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导 论 Introduction

努力抓住“新基建”赋能煤炭工业的机遇

中国应急管理报 （中国煤炭报） 党委书记 崔 涛

当前，以 5G、轨道交通、特高压、充电桩、新能源、

数据中心、人工智能、物联网和工业互联网等为主要内容

的新型工业化基础设施建设，正在如火如荼兴起。煤炭工

业当抓住机遇，赋能发展动力，实现转型升级，促进高质

量发展。

一般认为，中国现在所建设的“新型工业化”，是在传

统工业化基础上，叠加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

绿色化等要求，是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技术、新能源技

术等产生和应用的结果。因此，“新基建”既包括新一代智

能化信息基础设施和新能源基础设施，也包括经过信息化、

智能化、绿色化改造的传统基础设施和传统工业。

“新基建”是中国经济加快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不

断壮大新兴产业，打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提高全要素生产

率的根本办法，也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未来国

际经济竞争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数字经济，以人工智能、工

业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经济正在进入下半场。中央准确把

握世界经济发展趋势，早已展开对“新基建”的战略规划

和布局。2018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加快 5G

商用步伐，加强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

础设施建设。2019年 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强

调，要着眼国家长远发展，加强战略性、网络型基础设施

建设。日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研究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稳定经济社会运行重点工作，明

确要加快 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更

是为“新基建”吹响了“冲锋号”，按下了“快进键”。

“新基建”将为煤炭工业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首先，

“新基建”的大规模投资和新增耗能，将进一步拉动煤炭消

费。据测算，2020年我国仅 5G、特高压、轨道交通、充电

桩、数据中心、人工智能等的投资规模就在万亿元以上，

这必将通过相关制造产业转化为对煤炭的需求。另一方面，

“新基建”的成果必然会增加能耗，从而增加煤炭消费。仅

以数据中心为例，中国电子节能技术协会称，目前中国数

据中心的耗电量已连续 8 年以超过 12% 的速度增长，预计

2020 年总耗电量将达到 2 962 亿千瓦。据三峡集团数据，

2019年三峡工程全年发电量为 968.8亿千瓦时。煤炭行业要

站在国家能源安全的高度，从国家主体基础能源的角度，

认真研究“新基建”对煤炭消费的潜在拉动，坚定信心，

谋划发展。

其次，要积极探索“新基建”赋能煤炭工业升级的路

径。近年来，在国家政策的引导和支持下，在煤炭行业的

共同努力下，煤炭工业在机械化、信息化、数字化、智能

化道路上高歌前行，全国煤矿基本实现机械化和综合机械

化，到去年底已建成 200余个无人工作面，在煤炭供给、安

全生产等方面实现历史性跨越，全要素生产效率、发展质

量获得提升。2020年 3月，国家能源局、应急管理部、国家

煤矿安监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科技部、教育部

共同发布《关于加快煤矿智能化发展的指导意见》，围绕物

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自动控制、移动互联

网、智能装备、煤炭开发技术与装备深度融合等，提出了

18 条指导性意见，目的在于建设全方位的煤矿智能系统，

实现矿井生产经营管理全过程安全高效智能运行。建设智

能化煤矿，符合世界发展潮流，符合国家发展战略，符合

煤炭企业发展要求，必将对我国煤矿发展产生革命性影响。

在积极推进煤矿智能化建设的同时，还要从煤炭全产业链

着眼，注重煤炭工业数字化改造，加速机器换人，大力发

展煤炭工业互联网，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与煤炭工业深度

融合，构建起全要素、全产业链、全价值链全面连接的新

型煤炭生产和服务体系，提高自动化水平，降低消耗和保

证安全生产，提升劳动生产率和改进产品质量，实现质量

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实现煤炭工业发展新旧动能

转换，向着智慧煤炭工业升级发展。

最后，煤炭企业要着力在“新基建”中构建新的经济

增长点。不同于传统基建，“新基建”将更多依靠市场化力

量，自下而上动态推进，企业将成为建设主力。在信息化、

智能化建设方面，煤炭企业已经拥有不少成熟的技术，并

得到了实践验证。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一些煤炭企业

复工复产比较顺利，大数据平台就发挥了重要作用。下一

步，要围绕智能化生产、网络化协同、个性化定制、服务

化延伸、数字化管理等方面，形成完整的生产系统和管理

流程应用，大力创建新发展模式，既做能源和装备供应商，

也做数字服务提供商，与产业链伙伴无缝连接实现信息共

享，实现客户需求驱动的全生命周期管理，构建既覆盖全

产业链也跨行业融合创新的生态系统，催生新经济增长点，

推动煤炭企业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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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能源结构以煤炭为主，其开发利用的清

洁性一直受到关注，发展清洁的新能源技术对中

国能源战略发展乃至整个社会经济发展都至关重

要。氢能被认为是 21世纪的终极清洁能源，发展

氢能具有战略意义。氢能经济产业包括氢气制备、

氢气储存、氢气运输、氢气加注以及燃料电池汽

车、燃料热电联系统的终端应用。

生命周期成本分析方法 （Life Cycle Cost，简

称LCC）是运用生命周期思想，兼顾环境影响的评

价方法，为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和环境影响最小

化提供依据。姚飞等[1]构建了氢能生命周期成本概

念和分析框架，将生命周期成本分析定义为基于

现有成熟的方法，立足于产品的生命周期全过程，

对该产品在其生命周期内所发生的全部成本，包

两种技术路线的煤制氢产业链生命周期成本分析

程婉静 1，3，李俊杰 2，刘 欢 2，田亚峻 1

（1.国家能源投资集团 北京低碳清洁能源研究院，北京 102211；2.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北京 100083；3.国家能源

投资集团 新能源发展研究中心，北京 100034）

摘 要：氢能被誉为 21世纪的“终极能源”，是一种清洁的二次能源。2019年氢能首次写入两会政府工作报

告，凸显了发展氢能产业的重要性。中国“富煤、贫油、少气”的能源结构决定了在一定时期内以煤炭作

为主要的氢能原料的地位不会改变。采用生命周期成本分析方法，研究以上游产业链的煤气化制氢、煤热

解制氢为起点，结合中游产业链的气氢和液氢运输等不同储运方式，到下游产业链的加氢站，得到煤制氢

产业链生命周期成本，通过比较可知，以煤为原料制氢具有明显的经济性优势，但生命周期环境影响所带

来的外部成本也不容忽视，为综合评价以煤制氢技术发展氢能产业链的可持续性提供理论依据。

关键词：生命周期成本；煤气化制氢；煤热解制氢；内部工艺成本；外部环境成本

中图分类号：F5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9605（2020） 03－0004－08
Analysis of life cycle cost of coal hydrogen production chain based on two technical

routes
Cheng Wanjing 1，3，Li Junjie 2，Liu Huan 2，Tian Yajun 1

（1. Beijing Low Carbon Clean Energy Research Institute，National Energy Investment Group，Beijing 102211，China；2. School of Chemical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Beijing），Beijing 100083，China；3. New Energy Development Re⁃

search Center，National Energy Investment Group，Beijing 100034，China）

Abstract：Hydrogen energy is known as the“ultimate energy source” in the 21st century and is a clean secondary energy
source. Hydrogen energy was first written in the government work report of the two sessions in 2019，highlighting the impor⁃
tance of developing the hydrogen energy industry. China's“rich coal，lean oil，and little gas”energy structure determines that
the status of coal as the main raw material for hydrogen energy will not change for a certain period of time. Therefore， the
life cycle cost analysis method was used to study the hydrogen production from coal gasification and coal pyrolysis in the up⁃
stream industrial chain as a starting point，combining different storage and transportation methods such as gas hydrogen and liq⁃
uid hydrogen transportation in the midstream industry chain，to the hydrogen station of the downstream industry chain，the life cy⁃
cle cost of the coal hydrogen production industry chain is obtained. It can be seen from the comparison that the production of hy⁃
drogen from coal has obvious economic advantages. However，the external cost of life cycle environmental impact cannot be ig⁃
nored，and it provides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the sustainability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hydro⁃
gen energy industry chain with coal-to-hydrogen technology.
Key words：life cycle cost；hydrogen production from coal gasification；hydrogen production from coal pyrolysis；internal pro⁃
cess cost；external environmental cost

基金项目：中国工程院中国科技知识中心项目（CKCEST-2019-
2-6）
通讯作者：田亚峻（1972—），男，山西平遥人，教授，主要研

究方向为能源转化。E-mail：yajun.tian.d@chnenergy.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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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产品在生命周期内各个阶段所造成的环境影响

进行货币化计量与分析，来确定哪些环节可以作

为缩减成本的关键环节。研究生命周期成本尤其

是环境影响带来的外部成本文献仍然较少，大多

仅关注不同制氢技术带来的生命周期经济成本。

谢欣烁等[2]整理了研究领域认可度较高的关于不同

制氢技术的生命周期成本数据，结果为煤气化制

氢 8.3～19.5 CNY / kgH2、天然气制氢 10.4～27.6
CNY /kgH2、核能热化学制氢为 12.8～36.9 CNY /
kgH2、风电制氢 22.3～59.8 CNY/kgH2、太阳能光

伏发电制氢 36.6～61.3 CNY/kgH2、生物质气化制

氢 9.7～22.2 CNY/kgH2。传统制氢技术的成本相对

低廉，而除生物质气化制氢以外的新型制氢技术

成本普遍较高。通过文献调研可知，尚缺乏以煤

气化制氢和煤热解制氢为起点的产业链生命周期

成本研究。

本文采用 LCC方法，重点关注煤气化制氢和

煤热解制氢这两种煤制氢技术工艺，以煤制氢为

起点，结合不同储运方式，以及加氢站应用，核

算两种技术路线的煤制氢产业链生命周期成本，

评价其生命周期经济性水平，为我国发展煤制氢

提供理论依据。

1 研究边界和模型

1.1 研究边界

在中国，煤气化制氢适用于大规模制氢，由

于原材料煤炭资源丰富，价格较为低廉，已经具

备了一定的经济性优势和规模效益。煤气化制氢

工艺模拟流程，如图1所示。

煤炭焦化作为传统煤化工，既是国民经济的

重要产业，又是典型的能源转化产业，在我国煤

化工行业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焦炉煤气是焦炭

生产过程中的副产品，通常生产 1 t焦炭可副产

420 m3 焦炉气。焦炉煤气组成中含氢气 55%～

60%vol、甲烷 23%～27%vol、一氧化碳 6%～8%vol
等。以年产 100万 t的焦炭企业为例，可副产焦炉

气 4.2亿m3，按 2.5 m3焦炉气提 1.0 m3氢气计，可

制取 1.68亿 Nm3氢气。2018年国内焦炭产量超过

4.3亿 t，理论上可提纯副产氢气量超过 650万 t/a。
煤热解制氢工艺模拟流程，如图2所示。

本文的研究边界是基于煤气化和煤热解这两

种制氢工艺，结合液氢压缩、气氢压缩两种压缩

图1 煤气化制氢工艺模拟流程

图2 焦炉煤气直接制氢工艺模拟流程

程婉静等：两种技术路线的煤制氢产业链生命周期成本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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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通过运输环节，再到加氢站的下游应用环

节，对不同组合的煤制氢产业链进行生命周期成

本分析，研究边界如图3所示。

图3 煤制氢产业链LCC分析系统边界

1.2 生命周期成本分析模型

生命周期成本分析方法在 1960年首次提出，

用于核算美国军工产品领域的成本[3]。生命周期成

本包含生产和使用某一产品链条中所产生的全部

成本，分为内部成本和外部成本，已经成为能源

资源可持续发展评价的经济决策工具。其中，内

部成本是对企业而言，包括企业在该产品生命周

期中所支付的经济成本，以货币单位的数值来衡

量。而外部成本是对整个社会而言，开发利用该

产品所带来的环境影响、社会影响等，是无法用

会计准则计算为货币单位的成本部分，但对整个

社会福利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指标。核算生命周

期成本，有利于实现企业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共

赢[4]。生命周期成本计算如式（1）所示。

CLC = Cin + Cex （1）
其中，CLC表示生命周期成本，Cin表示生命周

期内部成本，可用常规会计准则计算，包括原材

料成本、燃料动力成本以及其他成本等。 Cex表示

生命周期外部成本，可用式（2）计算，实现货币

化的计量。

Cex =∑
j = 1

n

Ej × ej （2）
其中，j表示排放的污染物，Ej表示该污染物

的排放量，ej表示该污染物的单位外部成本，具体

数据参照由欧盟会员会发起的能源外部效应计划。

下文将采用LCC方法分别核算煤气化制氢产业

链和煤热解制氢产业链的生命周期内部成本、外部

成本以及生命周期成本，并对结果进行比较和评价。

2 煤制氢产业链生命周期内部成本核算

2.1 煤气化制氢产业链生命周期内部成本

根据某个煤气化项目的工艺数据，使用全生

命周期成本（LCC）分析，可以得到煤气化全生命

周期成本的结果。煤气化制氢工艺过程参数和成

本清单，包括原材料成本、动力成本等，见表1。

输入

原料

辅料

公用工程

总计

原料煤

氧气

盐酸

烧碱

变换催化剂

絮凝剂

甲醇

燃料气

LPG
柴油

外购电

新鲜水

高压锅炉给水

中压锅炉给水

低压锅炉给水

单位

kg
Nm3
kg
kg
m3
kg
kg
Nm3
kg
kg
kWh
kg
kg
kg
kg
—

数值

179 000
86 000
40.416 67
208.333 3
0.016 73
5.050 505
110
4 148

0.025 253
5.050 505
24 779
3 000
221 500
25 300
49 600

—

单价/元
0.6
0
0.6
2.5

200 000
20
2.3
3
3.73
2

0.725
0.001 77
0.001 77
0.001 77
0.001 77

—

成本/元
107 400
0

24.25
520.833 3
3 345.96
101.010 1
253
12 444
0.094 192
10.101 01
17 964.78
5.31
392.055
44.781
87.792

—

成本比重/%
75.3
0
0.0
0.3
2.3
0.0
0.1
8.7
0.0
0.0
12.6
0.00
0.27
0.03
0.06
100

表1 煤气化制氢工艺成本清单

数据来源：中国工程院中国煤炭清洁高效可持续开发利用战略研究重大项目[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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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表可以计算得到，煤气化制氢工艺成本

为 6.09元/kg，明显低于其他制氢工艺成本[4]，具有

明显的经济性优势。在煤气化制氢工艺成本中，

占比最大的是原料煤，占成本的75%，若原料煤价

格从 600元/t下降到 500元/t，可以使煤制氢工艺成

本下降13%。

外购电成本占煤气化制氢成本的 12.6%。在

计算中采用的是工业用电平均值为 0.725元/kWh，
实际上各地区工业用电价格不同，不同性质、

不同电压情况下电价也不同，在高峰段、平时

段和低谷段的用电价格皆有不同。一般情况下，

工业用电在峰值时段价格为 1.025元/kWh，平时

段用电价格为 0.725元/kWh，低谷段用电价格为

0.425元/kWh。若是采用低谷电制氢，可以使煤

制氢可变单位成本下降 10%。有些地区弃风弃

风电价更低，可以达到 0.25元/kWh，可以使煤

制氢可变成本下降 13%，煤制氢工艺的经济性

优势更佳。

结合氢气压缩（气氢、液氢）、氢气运输（气

氢、液氢） 和氢气加注环节的成本调研数据，可

以得到煤气化制氢产业链生命周期内部成本清单，

见表2。
表2 煤气化制氢产业链生命周期内部成本

煤气化制氢产业链的生命周期内部成本约为

22.28~32.51元/kgH2。其中，氢气加注成本占据煤

制氢全产业链总成本比重最高，约50%，因此加氢

站拥有稳定的客户群，实现规模化经营，才能有

效摊薄加注成本。另外，由于液氢压缩技术尚不

成熟，能量消耗较大，因此液氢压缩成本也远远

高于气氢压缩成本，气氢压缩成本只有液氢压缩

成本的17%，液氢运输成本也明显高于气氢运输成

本。在当前情况下，氢气制备厂大多都选择气氢

存储和拖车运输，经济性明显更好。

2.2 煤热解制氢产业链生命周期内部成本

根据煤热解制氢工艺，对成本进行计算，分

别设置两个情景。情景 1是从焦炉煤气制氢开始分

析。假设焦炉煤气外购，成本价为 0.5元/m3，计算

煤热解制氢工艺成本，结果见表3，与煤气化制氢成

本清单相同，主要包括原材料成本、动力成本等。

表3 焦炉煤气制氢工艺成本清单（情景1）

数据来源：焦炉煤气利用途径的效率和效益分析[6]。

从上表可以计算得到，焦炉煤气制氢工艺成

本为 1.14元/m3，为 12元/kg。在工艺成本中，占比

最大的是焦炉煤气，占成本的80%，然后是外购电

成本，占比为 18.84%。因此，若焦化厂直接使用

煤焦化过程中产生的焦炉煤气制氢，不考虑焦炉

煤气购买成本和价值分摊，则氢气产品的平均可

变成本可以直接降为0.22元/m3，为2.4元/kg。
外购电成本，在计算中采用的是 0.52元/kWh。

若是采用低谷电制氢，可以使煤热解制氢可变单

位成本下降10%。有些地区弃风弃风电价更低，可

以达到 0.25元/kWh，可以使煤热解制氢可变成本

下降16%，使煤热解制氢工艺的经济性优势更佳。

结合氢气压缩（气氢、液氢）、氢气运输（气

氢、液氢） 和氢气加注环节的成本调研数据，可

以得到煤热解制氢产业链生命周期内部成本清单，

见表4。
表4 煤热解制氢产业链生命周期内部成本清单 元/kg

煤气化制氢产业链内部成本

（气氢）

生产环节

煤气化制氢

气氢压缩

气氢运输

氢气加注

总成本

单位成本

（元/kg）
6.09
0.8
1.22
14.17
22.28

成本比

重/%
27.34
3.58
5.49
63.59
100

煤气化制氢产业链内部成本

（液氢）

生产环节

煤气化制氢

液氢压缩

液氢运输

氢气加注

总成本

单位成本

（元/kg）
6.09
4.64
7.61
14.17
32.51

成本比

重/%
18.74
14.27
23.41
43.58
100

名称

原料

公用

工程

总计

焦炉煤气

新鲜水

脱盐水

外购电

单位

m3
t
t
kwh
—

数值

2 292.7
5
0.78
519
—

单价/元
0.5
1.4
12
0.52
—

成本/元
1 146.35

7
9.36
269.88
1 432.59

成本比重/%
80.02
0.49
0.65
18.84
100

程婉静等：两种技术路线的煤制氢产业链生命周期成本分析

焦炉煤气副产氢产业链内部成本

（气氢）

生产环节

煤热解副产氢

气氢压缩

气氢运输

氢气加注

总成本

单位成本

(不考虑

焦炉煤气

成本)
2.4
0.8
1.22
14.17
18.59

单位成本

(考虑焦

炉煤气成

本)
12
0.8
1.22
14.17
28.19

焦炉煤气副产氢产业链内部成本

（液氢）

生产环节

煤热解副产氢

液氢压缩

液氢运输

氢气加注

总成本

单位成本

(不考虑焦

炉煤气成

本)
2.4
4.64
7.61
14.17
28.82

单位成

本(考虑

焦炉煤

气成本)
12
4.64
7.61
14.17
38.42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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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表看出，煤热解制氢产业链的生命周期

内部成本约为 18.59~38.42元/kg。其中，氢气加注

成本占据煤制氢全产业链总成本中最高的比重，

占比在 40%~70%左右。与煤气化制氢产业链生命

周期内部成本相比，煤热解制氢若不考虑焦炉煤

气外购价格，则明显具有更好的经济性。若煤热

解制氢成本可以下降 0.5元/m3，需要焦炉煤气价格

下降至 0.21元/m3，利用煤热解制氢在成本经济性

上就会优于煤气化制氢工艺。

情景 2是从煤焦化过程开始分析，考虑产出包

括笨、煤焦油、焦炭和氢四种产品，以产品价值

为标准进行成本分摊，氢气产品在总产出价值中

的占比约为 18.58%，经计算可以得到制氢的分摊

成本为14.3元/kg，见表5。
根据对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地的加氢

站调研，35~45元/kg是当前主流的氢气到站价格，

再加上加氢站的服务费用，终端用户用氢价格通

常都在 60元/kg以上。因此，按照氢气价格为 40
元/kg计算，根据产出价值计算得到从煤焦化工艺

环节开始的制氢工艺成本为 14.30元/kg。若按照氢

气价格为 35元/kg计算，则制氢工艺成本为 12.81
元/kg，与直接采用外购煤热解制氢的工艺成本几

乎相当。

总之，煤热解制氢技术为煤焦化与氢能产业

联合发展开辟了道路，不仅产生环境效益，也产

生经济效益。利用焦炉气生产氢气项目能够有效

的回收利用资源，有助于形成良好的循环经济产

业链，不仅可以弥补能源供应缺口，还可以改善

能源质量、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充分合理利用

工业排放气资源，使资源最大限度地得到利用，

符合国家现代能源战略。

3 煤制氢产业链生命周期外部成本核算

煤制氢产业链在生命周期中不仅包含内部成

本，还包含了在开发应用中产生环境影响所带来

的外部成本。本节对煤制氢产业链生命周期外部

成本进行货币化的核算，参照由欧盟委员会发起

的能源外部效应计划 （Externalities of Energy） [7]。

名称

电力/kWh
冶金用煤/Kg

天然气制蒸汽/MJ
焦炉煤气/MJ

淡水/Kg
转化催化剂/Kg
脱硫催化剂/Kg
加氢催化剂/Kg

气态氮/Kg
变换催化剂/Kg
沸石吸附剂/Kg

空气/Kg
总计

总量

8.299 091
108.77
72.005 61
0.233 045
185.114 6
0.000 0925
0.004 993
0.002 147
2.429 067
0.000 291
0.019 825
0.086 014

—

单价/元
0.725
0.6
0.06
0

0.001 77
150
12
300
0
200
13
0
—

成本/元
6.02
65.26
4.32
0
0.33
0.01
0.06
0.64
0
0.06
0.26
0
—

成本占比/%
7.82
84.80
5.61
0.00
0.43
0.02
0.08
0.84
0.00
0.08
0.33
0.00
—

成本分摊/元
1.12
12.13
0.8
0
0.06
0
0.01
0.12
0
0.01
0.05
0
14.3

表5 煤焦化制笨、焦油、焦炭和氢气的工艺成本清单（情景2）

根据文献调研可以得到各污染物的外部费用估算

成本[8]，主要包括CO2、SO2、NOX、VOC等污染物，

见表6。
表6 各种污染物的单位外部成本估算 元/kg

数据来源：Pa A等人的研究成果[8]。

对这两种技术路线的煤制氢产业链进行生命

周期评价（Life Cycle Assessment，简称 LCA），设

置六种组合，分别是煤气化制氢和气氢储运、煤

气化制氢和液氢储运，考虑焦炉煤气价值分摊和

不考虑焦炉煤气价值分摊情况下的煤热解制氢和

气氢储运、煤热解制氢和液氢储运，可以得到 1kg
氢气从煤制氢到氢气加注的生命周期中，所产生

的污染物排放清单，见表7。
结合煤制氢生命周期评价的污染物排放清单，

污染物

外部成本估算

CO2
0.196

SO2
24.62

NOX
32.11

VOC
21.98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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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计算得到煤热解制氢结合气氢压缩和液氢压

缩、煤气化制氢结合气氢压缩和液氢压缩的产业

链生命周期外部成本，如图 4所示。液氢压缩比气

氢压缩需要耗费更多的能量，其外部环境成本大

于气氢压缩所带来的外部环境成本。虽然煤气化

制氢明显比煤热解制氢排放更多的二氧化碳，但

氮氧化物和二氧化硫排放略小，因此，最后计算

得到的生命周期外部成本只略高于煤热解制氢的

图4 煤制氢外部环境成本估算

外部成本，两者差异并不显著。煤气化制氢组合

气氢压缩的产业链生命周期外部成本为 7.5元/kg，
煤气化制氢组合液氢的产业链生命周期外部成本

为 11.1元/kg，煤热解制氢组合气氢的产业链生命

周期外部成本为7元/kg，煤热解制氢组合液氢的产

业链生命周期外部成本为 10.6元/kg，煤气化制氢

产业链生命周期外部成本仅比煤热解制氢高出 0.5
元/kg。

煤制氢生命周期外部成本的具体组成，见表

8。对于任何一条产业链来说，二氧化碳排放都是

主要的外部成本来源。煤热解制氢产业链，无论

是气氢压缩，还是液氢压缩，氮氧化物都是仅次

于二氧化碳的外部成本来源，然后是 VOC，最后

是二氧化硫。对于煤气化制氢产业链，液氢压缩

带来了更多的氮氧化物排放，而气氢压缩中排放

的VOC更胜一筹。总之，控制二氧化碳排放是降

低煤制氢产业链生命周期外部成本的主要途径，

可以通过加载二氧化碳捕集设备实现。

对生命周期外部成本进行各环节分解，以煤

气化制氢结合气氢压缩产业链为例，各环节二氧

化碳排放所产生的外部成本如图 5所示。煤气化制

氢过程所产生的二氧化碳外部成本最高，占比接

近90%，然后是气氢压缩和氢气运输环节，但相比

项目

二氧化碳

氮氧化物

二氧化硫

非甲烷挥发物

甲烷

煤气化+气氢

23.62
0.04
0.03

0.003 85
0.06

煤气化+液氢

28.43
0.07
0.05

0.005 25
0.07

煤热解+气氢（价

值分摊）

20.70
0.06
0.03

0.002 89
0.05

煤热解+液氢（价

值分摊）

25.51
0.09
0.05

0.004 29
0.06

煤热解+气氢（无

分摊）

20.12
0.05
0.03

0.002 69
0.02

煤热解+液氢

（无分摊）

24.93
0.08
0.05

0.004 09
0.04

表7 生产、压缩、储运和加注1kg氢气的污染物排放清单 kg/kg H2

项目

二氧化碳

氮氧化物

二氧化硫

非甲烷挥发物

甲烷

煤气化

煤气化+气氢

58.51
13.07
11.53

1.07

15.82

煤气化+液氢

53.18
17.00
13.84

1.10

14.87

煤热解

煤热解+气氢

（价值分摊）

54.49
18.19
12.95

0.85

13.52

煤热解+液氢

（价值分摊）

49.94
20.99
15.01

0.94

13.11

煤热解+气氢

（无分摊）

58.65
18.77
13.69

0.88

8.01

煤热解+液氢

（无分摊）

52.60
21.63
15.71

0.97

9.09

表8 煤制氢产业链生命周期外部成本组成 %

程婉静等：两种技术路线的煤制氢产业链生命周期成本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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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气化制氢工艺过程都可忽略不计。因此，降低

煤气化制氢产业链的二氧化碳外部成本，还需要

在制氢环节努力实现减排。

图5 煤气化制氢结合气氢压缩产业链的二氧化碳外部成

本分解

4 煤制氢产业链生命周期成本和结构分析

按照生命周期思想，将上述内部成本和外部

成本合并为生命周期成本，系统表示煤制氢产业

链所产生的经济环境成本，见表 9。煤热解制氢产

业链中，若焦炉煤气原材料考虑购买成本，或分

摊经济成本，其生命周期成本高于煤气化制氢产

业链，若焦炉煤气不考虑购买成本，则相比煤气

化制氢具有明显的经济性优势。煤气化制氢在外

部成本方面处于劣势，它对环境带来的整体影响

更加严重。

从生命周期成本结构来看，对于煤制氢产业

链来说，外部成本大约占生命周期成本的 1/5~1/4，
是不容忽视的部分。因此，企业在生产过程中需

要对负外部性进行充分的考量，由于外部成本很

难货币化，只有通过政府出台的环境税、排放权

交易等方式进行外部成本内部化，使之进入企业

决策参考的指标体系中，促使企业主动通过技术

进步等方式实现工艺过程的节能减排，从而利于

整个社会和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企业

在实际经营中虽然只关注生命周期内部成本，但

外部环境成本在未来可能会通过政策实现内部化，

因此生命周期外部成本的结论也为企业提前应对

政策变化提供了理论依据。

生命周期成本可以帮助综合评估产品生命周

期的经济性能和环境性能。对企业来说，生命周

期内部成本可以帮助有效识别改善产品经济性的

方向，而外部成本则是政府在制定产业发展和环

境保护相关决策时应充分考虑的因素。

5 结论与建议

5.1 结 论

本文采用生命周期成本分析（LCC）方法，核

算煤气化制氢产业链和煤热解制氢产业链生命周

期成本。结果表明：煤气化制氢工艺成本为 6.09
元/kg，明显低于其他制氢工艺成本，具有明显的

经济性优势，若煤炭价格下降、外购电采用低谷

电或可再生能源发电，会使煤气化制氢工艺成本

进一步下降至 5元/kg左右的水平，经济性会更加

凸显。与煤气化制氢产业链生命周期内部成本相

比，煤热解制氢若不考虑焦炉煤气外购价格，制

氢成本可以下降至 3元/kg以下，明显具有更好的

经济性，若考虑焦炉煤气外购成本或煤热解过程

价值分摊，则焦炉煤气制氢工艺成本约为 12~14
元/kg，明显高于煤气化制氢工艺成本。两种技术

路线的煤制氢工艺相比其他制氢工艺来说，具有

明显的成本优势。对于煤制氢产业链来说，煤气

化制氢产业链生命周期内部成本约为 22.28~32.51
元/kg，煤热解制氢产业链生命周期内部成本约为

项目

内部成本

外部成本

生命周期成

本

煤气化

煤气化+气氢

22.28

7.91

30.19

煤气化+液氢

32.51

10.48

42.99

煤热解

煤热解+气氢

（价值分摊）

28.19

7.45

35.64

煤热解+液氢

（价值分摊）

38.42

10.01

48.43

煤热解+气氢

（无分摊）

18.59

6.72

25.31

煤热解+液氢

（无分摊）

28.82

9.29

38.11

表9 煤制氢产业链生命周期成本估算 元/kg 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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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9~38.42元/kg，而生命周期外部成本约占生命

周期总成本的 1/5~1/4，也是不容忽视的部分，尤

其对于政府部门来说，可以作为可持续发展政策

制定的理论依据。其中煤气化制氢相比煤热解制

氢在生命周期外部成本方面处于劣势，对环境带

来的整体影响更加严重，制氢环节的二氧化碳排

放是主要的外部成本来源。

5.2 建 议

在未来中国氢能广泛布局、氢能产业发展到

一定规模的阶段，采用煤气化制氢和焦炉煤气副

产氢，既可以得到大规模氢源，又能实现经济性

的有效途径，也是在可再生能源制氢等绿氢发展

成熟之前过渡阶段的必要选择。因此，针对本文

结论提出以下建议。

1） 充分利用煤制氢大规模制氢经济性优势，

为工业提供稳定氢源。我国煤气化制氢和煤热解

副产氢行业工业化水平高，技术成熟，空间布局

广泛。尤其是煤气化制氢技术广泛应用于炼油化

工行业，具有短时期、大规模制氢、成本较低的

优势。现阶段可充分利用煤气化制氢经济性优势，

为工业用氢提供稳定的大规模氢源。

2）充分利用空间布局优势，在特定区域、特

定项目积极探索焦炉煤气副产氢，为燃料电池提

供稳定氢源。焦炉煤气副产氢工艺在不考虑成本

分摊和环境分摊时，兼具经济性优势和环境优势。

因此，对当前各地区各项目的焦炉煤气应用进行

充分调研，结合氢能产业链下游加氢站应用环节，

充分利用广泛的空间布局优势，探索在特定地区

特定项目中采用焦炉煤气副产氢，提高焦炉煤气

应用比率，保障项目收益水平。

3） 积极优化煤制氢过程工艺，实现节能减

排，降低生命周期外部成本。以化石原料制氢的

技术面临严重的二氧化碳排放问题，一方面要积

极优化气化/热解制氢过程工艺，节约煤炭消耗，

另一方面，大力推进电力低碳清洁转型，促进煤

制氢与可再生能源发电的耦合，减少生命周期内

由电力引起的间接排放。因此，在煤制氢产业链

中，采用低谷电或可再生能源电力，配备二氧化

碳捕集装置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通过技术手段、市场手段和政策手段，可以

使煤制氢产业链在实现良好经济效益的同时，控

制外部环境影响，从而在可再生能源大规模制氢

技术成熟前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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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行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在我

国能源消费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2002—2011
年，我国煤炭产需规模经历了近 10年的快速扩张，

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

“黄金十年”的快速发展使得煤炭产能结构性过剩

突出，需求增速放缓。自 2012年以来，煤炭价格

持续 4年下跌，到 2016年年初开始触底反弹，11
月达到阶段性峰值，之后近三年一直处于波动趋

稳，但稍有回落的状态。

煤炭作为主要的动力燃料及工业原料，其价

格的变动除了直接影响到煤炭企业的经济效益，

还关系到与之密切相关的上下游产业，乃至整个

国民经济的发展。对煤炭价格的客观分析和精确

预测，有助于把握煤炭市场近期的波动情况及远

期的发展趋势，可为企业战略决策、行业发展规

划及政府宏观调控提供重要的依据。

1 研究现状

国内外学者在煤炭价格的预测方面进行了大

量的研究工作，提出了很好的预测模型和方法，

取得一定的研究成果。国内外能源在生产和消费

基于滚动时间窗的ε -SVR煤炭价格预测模型研究

宁 晖 1，周文文 2

（1.中煤能源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陕西 西安 710054；2.北京工业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北京 100124）

摘 要：从研究煤炭价格序列自身变化规律的角度，提出基于滚动时间窗的 ε - SVR预测模型，通过

数据重构获得输入与输出样本，随着时间推移，不断更新滚动时间窗的数据内容，从而建立动态

的 ε - SVR模型预测最新时点的煤炭价格。将此模型应用于秦皇岛港 5 500 kcal混煤价格的预测，分

别进行了 1期、3期、6期、9期及 12期的价格预测，所有预测结果的平均误差值不超过 3%，可见

预测精度较高，预测效果良好。而且此模型数据获取简单、计算灵活方便，可应用于煤炭价格等

非平稳时间序列的预测问题中，其结果可以为相关企业决策者提供科学有效的数据支持。

关健词：煤炭价格；滚动时间窗；ε - SVR；预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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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coal price prediction model using the ε -SVR method based on sliding
time window

Ning Hui1，Zhou Wenwen2
（1.China Coal Energy Research Institute Co.，Ltd .，Xi’an 710054，China；2.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Beij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Beijing 100124，China）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udying the regular pattern of changes in coal price series， a prediction model using
method is proposed based on the sliding time window．In this method，input and output samples are obtained by data recon⁃
struction，As time goes on，the data content of the sliding time window is constantly updated，thereby establishing a dynamic
ε-SVR model to predict coal prices at the latest time．This model was applied to the prediction of the 5 500 kcal mixed
coal price in Qinhuangdao Port，and the 1-term，3-term ，6-term，9-term and 12-term predictions were carried out respec⁃
tively， the average error value of all the prediction results did not exceed 3%，which shows that the prediction accuracy is
high and the prediction effect is good．Moreover，the data of this model is simple to obtain，flexible and convenient to calcu⁃
late， so which can be applied to the prediction problems of non-stationary time series such as coal prices， the results can
provide scientific and effective data support for related enterprise decision makers．
Key words：coal price；sliding time window；ε -SVR ；prediction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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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上存在差异，国外主要倾向于对石油价格变

