

动态的能力。企业近亏损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没

有对市场进行充分调研，盲目生产导致煤炭存货

量大。所以企业应该积极吸取教训，建立专门的

调研小组，对我国煤炭市场的供需情况充分把握，

并作出合理的预测和生产方案。这也要求企业要

聘请具备相关专业知识的人才，并且集思广益，

汲取各部门意见，将成本风险控制到最低。

3.2 严格材料消耗控制，提高材料使用效率

在调查中可以发现煤炭企业消耗材料数量较

大，而且部分材料利用率很低，闲置在仓库中增

加了管理成本。所以，企业应该对生产材料成本

进行有计划的管理。可以借助科学的成本管理办

法，对成本进行严格管控，降低材料的消耗。以

市场为指导，制定科学的目标成本，也可以通过

材料的采购环节进行成本控制，如采用“货比三

家”或招标的方式，对物料的成本进行挑选，避

免购入成本过高的物料，在物料购入后对物资成

本进行严格的考核，分析在哪些部分还可以将成

本降低。

3.3 建立完整的成本管理机制，利用考核降成本

企业要实现成本最低化，必须有一套科学的

成本管理机制作为保障，成本管理机制包含事前、

事中和事后的成本控制与考核。煤炭企业把市场

的供需作为基本导向，制定细分市场计划，生产

适合市场需求的产品，对产品实施严格的价格管

控，在进行目标成本的设定，将目标成本尽量细

化。在这期间要实时关注市场动态，对于政府颁

布的政策要给予重视，随时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

调整企业的生产内容和成本预算。制定合适的考

核员工机制，将企业目标落实到员工身上，使企

业的支出信息明确，并建立配套的奖惩机制，将

成本考核与员工建立根本联系，以便发生问题时

能够找到对应的负责人，要对目标成本进行及时

分析，从而做到每项成本都在可控范围内。

3.4 立足可持续发展理论，重视保护环境，减少

目标治理成本

煤炭企业在生产煤炭的过程中，要做到边生

产边治理，在生产开发的过程中要注重监督环境

保护，认真落实国家对环境保护政策，在环境保

护的投入上，要尽可能做到一次性投入，减少后

续成本。积极和其他企业展开合作，共同承担成

本风险，如和保险公司积极合作，在环境开发以

及施工安全等方面展开合作，降低成本风险。做

到绿色开发，增强科技的投入，在生产过程中尽

量减少污染产生，达到节约成本的最终目的，为

企业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提高提供可能。

4 精益成本管理方法在煤矿的应用

4.1 再造采购模式，制定采购预算

精益成本管理方法优化了传统的采购模式，

对传统采购模式的目的进行转变，使采购模式更

具有主动性，可以适需而变。精益成本管理方法

将采购行为进行规范化，对采购进行严格有效把

控，精益思想和成本管理结合后，采购行为已不

再是以填满库存为目的的管理方式，而是与供应

商之间关系处理的拓展方式，更加符合市场的需

求。通过精益成本管理方法，创造了全新的采购

模式，实现生产作业材料的动态化，保障材料能

够及时供应、有效生产。实现了零库存和精益采

购的目的。

4.2 全员生产管理，作业成本核算

煤炭企业的生产成本构成主要是员工成本、

生产材料成本、采买生产器械等过程产生的成本

费用，所以煤炭企业当下的生产成本管理问题主

要是设备生产效率低下、管理制度不科学以及成

本核算方法落后等，针对这些问题，采用提高设

备的质量监管以及使用效率、优化现场的管理制

度、利用作业成本法进行成本核算的方式加以解

决，实现精益生产成本管理的目的。

4.3 增加设备投入，提高设备效率

设备效率决定煤炭企业生产效率的高低，所

以要想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仅仅提高工作强度

对于生产效率的提高作用不大，并且机器在长时

间的运转工作下，会造成机器的损耗和磨损。所

以可以从提高检修效率、完善设备维修流程等方

面提高设备效率，如缩短定期检修设备的时间，

每 3个小时进行检修，主机可以缩短至 2个小时检

高彦军：煤炭企业成本管理存在问题及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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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一次。将一周作为一个周期，每周规定检修 7
个小时，这样主要是保障设备的能力利用率、促

进生产顺利，减少故障发生，进而提高设备效率。

4.4 追求精益求精，确保产品质量

精益思想中注重客户的满意度，即对产品的

使用体验，而并非单纯的低成本生产，只有在保

障产品质量的前提下提升用户的满意度，才能够

将质量与成本均衡配置，实现产品最优的性价比。

作业质量是生产产品的重要部分，对于煤炭企业

而言，商品煤是否符合市场标准，取决于作业质

量的好坏。作业质量差则煤产品的合格率也会随

之下降，并且会对销售等环节产生负面影响。

4.5 物流看板管理，优化运输作业

企业是整个生产价值流动的集合体，要为客

户提供增值服务的企业，需要实现资金、信息、

物流、人员流动等各个方面的价值流动，其中物

流是重要环节之一，在精益思想下要对物流、信

息流等作业链进行管控，最终将成本降到最低。

煤炭企业的物流成本主要是搬运费、装卸运输以

及仓储费。为了实现煤炭企业物流的精益成本管

理，应该将物流成本降到最低，实现客户的价值

增值。可以通过优化物流看板管理、与物流企业

展开运输合作以及优化运输作业链等方法来实现。

5 结 语

本文以煤炭企业为研究对象，探讨了企业转

型发展中成本降低的有效方式。研究得出，“供给

侧”背景下企业应该积极响应政府出台的政策，

时刻关注市场以及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政府同

样应该给予煤炭企业发展支持，出台相关政策，

保障企业和政府齐头并进。在市场机制下筛选有

潜力的企业，不符合发展趋势的煤炭企业最终会

面临淘汰。企业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制定

一套有效的成本管理体系，洞悉社会潮流变化，

对经济动态具有较高的敏感度。及时根据外界环

境变化和自身经营情况作出调整，顺应时代的

潮流。同时企业也应积极创新，实现生产方式

的最优化，进而将成本控制在最低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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