化趋势的研究，但是方法和成果具有较强的通用

性和借鉴性。

关于煤炭市场价格预测的研究，从因素选择

角度可分为多元回归分析和时间序列分析。多元

回归分析重点研究影响因素与煤炭价格之间的关

联关系，将影响因素作为自变量、煤炭价格作为

因变量，建立预测模型。时间序列分析则以研究

煤炭价格数据自身的发展变化规律为目标，通过

模型算法获得需要的知识和信息，从而预测未来。

郝家龙等[1]以 2005年到 2006年 8月 30日秦皇

岛山西优混煤每周的最高价格形成的时间序列为

研究对象，采用 Box-Jenkins 法，建立了 ARMA
（1，2）的短期预测模型，达到了较好的短期预测

效果。许晴等[2]选取了煤炭产量、煤炭销量、进口

量、国际原油价格和秦皇岛煤炭交易月度价格为

样本数据，结合因素分析法和支持向量机模型对

秦皇岛煤炭价格预测进行研究，认为该预测结果

可为大型煤炭消耗型企业购煤提供指导性意见。

肖阳[3]运用协整理论对煤炭价格的影响因素进行分

析，挖掘影响煤炭价格的有效因素，揭示各变量

之间存在的一种长期稳定的非线性均衡关系，同

时结合人工神经网络在非线性函数逼近方面具有

的先天优势，建立基于协整理论和人工神经网络

的煤炭价格预测模型。符佳[4]通过二次指数平滑法

建立了价格变化的预测模型，利用样本的全部数

据进行建模，揭示了煤炭价格的变化趋势。

除上述量化分析以外，还有一些学者对煤炭

价格进行了定性分析和研究。张熙霖[5]从房地产投

资、电力改革、国际能源市场等各方面对 2015年
我国煤炭行业进行深入分析及价格预测，并在分

析我国煤炭企业生产力现状的基础上，对我国煤

炭行业中长期发展进行了判断，从国家和企业两

个层面提出了政策建议。梁敦仕[6]在回顾 2018年我

国煤炭市场形势的基础上，从煤炭供给、煤炭需

求、煤炭产量、煤炭进出口、煤炭价格等方面，

全面介绍和分析了国际煤炭市场运行情况，对未

来国内外煤炭市场进行了预测和展望。

可见，大量学者对影响煤炭价格波动的诸多

因素进行了多方面、多层次的研究和分析，但与

煤炭价格时间相匹配的影响因素数据仍然存在获

取困难，缺乏及时性和有效性等问题，而煤炭价

格序列自身又具有较强的延续性和相关性。所以，

本文提出基于滚动时间窗的 ε-支持向量回归机

（ε - SVR）模型，研究煤炭价格数据内部的蕴含关

系，辨识其变化规律及发展趋势，从而预测未来

时点的煤炭价格，并应用此模型对秦皇岛港

5 500kcal混煤价格进行了实例分析和研究。

2 秦皇岛港煤炭价格波动分析

秦皇岛港是世界第一大能源输出港，是我国

“北煤南运”大通道中的主枢纽港，担负着我国南

方“八省一市”的煤炭供应，其煤炭交易价格

能够充分反映煤炭资源的供求变化状况。因

此，本文选取 2011年 1月—2019年 12月秦皇岛港

5 500kcal混煤的平仓价为代表 （数据来源于中国

煤炭资源网），对国内港口煤价进行分析。

经汇总整理，可知秦皇岛港 5 500 kcal混煤

2011年 1月份的平均价格为 778元/t，2019年 12月
份的平均价格为 545元/t，期间煤炭价格的变动趋

势如图1所示。

图1 秦皇岛港5 500 kcal混煤价格变动趋势

由图 1明显可见，煤炭价格自 2012年年初开

始下降，持续下跌 4年，虽然 2013年底至 2014年
初稍有回升，但总体下跌趋势并未改变。从 2011
年年底的最高报价850元/t到2015年年底的350元/t，
跌幅达 500元/t。直到 2016年年初煤价开始触底反

弹，2016年 11月突破 700元/t，2017—2018年煤价

一直在较高位波动，在 2019年一季度经过一波小

幅上涨之后，煤价逐步走弱，12月均价为 545元/t，
较2018年同期回调55元/t。

由图 1可以看出，秦皇岛港煤炭价格的时间序

列并不具有固定均值的特点，方差也在不断变化，

所以可以初步判定 2011年 1月至 2019年 12月之间

的秦皇岛港煤炭价格时间序列是不平稳的。

进一步利用单位根（ADF）检验确定煤炭价格

时间序列的非平稳性。单位根检验是指检查序列

中是否存在单位根，如果存在则原序列即为非平

稳时间序列，反之则为平稳序列[7]。单位根检验原

宁 晖等：基于滚动时间窗的ε-SVR煤炭价格预测模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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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为：煤炭价格时间序列存在单位根，ADF检

验结果见表1。
表1 秦皇岛港煤炭价格序列单位根检验结果

单位根 （ADF） 检验的统计量值为-0.803 9，
明显大于在 1%、5%、10%的各种显著性水平下 t
统计量的临界值，不能拒绝原假设，即说明该序

列有单位根，所以确定 2011年 1月至 2019年 12月
秦皇岛港煤炭价格时间序列是非平稳的。

3 基于滚动时间窗的支持向量回归机预测

模型

3.1 数据重构原则

回归模型中学习的样本点需要有输入变量 x和
与之对应的输出变量 y，而收集的煤炭价格数据为

一维的序列变量，所以需要对原始数据进行重构。

根据 Takens定理[8]，在一定条件下，时间序列的过

去值组成的矢量与未来值之间存在光滑映射，根

据这一定理的数据重构是时间序列中常见的数据

处理方法。

假设有 l个时刻的时间序列数据{ }st
l

t = 1，通过 t

时 刻 之 前 的 k 个 数 据 来 组 成 输 入 xt， 即 xt =
( )st - k, st - k + 1,⋯, st - 1 ， 1 ≤ k ≤ l - 1； 对 应 的 输 出

yt = st，t = k + 1, k + 2,⋯, l，则重构后的数据集包

含 l - k个样本点。k值的选取与数据序列的特征

有很大关系，可根据数据实验及关联分析选择最

优值。

3.2 滚动时间窗原理

利用支持向量回归机建模是通过学习收集到

的样本数据，建立系统输入与输出之间的映射关

系，模型建立后往往不再变化。但是在时间序列

应用问题中，某一时刻的数值与这一时间点相近

的数据有较大的相关性，与远离这一时点区域的

数据相关性并不是很大。所以，随着时间点的迁

移，建立模型的数据也应不断地更新和变化，在

滚动时间窗长度确定的条件下，新的数据不断加

入的同时，旧的数据要不断丢弃，应用新的数据

建立能够反映当前时间点的新模型，以确保预测

结果的准确性[9]。
滚动时间窗原理可简单描述如下：假设有一

组 连 续 数 据 样 本

( )x1, y1 ,⋯,( )xt, yt ,⋯,( )xl, yl ∈ Rn × R，当前 t时刻的

建模信息可由 t之前的 L组数据组成，从而建立一

个随时间滚动的建模数据区间，并保持该区间长

度 L不变。随着时间推移，当有一个新数据加入

时，最早的一个数据相应地从 L区间滚动出去。数

据区间不断更新的同时，模型也相应地由新区间

的数据不断更新。

假设当前状态的时刻为 t，建模数据为 t−L时刻

到 t - 1时刻，长度为 L的区间内的数据。首先用

此长度为 L的区间内数据建立模型，并对 t时刻进

行预测。等到下一时刻 t + 1时，新的样本数据加

入，t − L时刻数据被丢弃，模型将由 t−L+1时刻到

t时刻，长度为 L的区间内数据建立。上述建立模

型的过程是一个动态实现的过程，可不断更新和

优化。

3.3 ε-支持向量回归机原理

支持向量机 （Support Vector Machine，SVM）
是建立在统计学习理论基础之上的新型机器学习

方法，以结构风险最小化为原则，在很大程度上

克服了传统机器学习方法中的过学习、非线性、

维数灾难以及局部极小值等问题，有很强的非线

性处理能力和良好的泛化性能。

支持向量机的标准模型包括支持向量分类机

和支持向量回归机，能非常成功地处理模式分类

和回归预测等诸多问题。

ε-支持向量回归机[10] （ε-support vector ma⁃
chine，ε - SVR）是支持向量回归机的主要模型之

一，其原始优化问题为

min
w, b, ξ, ξ*

1
2 wTw + C∑i = 1

L

ξi + C∑
i = 1

L

ξi
*

s.t. wTϕ ( xi ) + b - yi ≤ ε + ξi
yi - wTϕ ( xi ) - b ≤ ε + ξ *i
ξi, ξ *i ≥ 0, i = 1,⋯,L

式中：w为权向量，b为偏置，ξi, ξ *i 为误差项，C >
0为正则化参数。

其对偶问题为

min
α,α*

1
2 ( )α - α * T

Q ( )α - α* + ε∑i = 1
L
( )α i + α*i +∑

i = 1

L

yi ( )αi + α*i
s.t. ∑

i = 1

L

( )αi - α*i = 0
0 ≤ αi,α*i ≤ 0, i = 1, 2,⋯L

指标

ADF检验值

10%临界值

5%临界值

1%临界值

t统计量

-0.803 9
-1.614 7
-1.943 7
-2.586 2

显著性概率

0.35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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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Qij = K ( xi, xj ) = ϕ ( xi )Tϕ ( xj )。
通过求解对偶问题，得到 ε - SVR的回归函

数为

f ( )x =∑
i = 1

L

( )-αi + α*i K ( )xi, x + b

其中，常用的核函数K ( x, x' )有：

线性核函数

k ( )x, x' = ( )x, x'
多项式核函数

k ( )x, x' = ( )( )x, x' + 1 d

径向基核函数（Radial Basis Function，RBF）
k ( )x, x' = exp ( )-σ x - x' 2

3.4 算法设计

一般情况下，收集到的港口煤价包含了很长

一段时期内的历史数据，在对当前时刻及之后的

价格进行预测时，并不是当前时刻之前的所有历

史数据都有用，而且随着时间推移，新的价格数

据会不断产生。所以，本文提出在滚动时间窗的

基础上建立动态支持向量回归机模型，预测煤炭

价格的变动趋势。具体算法流程包括以下步骤。

第一步：样本重构。对于煤炭价格序列

{ }st
l

t = 1，根据数据重构原则，确定合适的 k，得到输

入向量 xt 及输出变量 yt，组成新的数据集 D =
{ }( )xk + 1, yk + 1 ,⋯,( )xt, yt ,⋯,( )xl, yl ，1 ≤ k ≤ l - 1。

第二步：滚动时间窗数据选择。确定时间窗

长度 L，假设预测 t0时刻的煤炭价格，则选取 t0之
前的L个数据，组成时间窗数据集。

第三步：数据预处理。对时间窗数据及预测

数据进行[ ]0, 1 区间归一化[11]，转换函数如下。

x* = x - min( x )
max( x ) - min( x )

式中：x, x* ∈ Rn，x*i ∈ [ ]0, 1 , i = 1, 2,⋯,n。
第四步：交叉验证选择 ε - SVR的最优参数。

选取RBF核函数进行模型训练，惩罚参数C及核参

数 σ 的 最 优 值 通 过 网 格 搜 索 在 离 散 区 间

{ }2-10, 2-9.5, 2-9,⋯,29, 29.5, 210 中选取。实验过程中将

训练样本集合随机分成 10份，以其中 9份合在

一起建立模型，用剩余 1份作为测试。这样，

ε - SVR在 10组不同的训练集和测试集上进行实

验，取 10次实验的平均结果为每组参数的预测结

果，通过对比评价指标，选择最优参数组合。

第五步：训练 ε - SVR。在核函数和对应参数

确定的情况下，将训练集带入 ε - SVR模型，求

解，得到最优解α、α*和 b。
第六步：拟合预测 t0时刻的煤炭价格。将 t0时

刻的输入值带入决策函数，计算得到预测值为

y
∧
t0
= f ( )xt0 =∑

i = 1

L

( )-αi + α*i K ( )xi, xt0 + b
第七步：判断算法是否结束。如果需要对 t0 + 1

时刻价格进行预测，需要更新滚动时间窗，加入

新的数据，丢弃离当前时刻最远的数据，数据窗

长度 L保持不变，重新建立 ε - SVR模型，此时，

回到算法第二步；如果不再进行预测，则结束算

法流程。

根据上述论述，基于滚动时间窗的 ε - SVR算

法流程，如图2所示。

图2 基于滚动时间窗的ε - SVR算法流程

4 实例分析

本文以 2011年 1月至 2019年 12月的秦皇岛港

5 500 kcal混煤平仓价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实例分析，

样本为包含 108个时间点的价格序列数据。本次分

析以 2019年煤炭价格作为预测目标，分别进行了 1
期、3期、6期、9期及 12期的预测。本文所有计

算通过matlab编程实现。

4.1 单期价格预测

选择预测期数 T = 1，则只预测已知价格序列

后紧邻一期的价格。以 2019年 12个月的价格作为

宁 晖等：基于滚动时间窗的ε-SVR煤炭价格预测模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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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目标，首先对时间序列 Y = { }yt
108
t = 1进行数据重

构 ， 取 k = 5， 则 输 入 变 量 xt =
( )yt - 5, yt - 4, yt - 3, yt - 2, yt - 1 ，对应 yt = yt， t=6， 7， 8
…108，重构共得 103个样本点。选择滚动时间窗

长度 L = 91，即选取前 91个样本点作为训练集，

对 2019年 1月价格进行预测；然后将 2019年 1月
的实际价格加入训练集，同时去掉最早一期的价

格数据，对 2019年 2月的价格进行预测。依此类

推，逐个预测2019年其余月份的煤炭价格。

每次价格预测时，需要对重构后的数据进行

预处理，按照 10折交互验证的方法选择最优参数，

然后利用RBF核函数及最优参数在 91个训练样本

集上进行模型训练，得到最优决策函数，再通过

最优决策函数分别对测试样本点进行预测。

以上学习和建模过程动态进行 12次，即得到

2019年 12个月的煤炭价格预测结果，见表 2。可

知，对 12个月价格预测结果的相对误差均值为

2.10%，其中有 3个月的相对误差高于 3%，分别为

3.87%、3.99%和 3.94%；有两个月的相对误差在

2%~3%之间，其余 7个月均小于 2%。可见预测结

果精度较高，真实值与预测值的拟合程度较好，

且变化趋势与实际情况比较接近。

表2 秦皇岛港5 500 kcal混煤价格预测结果（T = 1，L = 91）
元/t

上述实验相当于利用预测时刻之前 8年 （96
个月） 的历史价格，来预测当前时刻的价格变

化。考虑到获得历史价格数据的局限性，同时为

了验证模型的有效性，验从原始数据中截取了

2016年 1月至 2019年 12月的价格数据，重复了上

述实验。

此时，时间序列为 Y = { }yt
48
t = 1，同样以 2019年

12个月的价格作为预测目标，取 k = 4，则输入变

量 xt = ( )yt - 4, yt - 3, yt - 2, yt - 1 ， 对 应 yt = yt， t =
5, 7,⋯,48，重构共得 44个样本点。选择滚动时间

窗长度 L = 32，即选取前 32个样本点作为训练集，

对 2019年 1月价格进行预测；然后将 2019年 1月
的实际价格加入训练集，同时去掉最早一期的价

格数据，对 2019年 2月的价格进行预测。依此类

推，逐个预测2019年其余月份的煤炭价格。

通过 12次的学习和建模过程，得到 2019年 12
个月的煤炭价格预测结果，见表 3，两组实验结果

趋势对比如图3所示。

表3 秦皇岛港5 500 kcal混煤价格预测结果（T = 1，
L = 32） 元/t

时间

2019-01
2019-02
2019-03
2019-04
2019-05
2019-06
2019-07
2019-08
2019-09
2019-10
2019-11
2019-12
均值

实际价格

584.55
595.88
624.86
619.95
610.29
593.53
596.61
578.95
580.33
570.89
545.24
544.73

预测价格

609.10
611.33
614.98
614.88
609.86
590.44
581.35
609.66
576.26
602.37
566.13
546.98

相对误差/%
4.20
2.59
1.58
0.82
0.07
0.52
2.56
5.30
0.70
5.51
3.83
0.41
2.34

由表 3可知，对 12个月价格预测结果的相对

误差均值为 2.34%，其中有 2个月的相对误差高于

5%，分别为 5.3%和 5.51%，其余均小于 5%，并且

有5个月的预测相对误差小于1%。

通过两组实验结果对比可以看出，选择不同

长度历史数据对价格进行短期预测时各有利弊，

在平均相对误差区别不是很大的情况下，较少历

史数据的学习模型对某些时刻的预测精度会非常

高，但是由于缺乏考虑较远时刻数据的影响，对

个别点预测误差会增大；而较多历史数据的学习

模型预测精度相对集中，总体误差率较低，但由

时间

2019-01
2019-02
2019-03
2019-04
2019-05
2019-06
2019-07
2019-08
2019-09
2019-10
2019-11
2019-12
均值

实际价格

584.55
595.88
624.86
619.95
610.29
593.53
596.61
578.95
580.33
570.89
545.24
544.73

预测价格

595.13
598.24
600.65
595.23
606.12
596.62
588.74
601.75
566.34
580.89
560.63
535.50

相对误差/%
1.81
0.40
3.87
3.99
0.68
0.52
1.32
3.94
2.41
1.75
2.82
1.69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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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综合考虑较长时期的价格变化特征，导致精度

非常高的点有所减少。

图3 秦皇岛港煤炭价格单期预测对比

4.2 多期价格预测

除了 T = 1，本次数据实验还分别对预测期数

为 3个月、6个月、9个月和 12个月的煤炭价格进

行了预测。以 3个月煤价预测为例，即 T = 3，则

将 2019年 10月至 12月的价格作为预测目标，假设

其全部为未知数据，这 3个月的真实价格不参与模

型训练和建立。预测时同样需要逐月进行，但预

测 11月的煤炭价格时，加入训练集的是 10月份的

预测值，而非其真实值。

进行模型学习和建立，所得结果分别见表 4—
表7，拟合对比曲线如图4所示。

表4 2019年9月—12月秦皇岛港5 500 kcal混煤价格

预测结果（T = 3） 元/t

时间

2019-10
2019-11
2019-12
均值

实际价格

570.89
545.24
544.73

预测价格

578.56
571.60
562.66

相对误差/%
1.34
4.84
3.29
3.16

表5 2019年6月—12月秦皇岛港5 500 kcal混煤价格

预测结果（T = 6） 元/t

时间

2019-07
2019-08
2019-09
2019-10
2019-11
2019-12
均值

实际价格

596.61
578.95
580.33
570.89
545.24
544.73

预测价格

588.67
590.75
586.93
577.49
569.28
565.28

相对误差/%
1.33
2.04
1.14
1.16
4.41
3.77
2.31

表6 2019年4月—12月秦皇岛港5 500 kcal混煤价格

预测结果（T = 9） 元/t

时间

2019-04
2019-05
2019-06
2019-07
2019-08
2019-09
2019-10
2019-11
2019-12
均值

实际价格

619.95
610.29
593.53
596.61
578.95
580.33
570.89
545.24
544.73

预测价格

608.24
602.72
596.13
590.58
587.67
583.60
580.80
577.33
577.14

相对误差/%
1.89
1.24
0.44
1.01
1.51
0.56
1.73
5.89
5.95
2.25

表7 2019年1月—12月秦皇岛港5 500kcal混煤价格

预测结果（T = 12） 元/t

时间

2019-01
2019-02
2019-03
2019-04
2019-05
2019-06
2019-07
2019-08
2019-09
2019-10
2019-11
2019-12
均值

实际价格

584.55
595.88
624.86
619.95
610.29
593.53
596.61
578.95
580.33
570.89
545.24
544.73

预测价格

605.00
621.01
620.04
593.84
590.78
590.98
584.36
577.87
576.56
575.50
570.34
566.39

相对误差/%
3.50
4.22
0.77
4.21
3.20
0.43
2.05
0.19
0.65
0.81
4.60
3.98
2.38

由以上预测结果可以进一步看出，利用基于

滚动时间窗的 ε - SVR模型在煤炭价格多期预测中

同样表现出了良好的性能。但同时也注意到，多

期价格预测时并不是预测期数越短精度越高，跟

预测起始点的位置也有很大关系。另外，时间窗

长度的大小和数据重构中组成输入变量的样本点

个数都对预测结果有很大的影响。

5 结 论

本文提出基于滚动时间窗的 ε - SVR预测模

型，仅以煤炭价格序列自身作为研究对象，数据

宁 晖等：基于滚动时间窗的ε-SVR煤炭价格预测模型研究

17



2020年第3期 煤 炭 经 济 研 究 第40卷

获取简单，计算灵活方便，并充分体现了支持向

量回归机在小样本、非平稳数据集上学习的优良

性能。实例分析结果显示，在对秦皇岛港煤炭价

格不同期数的拟合预测中，相对误差率普遍较低，

最高为 5.95%、最低为 0.07%，说明此模型在煤炭

价格等非平稳时间序列的预测问题上，学习性能

较好，值得研究和推广。

另外，本文提出的基于滚动时间窗的 ε-SVR
预测算法可在matlab中编程实现，但需要熟练掌握

matlab的使用方法和技巧，所以不便于大范围的推

广应用。因此，下一步工作是研究如何实现系统

开发，在建立煤炭价格数据库的基础上，达到在

线操作和预测，为相关企业的决策提供科学有效

的数据支持和技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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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我国煤炭大部分消费量都用于发电，约占煤

炭总消费量的一半。火电在国内电力市场中占据

绝对地位，并处于发展相对成熟的阶段，电力结

构很难在短时间内进行变化。电力和煤炭行业相

辅相成，在产业链中具备紧密相连的关系，这两

个行业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础能源产业，但是煤

炭行业和电力行业长期以来存在一定的矛盾，虽

然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协调，但没有根本解决，对

我国经济平稳的发展造成一定不利的影响。

这一问题引起许多研究者的关注。赵毅[1]结合

煤炭行业发展的相关理论，对煤电价格体制进行

了实践分析。通过研究分析出当前我国煤炭价格

机制存在的问题，结论表明：为了解决煤炭价格

机制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改革煤炭价格机制，认

为煤电行业要适应现代发展，必须进行现代市场

定位和转型，只有这样才能够缓解煤电产业中的

现实矛盾。陈冠学[2]从电力价格的视角进行分析，

通过厘清节能减排与电力价格的关系影响，对

1999—2017年国内的碳排放数据进行分析，结论

表明：1999年以来国内的碳排放量呈现出逐渐上

升趋势，但是在 2005年后整体碳排放强度呈现出

逐渐下降趋势，说明在政策鼓励和企业落实方面，

我国节能减排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李民[3]结合竞

争力理论和H公司的实践经营数据，构建了煤炭企

业竞争力的评价模型。利用实证分析方法对H公司

的煤电联合经营模式进行研讨，在此基础上提出

RMA理论框架，该理论框架主要包含3个指标：市

场、能力和资源；韩丽萍[4]提出了动态博弈模型，

该模型的提出建立在斯坦科尔伯格的基础上，主

要分为两个阶段，通过对改革前后煤炭资源税影

响的煤炭价格、企业收益以及交易量的变化比较，

同时参照煤炭电力代表企业的各项经营指标，对

煤电价格波动对经济的传导路径和影响测度研究

罗 伟 1，2，3

（1.煤科院节能技术有限公司，北京 100013；2.煤炭资源高效开采与洁净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013；3.国家能源煤炭高

效利用与节能减排技术装备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013）

摘 要：煤炭和电力作为我国重要的能源构成，二者作为产业链的上游产业，价格波动会对下游

产业部门和经济造成较大的影响。在对相关文献综述的基础上，分别研究了煤炭、电力和煤电的

传导路径，在此基础上，应用投入产出方法对煤炭、电力和煤电价格的波动对经济的影响进行测

度，据此提出了相关建议。

关键词：煤电价格；投入产出；影响测度；传导路径；能源消费

中图分类号：F426.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9605（2020） 03－0019－06

Research on transmission path and impact measurement of coal electricity price
fluctuation to economy

Luo Wei 1，2，3
（1.Coal Energy Saving Technology Co.，Ltd.，Beijing 100013，China；2. State Key Laboratory for Efficient Mining and Clean Utilization of
Coal Resources，Beijing 100013，China；3. National Key Laboratory of High-Efficiency Coal Utilization，Energy Saving and Emission Reduc⁃

tion Technology and Equipment，Beijing 100013，China）

Abstract：As an important energy component of China，coal and electricity are the upstream industries of the industrial chain，
and price fluctuations will have a greater impact on downstream industries and the economy. Based on the review of relevant
literature，the transmission paths of coal，electricity and coal-fired power were studied respectively. On this basis，the input-
output method was used to measure the economic impact of fluctuations in coal，electricity and coal-fired electricity prices，
and relevant suggestions were made accordingly.
Key words：coal power price；input-output；impact measurement；transmission path；energy consum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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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煤电力企业和煤炭企业在财税政策改革后受到

的具体影响进行分析；朱大庆[5]利用计量模型对煤

炭电力市场势力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选择了

2012—2016年的样本数据，对国内的实体企业在

短期市场内势力变化影响企业发展的因素等内容

进行探讨；邹涛[6]对国内 20家火力发电的企业数据

进行收集整理，利用这些公司的面板数据进行函

数计算，通过实证的方式对企业煤电价格机制对

企业发展的影响进行探讨，研究结果认为，修改

后的煤电价格机制对于企业发展来说有积极的影

响也有消极影响。

1 煤电价格传导路径分析

为了缓解煤炭行业和电力行业之间的矛盾，

控制煤炭电力价格在合理的范围之内，需要立足

于整个煤电行业，将煤电行业的发展与国民经济

的发展建立影响联系。煤电行业在复杂的产业链

中处于上下游的位置，通过不同产业链的关联性

特点，影响着经济发展。煤电价格传导机制是受

到多种因素作用下的反应过程，如市场政策因素、

技术开发因素等都会对煤电价格变动造成一定影

响。而煤电价格改变会引起市场经济中其他行业

产生连锁反应，造成传导影响，尤其是与煤电行

业相关度较高的行业产品，这些行业受到煤电价

格的影响后，同样会作用于其他相关行业，进而

产生市场的连锁反应。煤电价格传导机制作用于

成本价格之上，受到市场供需变化影响下进行自

我调节。如煤炭价格上升后，由于成本升高，煤

炭发电行业的价格也会上升，市场在供不应求的

情况下，为了提升行业利润会将产品价格提升，

涨价传导就会越完全。另外，发电价格的提高，

配电以及输电的价格也会提升，销售的电价也会

提高。最后，销售的电价上升会传导到其他消费

领域，最终导致CPI的上涨。

1.1 煤炭价格传导路径分析

煤炭在能源产业中占绝对地位，是重要的生

产原料，煤炭价格牵动着化工、冶金、电力、建

筑等企业产品价格变化，影响 PPI。煤炭价格的升

高或下降会牵动着燃气、电力以及矿物制品等行

业产品的价格变化，电力行业价格变化会对石油、

制造业等行业产品的价格造成较大的影响。燃气

行业价格的变化对供应业、金属矿等行业带来一

定的影响。非金属矿行业对工艺品、建筑行业等

方面造成影响。化工行业会对轻工业以及造纸行

业产生一定的影响。冶金行业对机电开发以及器

材制造行业产生一定的影响。这些企业产品价格

的变化都牵动着其他行业市场价格的变化，行业

与行业之间的关联性导致这些产业形成了一个整

体价格链，起到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

如果煤炭价格发生变化，且没有得到合理控制的

情况下，会对市场其他产业的发展带来巨大影响，

导致市场内产品价格的全面上涨。

整体来看，煤炭价格发生变化主要从以下几

个路径出发，对其他行业造成价格影响，进而牵

动我国市场经济的变化。煤炭价格通过具体路径

传导的过程，如图 1所示。但是由于字数限制，图

图1 煤炭价格传导主要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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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仅列举出几条具有代表性的传导途径。

1.2 电力价格主要传导路径

电力行业属于公用事业，价格主要由国家操

控，不能根据市场环境的变化随意调整，所以对

于市场经济变化的敏感程度较低。但是近年来国

家对电力行业进行改革调整，使电力行业对市场

经济发展的敏感度逐渐提升。同样作为基础性的

产业，电力行业的发展对我国的社会进步和经济

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其价格波动同样会对

各行各业的发展造成巨大影响，甚至波及到人们

日常的生活消费。按照消耗程度计算，受到电力

行业影响最大的产业分别是水的生产以及供应业，

其次为采矿行业和金属冶炼行业等。电力价格的波

动变化会对这些行业产生直接性的影响，而这些影

响在传导机制的作用下，会波及到其他间接相关的

产业。比如供应业与水的生产，会影响到餐饮行

业、教育行业等，采矿行业和金属冶炼行业会影响

到制造业、化工行业以及建筑行业等等，在这样的

循环影响下就形成了电力行业的价格链。

电力行业价格的变化与其他行业之间产品价格

变化的相互影响关系，如图 2所示。电力行业作为

成本基础对其他产业价格产生影响形成的传导路

径。但是由于字数限制，图 2中仅列举出几条具有

代表性的传导途径。

行业价格

增长率

10
50
100
150
200

行业价格

增长率

10
50
100
150
200

电力、热力的

生产供应业

1.812 333
9.061 659
18.123 33
27.184 99
36.246 65

建筑业

0.498 726
2.493 629
4.987 263
7.480 894
9.974 526

非金属矿物

制品业

0.969 52
4.847 606
9.695 203
14.542 81
19.390 4

水的生产

和供应业

0.490 532
2.452 654
4.905 316
7.357 975
9.810 633

燃气生产

和供应业

0.928 283
4.641 415
9.282 829
13.924 24
18.565 66

电气机械及

器材制造业

0.452 176
2.260 875
4.521 756
6.782 633
9.043 511

石油加工、

炼焦及核燃

料加工业

0.847 967
4.239 839
8.479 668
12.719 51
16.959 33

通用、专用

设备制造业

0.443 17
2.215 849
4.431 703
6.647 554
8.863 405

金属冶炼

及压延加工业

0.699 019
3.495 095
6.990 186
10.485 27
13.980 37

非金属矿及

其他矿采选业

0.398 047
1.990 235
3.980 47
5.970 705
7.960 94

化学工业

0.599 573
2.997 862
5.995 73
8.993 594
11.991 46

工艺品及

其他制造业

0.391 817
1.959 087
3.918 174
5.877 26
7.836 347

金属矿

采选业

0.537 1
2.685 499
5.371
8.056 5
10.742

卫生、社会

保障和社会

福利业

0.376 609
1.883 044
3.766 088
5.649 132
7.532 177

金属制品业

0.533 179
2.665 895
5.331 789
7.997 684
9.043 511

交通运输、

设备制造业

0.375 675
1.878 378
3.756 749
5.635 122
7.513 496

表1 煤炭价格调整对各行业产品价格的影响测度 %
图2 电力价格传导主要路径

罗 伟：煤电价格波动对经济的传导路径和影响测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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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煤电价格主要传导路径

煤炭和电力价格的变动会造成石油、供应业、

燃气生产、建筑业等行业产品价格的变化，这些

行业产品价格的变化会给相关行业产品的定价带

来影响，形成连锁反应，如图 3所示。由于字数限

制，图 3列举了几条具有代表性的传导途径，说明

煤电价格变动下对其他行业产品产生的影响。

2 实证分析

2.1 基于投入产出价格影响模型的煤炭价格传导

实证分析

本节得出的列昂惕夫逆矩阵，是由《国家统

计年鉴》 在 2009年度对 42个部门的数据评测得

出，得出受到煤炭价格变化影响的部门，研究选

取了影响较大的前16个部门，见表1。
表 1可得，煤炭价格调整后影响程度最大的行

业是耗煤行业，煤炭价格若上涨 1倍，煤气行业价

格上涨 9.28%，金属制品业行业价格上涨 5.33%，

加工业产品以及金属冶炼价格上涨 6.99%，电力行

业价格上涨 18.18%，建筑业价格上涨 4.98%，核燃

料加工产品、石油加工产品价格上升 8.47%，燃气

业价格上涨 9.28%，水价提升 4.91%，化学业价格

上涨 5.99%，金属矿采选业价格上涨 5.37%，非金

属矿物制品行业价格上涨9.69%等。

行业价格

增长率%
10
50
100
150
200

行业价格

增长率%

10
50
100
150
200

水的生产和

供应业

2.301 215
11.506 08
23.012 15
34.518 23
46.024 3

通用、专用

设备制造业

1.051 739
5.258 697
10.517 39
15.776 09
21.034 79

金属矿

采选业

1.948 233
9.741 168
19.482 33
29.223 5
38.964 67

电气机械及

器材制造业

1.038 684
5.193 422
10.386 84
15.580 27
20.773 69

金属冶炼及

压延加工业

1.461 067
7.305 337
14.610 67
21.916 01
29.221 35

石油和天然

气开采业

1.037 083
5.185 417
10.370 83
15.556 25
20.741 66

金属制品业

1.394 745
6.973 725
13.947 45
20.921 17
27.894 9

石油加工、

炼焦及核燃

料加工业

1.029 756
5.148 776
10.297 56
15.446 32
20.595 1

非金属

矿物制品业

1.337 474
6.687 374
13.374 74
20.062 12
26.749 5

建筑业

0.974 517
4.872 585
9.745 171
14.617 76
19.490 34

化学工业

1.287 286
6.436 431
12.872 86
19.309 29
25.745 73

燃气生产

和供应业

0.923 651
4.618 256
9.236 514
13.854 77
18.473 03

非金属矿及其

他矿采选业

1.184 754
5.923 771
11.847 54
17.771 31
23.695 08

交通运输设备

制造业

0.900 127
4.500 637
9.001 275
13.501 91
18.002 55

煤炭开采

和洗选业

1.080 19
5.400 95
10.801 9
16.202 84
21.603 8

工艺品及其

他制造业

0.851 663
4.258 317
8.516 633
12.774 94
17.033 27

表2 电力价格调整对各行业产品价格的影响测度 %

图3 煤电价格变动传导主要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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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基于投入产出价格影响模型的电力价格传导

实证分析

本节得出的列昂惕夫逆矩阵，是由《国家统

计年鉴》 在 2009年度对 42个部门的数据评测得

出，得出受到电力价格变化影响的部门，选取了

影响较大的前16个部门，见表2。
表 2中可以发现，电力价格变化影响最大的行

业有化学行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供应业以及

金属制品业等，而金融业、体育器材、教育行业、

批发零售等产业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小。研究假设

电力价格上涨 1倍，压延加工业和金属冶炼的价格

上涨 14.61%，化学行业产品价格上涨 12.87%，金

属制品行业产品价格上涨 13.94%，金属矿采选行

业价格上涨 19.48%，供应业及水的生产行业价格

上涨 23.01%；非金属矿物制品行业价格也会价格

上涨近13.37%。

2.3 基于投入产出价格影响模型的煤电价格传导

实证分析

煤电联动政策要求电价要以煤炭价格的改变

为基准进行调整。但是煤炭价格上涨的情况下，

电价的调整要考虑多种因素。按照《国家统计年

鉴》公布的企业部门数据的测算，最终得出 15个
受到煤电价格调整后影响较大的部门情况。

煤炭价格提升 10%的情况下，受到煤电联动

政策的限制，电价涨幅在 3.5%左右，但如果煤炭

价格提升超过 10%，考虑到市场因素，电力价格不

能按照常规比例进行联动增长，也就是说此时的价

格联动无法进行。所以本文提出假设，在煤炭价格

涨幅过大的情况下，电力价格的上升的比例也会减

少，将电力价格控制在一定的涨幅范围内。本文列

举出 4种比例下煤炭价格上涨后电力价格的联动影

响，见表 3。在煤电价格联动的过程中，对不同行

业制造的影响均有所不同，但是整体来看，对石油

化工、金属建筑等行业的影响最大，因为这些产业

与煤电产业的相关度较高，具体影响参考表 3；软

件、教育、批发零售以及信息传输等行业受到煤电

价格联动的影响较小。

总体来看，煤炭价格相比较电力价格的传导强

度要高很多，也就是说，电力价格上升与煤炭价格

上升相比，对产业链中的企业影响更大，电力价格

产生的影响是煤炭价格上升影响的 2倍之多。另

外，在煤电价格变化之下，不同行业受到的影响程

度也不尽相同，与煤电行业相关系数越大的企业影

响的程度越大，而消耗煤电企业相对较少的行业受

到煤电价格的影响就会越小。作为我国的基础能

源，各行业每年对煤电的需求都较大，消耗煤电的

系数也较高，所以当煤电价格变化时，首当其冲受

到影响的就是这些行业。

煤电价格变动率部门

传导影响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金属矿采选业

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

化学工业

金属制品业

建筑业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非金属矿及其他矿采选业

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

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

△Pc=10△Pe=3.5
1.437 636
1.295 957
1.251 561
1.218 982
1.210 392
1.208 381
1.050 123
1.021 339
0.839 807
0.815 715
0.812 711
0.811 279
0.690 72
0.689 9
0.667 341

影响力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Pc=20△Pe=5
2.607 778
2.131 671
2.318 391
2.048 316
2.128 571
2.210 811
1.842 789
1.763 731
1.484 711
1.423 693
1.388 471
1.412 21
1.201 413
1.209 466
1.168 55

影响力

排名

1
4
2
6
5
3
7
8
9
10
12
11
14
13
15

△Pc=50△Pe=10
6.185 076
4.753 873
5.565 066
4.633 734
4.956 161
5.269 589
4.285 151
4.060 639
3.468 148
3.299 562
3.174 99
3.267 591
2.778 502
2.810 75
2.713 708

影响力

排名

1
5
2
6
4
3
7
8
9
10
12
11
14
13
15

△Pc=100△Pe=16
11.835 16
8.587 26
10.760 67
8.488 174
9.327 894
10.127 28
8.055 387
7.563 381
6.546 49
6.183 65
5.876 077
6.114 486
5.196 952
5.280 834
5.095 151

影响力

排名

1
5
2
6
4
3
7
8
9
10
12
11
14
13
15

表3 煤电价格调整对各行业产品价格的影响测度 %

注：△Pc表示煤炭价格的变动；△Pe表示电力价格的变动。

罗 伟：煤电价格波动对经济的传导路径和影响测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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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强调的是，提出的研究假设是相对理想

的内容，和实际煤电价格的变化及影响内容有一

定出入。例如，国内外一些突发事件，对煤电价

格产生的影响不列入其中。同时模型假设不包含

市场供求对煤电的价格影响，但是在实际的市场

环境中，供求关系对煤炭价格具有较大的影响，

实际的传导机制会比假设的传导可能更大。并且，

价格传导机制具有一定的滞后性特点，煤炭价格

发生变化后，对其他行业产品价格的影响会存在

一定的延期情况，所以在实际分析煤炭价格传导

机制时，应该将传导的延期性、市场供求关系影

响等内容都考虑在内。

3 结论及建议

3.1 结 论

电力价格提升后相比较煤炭价格的提升，受

到影响最大的是位于产业链下游的产品，影响程

度是煤炭价格对下游产业产品价格影响的 2倍。电

力价格提升后引起市场的连锁反应，最终会导致

市场物价提升，消费价格指数升高，严重情况下

会引起通货膨胀。电价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对

于国家的经济发展更具有稳定作用。煤炭消费系

数较高，国家经济发展对于以煤炭为主的传统能

源依赖性仍然很大，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消耗

煤炭产业对于煤炭的需求只增不减；协调煤炭价

格要从电力价格的控制入手，解决煤电价格的关

键是调整电力价格机制以及优化电力结构。

3.2 建 议

响应国家政策，积极开发可再生新能源，优

化新能源和传统能源在现代经济发展中所占的比

重，帮助电力结构的转变和能源重心的迁移。可

再生能源中电力能源的比重上升，能够降低对煤

炭的依赖程度，一定程度上减缓煤电矛盾。新能

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发展，能够减少发电成本，也

可以节约能源，减少污染，将传统电力结构以火

电为主的形式进行优化，煤电价格才能够实现真

正的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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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球资源型城市或地区发展的轨迹来看，

随着开采量的不断增加，资源型城市或地区将

面临日益严重的资源枯竭，从而带来经济结构

失衡、产业单一、失业和贫困人口增多、替代

产业不足、生态环境破坏严重、社会矛盾激化

等一系列问题 [1-3]。本文立足于内蒙古煤炭资源

基础和产业发展的现状，分析煤炭产业对内蒙

古区域经济效率的贡献和影响，为内蒙古资源

型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理论依据 [4-6]。

1 内蒙古区域经济发展状况

1.1 内蒙古经济结构特征

西部大开发以来，内蒙古抓住自身优势，以

煤炭资源开发为依托，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

2002—2009年内蒙古连续 8年经济增长速度实现全

国第一，年均增速为 17.3%，内蒙古的经济进入了

超高速增长时期。2009—2015年经济总量的年平

均增速为 11.7%， 2016—2019年均增速为 6.6%。

截至 2019年底，全区生产总值完成了 17 831.51亿
元[7]。

2010—2019年间，内蒙古实现了经济总量的

快速增长，主要是因为这 10年间内蒙古依托煤炭

资源优势，抓住了机遇。随着国内外市场的变化、

产业结构的不断转型升级，内蒙古经济发展速度

从高速发展进入到中高速发展并呈现出新的特点，

即从单一依靠投资拉动经济转变为更加注重经济

增长的质量和效益，特别是注重经济、环境和社

会的可持续发展，体现了高质量发展的要求。

从内蒙古产业结构来看，三次产业对全区生

产总值的贡献率呈现“三二一”的状态。例如，

2019年全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17 212.5亿元，其

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1 863.2亿元；第二产业增加

煤炭产业对内蒙古区域经济效率的影响

曹 凤 超
（北京大学 教育学院，北京 100871）

摘 要：采用多元线性回归的方法进行定量分析，将煤炭产业、资本投入、金融深化程度、劳动力

数量、科技投入、人力资本、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产业结构 8个因素作为解释变量，分析其对区域

经济效率产生的作用。研究得出：煤炭产业和资本投入对内蒙古区域经济效率的提升有阻碍作用，

而产业结构、金融深化、人力资本、科技投入等对区域经济效率的提升作用虽未正向但不显著，表

明内蒙古未来的产业转型中仍需加强科技投入，引进技术人才，加强金融深化发展，以促进创新发

展来推动区域经济效率的改善。

关键词：区域经济效率；多元线性回归；煤炭产业；内蒙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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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coal industry on regional economic efficiency in Inner Mongolia

Cao Fengchao
（School of Education，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China）

Abstract：Using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method for quantitative analysis， the eight factors of coal industry，capital invest⁃
ment， financial deepening， labor force， technology investment，human capital，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level，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are used as explanatory variables to analyze their effect on regional economic efficiency. The study concluded that
the coal industry and capital investment have hindered the improvement of the economic efficiency of Inner Mongolia. However，
the effect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financial deepening，human capital，and technological investment on regional economic effi⁃
ciency is positive but not significant. This shows that Inner Mongolia still needs to strengthen investment in science and tech⁃
nology，introduce technical talents，and deepen financial development in the future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of Inner Mongolia，
to promot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to improve the improvement of regional economic efficiency.
Key words：regional economy efficiency；multivariate linear regression；coal industry；Inner Mongo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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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6 818.9亿元；第三产业增加值 8 530.5亿元，全

区三次产业比例为 10.8：39.6：49.6。其中第一、

二、三产业对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 5.5%、

43.9%和 50.6%。人均生产总值达到 67 852元，比

2018年增长 5.0%。2017—2019年内蒙古主要工业

产品的产量见表1。
表1 2017—2019年内蒙古主要工业产品产量

能源、化工、冶金、装备制造、农畜产品加

工和高新技术是内蒙古的 6大特色产业，能源产业

作为内蒙古的优势资源，带动了内蒙古区域经济

的快速发展。2019年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

营业收入 16 233.1亿元，比 2018年增长 11.5%；实

现利润 1 431.7亿元，增长 3.8%；营业收入利润率

8.8%， 全 年 规 模 以 上 工 业 企 业 产 品 销 售 率

99.3%[8-9]。
1.2 煤炭产业仍然是内蒙古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

煤炭资源作为内蒙古全区的优势矿种，其产

业增加值在逐年递增。其中，原煤产量 2010年仅

为 7.87亿 t，2016年增长为 8.46亿 t。而以煤为主的

发电量也由 2016年的低于 3 949.8亿 kWh增长到

2019年的 5 495.1亿 kWh，并且发电量连续 5年位

居全国首位，煤电产业已经成为内蒙古的支柱产

业之一。截至 2019年，原煤产量上升为 10亿 t，同

时以煤为主的发电量达到 5 495.1亿 kWh。从生产

总值来看，2017年内蒙古GDP总量达到 1.61万亿

元，其中能源占 55.2%，能源中煤炭又占 24.9%，

电力占 18.5%，而电力主要以火电为主，2017年工

业税收中煤炭占比升至 44.1%，这意味着工业需求

中煤炭的贡献水平又进一步增加。由此可见，煤

电产业为内蒙古区域经济的腾飞做出了重要贡献。

2 变量选择及数据收集

本文通过实证分析来研究煤炭产业对于内蒙

古区域经济效率的影响，选取了近 10年的统计数

据加以分析。为了定量分析煤炭产业等对区域经

济效率的影响，首先需要对被解释变量“区域经

济效率”和解释变量“煤炭产业发展状况”进行

量化，同时考虑到可能影响区域经济效率的因素

还有很多，诸如区域内的金融发展水平、要素

（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劳动等） 投入、科技投

入、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以及产业结构等，因而在

回归分析中一并引入相关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具

体的变量与其测度方法如下所示，数据采用 2010
—2019年内蒙古时序数据，数据来源包括历年

《内蒙古统计年鉴》、wind资讯等。

被解释变量。区域经济效率 （JJXL） 具体表

示为规模效率、技术效率和纯技术效率的乘积，

即 q=se× ge×q1。
解释变量。煤炭产业（MTCY）表示为原煤生

产总量占能源生产总量的比重。资本投入（ZBTR）
表示为全社会固定资本投入占GDP比重。金融深

化程度（JRSH）表示为金融机构人民币年末贷款

余额占GDP比重。劳动力数量（LDSL）表示为三

次产业就业人数总和。科技投入（KJTR）主要借

鉴唐未兵等[10]研究成果，采用科技经费投入占GDP
的比例来衡量，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口径为研发机

构、高等学校和规模以上企业之和。人力资本

（RLZB）参照彭国华[11]研究成果，通过教育年限法

计算内蒙古地区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与其设

定一致 （平均受教育年数：文盲、半文盲 1.5年；

小学 6年；初中、高中均为 3年；大专及以上均为

3.5年；教育年数在 0~6年的教育回报率为 0.18，
6~12 年 的 教 育 回 报 率 为 0.134， 12 年 以 上 为

0.151）。基础设施建设水平 （JCSS） 借鉴李青原

等[12]研究成果，采用公路与铁路之和占地区国土面

积的比重衡量。产业结构（CYJG）采用第三产业

收入占GDP比重[3]。

3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检验

描述性统计主要是从最小值、最大值、平均

数、中数、标准差等方面对原始数据进行的统计

结果。相关性检验是为了检验解释变量与被解释

变量是否存在相关，它是回归分析的必要前提[5]。

工业产品

原煤/万 t
焦炭/万 t

天然原油/万 t
发电量/亿kWh

粗钢/万 t
钢材/万 t

电解铝/万 t
平板玻璃/万重量箱

精甲醇/万 t
水泥/万 t

乳制品/万 t
基本乘用车/辆

10种有色金属/万 t

2017年
87 888.51
3 046.37
124.8
4 435.9
1 983.5
2 002.7
265.8
988.4
820.2
3 045.3
263.4
78 946
355.0

2018年
92 597.9
3 374.1
121.6
5 003.0
2 307.6
2 259.5
431.2
1 037.7
647.3
2 905.3
269.8
88 786
548.4

2019年
100 000
3 677.2
126.8
5 495.1
1 735.1
2 563.8
500.4
992.6
1 039.8
3 265.9
289.3
27 444
6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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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各解释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以及相关性检验分

析，见表2和表3。
表2 描述性统计

表 2列出了样本观测值的描述性统计，表 3为
相关性检验的结果。根据相关性检验结果显示，

区域经济效率（JJXL）与资本投入（ZBTR）、金融

深化 （JRSH）、人力资本 （RLZB）、劳动数量

（LDSL）、产业结构 （CYJG）、科技投入 （KJTR）、

基础设施 （JCSS） 均为正相关，而与煤炭产业

（MTCY） 具有较强的负相关，这表明要素投入的

增加、金融发展水平的深化、科技投入的加大、

第三产业占比的增加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的增加均

可能有利于提高区域经济效率，而煤炭产业发展

并不利于经济效率提升，但是严格结论还有待于

下文多元回归的详细分析。此外，重点解释变量

与控制变量间普遍存在较强的多重共线性，这是

下文回归分析中需要注意的。因为解释变量间存

在的多重共线性问题会不满足回归分析的前提假

设，从而多元回归分析中将产生巨大的估计误差，

使得模型估计与检验结果出错。

4 多元回归分析

内蒙古区域经济效率函数可以用下式表示为

JJXLt = f ( )MTCYt,Controlt,ut （1）
将区域经济效率函数转化为柯布—道格拉斯

型的双对数函数，则式 （1） 可变为经验分析式

（2）为

ln JJXLt = β0 + β1 lnMTCYt + β2 ln Controlt + εt （2）
其中，β1和 β2分别表示地区第 t年对应煤炭产

业和其他控制变量（具体有资本投入、金融深化、

人力资本、产业结构、科技投入、基础设施等）

对于区域经济效率的弹性系数。β0表示截距项，εt
表示残差项。由于样本数据为时间序列数据，对

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回归分析需要变量的平稳性，

否则可能导致伪回归。因而需要首先判断变量的

平稳性，如果不平稳，则需要进行协整检验。

4.1 回归方程的检验

首先是对单位根的检验，本文采用ADF检验

方法对各序列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时的最

优滞后阶数按照 SIC准则选取，检验结果见表 4。
结果表明对数化后的科技投入（KJTR）、基础设施

（JCSS） 两变量在 1%的显著水平下平稳；对数化

后的区域经济效率 （JJXL）、资本投入 （ZBTR）、

金融深化（JRSH）、人力资本（RLZB）、产业结构

（CYJG）在 5%的显著水平下均为一阶单整；对数

化后的劳动数量（LDSL）、煤炭产业（MTCY）在

10%的显著水平下均为一阶单整。

从表 4可知，虽然部分变量不是水平平稳，但

是同阶单整变量之间的线性组合却可能是平稳的，

从而构成协整关系，使模型的估计能够避免伪回

变量

JJXL
MTCY
ZBTR
JRSH
RLZB
CYJG
LDSL
KJTR
JCSS

时间/年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最小值

0.418
0.898
0.636
0.532
5.006
0.349
1 051.2
0.026
0.114

平均值

0.588
0.927
0.751
0.705
5.644
0.377

1 247.464
0.034
0.14

中位值

0.554
0.925
0.764
0.678
5.811
0.379
1 217
0.036
0.142

最大值

0.84
0.953
0.917
0.961
6.15
0.405
1 485.4
0.042
0.158

标准差

0.132
0.017
0.078
0.118
0.484
0.017
153.078
0.005
0.013

变量

JJXL
MTCY
ZBTR
JRSH
KJTR
LDSL
JCSS
RLZB
CYJG

JJXL
1

-0.792
0.119
0.819
0.794
0.908
0.815
0.764
0.355

MTCY
-0.792
1

-0.552
-0.893
-0.979
-0.938
-0.969
-0.855
-0.096

ZBTR
0.119
-0.552
1

0.387
0.59
0.46
0.512
0.562
-0.419

JRSH
0.819
-0.893
0.387
1

0.847
0.891
0.802
0.749
0.4

KJTR
0.794
-0.979
0.59
0.847
1

0.933
0.984
0.923
-0.051

LDSL
0.815
-0.938
0.46
0.891
0.933
1

0.936
0.903
0.161

JCSS
0.764
-0.969
0.512
0.802
0.984
0.939
1

0.911
-0.045

RLZB
0.764
-0.855
0.562
0.749
0.923
0.903
0.911
1

-0.226

CYJG
0.355
-0.096
-0.419
0.4

-0.051
0.161
-0.045
-0.226
1

表3 相关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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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回归分析

注：*、**、***分别表示在 10%、5%、1%水平下显著。

表4 单位根检验

注：变量前的 ln表示取自然对数，D表示一阶差分；检验形式

中的 c为常数项，t为趋势项，k为滞后阶数。

归。由于模型中的变量不是水平平稳，因此需要

进行协整检验，这里采用 Engle-Granger两步法来

进行检验。Engle-Granger两步协整检验法考虑了

如何检验零假设为一组 I（1）变量的无协整关系问

题，具体是用普通最小二乘法估计这些变量之间

的平稳关系系数，然后用单位根检验来检验残差，

拒绝存在单位根的零假设是协整关系存在的证据。

本文所有模型中同阶单整变量组的分析结果表明，

所有相应残差都在 5%显著性水平下平稳。因此，

每个方程中包含的同阶单整变量所构成的变量组

均具有协整关系。如果变量相互间构成协整关

系，回归分析的结果是稳健的，方程的回归是有

意义的。

4.2 回归分析

本文研究的问题样本量较小，而且从前述相

关性检验可以看出关键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之间

以及控制变量与控制变量之间均有较强的多重共

线性，因而在具体的回归分析中，本文借鉴李强

等[13]稳健性检验时采用的做法，在基准模型式（2）
中逐一分别放入控制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得到模

型1-8，见表5。

变量

lnJJXL
lnMTCY
lnZBTR
lnJRSH
lnKJTR
lnLDSL
lnJCSS
lnRLZB
lnCYJG
LnJJXY
DLnMTCY
DLnZBTR
DLnLDSL
DLnJRSH
DLnRLZB
DlnCYJG

检验形式

（c，t，k）
（c，t，0）
（c，t，0）
（c，t，1）
（c，t，1）
（0，0，0）
（c，t，1）
（0，0，0）
（c，t，1）
（c，0，1）
（0，0，0）
（c，0，0）
（c，0，0）
（0，0，0）
（c，0，1）
（0，0，0）
（0，0，0）

ADF检验

P值
0.420
0.357
0.383
0.125
0.002
0.322
0.000
0.502
0.231
0.003
0.054
0.000
0.067
0.006
0.048
0.046

结论

非平稳

非平稳

非平稳

非平稳

平稳

非平稳

平稳

非平稳

非平稳

平稳

平稳

平稳

平稳

平稳

平稳

平稳

变量

LnMTCY

LnZBTR

LnLDSL

LnCYJG

LnJCSS

LnJRSH

lnKJTR

lnRLZB

常数项

Adj R2
F检验（P值）

协整检验P值

模型1
-9.538***
（2.032）

-1.283***
（0.163）
0.584
0.006
0.0142

模型2
-12.305***
（1.93）
-0.872*
（0.382）

-1.748***
（0.256）
0.675
0.008
0.0133

模型3
-6.088*
（3.132）

2.451***
（0.548）

-1.755***
（0.362）
0.785
0.001
0.005

模型4
-9.324***
（2.046）

0.915
（0.737）

-0.372
（0.777）
0.572
0.02
0.006

模型5
-1.679
（4.206）

1.494*
（0.818）

2.265
（1.897）
0.571
0.021
0.05

模型6
-6.538
（5.453）

0.371
（0.626）

-0.919
（0.627）
0.544
0.03
0.006

模型7
-3.845
（10.515）

0.709
（1.213）

1.549
（4.87）
0.542
0.027
0.028

模型8
-5.428
（4.293）

0.996
（1.002）
-2.688
（1.479）
0.579
0.02
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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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回归模型来看，方程的显著性检验（F
检验）的P值远远小于 10%，即认为方程中的变量

存在显著的线性关系，简称为方程是显著的。R2称
为方程的确定系数，它的取值在 （0，1） 之间，

被解释变量的解释能力越接近于 1，说明方程的解

释能力越强。在本文的所有模型中拟合度 adjR2均
保持在 0.542~0.785，表示数量回归方程解释区域

经济效率的变化维持在 54.2%~78.5%，说明模型拟

合结果可以接受。

重点关注回归方程各变量的系数。首先，关

注关键解释变量“煤炭产业 （MTCY） ”的系数，

可以看出在 8个模型中均为负数，结果相对稳健，

表明煤炭产业的发展对内蒙古区域经济效率的提

升有阻碍作用。这可能与内蒙古作为资源型区域，

长期依赖煤炭产业，出现了产业结构单一、经济

效益低下、环境质量下降、资源枯竭等问题，造

成了区域经济自我发展能力严重不足，陷入资源

优势陷阱，导致资源型经济的自强机制和锁入效

应。因而内蒙古应当着眼于自身特点，选择适宜

的升级转型模式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解决

资源型产业与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等相关问题时，

体现出意识性和前瞻性。前 4个模型中煤炭产业的

系数是显著为负的，后 4个模型中煤炭产业的系数

并不显著，这可能与煤炭产业变量与控制变量多

重共线有关，从 F检验的 P值大小变化也可见一

斑。其次，关注控制变量的系数，基本符合经济

学原理，模型 2中可以看出资本投入的增加会阻碍

区域经济效率的提高，这与改革开放以来长期粗

放型资本投入与能源消耗有关；模型 3、5可以看

出劳动数量的增加和基础建设水平的提升显著有

助于提高区域经济效率，这与内蒙古广泛的农牧

业有关。模型 4、6、7、8显示产业结构（第三产

业占比）、金融深化、人力资本、科技投入等对区

域经济效率的提升作用为正向但不显著，表明内

蒙古未来产业转型中仍需加强科技投入、引进技

术人才，以促进创新发展来推动区域经济效率的

改善，同时加强金融深化发展，对金融资源合理

配置以更好的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

5 结 论

1）煤炭产业的发展对于区域经济效率有阻碍

作用。煤炭产业是内蒙古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动

力，但是由于长期依赖煤炭产业，出现了产业结

构单一、环境质量下降、资源严重浪费等问题，

造成了区域经济自我发展效率不足，陷入资源优

势陷阱，导致资源型经济的自强机制和锁入效应。

因而，内蒙古应当选择适宜的升级转型模式、进

行煤炭产业的转型来促进产业链的延伸和产业结

构的优化升级。

2） 煤炭资源地区应更加重视非煤产业的发

展，积极扶持非煤产业企业发展壮大，有助于调

整产业结构，促进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3） 产业结构 （第三产业占比）、金融深化、

人力资本、科技投入、基础建设水平等因素对区

域经济效率具有提升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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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近年来，受经济增速放缓、能源结构调整、

碳减排与环境保护和煤炭产业过度投资等因素共

同影响，煤炭需求大幅下降，产能严重过剩，供

需失衡状况严峻，煤炭产业市场绩效整体严重下

滑。中国先后推出煤炭产业供给侧结构改革、去

产能政策和 276工作日限产等政策措施，以应对产

能过剩、价格下跌以及全行业亏损等局面。近两

年供给侧改革效果显著，煤炭产销连续增长，

去产能政策视角下煤炭产业结构、行为与绩效

刘满芝 1，2，陈芝芝 1，黄晓蓉 1

（1.中国矿业大学 管理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2. 江苏省能源经济管理研究基地，江苏 徐州 221116）

摘 要：基于福利视角，提出煤炭产业经济、安全和环境绩效的构念，从去产能政策视角，构建

SC—SCP（外部冲击—产业特征—市场结构—市场行为—产业绩效）分析范式对煤炭产业绩效的形

成机理进行探讨，并运用联立方程模型方法展开验证。结果显示：①产业特征会对市场结构、市

场行为和产业绩效产生直接影响，并且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和产业绩效之间存在动态交互影响。

市场结构会对市场行为产生正向影响，市场行为影响产业绩效，而产业绩效的提升也会给市场结

构的提升带来正向促进作用；②去产能政策对煤炭市场行为和绩效产生直接正向影响，进而对煤

炭市场结构产生影响；③产业资本密集度会提升煤炭产业经济绩效、安全绩效和环境绩效水平。

针对煤炭产业提升自我调节能力和提高产业集中度，建议采取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等措施提升经

济绩效、安全绩效和环境绩效的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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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elfare，the concept of coal industry economic，safety and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were
put forward，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apacity reduction policy，an SC-SCP (external shock—industrial characteristics—market
structure—market behavior—industrial performance) analysis paradigm was constructed to discuss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coal industry performance，and the simultaneous equation model method were used for verific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①in⁃
dustrial characteristics have a direct impact on market structure，market behavior and industrial performance，and there is a
dynamic interaction between market structure，market behavior and industrial performance. Market structure will have a posi⁃
tive impact on market behavior，and market behavior will affect industrial performance，and the improvement of industrial per⁃
formance will also have a positive role in promoting the improvement of market structure. ②The capacity reduction policy has
a direc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coal market behavior and performance，and thus on the coal market structure.③Industry capi⁃
tal intensity will improve the economic performance，safety performance and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of the coal industry.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self-reg.
Key words： industrial characteristics； capacity reduction policy；market structure；market behavior； industrial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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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全国产量和消费量分别约为 37.5亿 t和 39.3
亿 t，产业集中度稳步提高，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产

能利用率从 2016 年的 59.5% 上升到 2019 年的

70.6%，但比同期的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全国工业的产能利用率分别低 9.4%和 6.0%[1]，表

明煤炭产业供给侧改革压力依然很大。因此，在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探究煤炭产业绩效的内涵和

维度，挖掘煤炭产业绩效的影响因素，煤炭产业

绩效形成机理，可为煤炭产业政策制定和煤炭企

业发展决策提供理论基础和分析范式。

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不够成熟，尤其是煤

炭产业发展还存在诸多市场问题。由于中国与发

达国家相比，无论是在市场配置资源程度还是产

业发展水平上，均存在一定差距，因此在经济问

题的改革过程中需要结合不同产业的特征，探索

不同产业可行发展道路[2]。探索煤炭产业的发展道

路时，必须以其自身产业特征为基础。面对越来

越大的环境压力，发展清洁能源和积极实施能源

结构调整成为主要改革方向，同时长期积累的结

构不合理、生产技术水平低下、安全事故频发等

问题，使得产业结构调整成为近期的工作重点[2]。
回顾已有研究，从研究视角上，产业绩效仅考虑

经济层面，煤炭产业作为基础产业，产业绩效不

仅要衡量经济绩效，还应从福利视角衡量安全绩

效和环境绩效，而从福利视角研究规制动机和产

业绩效的成果较少。在研究范式上，从“市场结

构—市场行为—产业绩效”（SCP） 范式研究规制

与产业绩效关系的成果较多，即使是拓展的 SCP方
式也主要为单向静态或双向静态的，研究各成分

互动演化的成果较少。因此，本文将社会福利问

题和产业基本特征纳入 SCP范式框架，以期丰富关

于产业组织的结构—行为—绩效系统研究方法论。

本文结合中国煤炭产业特征，从社会福利视

角出发，构建融入产业特征（Characteristic）的扩

展 SCP范式，分析去产能政策、煤炭产业特征与市

场结构、市场行为和包括安全绩效、经济绩效与

环境绩效的产业绩效之间的关系，探寻煤炭产业

绩效的形成机理，为煤炭产业供给侧改革和可持

续发展提供有效方案。

1 文献回顾与假设提出

1.1 文献回顾

1.1.1 产业绩效不同内涵

市场绩效是指在一定的市场结构中，由一定

的市场行为所形成的产品、产量、成本、价格、

利润以及技术进步等方面的最终经济成果。市场

绩效反映了在特定的市场结构和市场行为下市场

运行的效果[3]。理论经济学通常将增进社会福利作

为经济活动的总体目标，从社会福利提高的程度

来考察市场绩效的高低。社会福利目标包括经济

活动的效率、公平、稳定和进步等多层次和多方

面的内容[4]。市场绩效应根据福利作用、效率水平

和企业效益来判断[5]。有效的规制政策手段应与中

国市场化进程及产业发展阶段相适应，经济性规

制改革最终要实现多方利益的平衡与共赢[6]，应设

计追求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双赢的规制[7]。因此，

本文基于社会福利视角，将产业绩效划分为经济

绩效、安全绩效和环境绩效。其中，经济绩效是

从经济利益角度考察经营活动对煤炭产业生产成

本、质量和效率等方面的影响；煤矿行业作为高

危行业，其安全生产管理工作一直是社会关注的

重点，因此安全绩效也是考虑的重点之一。随着

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生态环境也在不断地恶化，

由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导致的环境问题不断显现，

煤炭开采会对生态环境带来地表沉陷、水资源破

坏、煤矸石堆积、水土流失、植被破坏、湿地缩

减、大气和水环境污染等影响，因此本文的产业

绩效也包括环境绩效。

1.1.2 产业绩效影响因素及SCP范式相关研究

关于产业绩效影响因素和 SCP范式及其扩展形

式等分析研究，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各自的

观点。

1）产业绩效影响因素视角。有关政府规制与

产业绩效的关系，主要包括促进论[8]、限制论[2，9]以
及不确定论[10]。促进论认为，恰当的规制政策通过

刺激企业技术创新，可以提高产业绩效和国际竞

争力。限制论认为规制必然导致产业绩效下降。

不确定论认为规制对绩效的影响有多种效应，并

且要受到产业的状况特点和规制政策的质量等众

多因素的影响[11]。Posner[12] 指出 15年来的理论和实

证研究表明，规制与外部经济或不经济以及垄断

的市场结构之间并没有正相关性；产业市场集中

度和销售费用密度对中国工业财务绩效存在影

响[13]；市场结构和宏观经济环境与中国商业银行的

行业平均绩效具有较强的相关性[14]；沈洁[15] 研究发

现山西省煤炭产业的市场绩效与市场集中度、规

模经济等因素成正相关关系，与销售率、进入壁

垒和退出壁垒成负相关关系。

刘满芝等：去产能政策视角下煤炭产业结构、行为与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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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CP范式及其扩展研究。不少学者将 SCP
范式运用到不同行业的分析当中，其中包括汽车

产业[16]和光伏产业[17]等。国外学者对 SCP范式相关

研究较多，Stoica [18]使用 SCP范式研究欧盟在 2004
—2009年期间银行业竞争的演变。在原有的 SCP
理论基础上进行扩展的研究差异，主要体现在 SCP
范式前面外生变量的选取上。从现有的研究来看，

加入的单一外生变量主要有政府规制[19，20]、产业特

征[21]和产权结构[22]等。也有学者选择加入多个变量

对原有的 SCP范式进行扩展，邓念[23] 认为中国的

房地产市场是在政府力量和市场力量双重作用下

向前发展的，提出G—SCP—E研究范式。也有学

者认为 SCP或扩展 SCP各要素间存在动态和互动关

系[24]。Martin[25]在 SCP基础上加入技术与需求两因

素，构建了结构、行为和绩效相互作用框架，其

认为市场结构和行为部分受到潜在需求和技术等

因素的影响，进而影响绩效，市场绩效也会表现

出动态性的累积效果，反向影响结构和行为，所

以三者互相影响。王小锋[26]将产业的基本条件纳入

规制—SCP分析框架，认为 5个因素之间存在双向

和动态关系。

从上述研究可以看出，诸多学者主要将政府

规制、产业特征和产权结构等单个外生变量或多

个外生变量纳入 SCP框架，并将其运用于汽车行

业、光伏行业和钢铁行业等众多行业的分析中，

得出的结果也有所差异。产业绩效的影响因素主

要包括政府规制、产业集中度、规模经济和市场

结构等。传统市场绩效更多的是从经济绩效的角

度进行判定，而往往产业发展在考虑经济效益的

同时，更应该考虑福利效应，理论经济学通常将

增进社会福利作为经济活动的总体目标，从社会

福利提高程度来考察市场绩效的高低。国内部分

学者在对山西省煤炭产业组织进行分析时，选取

的市场绩效指标主要包括资本利用效率 （平均利

润率）、土地（煤炭资源）利用效率（回采率及综

合利用率） 以及劳动利用效率 （劳动生产率及安

全绩效） [27]，在此基础上，本文从社会福利视角出

发，主要从安全绩效、经济绩效和环境绩效角度

考虑煤炭产业绩效。

1.2 研究假设和理论模型

1.2.1 煤炭产业特征、市场结构与产业绩效的关系

Bain[28]基于计量经济学的方法考察美国样本制

造业，得出市场集中度与经济绩效存在正相关关

系。而 Yoon[29]对韩国产业组织问题进行研究，以

勒纳指数表示产业绩效，用前 5家公司销售量占比

表示市场集中度，用广告费用支出占销售收入比

重和研发费用占销售收入比重表示进入壁垒，用

该行业需求增长率表示外在变量，将产业绩效和

市场集中度互为因变量，研究结果显示市场集中

度与产业绩效负相关，与贝恩的结果相反，而行

为能提升市场集中度和产业绩效。Brown[30]运用

SCP范式对俄罗斯的代表性产业进行分析，结果表

明市场集中度与企业效益有很大关系，集中度高

的产业比集中度低的产业收益好。董成[31]针对中国

高技术企业，研究产业集中度与企业创新绩效的

相关性，认为产业集中度与企业创新绩效存在长

期与短期均衡关系，且二者均为正相关关系。据

此，提出假设：

H1：煤炭产业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对煤炭产业

绩效产生直接影响。

1.2.2 产业特征与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和产业绩

效的关系

结构、行为与绩效的因果关系定量研究结论

显示，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和市场绩效之间存在

因果关系。何禹霆[21]以利润率作为产业绩效，以市

场集中度和进入壁垒作为市场结构衡量指标，

R&D投入作为市场行为指标，运用回归分析方法

研究中国汽车产业的市场结构和市场行为对产业

绩效的影响，结果显示市场行为对产业绩效影响

不显著，市场结构对产业绩效有正向影响。Re⁃
sende[32]建立了由市场集中度、广告、研发和利润

率 4个变量组成的联立方程，发现进入壁垒是影响

市场结构的最重要因素，广告密度、研发强度对

利润率有重要影响。

产业特征是指某个行业区别于其他行业的特

别显著的征象或标志。基于产业广泛性和差异性，

很难找出唯一适合所有产业的一种产业组织模式，

产业特征是产业组织有效模式的决定变量，进而

影响企业的行为和绩效[21，33]。煤炭产业作为资源型

的传统产业，其发展主要受煤炭资源储量及储存

条件的影响，煤炭资源的有限性和不可再生性决

定矿井及矿区开采寿命的有限性，因此，其产业

特征一般是煤炭企业跨区域投资选择所关注的重

点，掌握煤炭企业的发展特点是煤炭产业快速发

展的前提。煤炭产业资产具有较强的专用性、不

可移动性和不可复用性，并且煤炭产业属于劳动

密集型产业，退出产业人员安置成本费用高，过

高的退出壁垒和国有资本退出机制缺乏，使得煤
32



2020年第3期

炭企业进入市场很难退出，行业中企业数量较多，

影响行业的市场结构。据此，提出假设：

H2：煤炭产业特征影响煤炭产业市场结构，市

场结构影响市场行为，而市场行为影响产业绩效，

即煤炭产业特征通过市场结构和市场行为影响产

业绩效。

1.2.3 去产能政策对煤炭行业市场行为和产业绩

效有显著影响

为推动煤炭行业供给侧改革，从 2016年开始，

国务院及国家发改委等部门相继出台了有关煤炭

行业的去产能政策，如 276天工作日的制度、处置

“僵尸企业”、煤矿产能置换等政策，产量收缩效

果明显，对煤炭行业市场结构、煤炭企业的价格

行为和投资行为、以及煤炭行业的经济绩效、安

全绩效和环境绩效都发生较大影响。贺玲[34]等指出

煤炭产能政策在优化煤炭生产结构的同时，会显

著影响其他能源产业和与之有上下游关联的非能

源产业产出，其中降产量政策对煤炭产业结构调

整的作用最有效。王桂军[35]认为《关于化解产能严

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提高企业的创新效率进

而促进企业的创新产出。李绪茂等[36]指出全国煤炭

产业的经济效率普遍不高，影响经济效率的主导

因素越少，地区数量越少，经济效率越高。针对

山西省去产能政策效果，袁显平等[37]认为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以来，山西省煤炭行业 （或企业） 在去

产能、去库存和补短板方面效果显著，但财务杠

杆依旧处于高位，降成本效果并不显著。据此，

本文假设去产能政策对煤炭行业市场行为和产业

绩效有显著影响。

H3：去产能政策对煤炭行业市场行为和产业绩

效有显著正向影响。

根据H1—H3，提出去产能政策会对市场行为

和产业绩效产生影响，进而传导对市场结构产生

影响。同时产业特征会对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和

产业绩效产生直接影响，市场结构对市场行为产

生直接影响，市场行为也会对产业绩效产生直接

影响。本文基于联立方程模型验证上述假设，以

求建立科学稳定的煤炭产业传导路径。

2 变量指标选取与研究方法

2.1 变量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在福利视角下，基于 SCP范式构建“去产

能政策—产业特征—市场结构—市场行为—产业

绩效”动态交互的煤炭产业绩效形成机理模型，

通过量化分析，明确煤炭发展路径的传导模式，

掌握揭示去产能政策、煤炭产业特征、市场结构、

市场行为以及煤炭产业绩效的动态关系。模型中

变量主要包括：产业特征、市场结构、市场行为、

煤炭产业绩效、去产能政策 （表 1）。本文选取

2000—2019年的年度数据进行分析，数据主要来

源于中国Wind资讯、《中国统计年鉴》 [38]《中国能

源统计年鉴》 [39]《中国煤炭工业年鉴》 [40]。
2.1.1 产业特征

不同产业需要根据其产业特征采取不同强度

的政府规制，不同规制政策用于具有技术特殊性

和竞争形式特殊性的特定产业会产生不同的福利

效果。因此，煤炭产业特征是进行产业规制需要

考虑的因素之一。本文选择煤炭消费弹性作为产

变量

产业特征

市场结构

市场行为

煤炭产业绩效

政府政策

代理变量

煤炭消费弹性CE
产业资本密集度 ICI

产业集中度 IC
价格行为PB
投资行为 IB

经济绩效ROS
安全绩效SP
环境绩效EP

去产能政策

代理变量选择依据

张慧明[41]

Dia E[42]
Jenny[43]
自定

Wang R et al[44]

白林[19]

王健[45]

Zhou P et al [46]

自定

选择指标

煤炭消费量变动百分比/GDP变动百分比

煤炭行业总固定资产/煤炭行业员工总人数

前4家煤炭企业产量/全国原煤产量

煤炭行业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煤炭行业固定资产投资额

煤炭全行业销售利润率

煤矿百万吨死亡率

煤炭行业碳排放

去产能政策颁布执行年份

2016—2019年为1
2000—2015年为0

数据来源

《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统计年鉴》

Wind资讯、《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统计年鉴》、Wind资讯

《中国煤炭工业年鉴》

《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

国家发改委

表1 模型中变量指标和数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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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特征的衡量指标[41]，即煤炭消费量变动百分比与

GDP变动百分比的比值。现有的研究来看，不少

学者将产业资本密集度作为某一产业的产业特征

的研究对象[42]，煤炭产业资本密集度作为产业特征

的一方面，也会对煤炭产业的发展产生影响。因

此，本文选取产业资本密集度作为煤炭产业特征

的测量指标之一，用煤炭行业总固定资产与煤炭

行业员工总人数的比值来表示。

2.1.2 市场结构

决定市场结构的主要因素包括：产业集中度、

产品差别化、市场进入壁垒和市场退出壁垒等[47]。
产业集中度是常用的反映某一特定市场的集中程

度的指标，本文选取产业集中度作为市场结构的

衡量指标。部分学者已经构造了多个指标衡量产

业集中度，如 CR4[43]、赫芬达尔指数[48]等，鉴于数

据的可得性以及应用的广泛性，笔者选取最基本

也是最有效的CRn指数来代表产业集中度。一般而

言，文献中比较常见为CR4指数，因此，笔者选取

CR4即煤炭行业前 4家企业煤炭产量占煤炭行业原

煤总产量的比重作为测量产业集中度的指标。

2.1.3 市场行为

市场行为包括兼并行为、价格行为和工厂投

资行为等[27]。本文主要探讨价格行为和投资行为。

煤炭价格是反映煤炭产业市场行为的一个重要指

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煤炭供求状况通过煤炭

价格显现出来，煤价是国家制定经济发展政策和

企业调整生产经营活动的重要依据。本文选取煤

炭行业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以及秦皇岛港动

力煤（Q5000）平仓价作为代表来分析中国煤炭产

业的价格走势情况。企业为了增加自身利益，往

往会对能够增加企业价值的正净现值的项目进行

投资，煤炭企业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往往也会

展开一系列投资行为，因此本研究也将投资行为

纳入分析对象，主要选取煤炭行业固定资产投资

额来表示煤炭行业投资行为[44]。
2.1.4 煤炭产业绩效

结合煤炭产业特征，融入社会福利内涵的煤

炭产业绩效，包括经济绩效、安全绩效和资源环

境绩效。经济绩效是对经济与资源分配以及资源

利用有关的效率的评价。本文选取煤炭全行业销

售利润率作为煤炭行业经济绩效的衡量指标。鉴

于煤炭行业的特殊性，安全绩效也是煤炭产业绩

效需要考虑的指标之一，本文选取煤矿百万吨死

亡率作为煤炭行业安全绩效的衡量指标[45]。煤炭作

为不可再生能源，在开发、利用和运输等过程中

会产生大量的污染浪费，对环境造成严重的影响。

对于环境绩效指标参照 Zhou等 [46]的研究，选取碳

排放指标作为环境绩效的测度指标，鉴于本文主

要探索煤炭行业的产业绩效，因此选取煤炭碳排

放量作为测度指标。本文采用联合国政府间气候

变化专门委员会 （IPCC） 提供的方法估算煤炭这

一化石能源的 CO2排放总量[49]，选取的燃料煤 CO2
排放系数为2.53 kgCO2/kgtce。
2.1.5 去产能政策

为推动煤炭行业供给侧改革，国务院及国家

发改委等部门相继出台了有关煤炭行业的去产能

政策。2016年出台了《关于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

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国发〔2016〕 7号），主

要涉及如 276天工作日的制度，处置“僵尸企业”

和煤矿产能置换等政策。2017年实施了《关于做

好 2017年钢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

展工作的意见》（国发改运行〔2017〕 691号），涉

及去产能、保障供应、稳定价格、加强安全和环

保检查等核心内容。2018年出台了 《关于推进

2018年煤炭中长期合同签订履行工作的通知》等

一系列政策，推进煤炭行业长期可持续发展。因

此，本文以去产能政策为外部冲击变量，探究去

产能政策对煤炭行业结构、行为和绩效关系的影

响。2016—2019年去产能政策执行年份设定为 1，
2015年及以前设定为0。
2.2 研究方法

面对复杂多变的煤炭市场环境，单一的方程

无法准确描述煤炭市场牵涉的各经济变量之间的

关系，而联立方程模型能够更好地描绘煤炭市场

中各经济变量之间的动态关系，已有不少学者将

其运用到公司治理溢价研究[50]和能源消费影响因

素[51]等领域，更有学者用其探索生物质能源消耗、

经济增长和碳排放量之间的关系等[52]。因此，本文

选取联立方程模型对煤炭市场各个变量之间的复

杂动态关系进行描述。除了煤炭消费弹性和去产

能政策以外，对其他变量取自然对数变换以消除

异方差现象，构建了如下的联立方程模型为
LNICt = α1CE + α2LNICIt + α3LNPBt + α4LNIBt - 1 +

α5LNROSt - 1 + α6LNSPt - 1 + α7LNEPt - 1 +
α8GOVt + α9LNICt - 1 + μ1t （1）

LNPBt = β1CE + β2LNICIt + β3LNICt + β4LNIBt - 1 +
β5LNROSt - 1 + β6LNSPt - 1 + β7LNEPt - 1 +
β8GOVt - 1 + μ2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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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NIBt = γ1CE + γ2LNICIt + γ3LNICt - 1 + γ4LNPBt - 1 +

γ5LNROSt - 1 + γ6LNSPt - 1 + γ7LNEPt - 1 +
γ8GOVt + μ3t （3）

LNROSt = δ1CE + δ2LNICIt + δ3LNICt + δ4LNPBt + δ5LNIBt - 1 +
δ6LNSPt - 1 + δ7LNEPt - 1 + δ8GOVt + μ4t （4）

LNSPt = θ1CE + θ2LNICIt + θ3LNICt + θ4LNPBt +
θ5LNIBt - 1 + θ6GOVt + θ7GOVt - 1 + μ5t （5）

LNEPt = τ1CE + τ2LNICIt + τ3LNICt + τ4LNPBt + τ5LNIBt - 1 +
τ6GOVt + τ7GOVt - 1 + μ6t （6）

式中：下标 t表示年份； CE、LNICI分别表示煤炭

消费需求弹性和煤炭产业资本密集度；LNIC表示

产业集中度；LNPB、LNIB分别表示价格行为和投

资行为；LNROS、LNSP和 LNEP分别表示经济绩

效、安全绩效和环境绩效；GOV表示去产能政策；

αi、βi、γi、δi、θi、τi分别为各方程中变量对应的

回归系数；μit,…,μit为相应的随机误差项，服从均

值为零、方差有界的正态分布。

3 煤炭行业的市场结构、行为与绩效关系

的实证分析

3.1 煤炭行业的市场结构、行为与绩效的变迁

自 2000年以来，煤炭行业发展经历了跌宕起

伏，既经历了“黄金十年”的快速发展，又度过

了去产能和煤炭行业整体效益下滑的寒冬。在煤

炭行业发展的不同时期，煤炭行业的市场结构、

市场行为和市场绩效发生了相应的变化。煤炭行

业产业集中度变化趋势，如图1所示。

图1 煤炭行业产业集中度变化趋势

从图 1可以看出，煤炭行业的市场结构呈现出

产业集中度不断增长的趋势，煤炭行业前 4家企业

煤炭产量占煤炭行业原煤总产量的比重（CR4）由

2004年 14.99%上升到 2019年的 28.83%。2019年，

国家能源集团和中煤能源集团等 7家煤炭企业的原

煤产量超亿吨，约占全国原煤产量38%。此外，从

地理集中趋势看，煤炭产量不断向产煤大省集中。

2019年，全国原煤产量 38.5亿 t，其中 8个省份煤

炭产量超过 1亿 t，内蒙古以 10.35亿 t的产量占据

全国第一，其余 17个产煤省份产量下降。我国煤

炭产量前 5大省份分别是内蒙古、山西、陕西、新

疆、贵州。

图2 秦皇岛港动力煤平仓价（Q5 000K）变化

图3 煤炭行业行为特征

2005年 11月至 2020年 2月每周的秦皇岛港动

力煤平仓价 （Q5000K） 变化趋势，如图 2所示。

煤炭价格波动起伏较大，经历了 2008年 7月的最

高峰 （煤价为 942.5元/t），又度过了 2015年 12月
的最低谷（煤价为 325元/t）。2016年去产能政策实

施后，煤炭价格呈现出上升态势，到 2016年 11月
煤价上升至550元/t后呈现稳中略降的趋势。

煤炭行业的价格行为和投资行为视角呈现的

煤炭行业行为特征，如图 3所示。煤炭行业的投资

行为从 2000—2012年呈现递增趋势，从 2013—
2017年呈现急剧下降趋势，2018—2019年呈现增

长态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煤炭行业的景气程

度走向。从煤价价格变化趋势可看出，2000—
2012年呈现在波动中上升态势，从 2011—2016年
煤炭价格呈现持续下降态势，从 2017年至今煤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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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复苏，呈现稳态上升趋势。表明 2017年至今

的去产能政策有效地提振了煤炭行业价格行为和

投资行为。

煤炭行业经济绩效和环境绩效的变化趋势，

如图 4所示。从 2000—2019年煤炭全行业销售利

润率呈现在波动中下滑态势，2004年煤炭行业销

售利润率达到高峰，为 26.8%；2013年降到最低，

销售利润率仅为 3%；2014年虽略有上升，但 2015
—2016年呈现下跌趋势，2017年呈现小波峰，但

2018—2019年又呈现下降趋势。表明煤炭行业经

济绩效呈现稳中下降趋势。从环境绩效来看，原

煤使用生产的CO2排放量变化趋势与煤炭行业经济

绩效略有差异，如 2013年煤炭行业经济绩效降至

最低水平，而CO2排放量依然呈现增长态势。反映

煤炭行业虽然原煤产量增长，但利润却下滑。此

外，煤炭行业安全绩效变化趋势，如图 5所示。煤

矿百万吨死亡率从 2000年的 6.096下降到 2019年
的 0.083，基本呈现指数型下降趋势。表明中国煤

炭行业的安全绩效呈现持续的良性发展态势。

图4 煤炭行业经济和环境绩效变化趋势

图5 煤炭行业安全绩效变化趋势

3.2 煤炭行业的市场结构、行为与绩效关系的假

设检验

3.2.1 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非平稳的经济时间序列往往表现出共同的变

化趋势，若直接进行估计，常常导致“伪回归”

或“虚假回归”现象，因此，本文采用ADF方法

检验各个时间序列变量的平稳性，检验过程中滞

后阶数依据施瓦茨准则判定[53]。结果显示，产业资

本密集度 ICI、价格行为PB、经济绩效ROS和安全

绩效 SP存在 1阶单整，其他变量为零阶单整。需

要对所有变量构建的联立方程系统做进一步检验。

单位根检验，见表2。
表2 单位根检验

3.2.2 模型的内生性检验

本文研究的变量较多，且各变量之间存在双

向因果关系，仅利用单方程对两者分析会产生变

量的内生性问题，从而导致实证结果有偏差或非

一致。为了确定各变量之间是否相互影响，需要

进行变量内生性检验，即检验方程的联立性。常

用的检验方法是Hausman检验。通过对整个方程组

全部外生变量进行辅助回归，得到整个方程组的

残差值 residi ( i = 1, 2,⋯,10 )，再将残差值分别引入

对应方程，通过 resid显著性与否判断变量的内生

性，进而检验方程的联立性，结果见表3。
表3 内生性检验结果

由表 3可知，在 10%的显著性水平下有 4个方

程通过检验，即 resid系数显著不为 0，方程 5和方

程 6表示的安全绩效和环境绩效内生性不强，总体

而言，可以判断该联立方程组通过Hausman内生性

检验，煤炭市场各个变量之间的复杂动态关系应

该通过联立方程模型反映。

指标

resid
R2

Adj—R2

方程1
0.609

（0.007）
0.994
0.987

方程2
1.044

（0.027）
0.914
0.838

方程3
0.428

（0.083）
0.983
0.969

方程4
0.737

（0.014）
0.884
0.780

方程5
0.504

（0.271）
0.994
0.989

方程6
0.009

（0.808）
0.994
0.989

变量

CE
DLNICI
LNIC
DLNPB
LNIB

DLNROS
DLNSP
LNEP

检验形式

（0，0，4）
（c，0，0）
（c，t，0）
（0，0，0）
（c，0，1）
（0，0，0）
（c，0，1）
（c，0，0）

ADF检验值

-2.466
-3.866
-3.511
-2.638
-3.411
-6.528
-5.854
-3.441

P值
0.018
0.010
0.067
0.012
0.024
0.000
0.000
0.023

结论

平稳

平稳

平稳

平稳

平稳

平稳

平稳

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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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联立方程系统下方程组的估计结果分析

联立方程系统下方程组估计的结果，见表 4。
本文旨在探求福利视角下基于 SCP范式构建“产业

政策—产业特征—市场结构—市场行为—产业绩

效动”态交互的煤炭产业绩效形成机理模型，通

过掌握煤炭产业政策和产业特征对煤炭市场结构、

市场行为以及产业绩效的动态影响程度，掌握政

策对煤炭产业发展的影响程度，为煤炭行业的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措施和煤炭行业有序发展的提出

提供决策依据。

煤炭行业去产能政策对煤炭行业的价格行为、

投资行为以及经济绩效、安全绩效和环境绩效均

有显著影响，上一期的去产能政策能在本期提升

煤炭价格、降低煤矿百万吨死亡率和降低碳排放

量，去产能政策能在同期提升经济绩效和降低投

资行为。表明去产能政策起到了调整供给结构和

促进煤炭行业有序良性发展的目的。

煤炭行业集中度主要受产业特征、市场行为

和产业绩效的影响。产业特征方面，煤炭消费弹

性系数每变化 1个点，将使煤炭行业集中度降低

0.073%；市场行为方面，本期煤炭价格和滞后 1期
的投资每增加 1%，将使本期煤炭行业集中度分别

为上升 0.303%和下降 0.120%；产业绩效方面，滞

后 1期的销售利润率和碳排放量分别对本期煤炭行

Model
CE

LNICI

LNIC

LNIC（-1）

LNPB

LNPB（-1）
LNIB

LNIB（-1）
LNROS

LNROS（-1）
LNSP

LNSP（-1）
LNEP

LNEP（-1）

GOV

GOV（-1）
R—squared

Adjusted R—squared

方程1：LNIC
-0.073***
（0.020）
0.137

（0.141）

0.054
（0.178）
0.303***
（0.077）

-0.120***
（0.038）

-0.054**
（0.021）

0.060
（0.085）

0.143**
（0.056）
-0.030

（0.056）

0.986
0.975

方程2：LNPB
0.101*

（0.060）
0.074

（0.353）
0.854

（0.632）

0.358***
（0.069）

0.096*
（0.087）

0.252*
（0.146）

-0.033
（0.125）

0.317**
（0.128）
0.950
0.918

方程3：LNIB
0.092

（0.087）
0.944

（0.637）

-3.435***
（0.648）

1.262***
（0.355）

0.158*
（0.090）

-0.468
（0.353）

0.591***
（0.215）
-0.708***
（0.203）

0.982
0.970

方程4：LNROS
-0.086

（0.299）
4.264**
（1.657）
-0.660

（2.740）

-0.682
（1.049）

0.419
（0.523）

2.818***
（0.933）

-0.596
（0.607）
1.447**
（0.573）

0.617
0.374

方程5：LNSP
0.055

（0.082）
-1.352***
（0.272）
0.416

（0.405）

1.315***
（0.328）

-0.587***
（0.190）

-0.031
（0.130）
-0.877***
（0.183）
0.995
0.992

方程6：LNEP
0.296**
（0.127）
-0.769*
（0.418）
3.986***
（0.623）

0.760
（0.504）

-0.074
（0.293）

0.264
（0.199）
-0.718**
（0.281）
0.721
0.581

表4 WSLS联立方程系统回归分析结果

注：括号内的数值为估计值的标准误差，***、**、*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为1%、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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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集中度下降 0.054%和上升 0.143%。表明煤炭行

业变化越大，煤炭行业集中度越低，煤炭行业价

格行为和投资行为对煤炭行业结构产生显著影响；

煤炭行业经济绩效越高，更多企业涌入煤炭行业，

致使煤炭行业集中度降低。

煤炭市场价格行为受产业特征、投资行为、

经济绩效、安全绩效和去产能政策的显著影响。

煤炭行业消费弹性系数对煤炭市场价格有显著正

向影响，表明经济发展需求的煤炭越多，煤炭价

格越高；滞后 1期的投资行为对煤炭价格有正向影

响；滞后 1期的销售利润率和煤矿百万吨死亡率对

本期的煤炭价格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滞后 1期的去

产能政策对本期的煤炭价格有正向影响，表明实

施去产能政策可提升煤炭价格。

煤炭市场投资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有产业集

中度、价格行为、经济绩效、环境绩效和去产能

政策。滞后 1期的煤炭行业集中度和价格每增加

1%，将使本期的煤炭行业固定资产投资额分别下

降 3.435%和上升 1.262%；滞后 1期的煤炭行业销

售利润率和原煤消费的碳排放量每增加 1%，将会

使本期的投资额分别增长 0.158%和 0.591%；去产

能政策将会对同期的煤炭行业投资额产生显著的

负向影响。

本文界定的煤炭行业绩效包括经济绩效、安

全绩效和环境绩效。影响经济绩效的主要因素有

产业特征、安全绩效和去产能政策，资本密度对

经济绩效有正向影响，滞后 1期的煤矿百万吨死亡

率对本期销售利润率有正向影响，去产能政策对

同期销售利润率有正向影响。安全绩效的主要影

响因素有资本密度、价格行为、投资行为和去产

能政策，本期的资本密度、煤炭价格和滞后 1期的

固定资产增加 1%，将使本期的百万吨死亡分别增

长-1.352%、1.315%和-0.587%，表明资本密集度

越高将会降低煤矿百万吨死亡率，煤炭价格增加

将会使企业逐利而引起死亡率上升。此外，去产

能政策有助于降低煤矿百万吨死亡率。环境绩效

的主要影响因素有煤炭消费弹性、资本密度、产

业集中度以及去产能政策。

3.4 结果讨论

本文基于现有产业组织理论，将去产能政策

作为外部冲击变量，并且选取煤炭消费弹性和煤

炭产业资本密集度作为产业特征，探索其对“煤

炭市场结构—市场行为—产业绩效”的传导关系，

最终确定煤炭产业绩效形成机理。研究结果表明，

煤炭行业市场结构、市场行为与产业绩效之间存

在正向或负向的因果关系，验证了假设 1，即煤炭

行业的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和产业绩效之间存在

双向因果关系；产业特征会对产业集中度，价格

行为、投资行为，产业绩效产生正向或负向的影

响，验证了假设 2，即产业特征会对市场结构、市

场行为和产业绩效产生直接影响；作为外部冲击

的去产能政策对煤炭产业结构、行为和绩效均产

生显著的影响，验证了假设 3，表明煤炭产业受政

策影响程度较大。

研究发现针对煤炭行业来说，市场结构、市

场行为和产业绩效之间不仅仅存在单向的传导关

系，更存在双向动态交互影响关系，说明对于煤

炭行业来说，哈佛学派[65]和芝加哥学派[47]的结论均

成立；除此之外，借鉴了新奥地利学派[48]思想考虑

滞后期的存在，从动态角度探索煤炭产业绩效形

成机理，使得研究结果更具参考价值。

上述研究结果表明，就整体系统而言，“外部

冲击—市场结构—市场行为—产业绩效”和“产

业特征—市场结构—市场行为—产业绩效”分别

表现出一定的线性关系，即在去产能政策的外部

冲击直接影响和煤炭消费弹性、资本密度等产业

特征的影响下，对煤炭产业结构、价格行为、投

资行为、经济绩效、安全绩效和环境绩效等产生

相应的影响。根据产业组织理论，市场结构影响

煤炭产业的产品定价和投资等行为，最终表现出

特定的经济绩效、安全绩效和环境绩效。较高的

煤炭消费弹性会吸引其他更多主体进入煤炭行业，

导致煤炭行业集中度下降。

一方面，外部冲击和产业特征对煤炭市场行

为和产业绩效产生显著影响。另一方面，“市场结

构—市场行为—产业绩效”表现出较为固定的循

环关系，即市场结构和上一期的产业绩效决定市

场行为，市场行为部分决定产业绩效，产业绩效

和市场行为又影响市场结构。就具体环节而言，

对于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和产业绩效，任何二者

或多者之间都可能存在相互影响。市场结构的变

化除受制于产业特征外，在一定程度上还受到市

场行为的调整和产业绩效变化的影响，如煤炭企

业价格行为、跨区域、跨领域的并购重组等投资

行为会影响产业集中度，从而导致市场结构的变

化，经济绩效提升促进更多主体涌入煤炭行业导

致市场集中度下降，碳排放增加会导致煤炭行业

碳排放管控和能源结构调整的加强，最终改变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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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结构。因此，从长期和整体角度来看，“市场结

构—市场行为—产业绩效”表现出较为长期循环

关系，就具体环节而言，任何二者或多者之间存

在着较为复杂的结构关系。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 论

结合本文基于福利视角构建的煤炭产业发展

PC—SCP传导路径，探索煤炭产业绩效形成机理，

联立方程模型得出如下结论。

1）以煤炭消费弹性和产业资本密集度为代表

的产业特征会对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和产业绩效

产生直接影响，并且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和产业

绩效之间存在动态交互影响。

2）当期或滞后 1期的去产能政策的外部冲击，

可以对煤炭市场投资行为和价格行为分别产生直

接的负向影响和正向影响，进而传导至产业绩效

和市场结构。此外，去产能政策可提高煤炭行业

销售利润率、降低煤矿百万吨死亡率和降低碳排

放量，说明可以依靠去产能政策来改善煤炭行业

困窘现状和促进煤炭行业良性发展。

3）煤炭价格的提高会促进煤炭企业投资的增

加，投资行为会降低煤矿百万吨死亡率，提升安

全绩效；价格上升会增加煤矿百万吨死亡率，降

低安全绩效。

4.2 政策建议

基于以上分析结果，本文提出一些相关政策

建议。

1）提升市场自身调节能力，有效应对外部冲

击。中国煤炭市场应对产业政策等外部冲击较为

敏感，受 276天工作日的制度，处置“僵尸企业”

和煤矿产能置换等去产能政策影响，煤炭产量降

低，煤炭价格从低谷开始提升，煤炭投资额下降，

煤炭行业经济绩效、安全绩效和环境绩效均有所

好转。煤炭行业对政策依赖性比较大，部分小型

企业遭遇亏损或退出市场。因此，煤炭企业提升

自我调节能力，快速有效应对或适应外部冲击所

带来的影响，依据煤炭市场结构、行为与绩效的

动态因果关系规律，创建煤炭市场警惕机制，提

升自身防御竞争能力。

2）提高煤炭产业集中度，尽快走出煤炭行业

困局。煤炭的核心在于其能否健康发展，企业决

策欠缺理性和退出机制不健全，需求收紧让供需

矛盾凸显，市场优胜劣汰功能难于发挥，效率低

的企业退出困难，结构性产能过剩问题严峻。矿

井太多导致产业集中度太低，抑制煤炭去产能进

程；通过关掉效益差的企业，帮助健康企业快速

发展，积极支援大型煤炭企业整合具备技术改造

价值的小矿井，提高产业集中度，有效改善行业

发展，帮助煤炭企业尽快摆脱行业困局。

3）积极推行煤炭价格市场化改革，促进煤炭

产业绩效水平提高。电煤价格市场化改革使得煤

炭企业成为有竞争力的市场主体，煤炭市场价格

对煤炭产业绩效存在正向效应，为煤炭产业绩效

的提升开发新出路。通过改革现有的煤炭市场价

格机制体系，提高煤炭产品价格，保障煤炭企业

的销售收入以及煤炭销售收入弹性的提高，从而

提升整个煤炭市场的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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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长期以来，火电是我国电源结构中基础性保

障电源，随着能源结构的优化调整，火电还肩负

着越来越重要的电力调节功能。2017年，我国火

电行业开始出现整体亏损，2018年全国火电企业

亏损面已接近 50%[1]，2019年电煤平均价格有所下

降，但全国火电亏损情况仍超过 50%，华能、大

唐、华电、国家电投 4大发电集团煤电板块共计亏

损143亿元[2]，形势严峻。

东北地区煤炭和电力保供一直是我国能源规

划和政策制定中需要重点解决的区域性问题之一。

当前，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属火电亏损严重

地区，一些火电企业出现了连年亏损，经营日趋

困难，资不抵债甚至濒临破产，对于能源安全、

经济发展和民生保障都带来很大的影响，亟待扭

亏治困，实现行业良性发展。因此，东北地区火

电企业要基于自身及上下游产业的特征，深化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深挖市场潜力，国家在产业政

策上要给予发电企业充分支持，协调产业链各相

关方，推动火电扭亏脱困和煤炭电力两个行业健

康发展。

1 东北地区电力行业区域特征

受地理区位因素和资源特征的影响，东北地

区发电和电网呈现了很多区域特点。一是东北电

网 （含蒙东部分地区） 覆盖面广，达 128万 km2，
装机容量大，负荷率低，2019年装机15 196.3万kW，

最大发电电力仅 7 201万 kW。二是供热机组比例

高，2018年占火电装机的 59%。三是新能源装机

规模大，利用率高，所需电力调峰辅助服务主要

由区域内燃煤发电机组承担。2019年，风电装

东北地区火电产业环境及企业扭亏脱困对策研究

张 熙 霖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党组办公室，北京 100011）

摘 要：保障东北地区煤炭、电力和热力的稳定供应是我国能源政策和经济发展中需要重点关注的

问题之一。在考察东北地区多家燃煤电厂的基础上，对电厂近年出现大面积亏损的产业环境及多种

因素作出深度分析，分别从政府和企业两个层面提出东北地区火电扭亏脱困政策建议和具体举措：

政策建议集中于电力交易体制改革、煤电联营和区域整合方面，企业举措包括市场拓展、技术改

造、燃料管理、提质增效等，为东北振兴战略实施及能源供应安全提供决策参考。

关键词：火电；东北地区；产业环境；扭亏脱困；政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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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thermal power industry environment in northeast China and the strate⁃

gies for enterprises to turn over losses
Zhang Xilin

（Party Group Office，National Energy Investment Group Co.，Ltd.，Beijing 100011，China）

Abstract：Ensuring the stable supply of coal，electricity and heat in the Northeast is one of the key issues in China's energy
polic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a number of coal-fired power plants in Northeast China，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industrial environment in which power plants have suffered large losses in recent years and a variety
of factors was carried out. Proposals and specific measures for reversing losses from thermal power in Northeast China were
proposed from the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 levels. Policy recommendations focus on the reform of the electricity trading sys⁃
tem，coal-electricity joint ventures，and regional integration. Enterprise measures include market expansion，technological trans⁃
formation， fuel management， quality improvement and efficiency improvement， etc.， providing reference for decision-making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ortheast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and energy supply 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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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 3 102.21 万 kW， 占 比 20.41%； 光 伏 装 机

1 174.51万 kW，占比 7.73%；全网新能源发电量

830.4 亿 kWh，利用率完成 98.16%。四是较早实

现跨区互联，东北电网通过高岭背靠背直流及特

高压鲁固直流和华北电网联网，通过黑河背靠背

直流与俄罗斯远东电网连接，近年跨区交易增长

迅猛，特高压建成后，外送华北通道进一步打通，

2019年，东北送华北电量达 450.7亿 kWh（高岭直

流 216.3亿 kWh，鲁固直流 234.45亿 kWh），同比

增长超过30%[3]。

2 东北地区火电企业运营环境及亏损成因

分析

从全国范围看，火电新一轮大面积亏损成因

复杂，主要涉及煤炭火电行业供需矛盾、电力需

求增长乏力、能源转型结构性问题、电力市场化

改革不充分等方面，这些共性原因在东北地区又

呈现出区域特征。

2.1 煤电产业矛盾

煤电矛盾始终是制约我国能源行业高质量发

展的焦点问题之一，同时也影响了交通运输、电

力改革等多项经济活动。煤炭价格的快速增长和

持续高位是东北地区电厂亏损的最直接原因。从

全国范围看，随着煤炭“去产能”深入开展，

2018年之后煤炭市场逐渐进入稳定期，供需基本

平衡但相对脆弱，多种因素都容易造成煤价较大

波动和局部供需失衡。作为煤炭净调入地区，煤

炭供应区域性、季节性紧张情况在东北尤为突出，

2018年曾出现因煤炭供应问题引起的停机事件，

最大缺煤停机容量 467万 kW，占当年火电装机总

量的4.9%。近5年东北地区五大发电集团电厂入厂

标煤单价平均值，见表 1，价格从 2017年开始迅速

升高，当年火电企业即开始新一轮亏损。

表1 东北地区五大发电集团平均入厂标煤单价 元·t-1

资料来源：国家能源集团东北电力公司统计数据。

2016—2018年，东北地区煤炭去产能合计超

过 1亿 t，地区内现有主要煤矿受资源储量和去产

能影响，产量快速下降，蒙东地区各煤矿是黑龙

江、吉林、辽宁三省电煤主要来源地，东北三省

电厂在设计时也优先采用适应蒙东褐煤的机组，

且按合理距离有相对稳定的供应矿，因此，现有

的供求关系仍将持续。2020年受蒙东部分矿资源

接续手续问题影响，东北地区煤炭供应仍有不确

定性，全年价格相对稳定，采暖季节具备增长的

要素。2025年东北三省对蒙东煤炭资源的供求平

衡预测，见表 2。长期来看，东北三省对蒙东煤炭

需求量稳定在1.5亿～1.7亿 t。
表2 东北三省煤炭需求预测 亿t

资料来源：国家能源局、国家能源集团技术经济研究院。

在运输方面，东北地区处于铁路末梢，煤炭

和粮食等物资季节性、方向性和结构性运输矛盾

突出，运费较高。以沈阳市某电厂为例，锡盟乌

拉盖地区煤炭为该厂主烧煤种，2019年到厂标煤

均价达到770元/t，其中运费占到近一半。

2.2 煤价与上网电价机制冲突

标杆上网电价和煤电价格联动是我国长期实

行的燃煤发电价格机制，从 2004年开始实施，该

机制经历了多次调整，2013年起取消电煤价格双

轨制（国办发〔2012〕 57 号），2015年煤电价格

联动机制以年度为周期进行完善 （发改价格

〔2015〕 3169号），之后标杆电价和煤电价格联动

局限性依然突出，联动执行频率和幅度远不能准

确反映煤炭市场变动情况，“3169号”文件执行不

到位。以黑龙江为例，2017年 9月起，标杆电价从

372.3元/MWh上调至 374元/MWh，之后未再调整，

而当年全国煤电市场平均交易价格比标杆电价又

低出0.04元/kWh，火电企业电价承压严重。

价格机制的不配套直接导致了煤炭和发电在

不同时期的经营形势巨变。自 2020年起，标杆电

价和煤电价格联动机制被取消，改为基准价加上

下浮动并设立+10%和-15%范围，但是基于降低

一般工商业电价的考虑，2020年电价只降不升，

发电企业的盈利空间再次被压低。在当前形势下，

终端电价的下降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减少火电企业

和电网企业的利润来实现的[4]。
2.3 电力供大于求

现行电价机制也深刻影响了电力供求关系的

平衡，电力投资决策滞后于市场需求变动。在

省份

黑龙江

吉林

辽宁

2015年
507.41
513.02
570.90

2016年
495.63
522.86
579.28

2017年
667.68
704.64
762.59

2018年
720.52
764.40
792.08

2019年
763.05
786.12
747.69

指标

需求量

净调入

蒙东地区调入量

黑龙江

1.1
0.35

1.52

吉林

0.7
0.58

辽宁

1.7
1.37

合计

3.5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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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2015年煤价普遍较低的时间段，电力装机

快速增长，直接导致了装机整体过剩，引发了后

期煤电“去产能”改革。国家能源局发布《煤电

规划建设风险预警的通知 （2021—2023）》 中

（国 能 发 电 力 〔2018〕 44 号 、〔2019〕 31 号 、

〔2020〕 12号），东北地区今后 3年多数时段为红色

和橙色，装机冗余、备用率过高。

受经济增速放缓等因素影响，2019年全国用

电量增速从 2018年的 8.5%大幅放缓至 4.5%，国网

经营区增速仅为 3.8%，东北三省GDP增速低于全

国平均水平，电力供大于求的趋势明显，加之

2019年平均气温异常升高，供暖期煤电冗余矛盾

更加突出。

资料来源：中电联历年统计数据，Wind。
图1 2015—2019年东北三省火电装机量和平均利用小时数

2015—2019年东北三省和全国火电利用小时

对比，如图 1所示。2017年以后，东北三省的利用

小时数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吉林省热

电机组占比高，供大于求矛盾最突出，尽管该省

火电装机增幅低于发电量增幅，利用小时数保持

增长趋势，但仍远低于全国和东北全区平均水平。

黑龙江省 2017年后装机量基本固定，利用小时数

缓慢恢复。辽宁省受经济下行、装机快速增长和

外省电力输入影响，利用小时数逐年下降。2019
年，部分东北地区发电企业设备利用小时已低

至 3 000 h左右，供热机组开机方式已经难以满

足最小供热开机需求。

2.4 可再生能源对火电的影响

可再生能源大幅装机一方面在电力市场上和

火电构成有力竞争，另一方面对调峰等辅助服务

要求迅猛增长，对调峰能力不足的火电企业影响

极大。2016年 11月，东北地区在全国率先启动市

场化调峰辅助服务机制，同时开始火电灵活性改

造试点。辅助服务市场的建立和燃煤电厂技术改

造相配合是东北地区新能源并网率大幅提高的根

本原因，近两年东北调峰辅助服务市场的相关情

况，见表3。
电力辅助服务是对发电企业收益进行的二次

调整，在这种机制下，只有参与调节并达到一定

幅度的火电机组才能获得收益，未参与调峰或调

峰深度不达标的火电要和新能源发电企业一起分

摊成本。2019年，东北电网火电机组分摊的调峰

费用为 5.25亿元，对于调峰能力弱和无法参与调

峰的火电机组来说，调峰服务要求就成为一个新

的亏损源。

随着调峰市场机制的完善，东北地区煤电机

组深度调峰出现新的要求。一是对“热电解耦”

运行能力要求更高。东北地区供暖季调峰缺口巨

大，2019年东北能监局将非供热期实时深度调费

项目

有偿调峰辅助服务电量

新能源受益电量

经济指标

调峰成效

基本情况

2019年74.33亿kWh
2018年179亿kWh
2019年265.42亿kWh

截至2018年5月，50座电厂调峰盈利，平均0.63亿元，46座电厂调峰净支出，平均0.2亿元，

有偿调峰辅助服务平均价格 0.506 元/kWh
2019年，补偿费用36.42亿元，均价0.49元/kWh
有偿调峰辅助服务实际最高出清价格1.00元/kWh，最低出清价格0.10元/kWh

2019年东三省风电平均利用小时数2 280 h（全国2 082 h），光伏1 489 h（全国1 285 h），弃

风率黑吉辽分别为2.0%，3.3%，0.6%
2020年（至2月底），风电并网率98.34%，光伏99.76%

表3 东北地区有偿调峰辅助服务基本情况

资料来源：国家能源局、东北能源监管局、中电联（2019） [5]、张弘鹏等（2018） [6]
。

张熙霖：东北地区火电产业环境及企业扭亏脱困对策研究

43



2020年第3期 煤 炭 经 济 研 究 第40卷

用减半，供热期风电电量按 2倍计算分摊费用，体

现出东北供热期调峰资源的稀缺程度。二是辅助

服务内容增加。针对东北地区机组调峰出现的电

网尖峰时段旋转备用容量不足，辅助服务又增设

旋转备用交易等品种，实现辅助服务市场“压低

谷、顶尖峰”全覆盖，调峰能力不足的火电机组

面临更为严酷的市场环境。

2.5 其他原因

除外部环境外，东北地区火电企业一些自身

原因，给降本增效带来很大难度，加剧了经营困

难，主要包括 4个方面。①资金压力大。发电企业

自有资金不足，融资难度加大，一些亏损企业无

融资渠道，正常生产经营和新项目投资受到影响，

企业财务费用负担沉重，资金链有断裂风险。②
部分电厂机组设备老化严重，超期服役，供电煤

耗高，环保投入大，人员负担重，生产成本难以

降低。③受冬季严寒及工期短的影响，电厂各项

基建和技改施工成本高，单位造价普遍高于全国

平均水平。④一些火电机组承担着所在地区民生

供热，无法关停，持续亏损运营。

3 火电行业健康发展宏观政策建议

火电企业扭亏脱困和健康发展，首先需要政

府在宏观政策上给予支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

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为火电企业创造良好的产

业环境，这些政策建议同样也适用于其他地区火

电行业。

3.1 加强煤电联营

理论和实践均证明，在煤电上下游市场化进

度不对等的情况下，推动煤电联营是解决煤电矛

盾、保证双方收益的有效途径，通过将外部市场

交易转变为内部交易，可显著降低交易成本，优

化资源配置，保障电煤供应的数量、质量和价格

稳定。相比煤、电产业规模来说，煤电联营远未

规模化，行业融合度低，资源配置效率亟待提升，

中长期合同难以执行到位，煤电联营缓解煤电矛

盾的作用还未有效显现[7]。造成这一现象的重要原

因是由于两个行业形势的交替变化，很难在同一

时期使煤电双方达成较强的联营意愿，联营双方

往往也更注重自身利益，难以实现协同。

东北地区 （包括蒙东） 煤炭企业盈利能力有

很大差别，推动煤电联营不仅能够保障发电企业

的价格和供应，也有利于煤炭企业建立长期稳定

的客户关系，降低经营成本。煤电联营应尽量减

少行政干预，鼓励双方根据发展需要，自主选择

联营对象，不同盈利能力的煤炭电力企业之间可

以耦合优化，更准确地按照区域电力和热力需求

变动配置电煤资源。应支持煤电双方采取灵活多

样的措施，除重组整合、相互入股等传统模式外，

还可以给予对方生产支持，实现供需相互满足，

降低成本，典型做法有：加大煤炭长协合同范围；

一体化运营的煤矿用电，纳入电厂厂用电范围，

或和联营发电企业进行双边交易；在煤炭储备上

做好上下游衔接，允许一体化运营企业根据产业

链运行需要自行调整煤场储量。针对东北地区冬

季煤炭保供压力大的问题，可选取合理位置，建

设省级或企业煤炭（应急）储配基地，支持煤炭、

电力、运输企业入股，实现储用联营，全面提升

一体化能力。

3.2 加快电力交易体制改革

在新一轮电力体制改革驱动下，电力市场交

易制度逐步完善，电量市场化交易比例不断提升，

发电企业已成为市场交易的主体。电改政策需要

全局性考虑，改革方案要惠及产业链各主体利益，

通过电价和交易方式上的积极改革，为火电企业

的良性发展拓展空间。

在电力交易价格方面，改革有以下 4项建议。

一是完善电价机制改革，火电成本向下游传导的

机制要保持通畅。未来市场化交易的电量基准价

制定要科学，反映出煤价的合理波动，允许上网

电价有上有下。对于已市场化交易的部分，发用

双方应在交易合同中确立与煤价挂靠的电价浮动

调整方式，实现上下游价格联动。同时，竞争性

电价也要合理设置“地板价”，以保护生产者的利

益。二是推进电力现货市场建设，快速将价格信

号有效传导至用户，市场主体对价格进行响应从

而调整峰值负荷，提升电力市场运行效率[4]，及时

反应电力资源稀缺程度。三是试点实施发电侧容

量电价改革，对火电机组成本费用给予合理的补

偿，体现火电提供的容量资源和调峰资源价值，

引导电力投资更好的与市场资源需求匹配，促进

发电企业技术革新，激励电力用户调整用电方式。

四是推进居民用电价格改革，使电价能够真正反

映供电成本，减少交叉补贴，增加发电企业成本

收益。

在电力交易市场方面，建议通过完善跨区交

易体制，对跨区交易进行资源优化配置，合理开

展竞价，增加直接交易和合同转让交易等市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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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进一步加强跨省跨区电力交易市场建设，

提升电力跨区交易规模，为资源中心的火电企业

带来更多的负荷中心用户。

3.3 稳妥推进区域整合改革试点

2017年煤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启动至今，淘

汰落后产能、严控装机规模取得了明显成效，上

游煤炭行业供给侧改革基本完成。在此背景下，

2019年 12月，国资委在煤电连续亏损的西北五省

启动了中央企业煤电资源区域改革试点，并可能

在第二批试点中纳入部分东北地区，区域资源整

合试点成为火电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一步的

工作。

区域整合的目的是通过存量资产的优化，减

少无效同业竞争，增强火电企业话语权，推动火

电行业健康有序发展，符合化解煤电产能过剩风

险的政策方向。但由于国资委推动的火电行业区

域整合改革只涵盖五大发电企业资产，操作层面

又涉及到产能调整、产权变更、产业上下游协同、

企地关系等一系列复杂问题，效果尚有待实践检

验。因此，区域整合改革顶层设计必须遵从市场

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维护好存量资产的

竞争机制。区域整合过程中可引入地方企业及民

营资本参与，结合混合所有制改革共同推进，要

按照专业化互补、一体化协同的原则对先进产能

重组整合，避免演变成简单的体量叠加。

4 东北地区火电企业扭亏脱困措施

东北地区火电企业应结合所在区域和自身机

组条件，通过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努力实现扭

亏脱困，在此提出火电企业可以采取的经营发展

措施建议。

4.1 积极拓展市场

开拓新市场是东北地区火电企业主动扭亏为

盈、实现接续发展的必由之路。新一轮东北经济

振兴战略强调传统优势产业升级和新兴产业协同

发展，电力企业要把握好机遇，分析能源需求增

长点，围绕 3个主要市场，抓住潜在客户，增加

创收。

一是因地制宜拓展热力市场。东北经济振兴

必然伴随地区热力市场需求的稳步增长，重点是

工业区和民用供热。东北地区供暖期长，供热需

求大，市场稳定，纯凝机组电厂可以根据地域情

况，通过技术改造接带供热负荷，大幅降低机组

能耗指标，同时增加供热收益，热电联产机组可

以按照自身的基础和当地情况，做强做大热力市

场，根据地方政策，适时推动热价与煤价联动调

增，进而提高收益。

二是用足政策加大电力营销。火电企业除努

力争取基数发电量外，还要加快开展大用户交易，

积极做好用户开发，增发电量，热电联产企业可

通过热电联售和长协合作等方式，努力提升在电

力市场上争量议价能力。在当前售电边际利润较

低的情况下，发电企业所属的售电公司在市场交

易中具有较明显的直销优势，火电企业需要培养

自己的售电业务，为在下一步市场竞争中打好基

础。跨省区交易方面，做好送华北等地电量结构

及价格争取工作，在合理交易价格的基础上，增

加外送电量。在交易过程中，发电企业需加强行

业自律，防止恶意竞争。对于市场受限、发电量

难以提升地区的机组，可开展发电权转移交易增

加收益，包括企业内部和企业之间不同电厂的交

易，以实现转让双方效益最大化。

三是积极提高电力辅助服务市场收益。东北

地区所有热电联产机组都具有参与深度调峰的独

特优势，火电企业应以发电效益最大化为导向，

通过精准测算，统筹协调发电、供热和调峰的比

例关系，优化电量分解。通过深度调峰市场不仅

能够取得可观收益，还能在能源结构优化中发挥

重要作用，积极实现火电定位转变，为长远发展

奠定基础。

4.2 加大技术改造力度

火电企业拓展市场，增加热、电和调峰收益

要依靠对现役机组进行各类灵活性技术改造为支

撑。东北三省是 2016年国家能源局两批火电灵活

性改造试点项目集中地区，占示范项目总数的

77%。根据改造目标，灵活性改造完成后将使热电

机组增加 20%额定容量的调峰能力，最小技术出

力达到 40%～50%额定容量，纯凝机组增加 15%~
20%额定容量的调峰能力，最小技术出力达到 30%
～35%额定容量[8]。截至 2019 年，东北电网 88 家

火电厂中已有 42 家电厂完成灵活性改造，多数改

造试点电厂保持了持续盈利，证明了灵活性改造

对提升火电企业效益的重要性。

灵活性改造的重点是增加热电联产机组的热

电解耦运行能力和纯凝机组的调峰能力，涉及的

技术主要包括燃烧控制 （富氧燃烧）、汽机改造

（高低压旁路改造、高背压供热改造等）、加装储

能 （电蓄热锅炉） 等几类。灵活性改造技术路径

张熙霖：东北地区火电产业环境及企业扭亏脱困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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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原则是兼顾深度调峰和节能效率，在安全和

环保的基础上实施改造，降低对机组煤耗、效率、

寿命周期的影响，充分考虑发电企业所处地区和

机组类型优选方案[9]。基于同样考虑，东北地区火

电企业在新投资项目时，应将提升机组运行灵活

性作为设计重要标准，其中背压机项目是城市热

电厂拓展热力市场行之有效的方案，符合东北地

区需求和地方产业政策。相关研究表明，东北大

部分地区适宜新建 2×24 MW以上的背压式热电联

产机组，2×50 MW背压式煤电机组的全投资内部

收益率可达 11.5%[10]。东北地区大城市可将 50 MW
和 80 MW背压机作为规划主要机型，如果配套实

施热电解耦设计优化，经济效益更高。在资金来

源上，对于经济价值和投资回报好的技改项目，

政府和金融机构应加大支持力度，火电企业亦可

通过吸引社会资本参与改造等解决资金需求。

4.3 加强燃料管理

加强燃料管理是东北地区电厂扭亏增利的重

要手段，主要包括以下 4类措施。一是加强煤电企

业协作，扩大长协签订范围，加强年度合同价格

调控，争取在重点供应矿稳定价格或取得阶段性

优惠。二是优化发电企业的煤炭采购结构，积极

探索市场新煤源，重点突出对蒙东褐煤的替代。

适时增加关内产煤省调入，增加大连、营口、丹

东港下水煤采购，密切关注国家进口煤政策，通

过满洲里、绥芬河、同江口岸，在煤炭供应紧张

时增加俄罗斯煤炭进口量，发挥高热值俄煤的性

价比优势和掺烧效益，进一步降低成本。三是加

大经济煤种掺烧力度，优化燃煤结构，降低入炉

标煤单价。四是对电厂储煤进行灵活性调整，充

分利用夏季铁路运费优惠时段，推动“冬煤夏储”

等阶段性储煤，发挥库存效益，提升煤场精细化

管理水平，促进燃料管理智能化建设。

4.4 做好提质增效

东北地区火电企业应按照“一企一策”的原

则，积极从自身内部挖潜增效，推进扭亏增效工

作。首先，要努力提高发电企业各项成本管控水

平，通过加强预算管理，开展成本对标，细化管

控措施，压缩各项生产性和非生产性支出。其次，

应强化资金统筹管理，确保资金链安全。充分利

用东北振兴战略的政策支持，做好金融市场动态

研判，加强银企合作，稳定发电企业的信用规模，

及时调整融资方案，可探索债转股等权益融资方

案，高度重视“两金”压控工作，全面缓解资金

压力。最后，应加强资产管理，优化资产结构，

积极处置企业低效无效资产，做好火电“去产

能”后续工作。

5 结 语

东北地区的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需要能源

稳定供应作为保障，火电的良性发展对于东北地

区整个能源体系和结构至关重要。当前要解决东

北地区火电企业经营所面临的困难，需要政府制

定实施科学健全的产业政策，企业因地制宜、因

企施策，积极实施扭亏增盈，实现东北地区火电

行业的健康发展，确保该地区的能源安全，为其

他地区火电行业提供可借鉴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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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基于煤炭行业现存问题的广泛横向关联性和

深度纵向交叉性，协同创新作为解决煤炭行业现

存问题的重要模式已成为政府部门、煤炭企业、

科研院校等相关组织机构的共识。经过各方的实

践和探索，煤炭行业的协同创新逐渐具有如下两

个方面的显著特点：第一，参与主体多样化，参

与主体包含政府、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用户、

金融机构及中介机构等，并依据科研的需要投入

了不同类别的科研资源；第二，协同模式多样化，

既有煤炭企业内部的部门间协同创新，又有煤炭

行业内的煤炭企业间协同创新，更有政府、企业、

高校、科研院所等不同性质主体间的异质型协同

创新，并依据科研的需要构建了不同形式的组织

体系、运行机制等内部环境。

受参与主体及科研资源多样化和协同模式及

煤炭行业全要素协同创新影响因素作用机理研究

王怡源 1，于 灏 2，袁宝伦 3，王 晨 4

（1.日照职业技术学院，山东 日照 276826；2.山东科技大学，山东 青岛 266590；3.日照市住建局，山东 日照 276826；4. 应急

管理部 信息研究院 ，北京 100029）

摘 要：煤炭行业现存问题的广泛横向关联性和深度纵向交叉性，决定了煤炭行业协同创新呈现

参与主体和协同模式多样化的“全要素”特征，使得影响煤炭行业协同创新的因素类别增多，因

此，影响因素的类别遴选和作用机理分析显得至关重要。首先，基于泛行业协同创新影响因素类

别和创新成果评价的先行研究，分析煤炭行业协同创新的过程阶段，构建煤炭行业协同创新的

“金字塔螺旋”运行过程模型，提出以过程阶段为影响因素遴选依据的理论主张；然后，基于各个

过程阶段的不同任务目标和运行内容，构建了煤炭行业协同创新影响因素的关联关系模型，分析各

个过程阶段的影响因素类别，并实证分析了影响因素类别的作用机理，进而提出相应的控制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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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mechanism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otal factor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in coal industry

Wang Yiyuan 1，Yu Hao 2，Yuan Baolun 3，Wang Chen 4

（1. Rizhao Polytechnic，Rizhao 276826，China；2. Shand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Qingdao 266590，China；3. Rizhao Hous⁃
ing and Urban-rural Construction Bureau，Rizhao 276826，China；4. Information Research Institute，Emergency Management Department，Bei⁃

jing 100029，China）

Abstract：The wide horizontal correlation and deep vertical intersection of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the coal industry deter⁃
mine that the coal industry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presents the "full factor"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iversification of the partici⁃
pants and the collaborative model，which increases the number of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of the coal in⁃
dustry. Therefore， the category selection of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the analysis of the action mechanism are very important.
First of all，based on the pre-research of the influential factors of pan-industry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and the evaluation of
innovation achievements，the process stages of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in the coal industry were analyzed，and the “pyramid
spiral” operation process model of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in the coal industry was constructed，and the theoretical claim was
put forward based on the process stage as the selection factor of influencing factors. Then，based on the different task goals
and operation content of each process stage，the association relationship model of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ollaborative innova⁃
tion in the coal industry was constructed，the influencing factor categories of each process stage were analyzed，and the mech⁃
anism of the influencing factor categories was empirically analyzed，then the corresponding control mechanism is proposed.
Key words：collaborative innovation；influencing factors；action mechanism；control mechanism；coal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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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环境多样化的影响，煤炭行业的协同创新呈

现“全要素”的特点，各要素在协同创新运行过

程不同阶段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影响着协同创新

的绩效，因此，煤炭行业协同创新影响因素的类

别遴选和作用机理分析显得至关重要。本研究通

过梳理协同创新运行过程的不同阶段，探究煤炭

行业协同创新的影响因素类别，分析影响因素的

作用机理，并提出与之相对应的控制机制。

1 研究回溯

1.1 关于影响因素类别的研究回溯

针对泛行业协同创新及煤炭行业协同创新影

响因素的先行研究，解雪梅等[1]在对长 3角 316家
中小企业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分析认为协同创新

的主体知识和技术、主体间的协同机制、协同网

络和社会关系网络对企业协同创新绩效具有积极

影响的结论。马媛[2]认为协同创新绩效的影响因素

即为协同创新的投入因素，并指出投入评价指标

主要由资产投入、经费投入和人员构成 3个方面而

构成。齐旭高[3]从产品创新的角度指出，影响协同

创新的因素包含企业间合作关系、产品技术知识

壁垒、创新资源强度、激励机制完善程度、企业

间相容水平、产品创新平台。石玉熙[4]在技术类协

同创新的研究中指出，影响协同创新的因素分为

资源类因素、管理类因素、环境类因素、区域类

因素。资源类因素包含资金、人才、技术、信息、

创新机制；管理类因素包含管理制度、组织结构、

人员管理等；环境类因素包含政府政策和市场环

境等；区域类因素包含影响整体与部分、部分与

部分之间关系的因素等。刘志华[5]在区域科技协同

创新的研究角度指出，影响协同创新的因素包含

协同创新能力、知识共享程度、领导支持、有效

沟通、激励机制、协同创新意愿、资源依赖性、

利益分配和组织氛围。侯二秀等[6]从大学科研团队

协同创新绩效的角度出发，研究认为协同创新绩

效影响因素分为内部协同因素和外部协同因素，

内部协同因素包含项目负责人、团队规模、团队

结构、科研资源和学术交流等，外部协同因素包

含政策引导、科研经费、信息支持、创新制度、

技术支持和人才支撑等，并指出内部协同因素有

利于团队成员提高个人能力，实现协调配合；外

部协同因素利于团队整体创新水平的提高。姚瑶[7]

则针对山西煤炭产业集群内企业间的协同创新的

研究中，影响协同创新的具体因素包含协同创新

意愿、企业自身能力、企业间关系、企业与其它

主体间的关系、技术、资金、人才、集群信息网

络、市场环境和政策环境。

1.2 关于创新成果评价的研究回溯

针对协同创新绩效评价的先行研究，Lee[8]提
出了以“行为结果”作为产学研协同创新绩效的

评估指标；李文瑞等[9]认为运作满意度、目标达成

度和获利能力满意度应成为评价协同创新绩效的

指标；阿根廷学者 Sabato在其著名的“萨巴托三

角”模型中，认为在协同创新中学术界、政府和

企业之间相互发生作用程度的大小，决定了知识

作用价值的大小[10]；李林等[11]认为协同创新的绩效

评价指标主要分为协同创新合作伙伴配合度、协

同创新能力和协同创新机制 3类；解雪梅等[1]认为

主体间的协同效应决定协同创新的绩效；乔云飞

等[12]在对山西省集群内中小企业协同创新的绩效评

价中，认为协同创新绩效评价体系主要包含协同

力和创新力两个方面，其中协同力的指标包含协

同创新所产生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绿色环保

效益，创新力的指标包含技术创新效益和管理创

新效益等；徐海玲[13]认为产学研协同创新的绩效指

标主要分为经济指标和非经济指标两大类。

综合各个学者对于协同创新影响因素和绩效

评价的相关研究，影响协同创新的因素大致可分

为人、财、物、技术等内部资源环境因素、组织

体系与运行机制等内部运行环境因素及政策环境

与市场环境等的外部环境因素；协同创新的绩效

评价指标大致可分为协同创新的协同效应指标和

创新效益指标。但现行的研究以煤炭行业协同创

新为对象的研究相对较少，且系统性的研究相对

较低，本研究以煤炭行业的协同创新为研究对象，

系统性地梳理煤炭行业协同创新影响因素的类别

和作用机理。

2 影响因素的遴选

2.1 影响因素类别的遴选依据分析

协同创新是一个动态的、螺旋上升的运行过

程[14]，其过程可以分为 6个阶段：一是科研项目或

科研方向的确定阶段，二是团队组建和模式构建

阶段，三是软、硬件环境的构建阶段，四是信息

知识的协同阶段，五是创新成果的产出、转化阶

段，六是创新绩效的反馈阶段。6个阶段构成了一

个螺旋上升的循环过程，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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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煤炭行业协同创新的“金字塔螺旋”运行过程

如图 1所示，协同创新的运行过程分为 6个阶

段，每个阶段具有不同的任务目标，导致每个阶

段的构成要素和运行内容不同。前一阶段任务目

标的达成状况，往往影响着下一阶段任务目标的

达成。本研究认为煤炭行业协同创新影响因素的

遴选应该根据每个阶段的具体任务目标，遴选制

约每个阶段的影响因素类别。

2.2 影响因素类别的遴选分析

根据协同创新各个阶段的不同任务目标，煤

炭行业协同创新的影响因素类别应从如下 4个方面

进行分析。

1）科研项目或科研方向确定的影响因素。科

研项目或科研方向的确立主要受市场需求和政府

政策两个方面的影响，市场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

新的最终归宿[15]，市场需求为协同创新过程指明了

方向[16]，煤炭行业或煤炭企业的科研需求是煤炭行

业协同创新产生的源泉，政府政策对协同创新科

研项目或科研方向的确定起着引导、激励和辅助

作用[7]。
2）团队组建和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协同创

新团队作为煤炭行业协同创新科研活动的主体，

理想的团队组建主要受客观因素科研主体的作用

水平与科研项目特性的吻合度、主观因素科研主

体的合作意愿[7]的影响。基于不同协同创新的不同

科研项目或科研方向，科研主体所能发挥的作用

水平不同，因此，对科研主体作用水平的判断应

主要取决于其他主体对科研主体作用水平和科研

项目特性间吻合度的认知评价，而科研主体合作

意愿主要受资源互补性、利益驱动、价值取向及

科研项目满意度等因素的影响，资源互补性是协

同创新科研主体选定的重要依据[17]，利益驱动则是

科研主体是否参与协同创新的内在驱动力[18]，科研

主体间的行业一致性和主体间关系则构成了合作

意愿产生的价值取向[19]，而科研项目或科研方向的

确立不仅为科研主体的选定提供了依据，其是否

符合煤炭行业的市场需求和政府宏观调控方向是

科研主体合作意愿产生的根源性因素。

合适有效的协同创新模式影响协同创新团队

的创新绩效[19]，而模式是一种经过理论加工的范

式，是一种可模仿、推荐或借鉴的相对固定的运

行方式[20]，模式类型的合理性同样取决于科研主体

作用水平和科研项目或科研方向的特性吻合程度，

煤炭行业协同创新科研项目或科研方向的特性主

要分为宏观性、民生性、市场性和科研性[21]。协同

创新的团队组建和模式选定作为一个问题的两个

方面，团队组建更多地倾向基于科研项目的特性

选定合理的科研主体，而模式选定则倾向基于科

研项目的特性明确科研主体的责任归属。

3）软、硬件环境因素的遴选。硬件环境作为

活动主题所需的物质条件、有形条件所构筑的内

部环境，是协同创新运行所需的资源性因素，包

含人力、物力、财力、知识等方面。人力因素主

要是指协同创新团队的人才储备，既是收集、处

理、沉淀和传递技术知识的承载者，也是使用和

创造技术知识的能动者[22]，既包含科研型人才，又

包含管理型人才[23]；物力因素主要是指协同创新的

科研场所、科研设备、科研仪器等物质资源；财

力因素主要是指协同创新的科研资金，创新活动

的良好运转需要资金的支持，是实现创新活动及

成果转化的基本条件[24]，研发经费的多少往往制约

着创新能力的提升[25]；知识因素主要是指协同创新

主体所储备的技术积累[26]，知识存量的多少体现了

整个协同创新的科研基础和市场竞争力[27]。
与硬件环境相对应是软环境，所谓软环境是

指物质条件以外的诸如政策、文化、制度、法律、

思想观念等因素和条件的总和，主要包括协同创

新的组织体系、运行机制、协同文化及网络平台

等因素。松散的主体关系妨碍主体间的分工与协

作关系[28]，合理、明确的责任归属是协同创新顺利

运行的组织保障。运行机制作为协同创新有序运

行的制度保障，通过激发成员间的知识共享，进

而提高知识创新活动效率[29]。协同文化主要指协同

创新的合作氛围，一个彼此信任且信赖的环境，

对于积极自发的知识共享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30]。
组织间的沟通对创新绩效有着显著的影响[31]，顺

畅、完善的信息网络平台，有利于信息知识传递

王怡源等：煤炭行业全要素协同创新影响因素作用机理研究王怡源等：煤炭行业全要素协同创新影响因素作用机理研究

49



2020年第3期 煤 炭 经 济 研 究 第40卷

的速度和准确性[32]。
4）信息知识共享、创新成果产出与转化及创

新绩效评价。信息知识共享是协同创新的核心，

是信息知识在合作组织间的转移、吸收、消化、

共享、集成、利用和再造过程[33]，是团队成员获取

相关信息知识的主要途径，对提高创新绩效具有

非常重要的作用[34]，信息知识的共享水平直接决定

了信息知识的增值水平和协同创新的成果水平，

成为衡量协同创新成果的重要指标之一，协同创

新的成果产出与转化是协同创新科研成果的价值

实现。由于煤炭行业协同创新科研项目或科研方

向的多样化，评价协同创新的成果产出与转化的

指标更多地基于协同创新任务目标的达成程度和

科研主体的成果满意度，也成为协同创新绩效反

馈的主要内容。

综上所述，基于煤炭行业协同创新各个阶段

的不同任务目标，每个阶段的构成要素不同，因

此，影响因素的类别遴选应依据协同创新的不同

阶段。基于煤炭行业协同创新的不同任务目标，

创新绩效的评价不能仅局限于某一个或某几个硬

性指标，应依据科研主体对协同创新的知识增值、

成果产出及成果转化的满意度评价。

3 煤炭行业协同创新影响因素的作用机理

分析

3.1 模型构建

协同创新是一个动态的、不断螺旋上升的过

程，其过程可分为 6个阶段。由于每个阶段不同的

任务目标、影响因素的类别不同，且前一个层级

任务目标的达成状况往往影响着下一个层级的运

行。煤炭行业协同创新影响因素的关联关系模型，

如图2所示。

3.2 问卷调研

为了验证针对本研究所构建的煤炭行业协同

创新影响因素的关联关系模型，对 238位参与过或

正在参与协同创新的科研人员进行了问卷调查，

科研人员主要来自政府部门、煤炭企业和科研院

校，共收回问卷 198份，其中有效问卷 151份，有

效率为 76.3%，运用 SPSS.18对所得的有效问卷数

据进行统计分析。

3.3 数据分析

首先，对所得数据进行降维的因子分析，除

科研主体作用水平、科研方向特性和模式类型外，

其他因素均为一个因子，且可靠度均大于 0.6；说

图2 煤炭行业协同创新影响因素的关联关系模型

明不同类型的科研主体作用水平、科研方向特性

和协同创新模式独立发挥作用。

其次，对煤炭行业协同创新不同阶段内各因

素间的关联关系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下所示。

1）阶段一内，对科研项目或科研方向的价值

认知与煤炭行业协同创新的市场环境和政策环境

间的关联关系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见表1。
表1 科研项目的认知与影响因素间关联关系

注：Sig≤0.05时，自变量与因变量间的关联性具有可靠性。

如表 1所示，对科研项目的认知受科研项目与

市场需求和政府引导间匹配程度的双重影响，虽

然市场需求较政府引导对科研项目的认知的影响

更强，但二者较为相似，综合相关性较高。

2）阶段二内，关于团队组建合理性和模式选

定合理性与影响因素间的关联关系，首先，对团

队组建合理性与合作意愿间关联关系进行回归分

析，结果显示二者的关联性为 0.930，且 Sig≤0.05，
说明合作意愿对团队组建合理性产生了较高影响；

其次，基于不同类别的科研主体作用水平和科研

项目特性的独立作用，对不同类别的科研主体作

用水平和科研项目特性进行了集团分析和ANOVA

自变量

因变量

科研项目

的认知

独立相关性

综合相关性

市场环境（Sig）
0.820（0.000）
0.485（0.000）

政策环境（Sig）
0.809（0.000）
0.43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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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并对各个集团进行了集团命名，结果见表 2
—表5。

表2 科研主体作用水平的集团分类

注：Sig≤0.05时，集团分类具有可靠性。

表3 科研项目特性的集团分类

注：Sig≤0.05时，集团分类具有可靠性。

如表 2—表 5所示，除受主观因素科研主体合

作意愿的影响之外，无论是团队组建合理性还是

模式选定合理性均受科研主体作用水平和科研项

目或科研方向特性的双重影响，而非独立产生影

响，从表 4、表 5中科研主体作用集团和科研项目

特性集团间团队组建合理性和模式选定合理性的

Sig可靠度可得到验证。

3）阶段三内，对软、硬件环境与构成要素间

的关联关系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见表6、表7。
如表 6、表 7所示，对硬件环境合理性，物力

因素、人力因素、财力因素和知识因素均产生不

同程度的影响，其中科研资金的影响作用较为突

出，其次为人力因素、知识因素和物力因素，三

者较为相似，说明煤炭行业协同创新硬件环境的

构建应给予更多的科研资金支持；对软环境合理

性，组织体系、运行机制、协同文化和沟通网络

均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中运行机制的影响较

为突出，其次为信息沟通、组织体系和协同文化，

说明煤炭行业协同创新软环境的构建应注意管理

制度的制定和创新。

4）阶段四和阶段五内，首先，对信息知识增

值与信息知识共享间的关联关系进行回归分析，

关联性高达 0.953，Sig≤0.05，说明知识信息的有效

共享对信息知识的增值产生了高强度影响；其次，

集团类别

科研主体

作用水平

Group1(N)
Group2(N)

Group3(N)
Group4(N)
Sig

政府

作用水平

5.50(40)
3.90(40)

3.88(48)
3.87(23)

0.000

企业

作用水平

4.00(40)
4.00(40)

3.79(48)
5.35(23)

科研院校

作用水平

4.10(40)
5.55(40)

3.85(48)
3.87(23)

集团命名

政府作用集团

科研院校

作用集团

主体作用

相似集团

企业作用集团

----

集团类别

政府作用集团(N)
科研院校作用集团(N)
主体作用相似集团(N)

企业作用集团(N)
Sig

宏观性民生性集团

0.469(29)
-0.821(10)
-0.007(14)
-0.372(4)

0.575

市场性集团2
-0.522(3)
-0.980(6)
-0.082(19)
0.524(13)

科研性集团

-0.752(4)
0.469(22)
-0.062(11)
-1.702(3)

市场性集团1
-0.557(4)
-1.046(2)
-0.463(4)
1.020(3)

Sig

0.285

0.000

集团类别

政府作用集团(N)
科研院校作用集团(N)
主体作用相似集团(N)

企业作用集团(N)
Sig

宏观性民生性集团

0.727(29)
-0.960(10)
0.004(14)
-0.605(4)

0.335

市场性集团2
-0.846(3)
-1.078(6)
-0.457(19)
0.703(13)

科研性集团

-0.518(4)
0.473(22)
-0.189(11)
-1.791(3)

市场性集团1
-0.514(4)
-0.603(2)
-0.425(4)
1.168(3)

Sig

0.440

0.000

表4 基于科研主体作用集团和科研项目特性集团的团队合理性的AVOVA分析

表5 基于科研主体作用集团和科研项目特性集团的模式合理性的AVOVA分析

注：Sig≤0.05时，ANOVA结果具有可靠性。

注：Sig≤0.05时，ANOVA结果具有可靠性。

王怡源等：煤炭行业全要素协同创新影响因素作用机理研究

集团类别

科研项目

特性

Group1(N)
Group2(N)
Group3(N)
Group4(N)
Sig

宏观性

5.54(57)
3.66(41)
4.03(40)
4.85(13)

0.000

民生性

5.65(57)
3.66(41)
4.20(40)
4.08(13)

市场性

3.77(57)
5.20(41)
3.72(40)
6.08(13)

科研性

4.33(57)
3.85(41)
5.55(40)
5.15(13)

集团命名

宏观性

民生性集团

市场性集团2
科研性集团

市场性集团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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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成果转化水平与成果产出水平和转换渠道间的

关联关系进行回归分析，见表8。
表6 硬件环境与构成要素间的关联关系

注：Sig≤0.05时，自变量与因变量间的关联性具有可靠性。

表7 软环境与构成要素间的关联关系

注：Sig≤0.05时，自变量与因变量间的关联性具有可靠性。

如表 8所示，对于成果转化水平而言，成果产

出水平和转化渠道均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中，

成果产出的影响非常突出，其次为转化渠道，说

表9 成果转化水平与成果产出水平和转换渠道间关联关系

自变量

因变量

阶段二

阶段三

阶段四

阶段五

合作意愿

（Sig）
硬件环境合理性

(Sig)
软环境合理性

(Sig)
知识信息共享

(Sig)
成果产出水平

(Sig)

阶段一

资源互补性

0.082
（0.241）

—

—

—

—

利益驱动

0.309
（0.001）

—

—

—

—

价值取向

0.275
（0.004）

—

—

—

—

科研项目的

认知

0.322
（0.000）

—

—

—

—

阶段二

团队组建

合理性

—

0.495
(0.000)
0.419
(0.000)

—

—

模式选定

合理性

—

0.473
(0.000)
0.568
(0.000)

—

—

阶段三

硬件环境

合理性

—

—

—

0.327
(0.000)

—

软环境

合理性

—

—

—

0.666
(0.000)

—

阶段四

信息知识

增值

—

—

—

—

0.947
(0.000)

表8 阶段间的综合相关性

注：Sig≤0.05时，自变量与因变量间的关联性具有可靠性。

注：Sig≤0.05时，自变量与因变量间的关联性具有可靠性。

明成果产出水平的高低更多地决定着成果的有效

转化水平，但转化渠道发挥了相应的辅助作用。

5）阶段间的关联关系，见表 9。如表 9所示，

煤炭行业协同创新科研主体的合作意愿主要取决

于科研主体对科研项目的价值判断及其所带来的

利益影响和科研主体间的关系的影响，而作为科

研主体客观选定依据的资源互补性的影响较小，

也较符合我国的现实国情。软、硬件环境构建的

合理性均受团队组建合理性和模式选定合理性的

影响，但影响的程度不同，团队组建合理性较模

式选定合理性对硬件环境构建的合理性更加突出，

而模式选定合理性较团队组建合理性对软环境构

建的合理性更加突出，这也说明团队组建的合理

性更倾向于科研主体的科研水平，而模式选定的

合理性更倾向于科研主体的责任归属。信息知识

共享水平均受硬件环境合理性和软环境合理性

的影响，其中软环境合理性的影响更加突出，

信息知识的增值则对创新成果的水平产生了高

强度影响。

4 煤炭行业协同创新的控制机制分析

基于煤炭行业协同创新影响因素作用机理的

分析，在煤炭行业协同创新过程中，要实现高水

平的协同创新成果产出和安全、高校的成果转化，

因变量

自变量

硬件环境

合理性

(Sig)

独立相关性

综合相关性

物力因素

0.854
(0.000)
0.144
(0.046)

人力因素

0.865
(0.000)
0.193
(0.012)

财力因素

0.892
(0.000)
0.478
(0.000)

知识因素

0.857
(0.000)
0.180
(0.015)

自变量

因变量

成果转化水平
独立相关性

综合相关性

成果产出水平(Sig)

0.963(0.000)
0.777(0.000)

转化渠道(Sig)

0.850(0.000)
0.235(0.000)

因变量

自变量

软环境

合理性

(Sig)

独立相关性

综合相关性

组织体系

0.913
(0.000)
0.220
(0.000)

运行机制

0.920
(0.000)
0.429
(0.000)

协同文化

0.871
(0.000)
0.141
(0.001)

信息沟通

0.903
(0.000)
0.256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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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控制机制应从如下6个方面进行分析。

第一，明确煤炭行业协同创新的市场、政策

等外部环境，充分利用外部环境中的积极因素。

基于煤炭行业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的特殊作用，

其科技创新的需求既来源于煤炭行业的市场需求，

又受国家宏观政策的影响。煤炭行业协同创新的

科研项目既要对解决煤炭行业现实问题或对引领

煤炭行业发展起到前瞻性的引导和促进作用，又

要符合国家宏观调控的方向，积极利用国家对煤

炭行业协同创新的资金、人才、成果转化等方面

的政策支持。充分利用煤炭行业良好的市场、政

策等外部环境，对于促进科研主体合作意愿的产

生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

第二，组建高水平的协同创新团队，选择合

理的协同创新模式。煤炭行业协同创新的团队组

建应建立在各方具有充分合作意愿的基础上，通

过平等、互信、自愿的合作谈判进行组建，要避

免“拉郎配”“近亲繁殖”、同质资源过多等现象

的产生，组建一个互信、互补、高效的协同创新

团队。由于煤炭行业的特殊性，煤炭行业协同创

新的模式应基于科研主体的作用水平和科研项目

或科研方向的特性匹配程度，既要明确科研主体

间的权责，又要利于科研主体的作用发挥。

第三，明确煤炭行业协同创新所需的资源类

别，创建合理的协同创新软、硬件环境。协同创

新是一个多元主体参与的全要素复杂创新过程，

因此要明确煤炭行业协同创新过程中所需的各种

硬件环境资源和软环境资源，明确各主体的资源

投入和收益方面的责任和义务，建立一个在促进

各成员间进行合作意愿和信息知识共享具有积极

作用的良好软硬环境，从而间接的提升煤炭行业

协同创新的成果水平和安全有效转化。

第四，明确制约信息知识共享的影响因素，

提升信息知识共享水平。由于受影响因素的制约，

信息知识的共享水平决定了信息知识的增值水平。

为了提升信息知识的增值水平和协同创新成果水

平，要明确制约信息知识共享水平影响因素的类

别和影响权重，以及各影响因素之间的关联关系，

尤其注意科研资金的投入和协同创新管理制度的

创新。

第五，提升创新成果水平，建立健全的创新

成果转化渠道。创新成果水平受信息知识共享程

度的影响，而创新成果的转化既受创新成果水平

的影响，又受创新成果转化渠道的影响。良好的

创新成果转化渠道，既要保障成果转化的安全性，

又要保障成果转化的顺畅性。

第六，建立全面、顺畅的绩效反馈渠道。在

煤炭行业全要素协同创新中，受多重因素的影响，

当知识信息共享、成果产出与转化偏离理想目标

时，应全面反馈协同创新的科研主体选择、模式

类型选定、软硬兼环境构建等方面。

因此，为提升煤炭行业协同创新的效率，首

先要明确协同创新不同层级的任务，其次要分析

制约任务达成的影响因素，再次针对影响因素建

立恰当的应对措施。

5 结 论

通过对煤炭行业协同创新运行过程各个阶段

的分析，筛选出各阶段的影响因素。在煤炭行业

协同创新内部，科研主体的合作意愿、团队的组

建、模式的选定、硬件环境因素、软环境因素、

信息知识共享水平均影响着协同创新的成果产出

和转化。在煤炭行业协同创新外部，市场环境和

政策环境因素则影响着协同创新科研项目或科研

方向的选定。

在煤炭行业协同创新影响因素筛选的基础上，

本研究根据各个阶段的任务目标，针对性地提出

了相应的控制机制。煤炭行业的协同创新要充分

利用市场环境和政策环境的有利因素，在自愿、

平等、互信的基础上组建高效的协同创新团队，

建立能有效地激发各主体协同创新积极性和创造

性的软、硬件环境，提升各方参与信息知识共享

的程度，从而最大限度的实现煤炭行业协同创新

过程中信息知识的增值，提高协同创新成果的水

平。在此基础上，建立安全、畅通的成果转化渠

道，实现协同创新成果的真正价值，最终为制约

煤炭行业发展的问题解决提供强有力的创新科技

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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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为适应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中国能源结构

调整步伐不断加快，国务院颁布的《能源发展战

略行动计划 2014—2020》明确要求，要降低煤炭

消费比重，中国煤炭行业面临着产能过剩、进口

煤炭价格冲击等方面的问题，煤炭行业转型发展

成为当前的重大任务。山西省作为中国煤炭大省、

能源基地，煤炭行业面临的困境尤为明显。2017
年，山西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7.0%，其中，

煤炭工业增加值增长仅为 3.6%，煤炭价格引起的

经济波动对山西省经济影响十分明显，煤炭行业

发展落后成为制约区域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

2017年，国务院印发“42号文件”明确支持山西

省“打造能源革命排头兵”，积极推进煤炭行业转

型发展。

山西省煤炭行业面临的问题主要集中在技术

含量低、创新能力不足、产业链短等方面。深入

研究山西省煤炭产业科技创新方面存在的问题，

发现科技创新不足的背后主要存在金融支持不够、

政府服务意识不强、“产学研”结合不紧密等方面

因素的制约。煤炭产业科技创新对山西省“打造

能源革命排头兵”战略至关重要，通过科技创新

推进煤炭产业转型升级，是当前必然的战略选择。

煤炭产业的科技创新需要金融体系大力支持，提

高行业抗风险和可持续发展能力，进而实现煤炭

山西省金融支持煤炭行业科技创新发展研究

赵富礼，张丽华
（山西财经大学 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研究院，山西 太原 030006）

摘 要：以山西省煤炭行业面临转型发展为背景，实地调研相关企业与金融机构，分析金融支持煤

炭行业科技创新发展的影响机理和存在问题，并利用2014—2017年山西省7大煤炭企业数据，采用

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和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实证研究，表明金融和科技投入对煤炭企业发展作用

明显，但山西省对煤炭行业科技创新的金融支持力度较弱、科技创新投入不足，因此企业需要提升

金融资源利用效率和科技创新投入力度，金融机构提供多元的金融产品服务和加强对资金使用的监

管，政府需要加大政策支持和财政扶持力度，共同推动山西省煤炭行业转型升级创新发展。

关键词：金融支持；科技创新；转型发展；煤炭行业；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随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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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Shanxi financial suppor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novation in the coal industry
Zhao Fuli，Zhang Lihua

（Resource-base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Institute，Shan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Taiyuan 030006，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background that Shanxi coal industry is facing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field research on rele⁃
vant enterprises an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is conducted to analyze the impact mechanism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financial sup⁃
port for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oal industry. And using the data of 7 coal enterprises in
Shanxi Province from 2014 to 2017，the Cobb-Douglas production function and random effect model was used to conduct em⁃
pirical research， the result showed that financial and technological investment have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coal enterprises. However，Shanxi ’s financial support to the coal industry ’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s weak，and invest⁃
ment i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s insufficient. Therefore，enterprises need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financial resource utili⁃
zation and investment i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Financial institutions provide diversified financial product services and
strengthen supervision of the use of funds. The government needs to increase policy support and financial support to work to⁃
gether to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and innovation development of the coal industry in Shanxi Province.
Key words： finance support；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coal industry；cobb-Douglas produc⁃
tion function；random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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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的再次腾飞，本文以金融支持煤炭行业科技

创新为出发点，研究金融对煤炭企业科技创新发

展的推动作用，分析现阶段山西省煤炭行业科技

创新面临的金融领域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

议，为山西省煤炭行业转型发展建言献策。

1 文献综述

煤炭产业一直被看做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

型产业，认为劳动力和资本对产出的贡献较大，

而技术因素并未引起普遍重视[1]。强调科技贡献的

定量分析可以追溯到索罗余量，库兹涅茨认为科

技进步贡献是生产率增长中剔除劳动和资本投入

的部分[2]。有学者研究发现澳大利亚煤炭行业十分

重视技术竞争并通过不断科技创新使其煤炭工业

位于世界前列。创新体制不完善、研发主体缺位

是中国科技创新的主要阻力[3]。山西省煤炭产业科

技发展出现的问题主要集中于科技成果转化率低、

环保压力大、科技人才短缺、科技政策服务滞后

等方面[4]。宋少君[5]指出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必须

注重科技成果的推广与转化，优化科技资源配置，

提高自身技术创新能力。已有研究主要集中于科

技创新对煤炭行业发展的影响分析，对其背后深

层次影响因素分析研究不足。

金融支持不足是制约煤炭行业科技创新发展

的主要原因。金融对经济体中资源配置和产业发

展方向施加影响的经典理论主要有Mckinnon提出

的“金融抑制”和 Shaw提出的“金融深化”，金融

对产业发展具有利弊共存的两方面影响，关键在

于金融能否与产业匹配实现其支撑作用[6-7]。金融

对经济和产业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作用，英国较完

善的金融体系对推进工业革命完成发挥了巨大作

用[8]，金融功能的充分发挥有助于推动产业主体的

资本积累与技术进步[9]。特别是不同产业主体具有

不同的风险特性与融资需求，需要金融结构与最

优产业结构相匹配，才能有效发挥其基本功能[10]。
对于众多企业来说，金融是影响其研发投入的重

要因素，金融可通过多渠道推动技术进步，促进

产业升级[11]，同时促进产业发展也是金融业发展的

突破点，金融改革和创新应服务于产业升级和发

展[12]。煤炭产业转型中金融支持需要政策性金融和

商业性金融互补，制定由信贷市场、资本市场与

债券市场相互配合的长期煤炭金融支持策略[13]。由

于资本市场发挥的作用不够，从而不能很好地支

持煤炭产业发展[14]，金融支持不足是科技创新与产

业结构升级缓慢的主要原因[15] 。通过文献梳理可

以发现，金融支持煤炭行业科技创新发展的研究

较少，影响路径分析还不明晰，需要进一步深入

研究分析金融支持煤炭行业科技创新的情况，查

找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对策建议。

2 现状及存在问题分析

2.1 山西省金融支持煤炭行业科技创新的现状及

问题分析

山西省金融支持煤炭产业科技创新的现状，

主要从煤炭产业发展现状、煤炭企业科技创新

现状和金融支持煤炭产业发展现状 3个方面进行

分析。

1）煤炭产业发展现状。山西省经济发展对煤

炭产业的依赖度较高，尽管“一煤独大”的局面

有所缓解，但煤炭产业长期处于低迷状态会给经

济发展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在国家相继出台节

能减排、安全生产、大力发展新能源等相关政策

的影响下，煤炭行业面临的发展压力更大。在周

边省份煤炭产量迅速增长的压力下，山西省煤炭

企业面临的生存发展问题主要是产品如何保持质

量和价格上的竞争力，其落脚点便在科技创新上。

科技创新水平提升可以显著增加原煤附加值并推

动煤化工领域的快速发展，使煤炭生产各个环节

的效率得到明显提升，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产业转型升级和科技创新成为当前煤炭行业可持

续发展的迫切要求，但实际发展状况不佳，2016
年山西省煤炭年产量下降到 8.32亿 t，2017年煤炭

先进产能为39 614.4万 t/a，只占全省煤炭总产能的

42%。

2）煤炭企业科技创新现状。山西省煤炭企业

科技创新动力不足，企业主要控股股东为国有资

本，缺乏主动创新的动力和相关的激励措施，国

有经济的低效率一定程度抑制了技术进步。煤炭

企业的特殊性也决定了新技术从研发到投入生产

仍有一段距离，企业研发基地建设滞后，技术支

撑很难转化为实际的生产力。由于技术更新需要

大量的资金，造成了山西省煤炭企业的产业链延

伸大部分集中于热力发电，产业链短、碳排放高，

而效益较好的低碳产业、化工产业发展缓慢。

3） 金融机构支持煤炭产业发展现状。近年

来，山西省金融业发展水平稳步提升，2017年，

山西银行业金融机构达到 7 317个，从业人员约为

12.4万人，资产总额达到 42 014.8亿元，市场主体
56



2020年第3期

明显增加，功能相对完善，但金融业支持煤炭行

业发展受国家“有扶有控”的信贷政策影响。对

产能落后企业、“僵尸企业”以及有恶意逃废债行

为的企业累计退出贷款 31.3亿元，其中煤炭行业

占 25.6亿元，是金融机构缩减贷款的主体。这种

趋势进一步加重了煤炭企业获取贷款的难度，融

资渠道以及融资数量的减少成为阻碍煤炭行业转

型发展的重要因素。

影响金融支持煤炭行业科技创新的问题主要

集中于金融市场、企业自身两个方面。①金融机

构提供的服务不能满足煤炭行业科技创新的需求。

信贷市场对煤炭企业的支持存在一定的错配，当

煤炭价格和需求较高时，企业自有资金充足，银

行看好煤炭行业，认为煤炭企业还款能力强，积

极贷款给煤炭企业；当煤炭价格下行，企业面临

困境且自有资金不足需要进行技术升级时，银行

不看好煤炭行业，不愿意贷款给煤炭企业。这种

错配放大了经济波动，不利于煤炭企业进行科技

创新走出困境。2008—2014年，银行对涉煤产业

的贷款年均增速高达 45.6%，其中，2013年银行对

大型涉煤企业的贷款投放速度高达 204.5%[13]，根

据山西省统计年鉴数据，2016年年末，山西煤炭

行业银行贷款和表外融资余额 5 978.48 亿元，同

比仅增长了 1%，随着煤炭价格的回升，2017年山

西省煤炭行业银行贷款和表外融资合计余额增长

到 6 433.3亿元。保险市场、证券市场对煤炭产业

的支持力度不足，服务意愿也不强。煤炭产业技

术更新、发展新产业需要的资金较大，风险较高，

保险市场不愿意开展这方面的业务，无法有效降

低企业研发及科技转化为实际生产力的风险。证

券市场本应是企业融资的主要渠道，但山西省煤

炭企业控股股东以国有资本为主，证券市场很难

对煤炭行业的科技创新产生足够的影响。②煤炭

行业发展受煤炭价格波动影响较大，有限的资金

使用不合理。煤炭价格高涨时，大量资金用于生

产规模扩大和产能提升，科技创新容易被忽视；

煤炭价格疲软时，由于安全保障和维护正常生产

需要投入的资金压力较大，无力进行科技创新。

同时，根据山西省七大煤炭集团的年报，企业负

债率占企业资产的比重在 80%左右，高位运行的

负债侵蚀了企业大量利润，煤炭企业成为收入多、

支出多、利润微薄的企业，随着煤炭价格下行，

甚至出现了亏损的情况，存在一定的金融风险。

由于煤炭企业存在很多历史遗留问题，兼并了许

多亏损企业，有庞大的职工生活需要保障，用于

科技创新的资金更显不足。

2.2 山西省金融支持煤炭行业科技创新发展的阶

段划分

金融作为煤炭产业科技创新的推进器，本文

把金融支持山西省煤炭行业科技创新发展划分为 3
个阶段，不同发展阶段表现出不同的特点。

1）发展前期：各方看重眼前利益，企业创新

意识淡薄 （2013年以前）。在煤炭行业“黄金十

年”以后，2013年开始，煤炭价格不断下滑，煤

炭行业发展迈入下行通道。在这一阶段煤炭企业

生产经营关注的重点主要聚焦于如何扩大自身生

产规模，提升产能来增加其在煤炭市场中的占有

率，对于规模扩张以及生产销售的重视程度远高

于科技创新。金融机构愿意投资于煤炭行业获取

稳定的利润，对风险较大的煤炭产业科技创新活

动投资意愿不强。政府在这一阶段停留于全国能

源基地建设，要求煤炭企业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兼并亏损企业，为地区经济发展提供助力。

2）发展中期：企业谋求转型发展，政府和金

融机构支持力度逐步增强（2013—2019年）。这一

时期，由于煤炭价格下行，煤炭企业陷入困境，

开始尝试改变粗放的发展模式，加大科技创新的

力度。2014年，山西省部分煤炭企业展开了以采

空区充填开采为代表的绿色开采技术探索，优化

资源开发利用，在煤炭清洁高效利用领域取得了

一系列突破。金融机构开始关注煤炭企业相关技

术的研发并给予一定的支持，不断参与到企业科

技创新活动中。据 《太原能源发展论坛》 报道，

截至 2019年，山西省有多个国家级、省级重点实

验室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争取到研发资金约 3亿
元，在能源领域初步形成一定研发优势并在传统

石化能源开采利用方面进行了大量创新。这一时

期政府对能源领域改革重视程度逐步增强，为煤

炭行业转型发展、科技创新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

持，并将煤炭行业发展放到能源革命的全部领域，

推进煤炭、电力、新能源协同发展。

3）发展后期：三方合作机制建立，产业穿插

交互共赢 （2019年以后）。进入发展后期，政府、

企业、金融机构三方合力构建金融、煤炭、科技

服务平台，大力扶持科技中介机构建立科研成果

产权交易市场、科技基金保险公司等多元化的服

务机构，为煤炭行业创新发展增添动力。企业更

加重视科技创新的作用，多途径开展科技创新合

赵富礼等：山西省金融支持煤炭行业科技创新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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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采取多元化融资方式为科研部门提供专项研

发资金。金融机构借助互联网、大数据等科技创

新拓宽金融服务内容，设计更加适合煤炭行业发

展的产品，在推进煤炭产业创新发展中实现互利

共赢。政府出台更加细化的政策措施，多措并举

推动煤炭行业科技创新转型发展，实现能源革命

排头兵的战略目标。

3 山西省金融支持煤炭行业科技创新实证研究

3.1 指标选取

被解释变量。选取营业收入（lnincome）作为

被解释变量，该指标用于衡量企业经营情况，

2014—2017年七大煤炭企业的经营状况普遍处于

下行阶段，如图 1所示。尽管 2017年煤炭价格有

所回升，但煤炭企业的经营状况依然不佳，这种

状况反映出山西省煤炭行业普遍面临的困境。这

种下行趋势表明山西省煤炭行业不仅受到煤炭价

格变化影响较大，而且传统的粗放式发展模式已

无法适应当前经济发展的要求。

图1 2014—2017年七大煤炭集团营业收入

核心解释变量。核心解释变量选取重大投资

（lninvestment）作为企业科技创新指标。对煤炭企

业调研发现重大投资与企业采用新技术、新工艺、

新项目相关，一定程度代表了企业的实际技术进

步。在七大煤炭企业的年度公报中，对重大投资

都有一定的说明，印证了这种观点。

控制变量。选取融资（lnfinancing）作为主要

金融指标，因为煤炭企业融资主要来自银行，银

行贷款是企业获取资本的主要方式，该指标能较

客观的衡量主要金融机构的服务对煤炭企业经营

的影响；其它融资方式（lngm）主要包括担保和抵

押及质押等融资方式，该指标用于考察多元化的

融资方式对煤炭企业经营状况的影响；固定资产

（lnasset） 指标用于考察企业维持一定生产规模对

企业经营的影响；培训次数（lntrain）指标用于考

察除企业组织培训对企业经营状况的影响，理论

上二者都能对企业的技术水平产生一定的影响；

职工人数（lnemployee）指标，主要衡量企业劳动

力投入对企业营业的影响；上缴税费（lntax）用于

考察政府对煤炭企业经营的影响。各变量及说明

见表1。
表1 变量选取

本文选取山西省七大煤炭集团 （同煤集团、

阳煤集团、焦煤集团、潞安集团、晋能集团、山

煤国际、晋煤集团） 为研究对象。数据来源于

2014—2017年七大煤炭企业官网年报、公报，以

及网站对历年企业年报数据的披露。数据经过山

西省GDP平减指数、山西省固定资产平减指数平

减，平减指数来源于《山西统计年鉴》和《中国

统计摘要》，个别数据缺失值采用加权平均值法予

以弥补。由于数值较大，取对数处理可以一定程

度上克服异方差，也便于利用柯布—道格拉斯生

产函数研究问题，具体变量统计描述详见表 2。从

表中可知重大投资、其他融资方式在七大煤炭企

业中的差异较大。其中其他融资方式占企业获取

金融资源的比例很低，说明金融对煤炭企业发展

支持形式单一。

3.2 模型构建与设定

文章模型构建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F = AKαLβ，其中，K代表投入的资本、L代表投入

的劳动力、A代表生产中其他的影响因素。文章使

用山西省七大煤炭企业 2014—2017年数据，取对

数处理，可以把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变形为

和的形式。豪斯曼检验 （hausman） 检验结果 P=
0.061 2，大于 5%，表明支持采用随机效应模型。

变量名称

被解释变量

核心解释变量

控制变量

指标选取

营业收入

重大投资

融资

其它融资方式

培训次数

固定资产

职工人数

上缴税费

符号

lnincome
lninvestment
lnfinancing
lngm
lntrain
lnasset

lnemployee
lntax

计算方法

原始数据平减后取对数

原始数据平减后取对数

原始数据平减后取对数

担保+抵押及质押，平减

后取对数

原始数据取对数

原始数据平减后取对数

原始数据取对数

原始数据平减后取对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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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变量统计描述

从经济学意义分析，由于只选取了山西省七大煤

炭企业作为研究对象，对山西省乃至全国的煤炭

企业来说只占很小的一部分，选取随机效应模型

是符合实际意义的。根据实际分析情况，构建模

型如下：

ln incomeit = β0 + β1 ln investmentit + β2 lnfinancing it +
β3 lngm it + β4 lntrain it + β5 lnassetit +
β6 lnemployeeit +β7 trainit + μi + εit

其中，模型中μi与所有解释变量均不相关，为

随机游走项，μi + εit为复合扰动项，β0 表示方程

的截距项。模型中解释变量包含了金融、技术、

政府 3方面的影响因素，能较好的解释煤炭企业受

金融、技术、政府影响的情况，有助于从实证的

角度解释文章研究的问题。实证研究采用逐项回

归法，根据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影响的重要程

度，分类逐步加入形成 4个模型，便于研究分析

问题。

3.3 实证结果

山西省七大煤炭企业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实

证结果见表 3，模型 1表明核心解释变量重大投资

（lninvestment）对企业经营的影响是正向的，且在

1%的水平上高度显著，表明增加重大投资对企业

营业收入有明显的提高作用。在 2014—2017年山

西省煤炭企业原煤产能普遍下降的情况下，可以

理解为通过重大投资活动提高了企业的技术含量、

产品生产效率、产品盈利能力。融资（lnfinancing）
对煤炭企业经营影响是负向的，且在 1%的水平上

高度显著，表明企业融资增加，对企业营业收入

有明显的抑制作用。调研发现煤炭企业融资资金

多用于企业内部挽救产能落后、效率低下的部门，

造成了煤炭企业负债率较高的实际情况，需要大

量的利润补偿负债，对煤炭企业发展造成了负面

影响，实证结果与实际情况是相符的。

模型 2中加入其他融资方式 （lngm），该变量

对企业经营的影响是正向的，且在 5%的水平上显

著，说明多元的融资方式有利于煤炭企业提升营

业收入，同时影响系数很小，与实际中煤炭企业

开展担保、质押、抵押的金融活动频率和力度很

低的情况相符，表明煤炭企业对金融工具的掌握

和使用比较单一，利用相关的金融资源不足。模

型 3中加入可能影响技术的控制变量培训次数（ln⁃
train） 和固定资产 （lnasset），培训次数对企业营

业收入影响是正向的，且在 1%水平上高度显著，

表明培训次数对企业营业收入有正向影响，但影

响系数较小。与实地调研相对照，煤炭企业的培

训更注重对安全知识、操作规范的提升，这种培

训对生产效率的提升有明显的效果但影响不足，

需要进一步加强对职工技能培训，以利于企业提

升生产效率。固定资产（lnasset）在模型4中显著，

煤炭企业固定资产对煤炭企业经营影响负向显著，

表明固定资产的提升会降低企业的营业收入。实

际调研发现，煤炭行业普遍存在固定资产庞大的

情况，为了维持一定的生产规模，在行业不景气

的情况下，需要耗费大量的资金用于维护设备的

正常运转，降低企业营业收入。模型 4中加入控制

变量企业职工（lnemployee）和上缴税费（lntax），

二者与企业营业收入存在明显的正向影响，表明

山西省煤炭行业依然是以劳动密集型企业为主，

同时政府对煤炭行业发展引导作用十分明显，研

究结果符合研究预期。

4 结论与建议

基于上述实证研究和现状及存在问题分析，

结合实地调研情况，得出以下结论并提出相应的

对策建议。

4.1 结 论

1）山西省金融支持煤炭行业科技创新的情况

并不乐观。金融市场中信贷市场存在错配的问题，

助推方向偏重于产能扩大，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煤

炭行业转型发展；其他融资方式利用不足，对煤

炭行业的金融支持力度有限。

2）煤炭企业自身在资金运用方面也存在较大

问题，一方面以单一的信贷融资手段为主，企业

负债率非常高，存在一定的金融风险。企业科技

创新方面也存在设备更新较慢，研发投入不足，

资金运用不合理，自身创新意愿不足等方面的问

变量

lnincome
lninvestment
Infinancing
lngm
lntrain
lnasset

lnemployee
lntax

观测数

28
28
28
28
28
28
28
28

均值

16.456
12.685
14.651
13.73
11.053
15.407
11.326
13.317

标准差

0.42
1.746
0.97
2.001
1.401
0. 59
0.752
0.593

最小值

15.468
8.521
12.771
9.933
8.195
13.872
9.687
11.854

最大值

17.065
14.809
15.874
16.481
13.166
15.975
12.072
14.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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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在一定程度上迟滞了企业科技创新发展。

3）煤炭企业控股以国有资本为主，存在管理

体制效率较低、企业大而不强、抗风险能力较弱

等方面的问题，影响了企业科技创新能力。

4）地方政府过度依赖煤炭财政，对煤炭企业

的科技创新支持力度不足，对金融市场建设需进

一步加强，需要不断完善金融监管体系，引导金

融资源支持煤炭行业转型发展。

4.2 建 议

1）建立金融煤炭科技交流平台。以中国（太

原） 煤炭交易中心为基础，建立交流平台，融入

科技和金融需求，解决政府、企业、金融机构对

科技创新的信息不对称，使政府更好的把握政策

效果、企业更便利的根据自身需求匹配新技术，

金融结构可以更及时准确的了解企业和科技创新

的动态，助推科研成果产业化，为产学研相结合

提供一条可行路径。

2）政府应加强对金融机构引导，支持煤炭行

业科技创新。煤炭产业科技创新需要巨额资金投

入，供求矛盾非常突出，必须充分发挥财政政策

引导作用，吸引民间资本和商业银行信贷资金参

与到煤炭企业的科技创新中来，通过建立以财政

投入为导向、企业投入为主体、金融资本和民间

资本投入为补充的多层次、多元化战略模式，激

发市场主体内在活力，推动煤炭产业转型升级。

政府还要积极帮扶煤炭企业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出台更灵活的制度，引导煤炭企业分流冗余职工，

减少煤炭企业转型发展面临的问题。

3）煤炭企业需要完善研发创新模式。煤炭企

业要结合自身实际，规划科技创新战略、优化配

置有限的资源、加强研发基地和专业研发队伍建

设、完善人才培养模式，密切与国内外拥有技术

优势的企业、研发机构和高校进行战略合作，根

据企业技术需求对接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真正

做到产学研相结合。煤炭企业还要加强对有限资

金的使用管理，向科技创新倾斜，利用新技术、

新工艺推动产品多元化、实现产业链延伸，开发

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产品，不断加强自身应

变量

lnincome
lninvestment

lnfinancing

lngm

lntrain

lnasset

lnemployee

lntax

cons

Hausman检验

Ht检验

N

模型（1）
y

0.144***
（6.91）
-0.204***
（-2.84）

17.606***
（15.66）

chi2（7） =13.48
Z=-2.587 5

28

模型（2）
Y

0.130***
（6.21）
-0.182**
（-2.41）
0.031**
（2.30）

17.037***
（14.37）
P=0.061 2
p= 0.004 8

28

模型（3）
y

0.153***
（5.49）
-0.158***
（-3.23）
0.045***
（6.87）
0.075***
（3.87）
-0.096 0
（-0.92）

16.862***
（8.42）

28

模型（4）
y

0.106***
（4.42）
-0.157***
（-6.44）
0.018***
（2.67）
0.062***
（4.48）
-0.516**
（-2.13）
0.244***
（2.85）
0.336*
（1.87）
17.179***
（17.15）

28

表3 实证结果

注：*** 、**、* 分别表示1%、5%、10%的显著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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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风险的能力。煤炭企业内部要细化科研专项资

金管理，制定完善的科技创新专项资金管理制度，

加强自身内部的财务监督，保障科研专项资金的

流向和高效利用。

4）金融机构应强化对科研资金后续使用的监

管，推进风险分担体制建设。金融机构应对给予

资金支持的煤炭企业科技创新活动进行评估，建

立风险防范和评估体系降低其违约风险。在确保

资金运用到位的基础上，建立放贷责任到人、专

项跟踪等避险机制，确保专项支持煤炭企业科技

创新资金落实到位。由于科技创新申请的贷款风

险较大，需要引入保险业务来分散投资风险，由

于煤炭企业肩负着能源供给安全重任，又是国有

企业，其风险分担工作政府部门应承担一定的指

导任务。

5）全方位推进金融支持山西省煤炭产业科技

创新工作。支持和引导符合条件的煤炭企业在主

板、中小板、创业板、新三板等市场上市，为山

西省煤炭企业提供更广阔的发展和融资平台。利

用证券机构提供更多样化的金融资产管理服务，

积极利用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助力煤炭企业科技创

新发展，进一步加强对煤炭企业科技创新的支持

力度。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技术的

成熟，借助互联网借贷、互联网信托等方式，拓

宽企业集团融资渠道，为企业融资提供更多的

资金来源，更好的为煤炭企业进行科技创新提

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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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未来我国的能源结构将进一步优化，煤炭在

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重将进一步下降[1]，要求煤炭

行业必须在消费、供给、技术、体制革命多点发

力，并全方位加强国际合作[2]，煤炭与新能源耦

合、与油气协同的趋势愈发明显，各类能源深度

互补发展已成为新热点[3]。新形势对以服务煤炭行

业发展为目标的煤炭类智库提出了更高要求，既

要高质量的提供基于煤炭全生命周期、全产业链

的规划咨询，同时需要进一步深刻把握世界能源

发展形势，加强与国际研究机构的合作研究，从

全球化大能源视角为我国煤炭行业提供前沿战略，

成为国际化能源咨询机构。智库国际化是由国内

咨询业务向跨国咨询业务转变的过程，其战略决

策需聚焦解决国际化市场开拓、国际化企业运营、

自身竞争优势的强化、突出短板的补齐等问题[4-6]，
并围绕如何应对机遇、避免环境威胁、充分利用

自身优势、拓展环境变化过程机遇等开展系统性

研究。

煤炭工业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以下简

称“CIPI”）作为煤炭行业高端咨询机构，致力于

服务我国煤炭行业的发展，为政府部门、煤炭企

业集团等提供咨询服务，是煤炭行业具有代表性

的中央企业型智库。通过研究 CIPI国际化进程中

的优势与劣势，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既有利于其

自身高质量发展，更可为煤炭类智库打造国际化

提供重要经验参考。采用基于内外部竞争环境和

竞争条件分析的态势分析法[7-9]（SWOT），可深入

揭示 CIPI国际化过程中面临的客观影响因素，形

成决策结果。因此，本文以 SWOT分析法为载体提

出了 CIPI针对性的国际化发展战略，旨在为煤炭

类智库国际化发展提供参考。

基于SWOT分析的煤炭智库国际化战略研究

——以煤炭工业规划设计研究院为例

曲 洋
（煤炭工业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北京 100120）

摘 要：系统分析了煤炭工业规划设计研究院发展国际化业务进程中的主要优势因素、劣势因素、

机会因素和威胁因素，基于 SWOT分析提出了煤炭规划院国际化业务发展战略：构建国际化人才优

秀团队，拓展业务范围，增强国际竞争力，建立与国际化经营相适应的管理模式，强化科学管理及

风险防范，开拓国际视野，拓宽国际业务渠道，强化与其他类智库间合作共赢。

关键词：SWOT分析；国际化；煤炭规划院；战略；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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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internationalization strategy of coal think tank based on SWOT analysis
——Taking the coal industry planning institute as an example

Qu Yang
（CCTEG Coal Industry Planning Institute，Beijing 100120，China）

Abstract：The main advantages，disadvantages，opportunities and threat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business of
the Coal Industry Planning Institute are systematically analyzed. Based on the SWOT analysis，the international business devel⁃
opment strategy of the Coal Industry Planning Institute is proposed. Building an excellent team of international talents，expand⁃
ing business scope，enhancing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establishing a management mode suitable for international opera⁃
tion，strengthening scientific management and risk prevention，expanding international vision，broadening international business
channels，and strengthening win-win cooperation with other think tanks.
Key words：SWOT analysis；internationalization；Coal Planning Industry Institute；strategy；think t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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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点项目（2018-2ZD008）
62



2020年第3期

1 CIPI国际化的SWOT分析

1.1 优势分析

1）业务基础雄厚。CIPI业务领域主要涵盖煤

炭行业发展战略研究、政策法规、发展规划、技

术经济、企业管理咨询、煤炭新技术、煤炭工程

项目的评估咨询等，承担了一系列行业和地区发

展规划的编制与重大煤矿建设项目评估、宏观专

题和产业政策研究及国家大型煤炭基地总体规划、

煤炭行业发展规划等咨询业务，并承担了国家科

技重大专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总理基金及 863
计划等国家重大课题，形成了多套评价工具与模

型。长期积累的业务基础为 CIPI国际化业务拓展

奠定了良好基础。

2）国际化业务具备经验。CIPI已与世界银行

（IBRD）、亚洲开发银行 （ADB）、国际能源署

（IEA）、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自然资源保

护协会 （NRDC） 等国际机构联合开展合作项目，

共同探讨能源开发利用领域的若干关键问题，对

国际咨询课题的研究与组织形式具备较好前期

经验。此外，还与部分国际能源类研究机构、

高等院校等保持密切联系，已形成国际化业务

拓展基础。

3）人力资源优质。CIPI人力多元化，专业配

套齐全，拥有一批高素质的资深专家，高级职称

人员占比 39%，硕士及以上人员占比 64%，专业涉

及采矿工程、矿物加工工程、化学工程、环境工

程、安全工程、经济管理、金融、传媒、人力资

源等领域，人员平均年龄 39岁，人力资源呈现以

中青年为主的优质结构。院内有多位中国工程院、

中国科学院院士及煤炭行业知名专家及设计大师

作为顾问，凝聚了行业内顶级智力资源。优质的

人力资源为国际化发展奠定了人才基础。

1.2 劣势分析

1）国际化人才比例偏低。CIPI以国内咨询业

务为主，参与国际化合作项目的专职业务人员比

例不足15%，同时尚缺乏国际化项目管理、法务管

理、财务管理、品牌管理专职人员，一定程度制

约了国际化业务的联系与拓展，对企业国际化发

展支撑作用尚需进一步提高。

2）大能源业务范围亟需拓展。为应对新形势

新要求，以煤炭类咨询规划为优势业务的 CIPI已
将研究方向拓展至石油、天然气、可再生能源等

相关领域，但相比煤炭类业务，对其他能源的研

究尚处于初期，需进一步加深了解。当前世界能

源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革，新能源发展迅速并已

成为热点，而石油及天然气发展战略依然是各国

关注点。未来能源国际化业务不可避免与非煤能

源交叉，更多将从全球化与大能源角度开展咨询

研究，因此CIPI仍需进一步拓展大能源研究范围，

以应对国际化过程潜在的业务范围限制与短板。

3）国际化运营管理模式尚需探索。CIPI项目

管理主要依托生产经营计划等专职部门，主要面

向国内煤炭类咨询业务，国际化业务较少，对如

何科学管理、运作国际化咨询业务经验不足。下

辖的“一室、两部、七处、一院”的组织结构形

式中未设立海外经营管理部门，国际合作业务仍

由业务部分兼职负责，缺乏专业国际化运营模式

以及海外危机管理的应对机制，潜在制约了国际

化业务的开展。

1.3 机遇分析

1）国家加快支持智库建设。国家对智库建设

支持力度进一步增加，相继出台了《关于加强中

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国家高端智库建设

试点工作方案》等政策，提出要建设一批“国家

亟需、特色鲜明、制度创新、引领发展”的高端

智库，并有 25家单位入选首批国家高端智库建设

试点，但依托大型国有企业的智库仅有中国石油

经济技术研究院一家入选。北京市也出台了《关

于加强首都新型智库建设的实施意见》（京办发

〔2017〕 34号）和《首都高端智库试点单位建设管

理办法》（京宣发〔2017〕 34号）等政策，要求为

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提供决策参考。智

力资源已成为宝贵资源，而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更

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10-11]。当前智库建设

正处于最好政策机遇期，这也为 CIPI打造能源领

域高端智库提供了有利的契机。

2）国际能源合作进入高速发展期。我国“一

带一路”发展战略涉及亚洲、欧洲、非洲、拉美

等地区 60多个国家[12-14]，为能源产业发展带来新的

战略增长点，各类能源的国际合作更加密切，发

展空间巨大。随着主要发达国家能源消费总量趋

于平稳，新兴经济体能源需求将持续增长，“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在能源规划咨询、建设咨询、工

程咨询、技术咨询等方面均存在巨大需求，对CIPI
国际化业务拓展提供了重大机遇与宝贵窗口期。

依托“一带一路”，可加快构建CIPI联系全球的能

曲 洋：基于SWOT分析的煤炭智库国际化战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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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咨询合作网络，推动国际化智库建设。

1.4 风险分析

1）国际化合作存在不确定性风险。在国际化

过程中，不同地域国家的政治体制、经济基础、

社会形态、文化传统等可能与我国存在较大差异，

同时部分资源类国家为保护自身利益可能采取了

更加严格的对外合作政策，业务合作面临的问题

不仅限于研究范畴，还在法律、财务以及项目咨

询成果验收等过程中均存在不确定性风险，面临

的新问题较为复杂，加大了咨询项目的时间成本

与沟通成本。

2） 能源智库间竞争激烈。国内外能源咨询公

司竞争日趋激烈，各企业在自有优势的基础上，

均扩大了业务范围，如世界一流的兰德、麦肯锡、

BP等咨询公司在能源环境治理[15]、能源发展研

判[16-17]等领域已开展了大量研究；国内的国务院发

展研究中心、中国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国家

发改委能源研究所、中国石油经济技术研究院、

电力规划设计总院、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以及

部分高校类研究中心等诸多咨询机构在各自专业

领域均具有雄厚实力。因此，CIPI在国际化能源业

务开展过程中存在与国内外众多咨询机构的激烈

竞争态势。

1.5 SWOT综合分析

基于系统分析结果，形成了 CIPI国际化战略

SWOT分析矩阵，见表 1。可知，CIPI既要面临国

内外咨询机构的激烈竞争，同时在国际化业务中

存在人才、机制、业务等短板问题。而 CIPI具备

的业务优势不足以完全支撑国际化业务的拓展，

同时国家智库建设仍在试点阶段且优先支持的企

业类智库偏少，因此 CIPI所面临的竞争风险高于

可享受的政策红利。综上，采用防御性的WT战略

相比其他战略，可有效避开威胁，消除劣势，补

齐短板，为CIPI国际化业务开展奠定良好基础。

2 CIPI国际化发展策略

2.1 注重国际化人才培养，构建优秀团队

CIPI应实施国际化战略人才储备规划，利用现

有人力资源优势，提升企业内部存量高端人才国

际化水平。建立健全系统性培训制度，对企业高

级管理人员、项目经理、咨询工程师等不同层面

的人才实施精准国际化培训，重点提升高级职称

人员、博士（后）、QS30留学归国人员的国际化研

究视野，造就一批通晓国际能源发展、国际经济

运行规则、熟悉国际法律法规、具有一定专业知

识的复合型国际化经营管理人才队伍。

同时，差异化引进具有石油、天然气、可再

生能源背景的高水平国内外人才，并注重吸纳具

有丰富实践经验的海外高层次人才，与现有人才

体系高效融合，形成优秀的国际化人才团队。

2.2 拓展业务范围，增强国际竞争力

CIPI需要进一步提升企业自身的核心竞争力，

积极拓展业务范围，保持煤炭类咨询业务优势的

同时，向油气、可再生能源、煤与其他能源耦合

利用等方向延伸，进一步丰富数据库、模型工具

等核心技术，夯实发展大能源业务的基础。同时

聚焦能源金融、新经济、大数据、智能化、碳排

放与税费等前沿热点，形成基于全球视角的多元

化咨询业务，增强与国内外各类能源咨询机构的

竞争力。

SWOT分析

优势（S）
煤炭类咨询业务优势；

良好的国际化前期基础；

人力资源优质

劣势（W）

国际化人才比例不足；

大能源业务范围亟需拓展；

国际化运营管理模式需探索完善

机遇（O）
国家加快支持智库建设；

国际能源合作进入高速发展期

SO战略

抓住国家建设智库机遇及国际间能源合

作发展契机，进一步发挥业务优势，提升

研究基础，加快国际化合作步伐

WO战略

抓住政策机遇期，培养国际化人才，拓

宽业务范围，提升大能源研究水平，推动

国际化合作业务开展

风险（T）
国际业务存在不确定性风险；

能源智库间竞争激烈，影响国际化业务拓展

ST战略

在夯实业务和研究的基础上，要进一步提

升国际合作过程的防线防范机制，并积极拓

展国际间业务

WT战略

培养国际化人才团队，构建优秀团队，提

升大能源研究水平，建立与国际化经营相适

应的管理模式，强化科学管理及风险防范，

开拓国际视野，拓展国际业务渠道

表1 CIPI国际化战略SWOT分析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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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建立与国际化经营相适应的管理模式，强化

科学管理及风险防范

国际化业务在项目管理、财务管理、资料及

数据管理、风险管理等方面均与国内有较大区别，

需要科学构建与国际化经营相适应的管理模式，

配合国际化咨询业务的开展。同时建立健全风险

防范机制，充分应对可能出现的经营风险、商业

风险、政治风险、法律风险及外汇风险，保障CIPI
国际化经营健康有序。

2.4 开拓国际视野，拓宽国际业务渠道

鼓励业务及管理人员积极参与具有影响力的

国际能源学术交流、圆桌讨论会、技术交流、商

贸洽谈、国际展览等，进一步构建国际化思维，

开拓国际资源，为拓宽国际业务渠道奠定坚实基

础。进一步开展针对性的国际化调研，及时收集

调研国际能源情况，形成来自目标地区的最迫切

的咨询需求，有的放矢，精准寻找国际合作的需

求点并开展相关研究，形成业务拓展与成果影响

力高的叠合效应。

2.5 加强与其他类智库间合作共赢

除了与其他智库间适度有序的竞争外，CIPI应
加强与国内其他领域咨询机构的优势互补，形成

联合研究。大能源课题的研究涉及领域多、方向

杂、交叉性强，各能源领域分支均存在内部积累

较好的咨询机构，CIPI除拓展业务范围外，还可通

过联合其他智库的形式共谋国际化合作道路。

3 展 望

随着全球化进程不断加速以及世界形势的复

杂多变，能源问题愈发成为各国关注的焦点之一。

对能源问题的研究，既需要先进技术的“硬支

撑”，更需要科学决策的“软支撑”。作为我国主

体能源的煤炭虽然绝对量会下降，但其“压舱石”

的地位不会改变，国家对煤炭的注意力不会分散，

需要煤炭类智库持续贡献科学研究成果为煤炭行

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支撑我国能源行业的

全球竞争力。新形势新要求倒逼煤炭类智库必须

在研究领域、研究视角、业务范围、人才队伍、

影响力等多方面持续向国际化迈进，国际化已日

益成为高端智库的重要特征。

煤炭工业规划设计研究院作为煤炭行业典型

智库，依托我国“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及国家打

造高端智库的契机，将在能源战略及规划的国际

化方面大有作为。随着妨碍国际化的短板逐步补

齐，CIPI将形成优秀的国际化人才团队及先进的国

际化管理模式，大能源业务范围的不断拓展，与

同类智库间的国际化竞争力不断增强，业务渠道

将进一步拓宽。同时在重大能源问题上与其他类

智库开创多元化合作新局面。随着 CIPI在国际化

发展上迈向新台阶，将为打造世界一流的高端能

源智库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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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根据《BP 世界能源统计年鉴》（2019年） 显

示，2018年我国煤炭消费量为 1 906.7Mtoe，位于

世界第一，煤炭探明储量占世界煤炭探明储量的

13.2%，位于世界第三。煤炭作为我国能源消费占

比最大的能源，其行业的发展关系到电力、钢铁、

化工、建材等下游产业和居民生活的各个方面。

20世纪 80年代，全国煤矿数量约 8.5万处，但随着

环保政策的收紧、产能过剩严重，截至 2019年，

煤矿数量已减少至 5 700处左右，同时，煤炭消费

增速也逐渐放缓。可见，煤炭行业正处于行业格

局调整、企业转型升级的机遇期和挑战期。在此

背景下，加强对煤炭企业的研究，对煤炭提升盈

利能力和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显得尤为重要。高

层管理团队占据着企业经营和战略决策的主体地

位，其内部成员之间由于教育背景和成长经历的

不同所导致的知识、经验、能力等方面的差异，

被称作高管团队异质性[1]。高管团队异质性会影响

到他们的视点和思维方式，导致在经营决策上作

煤炭企业高管团队异质性与财务绩效关系研究

——以盈余管理为调节变量
缪 敏

（天津大学 管理与经济学部，天津 300072）

摘 要：面对日益激烈的竞争压力，如何构建能高效制定战略决策的高管团队以提高经济价值，是

煤炭企业在发展中的重难点。选取 2009—2018年我国煤炭行业的上市企业数据为研究对象，对高

层管理团队异质性与财务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入盈余管理分析盈余管

理对高管团队异质性与财务绩效之间关联性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显示：高管团队高年龄异质性和

低任期异质性能对财务绩效产生正面影响，并且企业盈余管理行为可以增强高管团队异质性对财务

绩效的影响。最后，对我国煤炭企业构建高管团队提出了相应建议。

关键词：高管团队异质性；财务绩效；盈余管理；高层梯队理论；煤炭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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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op management team heterogeneity of coal enter⁃

prises and financial performance
——Earnings management as the moderator variable

Miao Min
（College of management and economics，Tianjin University，Tianjin 300072，China）

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ing competitive pressure of the coal market， how to organize an efficient top management team
（TMT） to improve financial performance has become the key point for coal enterprises. the data of listed coal enterprises from
2009 to 2018 was analyzed to stud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heterogeneity of TMT and financial performance. Besides，
earnings management was introduced into the research of TMT and financial performance to explore whether earnings manage⁃
ment can influenc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MT and financial performanc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age heterogeneity of TMT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financial performance of coal enterprises. While the term heterogeneity of（TMT） has a negative
impact on the financial performance. Earnings management can enhance the impact of the TMT heterogeneity on financial per⁃
formance. Finally，based on the above conclusions，corresponding recommendations were proposed for TMT organization of Chi⁃
nese coal enterprises.
Key words: top management team（TMT） heterogeneity；financial performance；earnings management；upper echelons theory；
coal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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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不同的行为选择，而这些势必会影响企业的组

织管理，最终影响企业的绩效和发展。

Hambrick and Mason[2]首次提出了高层梯队理

论，明确指出在复杂环境背景下，企业高管团队

特征和素质对企业战略决策的制定和执行都有着

重要的影响，进而会影响企业绩效。高层梯队理

论提出后，高管团队异质性成为了高管团队特征

研究领域的热点，大量研究探讨了其与企业财务

绩效之间的联系。国外有学者认为，较高的高管

团队异质性会给企业财务绩效带来负面影响，

Knight等[3]研究了美国和爱尔兰的 76家高科技企

业，发现较高的高管团队异质性容易引发成员之

间的人际冲突，增加了高管团队成员在战略决策

上达成共识的难度，进而影响企业的财务绩效。

Auh and Menguc[4]的研究结果也显示，高管团队在

年龄、教育背景等方面的异质性过高会导致团队

凝聚力下降，容易产生团队冲突，最终对企业的

经营活动和财务绩效产生负面影响。另一部分国

外学者则认为，高管团队异质性可以提高企业的

财务绩效。Auden等[5]研究了国际风险管理背景下

高管团队异质性与企业财务绩效的关系，结果显

示高管团队的年龄、教育水平和任期异质性越高，

企业的财务绩效也越高。Boone等[6]以荷兰企业作

为研究对象，也得到了和 Auden等[5]类似的结论。

我国学者魏立群等[7]对沪深两市 114家上市公司进

行研究，结果显示我国上市公司高管团队异质性

与财务绩效呈现较低的负相关关系。王朝辉[8]也提

出，高管成员差距过大，高管团队异质性过高，

会使高管成员容易产生个人主义思想，将企业的

公共利益忽略，对企业发展和绩效产生负面影响。

除了从整体层面进行研究，我国也有很多学者从

行业角度出发研究了高管团队异质性和企业财务

绩效之间的关系，如林新奇[9]、杨艳虹[10]、李蕊[11]、
邓曦东[12]已从工业、房地产业、纺织业、汽车业等

行业展开了研究，但尚未有学者研究我国煤炭行

业企业高管团队异质性与财务绩效之间的关联性。

以上研究为高管团队异质性和企业绩效间存

在关联性提供了充分的证据，但未能揭示出高管

团队异质性影响企业绩效的作用机理。高层梯队

理论中提到，企业高管团队特征是通过影响企业

战略决策的制定和执行来影响企业绩效的，构成

了“高管特征——企业行为——经济后果”的逻

辑链条，现有研究大多集中在分析高管特征和经

济后果之间的相关关系，鲜少有研究涉及到企业

行为这一中间环节。盈余管理一直以来都是会计

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也是上市公司内部最普遍

存在的企业行为之一，不同程度、不同方式的盈

余管理都会给企业财务绩效带来影响。谢志明等[13]

选择了 2009—2011年间沪深两市 A上市公司作为

研究对象，研究结果显示企业盈余管理的程度会

受到企业管理者年龄、教育背景和任期异质性的

影响。周晓惠等[14]选取 2008—2014年 A股上市公

司为样本，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可见，盈余管

理与高管团队异质性、企业财务绩效都存在一定

的关联性，值得进一步探讨盈余管理是否是高

管团队异质性影响企业财务绩效的途径之一、

是否对高管团队异质性影响企业财务绩效存在

调节效应。

综合以上分析，现有研究基本证实了高管团

队异质性与财务绩效存在关联性，但并未在关联

性的方向上达成一致，并且，尚未有学者研究我

国煤炭行业企业高管团队异质性与财务绩效之间

的关联性。同时，鲜少有学者从高层梯队理论出

发，探索高管团队异质性影响财务绩效的作用机

理。因此，本文选取 2009—2018年煤炭行业上市

公司作为研究样本，从高层管理团队成员的年龄、

教育水平、任期等方面入手，探讨煤炭企业高管

团队异质性对财务绩效的影响及盈余管理所发挥

的调节效应，并提出了相关建议，对丰富高管团

队特征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联性与作用机制领域

的研究存在一定的理论意义，同时也对煤炭企业

提高公司绩效水平、健康持续发展存在着重要的

现实意义。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1 煤炭企业高管团队年龄异质性

年龄异质性指的是高管团队成员在年龄上的

差异化程度，不同年龄阶段的人在教育、社会阅

历、成长能力等方面都存在很大的差异，进而会

在工作中展现出不同的决策偏好。相对来说，年

长的高管团队成员具有较为丰富的知识储备和工

作经验，在实际工作中也更为关注经营风险和市

场风险，倾向于采取较为保守的决策方式；年轻

的高管团队成员则对于新的市场机遇更为敏锐，

具有创新型的思维方式，易于作出新兴的管理决

策。煤炭企业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年长

团队成员的经验和知识储备可与年轻团队成员的

创新思维相辅相成，进而提高企业的决策速度和

缪 敏：煤炭企业高管团队异质性与财务绩效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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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有效性，最终实现企业财务绩效的提升。

因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1：煤炭企业高管团

队年龄异质性对财务绩效存在正向影响。

1.2 煤炭企业高管团队任期异质性

任期异质性指的是高管团队成员成为管理者

的时间长度之间的差异。任期较长的高管团队成

员对于本企业的发展战略理解程度和认可程度较

高，能够准确切合本企业的实际情况进行决策，

但也容易产生思维定式；任期较短的高管团队成

员的管理风格和决策方式与其他团队成员的同质

化程度较低，易于产生新的想法。任期异质性较

高的管理团队增加了破除僵化的经营模式、打造

新的战略方向的可能性。Boeker等[15]也提到，在竞

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中，任期异质性较高的高管团

队能够更为高效地控制企业风险和应对不确定性，

进而将企业财务绩效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

因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2：煤炭企业高管团

队任期异质性对财务绩效存在正向影响。

1.3 煤炭企业高管团队教育水平异质性

教育水平异质性指的是高管团队成员教育背

景的差异化程度，一般用学历水平来描述。不同

的教育水平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高管团队成员认

知方式和认识能力的不同。面对复杂的外界环境，

不同教育水平的人对外界信息的认知和理解程度

不一样，会产生大量的不同角度、不同渠道、不

同方面的观点和看法。高管成员彼此之间的观点

进行交流和探讨之后，能够获得更为合理的决策

手段和决策方案，有助于企业决策质量和财务绩

效的提升。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企业不同教育水

平的高管团队成员往往拥有不同层次的社会资本，

必要时能够为企业提供不同层次的社会资源，

进而提升企业的风险应对能力，维持企业的绩

效水平。

因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3：煤炭企业高管团

队教育水平异质性对财务绩效存在正向影响。

1.4 盈余管理的调节效应

在面对特定的环境背景下，具有不同特征的

高管团队成员对信息的接受和理解是存在差异的，

因而也会产生不同的企业行为。盈余管理作为最

常见的企业行为之一，势必会受到高管团队异质

性的影响，同时，企业盈余管理行为又会作用于

企业财务绩效，构成“高层管理团队异质性——

盈余管理——财务绩效”的逻辑关系。周晓惠等[14]

提出，高管团队年龄和教育水平异质性越高，高

管团队内部竞争越大，高管团队越有可能出于自

身利益需求而进行盈余管理来粉饰财务数据；相

对来说，长任期的管理团队成员对企业内部掌握

程度更高，盈余管理的可能性也较高，因此，较

高的高管团队异质性能长任期的管理者受到的约

束和限制较大，进而降低盈余管理发生的可能性。

因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4：盈余管理对煤炭

企业高管团队异质性与财务绩效存在调节效应。

2 研究设计

2.1 样本选择及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 2009—2018年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上

市公司 （2012年版证监会行业分类） 的数据作为

研究对象。为了减少误差对于研究结果的影响，

本文剔除了ST和*ST企业以及高管背景资料或财务

数据缺失的企业，最终得到 225个观测值。本文所

有数据均来自国泰安数据库和上市企业年度报告。

2.2 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煤炭企业财务绩效是本文实

证研究的被解释变量。在评价企业财务绩效的各

种方法中，财务指标法可以准确、客观、全面的

反映出一定期间内企业的业绩成果，且易于掌握

和运用。为了全面准确地反映企业财务绩效，本

文从盈利能力、偿债能力、营运能力和成长能力 4
个维度共选取 12个财务指标来综合衡量煤炭企业

上市公司的财务绩效。各指标选择与说明见表1。
表1 财务绩效评价指标汇总

一级指标

盈利能力

偿债能力

营运能力

成长能力

二级指标

总资产收益率

净资产收益率

每股收益

流动比率

速动比率

资产负债率

流动资产周转率

固定资产周转率

总资产周转率

总资产增长率

净利润增长率

营业收入增长率

指标含义

净利润/总资产平均余额

净利润/股东权益平均余额

净利润/总股本

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流动资产-存货） /流动负债

负债合计/资产总计

营业收入/流动资产平均占用额

营业收入/固定资产平均净额

营业收入/平均资产总额

（资产总计本年期末值-资产总计上

年期末值） /资产总计上年期末值

（净利润本年金额-净利润上年金

额） /净利润上年金额

（营业收入本年金额-营业收入上年

金额） /营业收入上年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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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上述 12个变量进行主成分分析，将各

因子的综合得分作为反映煤炭企业上市公司财务

绩效的综合指数FP。
2）解释变量。煤炭企业高管团队异质性是本

文实证研究的解释变量，包括年龄异质性、任期

异质性和教育水平异质性。年龄：煤炭企业高管

团队成员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的年龄。任期：从

煤炭企业高管成员进入团队到 2018年 12月 31日时

的任职时长。教育水平：本文参考国泰安数据库

的统计方法，将教育水平分为 5类，中专以下及中

专学历、大专学历、本科学历、硕士研究生学历、

博士研究生学历，并按照 1~5进行赋值，数值越大

表示教育水平越高。

对于年龄异质性（Hage）和任期异质性（Hyear），
本文选择用高管团队成员年龄和任期的变异系数

来表示，即等于年龄或任期的标准差除以年龄或

任期的平均数。对于教育水平异质性（Hedu），由

于其只能在 1~5之间进行取值，本文采用Herfind⁃
ahl系数来测量异质性，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Hedu = 1 -∑
i = 1

n

P 2
i

其中，i表示类别；n表示种类数量（即为 5）；

Pi为第 i类高管占总体的比重。教育水平异质性

Hage取值在 0~1之间，取值越接近 1，表示异质性

程度越高。

3）调节变量。煤炭企业盈余管理水平是本文

实证研究的调节变量。本文运用扩展的琼斯模型

来计算可操控性应计利润（DA），用可操控性应计

来表示盈余管理水平。首先，对模型（1）进行回

归并拟合出系数，将系数估计值代入模型（2）计

算出可操控性应计利润 DA，取其绝对值 （XDA）
来作为盈余管理水平的代理变量。

TACt
TAt - 1

= a0 ( 1
TAt - 1

) + a1 ( ΔSalest - ΔRECtTAt - 1
) +

a2 ( PPEtTAt - 1
) + a3 ( IAt

TAt - 1
) + εt （1）

DAt =
TACt
TAt - 1

- â0 (
1

TAt - 1
) - â1 ( ΔSalest - ΔRECtTAt - 1

) -

â2 ( PPEtTAt - 1
) - â3 ( IAt

TAt - 1
) （2）

其中，TAC 为总应计利润，等于净利润减去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TA为总资产；ΔSales为主营

业务收入与上一年的差值；PPE为固定资产净额；

ΔREC为应收账款与上一年的差值；IA为无形资产

与其他长期资产之和。

4）控制变量。本文参考前人的研究[12]，控制

了企业规模 （SIZE）、股权集中度 （TOP）、年度

（YEAR）对企业等指标对财务绩效的影响。

本文所涉及到的所有变量名称和测度方法见

表2。
表2 变量定义汇总

2.3 模型构建

为了研究煤炭企业高管团队异质性与财务绩

效的关系，以及盈余管理的调节效应，本文参考

其他学者的研究构建了多元回归模型。首先利用

多元回归分析高管团队异质性对财务绩效的影响，

接着在上一步的基础上加入盈余管理这一调节变

量，研究盈余管理与高管团队异质性的交互效应。

FP = β0 + β1TMT + β2SIZE + β3TOP + β4∑YEAR + ε
（3）

FP = β0 + β1TMT + β2SIZE + β3TOP + β4∑YEAR +
β5XDA + β6XDAxTMT + ε （4）

其中，β0为常数项，β1-β6是回归系数，ε是随

机扰动项。TMT指的是高管团队异质性，包含了

高管团队年龄异质性 （Hage）、任期异质性 （Hy⁃
ear）和教育水平异质性（Hedu）。模型（3）主要

检验假设 1至假设 3能否通过显著性检验，即煤炭

企业上市公司财务绩效是否受到高管团队异质性

的正向影响。模型 （4） 则是在模型 （3） 的基础

上验证假设 4能否通过显著性检验，即盈余管理是

否对煤炭企业高层管理团队异质性对财务绩效的

影响产生调节效应。

变量类型

被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

调节变量

控制变量

变量名称

财务绩效

年龄异质性

任期异质性

教育水平异质性

盈余管理水平

企业规模

股权集中度

年度

符号

FP
Hage
Hyear
Hedu
XDA
SIZE
TOP

YEAR

测度方法

主成分分析法衡量企业综合财

务绩效水平

年龄标准差/年龄平均数

任期标准差/任期平均数

Hedu = 1 -∑
i = 1

n

P 2i

可操纵性应计利润的绝对值

企业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年度虚拟变量，2009—2018
年共10个年度，9个虚拟变量

缪 敏：煤炭企业高管团队异质性与财务绩效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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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相关性分析

本文所选择的变量之间相关性分析结果，见

表 4。可以看出，高管团队年龄异质性、教育水平

异质性与企业财务绩效呈正向关联性，但教育水

平异质性与财务绩效之间的关系不显著；高管团

队任期异质性则与财务绩效呈负相关关系。盈余

管理与企业财务绩效、年龄异质性、教育水平异

质性等变量间都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初步证

实高管团队异质性、盈余管理和财务绩效三者之

间存在一定的关联性。同时，控制变量股权集中

度和企业规模都与财务绩效呈显著的正向关联性，

表明这二者对企业财务绩效都存在一定的影响，

证明了本文控制变量选取的合理性。此外，本文

所涉及到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数值都较低，说

明各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能够提升

后文回归分析结果的可靠性。

3.3 多元回归分析

本文回归结果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基础变量

回归，即分析煤炭企业高管团队异质性对财务绩

效的影响；二是在上一步的模型基础上引入盈余

管理代理变量，检验盈余管理的调节效应。

模型 （3） 的回归结果，见表 5。通过观察高

管团队异质性变量回归参数估计值可知，煤炭企

业高层管理团队年龄异质性对财务绩效具有显著

的正向影响，而未能证明高管团队任期异质性和

教育水平异质性对财务绩效存在正向影响，假设 1
得到验证支持，假设 2、假设 3没有得到支持。结

果说明，煤炭企业高管团队成员在年龄上的差异

化程度越大，团队的阅历和能力优势越突出，更

易形成科学全面、多元创新的决策机制，能够给

3 实证结果分析

3.1 描述性统计分析

2009—2018年间煤炭企业上市公司各变量的

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 3。从表中可知，财务绩效

（FP）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3.079 7和-2.471 8，
说明煤炭行业里不同企业的财务绩效差距较为大。

对年龄异质性（Hage）、教育水平异质性（Hedu）、

任期异质性（Hyear）的描述性统计性结果进行观

察可知，相对来说，年龄异质性的水平较低，最

大值为 0.277 0，标准差为 0.037 8，说明煤炭企业

上市公司倾向于选择年龄达到一定阶段、从业经

历和工作经验达到一定水平的员工作为高层管理

团队成员；任期异质性水平是相对来说最高的，其

最大值为4.067 3，标准差为0.424 0，可能是因为煤

炭上市公司在不断引进新的高层管理团队成员。

盈余管理代理变量 （XDA） 均值为 0.278 0，最大

值为 0.654 2，标准差为 0.165 4，可见煤炭行业上

市公司中普遍存在盈余管理行为，且盈余管理的

程度差异化较大。企业规模的标准差为 1.584 5，
最大值与最小值之间差距为 7.396 5，可见本文所

选择的样本企业差异化程度较高，这与样本企业

财务绩效差距较大相匹配。

表3 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FP
XDA
Hage
Hyear
Hedu
Top
SIZE

FP
1

0.052**
0.017***
-0.100**
0.003
0.202**
0.018*

XDA
0.052**
1

0.173**
-0.08
0.031***
-0.029*
-0.042**

Hage
0.017***
0.173**
1

-0.083
0.398**
-0.077***
-0.107*

Hyear
-0.100**
-0.08
-0.083
1

-0.046***
0.158*
0.164*

Hedu
0.003
0.031***
0.398**
-0.046***

1
-0.098
-0.144*

Top
0.202**
-0.029*
-0.077***
0.158*
-0.098
1

0.387**

SIZE
0.018*
-0.042**
-0.107*
0.164*
-0.144*
0.387**
1

表4 变量相关性分析结果

注：***、**、*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

变量名称

FP
HAGE
HEDU
HYEAR
XDA
SIZE
TOP

平均值

0.004 0
0.114 4
0.786 5
0.568 8
0.278 0
23.585 6
0.537 2

中值

-0.093 9
0.113 5
0.787 5
0.587 1
0.271 5
23.554 5
0.561 2

最大值

3.079 7
0.277 0
1.000 0
4.067 3
0.654 2
27.098 7
0.847 1

最小值

-2.471 8
0.009 9
0.000 0
0.000 0
0.002 2
19.702 2
0.189 4

标准差

0.500 0
0.037 8
0.131 9
0.424 0
0.165 4
1.584 5
0.11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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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财务绩效带来正向影响。高管团队任期异质

性与财务绩效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假设 2得到

了反向验证。这表明对于煤炭企业而言，高管团

队成员任期保持一致性将有助于提升管理者之间

的交流深度和交流效率，易于达成一致的观点，

降低了管理之间产生的冲突的可能性，降低了决

策成本，给企业财务绩效带来正向影响。高管团

队教育水平异质性与财务绩效呈不显著的负相关

关系，假设 3未能得到显著支持，说明高管团队成

员教育背景的不同可能会给财务绩效带来负面影

响，但这种影响并不显著。

表5 高管团队异质性与财务绩效回归结果

模型（4）的回归结果，见表 6。模型（4）在

模型（3）的基础上加入高管团队异质性与盈余管

理代理变量的交互项，以检验盈余管理对高管团

队异质性与财务绩效之间关联性的调节效应，模

型（4）的调整后R2大于模型（3），说明盈余管理

与高管团队异质性的交互作用对财务绩效的解释

能力大于高管团队异质性单独的解释能力，且盈

余管理与高管团队异质性的交互项系数估计值均

显著为正，表明盈余管理作为模型中显著的调节

变量，对煤炭企业高管团队异质性对财务绩效的

影响具有调节能力，并且此种调节能力是正向的，

假设4得到证实。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 论

本文利用煤炭行业上市公司 2009—2018年间

的数据为研究对象，对样本企业高管团队异质性

与财务绩效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在此基础上，加

表6 盈余管理的调节效应回归结果

入了盈余管理与高管团队异质性的交互项，以检

验盈余管理对高管团队异质性与财务绩效关联性

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显示，煤炭企业高管团队

年龄异质性与财务绩效存在显著的正向关联性，

任期异质性与财务绩效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高管团队成员教育水平异质性对于财务绩效的影

响则不显著。此外，本文证实了盈余管理对煤炭

企业高层管理团队异质性与财务绩效具有正向调

节作用，高层管理团队异质性会导致盈余管理行

为发生变化，最终影响财务绩效。

4.2 建 议

基于以上结论，对我国煤炭行业上市公司高

层管理团队的构建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注重高管团队成员的年龄分布。适当

引入年轻的高管团队成员，将不同年龄阶段的高

管团队成员有机组合，使年长团队成员的丰富经

验和年轻团队成员的创新思维形成优势互补，增

加决策优势。

第二，为高管团队成员提供更多连续任职的

机会。适当增加管理者的任期时间，降低高管团

队成员任期的差异化程度，提高高管团队的稳定

模型（3）
Hage

Hyear

Hedu

Top

SIZE
Year
Adj R2
F

0.803***
（2.977）

0.848***
（2.879）
0.016*

（1.751）
控制

0.207
7.864

-0.019**
（-2.248）

0.872***
（2.929）
0.017*

（1.774）
控制

0.203
7.766

-0.267
（-1.147）
0.915***
（3.076）
0.012

（1.577）
控制

0.208
7.904

1.577*
（1.706）
-0.021**

（-2.279）
-0.475

（-1.511）
0.941***
（3.138）
0.009

（1.401）
控制

0.212
7.297

模型（4）

Hage

XDAxHage

Hyear

XDAxHyear

Hedu

XDAxHedu

XDA

Top

SIZE
Year
Adj R2
F

1.591**
（2.052）
0.319***
（9.669）

0.027***
（3.475）
0.832***
（2.812）
0.016*

（1.726）
控制

0.252
7.041

-0.164**
（-2.103）
0.046***

（11.870）

0.015***
（3.409）
0.862***
（2.888）
0.018*

（1.849）
控制

0.250
7.001

-0.093
（-0.231）
0.150***

（10.115）
0.013***
（4.210）
0.930***
（3.112）
0.011

（1.498）
控制

0.256
7.170

2.633*
（1.774）
0.398***
（8.764）
-0.177**

（-2.070）
0.046***

（10.878）
-0.290

（-0.612）
0.083***
（6.573）
0.020***
（3.015）
0.943***
（3.118）
0.007

（1.296）
控制

0.269
7.221

缪 敏：煤炭企业高管团队异质性与财务绩效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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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降低团队内部的交流成本和决策成本，有助

于提升高管团队的凝聚力和企业长期发展战略的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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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2018年 11月 9日，国资委印发《中央企业合

规管理指引 （试行）》（国资发法规 〔2018〕 106
号） 指出，中央企业要全面加强合规管理，加快

提升依法合规经营管理水平。该指引对国有企业

的合规、风险管理体系建设工作同样具有重大借

鉴意义。煤电企业作为国有企业的重要组成，在

激烈的竞价上网压力下，实际的煤炭采购特别是

进口煤炭采购工作中，更要重视风险应对，采取

科学、有效的策略迎接市场的挑战。

煤炭是煤电企业最主要的生产原料，煤炭成

本可占到煤电企业发电成本的 60%~70%[1] 。我国

的煤电企业进口煤采购量和采购比例已形成规模，

进口煤炭采购成为沿海沿江和部分内陆燃煤企业

燃料采购工作重点，对进口煤炭采购风险的识别

和处理能力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煤电企业采购的经

济性、稳定性，进而影响到企业经营的方方面面。

在进口煤炭采购风险理论研究方面，P. D. V.
Marsh[2]提出需重视并着力应对煤炭进出口贸易所涉

法律风险。20世纪 80年代，学者们侧重分析美国、

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之间的煤炭进出口贸易风

险，中国学者对煤炭进口贸易所涉的风险理论研

究也始于此时期。文鹤[3]率先从国家战略的角度对

进口煤炭所涉问题与应对进行了探讨。胡文堂[4]着

眼于进口煤炭在报关环节中遇到的诸多实际困难，

提出应按照中国的国家标准规范商品煤名称并进

行国标设置，以规范进口煤行业有序发展。郑剑[5]

对煤炭采购中的质、量、价、运输等方面可能发

生的风险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采购过程中要建

立有效的风险控制机制和管理机制；刘佳[6]以PEST
模型探讨了煤炭进口面临的政治、经济、社会和

技术风险与应对策略。张晓风[7]则提出从制度、风

险控制、文化支撑方面构建煤炭贸易企业经营风

险防控体系。李树超[8]明确阐述了健全的采购制

度、内控制度建立和执行，对减少采购舞弊、规

煤电企业进口煤炭采购风险应对策略研究

鲍 晴 1，苏莹莹 2

（1.广东省电力工业燃料有限公司，广东 广州 510630；2.广东能源集团天然气有限公司，广东 广州 510630）

摘 要：从合规管理、风险控制的视域出发，就煤电企业面临的进口煤炭采购风险，梳理出政策

风险、商业风险、财务风险、经营风险，结合企业实践和实证分析，从走专业化、规范化、信息

化道路，优化采购策略、提升市场话语权，落实全过程风险把控，发挥财务管理主观能动性等角

度提出风险应对策略，以期对进口煤炭采购工作提供有益参考。

关键词：煤电企业；进口煤炭；采购风险；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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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coping strategies for imported coal procurement risks of coal-fire
power enterprises
Bao Qing1，Su Yingying2

（1. Guangdong Electric Power Industrial Fuel Co.，Ltd.，Guangzhou 510630，China；2. Guangdong Energy Group Natural Gas Co.，Ltd.，

Guangzhou 510630，China）

Abstract：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compliance management and risk control，imported coal procurement risks faced by coal-
fired power enterprises were sort out such as policy risks，commercial risks，financial risks，and operational risks. Combining
business practice and empirical analysis，risk response strategies were proposed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aking a professional，
standardized， and information-based approach， optimizing procurement strategies， enhancing market voice， implementing risk
control throughout the process，and exerting subjective initiative in financial management，which providing a useful reference
for the procurement of imported coal.
Key words：coal-fired power enterprises；imported coal；procurement risks；coping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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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采购行为、降低风险的关键作用。魏东[9]表示需

重视进口煤贸易的经营、发展风险，从客户资信

管理、合同管理、资金管理入手，兼顾市场发展

趋势以应对风险。余智烨[10]依据风险管理和价格风

险管理理论，分析了进口印度尼西亚煤炭的价格

风险主要来自供需、采购提前期、运输、合同风

险等方面，并提出相应价格风险管控策略如借助

金融衍生品工具，优化企业组织结构，提高企业

信息化管理水平等。谭潇[11]从风险管理角度提出进

口煤炭代理业务中存在的风险，用模糊层次分析

法（FAHP）构建了风险评价指标体系，提出实施

客户资信调查制度、建立风险信息资料库、引入

套期保值业务、运用金融衍生品等避险工具、以

及加强内部风险管理的能力建设等风险管控措施。

综上，诸多学者、实务工作者对进口煤炭领

域的风险研究非常重视，且从法律、国家、行业

组织、海关、港务公司、煤炭贸易企业、煤炭企

业、煤电企业等主体视角展开了相关风险研究与

应对策略。但是从进口煤炭采购角度进行风险分

析和策略研究较少，因此，为确保国家电力供应

的安全与稳定，对煤炭采购领域、尤其是对煤电

企业进口煤采购的风险识别与应对策略研究十分

必要。

1 煤电企业采购进口煤炭总体概况

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煤炭需

求量已经占到全球需求总量的 50%以上。近年来，

虽然煤炭在中国占一次能源消费总量比重呈现逐

年下降趋势，但预计 2020年占比仍会接近 60%[10]。
据相关数据显示，如图 1所示，中国对动力煤的进

口量始终维持在可观水平。2009年，中国煤炭净

进口量 1.03亿 t，从煤炭的净出口国转变为煤炭净

进口国，并于 2011年超越日本成为全球最大的煤

炭进口国家。2013年，中国进口煤炭数量达到峰

值 3.27亿 t，占同期国内煤炭总产量 36.8亿 t的
8.8%。2015年，受国内经济增速放缓和行业政策

因素等影响，煤炭进口总量较 2014年总量下降近

30%。2016—2019年，国家对煤炭进口基本保持平

控政策，进口煤炭成为平抑煤价、调剂煤炭市场

需求缺口、保障电煤需求的重要手段，进口煤炭

总量维持在 2.55亿~2.99亿 t，进口煤炭已然成为煤

电企业煤炭消费的必要补充，尤其对于广东、福

建、浙江等沿海地区，考虑到燃煤采购的经济性

以及进口煤炭运距短、贸易便利等因素，这些区

域的煤电企业对进口煤炭依赖粘性较高，一些煤

电企业的进口煤炭采购量占其每年煤炭采购总量

的 30%~50%或更高比重。这种情况下，煤电企业

如何在风险可控的情况下进行稳定、安全和高性

价比的进口煤炭采购至关重要。

2 煤电企业采购进口煤炭面临的主要风险

2.1 政策风险

2.1.1 行业政策风险

近年来，受煤炭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环

保督查、中美贸易战诸多因素影响，进口煤炭政

策多次发生变化，如进出口关税税率调整、《商品

煤质量管理暂行办法》出台、进口煤炭配额的存

在、美国对中国进出口贸易的限制等，均不同程

度体现了国家意志对煤炭进出口政策的影响。而

每一项行业政策的落地，都会导致煤电企业已签

订合同的履约率、实际采购成本、采购周期等事

项潜在结果的不确定性。同时，大国之间在能源

领域的角力，也给中国煤电企业的进口煤炭采购

工作带来了更多风险，如欧美国家对俄罗斯能源

的制裁限制了国际煤炭贸易合同的履行，也给煤

炭进口商及关联方的合规管理带来较大风险。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总署。

图1 2011—2019年中国进口煤炭进口量与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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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金融风险

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进程中，国内外金融市

场不断调整。如汇率和利率的波动、国际大宗商

品纸货和期货交易平台的更替、中国郑州商品交

易所动力煤期货合约的上市（2013年）、海南国际

能源交易中心的成立（2019年）。随着金融市场与

国内外煤炭交易市场紧密融合步伐的加快，金融

衍生品将更广泛、全面地波及到全球煤炭现货贸

易的每个参与方，进口煤炭因其采购成本低、贸

易周期较长的特点将会更紧密的参与到此领域，

并为煤电企业带来风险。

2.2 商业风险

2.2.1 价格风险

据统计，我国煤电企业的煤炭进口主要来自

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俄罗斯、蒙古、朝鲜等

国家，进口煤炭在原产国资源集中程度高。除中

国以外，印度、越南等新兴经济体对于进口煤炭

的需求也大幅提升，进口煤炭矿方和较有实力的

跨国大宗商品贸易商对进口煤炭价格具有较大影

响力和话语权，继而削弱了煤电企业的采购议价

权。此外，进口煤炭运输必须通过远洋航运实现

交付，航运市场运价的波动、装运港船舶滞期的

风险客观存在。进口煤炭采购价格、国际运价及

滞期费用均会大幅提升煤电企业的实际采购成本，

带来价格风险。

2.2.2 违约风险

为保证燃煤终端的稳定运转和库存管理，煤

电企业对煤炭的需求为刚性，如果进口煤炭市场

短期内快速上涨，煤电企业容易面临卖方违约、

结构性缺煤的风险。

2.2.3 贸易风险

国际贸易中，一般卖方在煤炭于装运港被装

载进船舶后便完成了货权转移义务，并会要求按

照装货港的煤炭质量作为结算依据。而进口煤炭

国际贸易的远洋运输时限区间在 4~15天，煤炭在

装运港的质量报告出具时间平均为装船后 4~5天；

且进口煤炭贸易属大宗散货装运，运输过程中易

因受潮、高温或造成自燃、全水升高和热值下降，

这些因素都会导致煤炭在卸货港的质量检测结果

与装运港的质量较大偏差。因此，煤电企业面临

着实际收到的进口煤炭质量大幅下降的风险。此

外，当进口煤炭抵达卸货港后，因多数公共港口、

码头或锚地缺乏煤炭退运设备与条件，即便煤电

企业发现巨大煤质差异后意向拒收，也难以及时、

高效执行，且通过法律方式维权成本高、操作难

度大。

2.3 财务风险

2.3.1 成本测算风险

煤电企业在开展自行报关的进口煤炭采购业

务中，如果以美元作为结算币种，不仅要提前向

外管局等部门报备、申请开立美元账户后才可定

期获批大额美元额度，还要兼顾美元汇率的波动，

承担较大的财务压力和风险。如果对汇率、融资

利率、相关业务费用了解程度不够，可能引发不

必要的损失。如果煤电企业以人民币作为进口煤

炭的结算币种，同样需要考虑成本测算环节的汇

率等风险。

2.3.2 结算风险

煤电企业为规避风险，往往不会采用电汇（T/
T）、汇票等支付方式，普遍以国际性的信用证作

为结算工具。如果以信用证进行进口煤炭货款结

算，银行认可的结算依据即交单资料与开立信用

证要求相符，若议付行认为卖方所递交的结算单

据无误，则可能会以银行善意支付的形式进行垫

付。一旦卖方恶意伪造提单或议付单据，或煤

炭质量与装港偏差较大运送至卸货港才被知悉，

煤电企业只能先向银行议付款项，再进行维权。

此类财务风险一旦发生，将使煤电企业遭受巨

大损失。

2.4 经营风险

2.4.1 委托代理风险

如果煤电企业采用委托代理模式大批量集中

采购进口煤炭，即在企业内部成立一个采购中心，

开展专项业务。此模式的优势在于可以获得规模

效益，方便财务管理，易培育专业化采购团队。

但是，因为煤电企业难以对采购工作进行量化的

绩效考核、现行国有企业的人资管理侧重于成本

控制，所以煤电企业对采购中心的定位倾向于

“非盈利性机构”，对采购业务人员的绩效考核缺

乏薪酬激励机制，这种情况易导致采购业务人员

工作积极性不高。考虑到进口煤炭采购业务本身

对操作时效性要求较高，此种模式易引发业务操

作风险。

2.4.2 分散化模式风险

基于国内大中型煤电企业的实际情况，如果

煤电企业各下属电厂均以独立个体开展进口煤炭

采购，因各个电厂采购煤种、数量的局限，易造

成议价能力弱、实际采购性价比不高的问题。此

鲍 晴等：煤电企业进口煤炭采购风险应对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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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采购权限表面分散不利管理，若监管不力会

带来廉洁风险。

3 煤电企业应对进口煤炭采购风险的策略

本文将参考Y公司的实务经验，对煤电企业进

口煤炭采购中面临的政策、商业、财务、经营风

险，提出相关风险应对策略。Y公司为某大型省属

集团旗下十余家火力发电厂集中采购煤炭，并实

施供应、调度，肩负着某省电煤安全、稳定、经

济供应的重任。作为省内煤电企业的典型代表和

地区性进口煤炭采购的前行企业，从 2003年开始，

Y公司便致力于规模化、优质进口煤炭资源的采

购，主要的煤炭进口国为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

俄罗斯、越南。十余年来，Y公司的年均进口煤炭

采购超过 1 000万 t且取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如

2011年，Y公司进口煤炭采购量近 1 300万 t，接近

总采购煤炭量的30%，进口煤炭采购成本较国内同

期市场煤炭价格低约 30元/t，节约资金 3.67亿元，

有效降低了煤炭总采购成本。在此期间，企业积

累了大量有效且具有实际参考意义的进口煤炭采

购实务经验，不仅有效降低了燃煤采购成本，还

在探索中完成了专业、规范的进口煤炭信息化管

理系统、招标平台、风险管理体系建设。

3.1 走专业化、规范化、信息化道路

1）打造专业的采购团队。不仅在采购的经济

性上求突破，还要兼顾高效的实务操作。积极贯

彻响应国家对进口煤炭采购工作的指导与行业文

件要求，提升应对政策变化的敏感度、适应能力，

最大程度降低政策风险，Y公司 2016年获得海关

最高信用级别“AEO高级认证”，享有先行办理验

放手续、快速通关、异地报关等便利，有效缩短

了进口煤炭的通关周期，降低了船舶的滞期费用；

允许以保函代执行税款保证金，减少大额资金占

用压力；2016—2017年，Y公司的净利润预算完成

率从 92.08%上升为 216.33%，此领域财务费用的

控制是主要原因。

2）提升企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加强企业

内部管理、规范健全采购管理制度，职能上设置

风险控制、法律事务、纪检监察人员，按照制度

要求实施业务全过程风险把控，规避经营、廉洁

风险。经过风控体系、完善的制度建设，Y公司近

3年未发生国资委内控审计重大风险事件。

3）加强企业信息化建设。结合进口煤炭采购

业务实践，建立健全企业信息化管理系统，通过

科学的技术手段提升业务操作、风险控制、成本

统计测算等工作的效率。以信息化建设为媒介，

全面提升煤电企业进口煤炭采购工作的专业、

规范化水平。实践表明，Y公司已通过此方式

在进口煤炭业务环节实现减员增效，信息化建

设完成后可使进口煤炭单证操作人员从 4~5人缩

减为1~2人。

3.2 优化采购策略，提升市场话语权

1）加强进口煤炭市场研判力度。综合国内外

主要输煤港口与煤炭库存、上网电量波动、供电

成本测算等关键指标，动态调整国内与进口煤炭

采购配比、采购量，可考虑根据综合成本测算国

内煤炭与进口煤炭适宜采购的价差区间，把握进

口煤炭采购节奏，降低采购的价格风险。如煤炭

资源紧缺且国内外煤炭价格迅猛上涨的 2008年，

Y公司通过科学、准确的市场预判，提前以年度

合同、固定价格锁定了大量澳大利亚、印度尼西

亚煤炭资源，经测算比同期进口煤炭市场价格低

50美元/t和 35美元/t，为当年的燃煤采购节约人民

币4.6亿元。

2）推广公开、透明的阳光招标采购方式，设

置一定比例的投标保证金与履约保证金规则，不

仅可拓宽采购渠道、降低采购成本，也可提高合

同的违约成本、降低违约风险。Y公司在 2015年
实施阳光、保证金模式的招标采购方式后，始终

将进口煤炭招标采购合同违约率控制在3%以下。

3）注重同行合作，组织参与区域性联合采购

和商务谈判活动，发挥集中采购的规模效益，扩

大煤电企业在行业中的影响力，提升对矿方、跨

国大宗商品贸易商的议价能力，并争取更多有利

自身的合同条款。2013年至今，Y公司不定期与国

内较大规模煤电企业组织“双三角电力企业煤炭

贸易会议”，通过联合采购有效缩短进口煤炭合同

条款、价格谈判周期。并且，此种模式亦可协助

打造中国煤电企业的品牌效应，提升进口煤炭贸

易中中国煤电企业商誉，降低违约风险。

3.3 落实采购业务全过程风险把控

1） 强化装运港质量监督。采用前置化监督、

多渠道监督，设立煤炭原产国办事处，委托或委

派监督人员在装运港监督煤炭装运，畅通信息流，

注重信息反馈，以降低进口煤质差异风险。Y公司

于 2012年首创在印度尼西亚装运港同时委托两家

质检机构检验比对的质检方式，使得当年采购的印

度尼西亚煤炭装卸港热值差异仅为 4 kcal/kg，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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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装卸港印尼煤热值差异平均 81 kcal/kg降低

了77 kcal/kg，经估算当年节省采购成本2 100万元。

2）注重把握运输环节。煤电企业或考虑以战

略合作、股权投资等方式培育自有运力，与产业

链中的航运企业加深合作，在协助盘活市场航运

资产的同时规避卖方伪造单据、伙同船东的贸易

欺诈风险。从 2010年开始，Y公司便充分利用集

团下属航运公司自有运力，并将其与市场运力进

行合理配比，平抑国际航运运价，实现进口煤炭

贸易零欺诈风险。

3） 建立风险信息预警数据库[11]。识别矿方、

供煤方企业、航运公司、关联公司等关键贸易环

节可能的风险点并挖掘规整，委派专有部门人员

维护并进行风险预警，定时发布情况报告。2017
年，Y公司成立了纪检监察部及风控部，紧紧围绕

内部监察、审计、风控的职能建设，对经营风险

的把控不断细节化、系统化，切实深入到巡视、

审计整改要求关注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并充

分运用巡视、审计成果，兼顾完善企业管理规范

化建设。

3.4 发挥财务管理主观能动性

1）统筹兼顾，激发财务管理活力。除了按采

购计划制定财务计划，做好资金计划与筹集工作，

财务部门还可利用政策优势创造收益。通过研读

各类政策、文件，积极与海关、财政部门沟通，

能够为企业争取进口煤炭贸易贴息资金、进口增

量贴息资金等政策优惠；密切关注银行利率、汇

率动态，采用合理工具降低资金成本及汇率波动

带来的风险。Y公司近 5年通过申领进口贴息，年

均降低进口煤炭采购成本超 500万元；同时用锁汇

业务规避重大国际政治事件引发的汇率波动风险。

2）不断优化结算方式，降低结算风险。财务

结算上尽量避免电汇、汇票等一次性、付款条件

宽松的结算方式，以混合付款的国际信用证为主。

内容上保证信用证议付条款与进口煤炭贸易合同

条款一致；兑付方式上设置多次交单、不同议付

比例、时限等条件；结算程序上实施多部门复核

的结算审批流程。如Y公司近 10年间已实现信用

证议付条件与贸易合同条款的高度关联，在行业

内成功推广两次交单、多个付款期限的规范化进

口煤炭信用证模板，不断致力于以中国煤电企业

的信用与担当，推动国际大宗煤炭贸易行业的科

学、可持续发展。

4 结 语

对于进口煤炭的煤电企业而言，控制住进口

煤炭采购风险就意味着降低采购成本和财务成本，

提高资金使用率和进口煤炭稳定性。本文总结了

煤电企业在进口煤炭过程中面临的 4类风险，并据

此提出了 4类应对策略。除了上述 4类策略外，煤

电企业还可以考虑运用国内外金融市场衍生工具

合理避险以及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深化的形

势下积极探索企业体制机制改革、打造更具市场

化的员工薪酬激励机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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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我国煤炭工业企业经历了 40多年的高速发展，

已经形成了相对成熟的管理模型和人才培养模式。

近些年，随着互联网、物联网、智能开采等技术

在煤矿企业的广泛应用，对煤炭企业管理人员和

技能操作人员的技能提出新的挑战。一系列颠覆

式技术在不断颠覆着煤炭企业原有的生产、组织、

管理与运营模式，范式革命正在涌动，几乎所有

组织都在探索和思考适应于自身发展的新模式。

煤炭企业教育培训同样面临着这一问题，因此，

企业培训的主要任务也需从过去传授知识转变到

应对新的挑战问题，运用互联网的新技术、新思

维，探索新的培训模式已成为大型煤炭企业集团

人力资源管理实践的焦点。

对此，煤炭企业和学者展开了有益的实践和

探索。在新技术的应用方面，现有研究主要关注

了虚拟仿真技术[1-3]、三维动画[4]、微博、微信等新

媒体技术[5]在煤矿安全培训领域的应用，但在煤矿

其他领域培训的应用研究却相对匮乏。在新思维

的应用方面，“互联网+”[6]、移动学习[7] 等思想在

实践中得到了初步应用，很多煤炭企业集团都搭

建了在线学习和考试系统，但将互联网思想与煤

炭企业培训体系进行深度融合的探讨尚不多见。

多数企业往往使用在线系统进行培训和考核，却

未真正基于互联网实现对煤炭企业内部和外部知

识的获取、转化、学习、共享、挖掘和创新，互

联网的价值大大折扣。在新模式的探索方面，现

有研究已经开始关注信息时代煤炭企业培训的新

特点，并从宏观角度提出了煤炭企业培训的对

互联网时代大型煤炭企业员工培训模式探索

——以新集大学为例

孔令武，俞大海，孙春芳
（中煤新集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安徽 淮南 232000）

摘 要：随着互联网、物联网、智能开采等技术在煤矿企业的广泛应用，煤炭企业培训面临着从

传授知识到解决问题的新挑战。以中煤新集公司企业培训体系为研究对象，通过引入互联网时代

的精益敏捷和“互联网+企业大学”的思想，探讨并设计了适用于大型煤炭企业的新集大学培训模

式，以期通过该模式的运行提升中煤新集公司的培训效率和效果，并为其他大型煤炭企业探索创

新培训模式提供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新集大学；精益敏捷思想；煤炭企业大学；互联网+；职工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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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ing the training model of employees in large coal enterprises in the internet era
——Taking Xinji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Kong Lingwu，Yu Dahai，Sun Chunfang

（China Coal Xinji Energy Co.，Ltd.，Huainan 232000，China）

Abstract：With the widespread application of technologies such as the Internet，the Internet of Things，and intelligent mining
in coal mining enterprises，coal enterprise training faces new challenges from imparting knowledge to solving problems. Taking
the enterprise training system of China Coal Xinji Company as the research object，by introducing lean agility in the Internet
era and the idea of "Internet + Enterprise University"，the training model of Xinji University suitable for large coal enterpris⁃
es was explored and designed to improve the training efficiency and effectiveness of China Coal Xinji Company，and provide
reference and reference for other large coal enterprises to explore innovative training models.
Key words：Xinji University；lean and agile thinking；coal enterprise university；Internet +；staff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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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8-9]，但以某个大型煤炭企业集团为案例，基于

互联网时代的特点展开煤炭企业培训模式系统设

计的研究较少。可见，将互联网时代的新思想、

新技术与煤炭企业员工培训体系进行深度融合，

探讨一种适用于大型煤炭企业集团的培训模式，

成为互联网时代煤炭企业培训工作面临的新挑战。

中煤新集公司是以煤炭采选为主、煤电并举

的国家大型能源企业，也面临着培训转型发展的

问题。在移动互联和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今天，

如何定位煤炭企业培训的理念，如何灵活利用和

组织各种资源，特别是网络学习资源，实现知识

共享和共创，如何提升培训课程质量，让培训内

容切实提升员工技能并为企业创造价值，如何准

确评估员工知识技能的掌握情况和解决问题的实

际能力，从而提升培训的针对性，成为本文关注

的核心问题。

1 新集公司现行培训体系存在的问题

中煤新集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特别重视教育

培训工作，2019年，公司开办 10个综合素质提升

培训班、6个安全生产技术培训班、14个业务提升

专项培训班，共计 30项重点培训项目，分成 56期
培训班完成，取得了一定的培训效果，并逐步形

成了具有新集特色的培训体系。但是随着培训工

作的深入，现有培训体系的问题日益凸显，主要

集中在4个方面。

1） 培训效益意识淡薄。存在重复培训现象，

造成培训资源浪费，由于不同专业、不同类别的

培训分别由相关公司部室或基层单位各自开展，

所制定的培训计划和设置的课程，不同程度上存

在学员短期内在某个单项培训上重复交叉的现象，

不仅浪费培训资源，也影响了参培人员的正常

工作。

2）培训效果评估意识欠缺。每年公司花费大

量培训经费开办各类培训班，但培训结束后以

“一张试卷”来评判培训结果，不能全面反映培训

效果。培训知识的要领是否掌握，知识面是否覆

盖，是否能独立操作，往往与培训预期相差较大。

3）培训评价与目标意识不强。评价体系不健

全，未与晋升通道相挂钩，培训结果没有纳入公

司人才晋升通道，各类培训班的开设大部分是为

培训而培训，参培人员对培训的过程、考核及

评价不重视、不关注，没有起到应有的激励促

进作用。

4）学员主动学习意识有待提高。培训主动性

不足，学员被动参加培训，被动培训通常是培训

针对性不强，培训内容和参培人员所从事的岗位

无关；基层员工参加培训往往是组织安排或基层

推荐，参培人员不明白自己为什么培训，导致培

训的主动性不高。

为了适应中煤新集公司发展战略，新集教育

培训体系应该是什么样？在当前日益激烈的市场

竞争和不断变化的行业环境下，到底应该如何定

位新集公司教育培训的价值和模式，成为新集公

司面临和亟待解决的问题。

2 基于精益敏捷思想的新集大学理念的提出

纵观新集公司现行培训体系存在的问题不难

发现，煤炭企业传统教育培训主要是消除员工的

知识盲区，所以培训主要围绕着传统的知识传授，

随着教育培训工作的持续开展，已经基本消除了

员工胜任岗位的各类知识盲区，其产生的经济效

益难以评价。面对一系列生产、通信、计算机领

域颠覆式新技术的推广和应用，煤炭企业培训需

要解决的难题是如何敏捷解决各种不确定的新问

题。因此，培训的重点不是解决员工知识的广度，

而是如何提升智力的深度和高度。智力的深度是

指认识知识的价值，并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智力的高度则是指使员工在解决实际问题的实践

中培养自己的造诣，并拥有智慧进行知识创造的

能力。为此，特将互联网时代精益敏捷的思想和

企业大学的思想进行融合和拓展，创新构建新时

期新集大学的框架。

2.1 互联网时代的精益敏捷思想

互联网时代世界的特征被概括为乌卡 （VU⁃
CA），即：易变性（Volatility）、不确定性（Uncer⁃
tainty）、错综复杂性（Complexity）和模糊性（Am⁃
biguity）。可见，无时无刻的变化已经成为互联网

时代的常态。由此，敏捷开发、精益开发的思想

近年来在互联网行业中日趋受到重视，而互联网

时代的敏捷和精益有其新时代的涵义。

在互联网领域，敏捷开发是指利用MVP（最

小化可行产品） 进行快速迭代，通过不断交付产

品，从而不断获取反馈，积累更多知识，进而运

用这些知识做出更正确的决策，最终实现更灵活

的响应变化；精益开发的核心是高效、高质量地

交付价值，而实现的途径是持续改进资源效率和

流动效率，即：通过持续改进来实现价值的顺畅

孔令武等：互联网时代大型煤炭企业员工培训模式探索

79



2020年第3期 煤 炭 经 济 研 究 第40卷

流动。由此，精益敏捷的思想可概括为：通过

MVP的快速迭代和对产品的持续改进提升响应变

化的速度和质量，最终提升组织的适应能力。

这种精益敏捷的思想对于煤炭企业培训面临

的挑战同样适用。首先，煤炭企业培训面临的首

要难题是传统的静态计划式培训模式难以支撑快

速发展的技术变革和多变的企业发展需求。传统

培训模式往往是基于既定的战略、岗位和已知的

知识、技术展开培训。在当前的VUCA时代，技术

更迭、知识创新不断发生，多变的环境要求企业

不断调整战略、变更岗位，因此以往的静态培训

模式难以快速响应多变的培训需求，所以煤炭企

业培训也必须引入敏捷的概念，提升培训响应变

化的速度，从而为煤炭企业的发展提供更有利的

支撑。其次，煤炭企业培训效果往往欠佳，这不

仅与培训的敏捷性不足有关，还与各个培训间的

相互割裂、持续优化提升不足相关。煤炭企业的

培训往往都是相互独立的，各次培训内容之间的

相互衔接性、递进性不足，培训后的问题追踪、

反馈和针对性能力提升方案往往缺失，从而形成

“课上完，培训就结束”现象，培训课堂的知识难

以被员工真正掌握，更难以转化为实际能力。虽

然精益思想早已在煤炭行业的生产和管理中应用，

但在培训领域的实践还有待提升，需结合敏捷的

思想进行优化设计，形成可执行的持续改进培训

闭环，真正实现通过培训提升员工能力，进而为

企业创造价值的目标。

2.2 互联网时代煤炭企业大学的新定义

全球知名学习专家Mark Allen在《企业大学手

册》一书中指出，企业大学是一个教育实体，它

作为一个战略性工具支持母公司实现其使命，即

通过实施能培养个体或组织的学习、知识和智慧

的活动来辅助组织达成自身使命。国外对企业大

学的探索始于 1956年通用电气公司的克劳顿学院，

并于 20世纪 80年代进入快速发展期，世界 500强
中近80%的企业拥有或正在创建企业大学。

我国的企业大学兴起于 1993年的摩托罗拉中

国区大学。2015年以来，随着“互联网+”国家战

略的推进，国内兴起了创办企业大学的热潮，以

华为、百度、阿里、腾讯等为代表的科技企业开

始尝试“互联网+企业大学”的新模式，形成了华

为大学、百度技术学院、阿里学院、腾讯大学等

代表性的新一代企业大学。同时，“互联网+企业

大学”的模式也逐渐渗透到众多行业，形成了海

尔大学、招银大学、平安大学等各具行业特色的

“互联网+”模式的企业大学。

与其他行业相比，煤炭行业的第一所挂牌企

业大学为 2012年创办的徐矿大学，起步较晚。同

时，在“互联网+企业大学”的探索方面尚不成

熟，还未形成具有行业特色、体系完整的企业大

学模型。而基于互联网的平台化、移动化、数据

化、智能化培训无疑是企业培训转型发展的大趋

势，因此基于“互联网+企业大学”的“新集大

学”被提出。

新集大学基于“互联网+”的思想，将互联网

时代煤炭企业大学重新定义为：利用信息通信技

术以及互联网平台，让互联网与煤炭企业培训深

度融合，构建一个在线企业大学，利用数据挖掘、

机器学习等新技术和工具，充分发挥互联网在培

训资源整合和配置中的优化和集成作用，形成以

互联网为基础设施和实现工具的企业大学新形态，

成为煤炭企业的绩效伙伴和员工成长顾问。

基于上述定义，作为绩效伙伴，新集大学将

通过精益培训提炼高效的管理理念和工具，协助

各级核心人员把握管理关键点、资源配置原则、

任务管控核心、团队整合要点、管理诊断基本方

法，组织团队和员工以行动学习法的方式尽可能

在最短的时间内取得革命性的突破，从而获得大

幅绩效提升，并将业绩提升的方法固化下来确保

持续高效；作为成长顾问，新集大学将通过搭建

系统化的快速成长体系协助员工和组织快速成才

成长。可见，新集大学既有基于现有培训体系所

扩展的实体企业大学全套运作体系，又避免建设

实体大学所需的大量资金投入，具有高效率、低

成本的优势。

3 新集大学的设计与实践

3.1 新集大学的总体架构

基于对互联网时代精益敏捷思想和“互联网+
企业大学”的探讨，新集大学的总体架构遵循 3个
指导思想。首先，新思想与新技术不断引入企业，

知识的培训仍需坚持，但培训内容仍遵循动态调

整的原则，根据企业实际遇到的问题及时优化。

其次，教育培训工作要使员工从知道向做到转变，

通过构建从学习到应用反馈、再学习再应用反馈、

直至评估行为呈现的培训闭环，实现面向实际问

题提升岗位胜任能力，促进员工职业发展；再次，

以企业面临的实际问题为导向，以企业新知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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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绩效落地为目的，通过培训直接帮助企业创造

成果、提升绩效，从而实现通过培训直接为企业

创造价值的目标。

在上述指导思想的引领下，新集大学由 4个子

系统和 1个运行平台构成。其中：4个子系统分别

为贯穿精益敏捷思想的培训文化子系统、体现灵

活响应的培训组织子系统、反映敏捷转型的培训

课程子系统和集成精益智能的培训评估子系统；

运行平台则是指依托企业网络平台运行上述新集

大学的各个子系统，并进行综合管理。

3.2 培训文化子系统设计

精益敏捷文化子系统的核心理念是以“精益

求精、灵活响应、恪守规范、持续改进”为特征，

以最大限度地提高企业培训效率、降低培训成本、

创造最大价值为主要目标的培训理念设计。这一

设计思想在新集大学的体现主要围绕在当前快速

变化的企业内外部环境下，培养什么人、怎么培

养人、为谁培养人 3个核心问题展开，最终形成了

培训价值文化体系，如图1所示。

3.3 培训组织子系统设计

新集大学组织设计主要在借鉴实体高校成熟

运行体制的基础上，遵循灵活响应的原则，结合

中煤新集公司对管理人才、技术人才和技能人才

三大人才体系的实际细分需求，从而形成了具有

新集特色的“一委三部一中心三学院四年级”组

成基本架构，如图2所示。

“一委”为教育培训管理委员会，是新集大学

最高管理机构。负责研究决定大学改革和发展以

及教学、行政管理等工作中的重大问题；按照干

部管理权限负责干部的选拔、教育、培养、考核

和监督等。

“三部”为综合管理部、教务管理部、学员管

理部，是新集大学机关部门。根据各自职责指导

和管理大学下属各学院开展教学工作，其中：综

合管理部主要负责干部的选拔、管理考核，教师

的选聘、管理和考核，大学其他的行政等综合事

务；教务管理部主要负责大学的教学工作，包括

教学计划的制定和执行、专业建设和课程设置；

图1 新集大学精益敏捷培训文化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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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员管理部主要负责全体学员的管理工作，包括

学员的学籍、考试及成绩的管理，学分的核定、

虚拟培训帐户和虚拟培训货币的发放和管理。

“一中心”为考评中心，是新集大学教育管理

委员会直属机构。负责全体学员的培训效果考核

评价，并根据考评结果确定学员应得学分。

“三学院”是管理学院、技术学院、技能学

院，为新集大学下辖二级单位。负责各自学院下

属各年级所有学员的日常培训、管理、监督等

日常工作，各学院负责做好本院学员的课程体系

设置。

“四年级”为每个学院对应学员岗位和职级均

设置一、二、三、四年级。学员在同时满足学分

累计和考评中心考核评价的前提下，可以参加高

年级的学习培训。

图2 新集大学培训组织构架

3.4 培训课程子系统设计

新集大学的课程设计主要采用以企业实际问

题为导向，以敏捷转型为原则，以项目小组为载

体的灵活模块化拼接设计。模块化拼接设计，以

基本知识和技能点形成模块化学习单元。但在学

习单元组织课程时，不再以传统的专业、部门或

层级为标准进行组织，而是采用以企业问题为导

向的组织方法。即：围绕一个实际问题，根据解

决问题所需的知识和技能，搭建由跨专业、跨部

门、跨层级的学习单元所组成的课程。这就意味

着课程内容非传统的静态的，而是随着问题的不

同或者同一问题面临的不同情景，形成不同的课

程内容，从而确保课程内容的灵活性、针对性和

实用性。

为此，课程采用“五步法”进行设计。第一

步是需求分析，分析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学员

解决该问题需掌握的应知应会知识和技能以及下

一步需要提升的工作能力；第二步是确定目标，

要先明确具体的培训目标，再根据目标确定培训

课程，目标点不宜过多；第三步是内容设计，培

训课程和内容源于学员可接受的范围，并且具有

严密的逻辑和清晰的层次，观点与论据匹配；第

四步是方式选择，根据不同岗位、专业、层级的

学员，选取适当的培训方式；第五步是评估优化，

通过问卷调查、座谈交流、意见征集等方式，征

求相关单位、部门及学员的意见建议，对课程设

计进行不断完善和改进。

3.5 培训考评子系统设计

在培训考评设计上，为了解决以往考评中存

在的难以反映培训效果的问题、难以激发员工参

与培训积极性的问题，特借鉴华为大学“训战结

合”的培训方式，将个人自学与集中培训相结合、

理论学习与实践操作相结合，采用大学学分制培

训模式，开创培训虚拟货币和专用虚拟培训账户

理念，进行精准、特色培训。

首先，针对每一门课的考评均设有教育培训、

个人提高、导师辅导、行动学习 4个核心环节，每

一环节单独考评，且均有学分设置。教育培训环

节为课堂教学，个人提高为课后自学，导师辅导

和行动学习为小组形式的实战，通过 4个环节确保

学员真正掌握所学内容，从而保障考评结果能够

真实反映培训效果。特别是行动学习环节，充分

考评了学员将所学知识应用于企业实践，解决实

际问题的能力，从本质上解决了以往培训单纯考

试，不能反映知识运用以及对企业创造价值效果

的问题，提升单门课程考评的精确性。

其次，针对学员全培训周期的考评，则采用

大学式修习科目为单个考核单元，学完一科考核

一科拿一科的学分，考核不过关进行重修，分专

业分年级确定不同学分标准、总量控制，修够本

年级要求学分准予毕业。每年根据不同职位年度

培训需要，为每个学员的专用虚拟培训账户存储

一定虚拟货币，当发生重修或想多修时，则自行

购买虚拟货币，以促进学员的培训积极性，提升

培训效果。

3.6 新集大学的实践

自新集大学这一培训理念和模式提出后，中

煤新集公司就积极推进其在公司内部的应用和推

广，已搭建了承载新集大学运行的企业内部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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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正逐步完善平台学习资源及保障新集大学

运行的各种制度和保障措施。

通过基于互联网平台的新集大学的运行，新

集公司近 2 600名管理干部和员工平均每人已完成

了 550 h的学习和培训。新集大学已构建 120门企

业内部课程，这些课程不仅包含基于外部资源的

理论，还涵盖来自企业一线员工工作经验的提炼、

总结和再创造，帮助新集公司真正实现了从传统

培训的单向传输知识到知识的管理和创新，体现

了互联网与企业培训的深度融合。但因新集大学

的建设时间尚短，后续还将在学习数据挖掘分析、

学习资源智能推荐等方面进行不断深入的探索和

创新。

4 结 语

本文以中煤新集公司培训体系为研究对象，

在分析公司培训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上，结

合互联网时代精益敏捷思想和“互联网+企业大

学”培训模式，构建了新集大学这一全新的煤炭

企业培训模式，设计了新集大学的文化、组织、

课程和考评子系统。该设计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

合的原则，充分考虑新集公司培训工作的实际现

状，符合新集公司战略发展的需要和互联网时代

特征。同时，这种虚拟大学的企业培训运行模式，

也可为其他国有大型煤炭企业集团的培训优化提

供一定的借鉴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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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长期以来，我国煤炭行业发展相对滞后，煤

炭企业面临着生产方式人工化、管理模式人为化、

资源开采随意化、经营理念和环境保护落后、管

理人才和普通矿工流失严重等问题[1]。随着经济全

球化和我国改革开放的水平不断提高，这些问题

严重阻碍煤炭行业和企业的发展。另外，近几年

随着各种清洁能源的广泛使用，煤炭资源的使用

在不断减少，这给煤炭企业带来了巨大的外部竞

争压力。企业文化作为企业的灵魂，体现在企业

的一切活动中，加强企业文化建设能够为企业产

生一系列的精神动力，可以激发企业整体的积极

性与创造性，构建强大企业力量和凝聚员工个人

力量的制度体系，为企业提高工作质量提供重要

保证，能推动企业的工作发展。企业文化的建设

工作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理论层面，明确企业

共同的价值观念、精神理念以及行为准则；二是

实践层面，凝聚企业内部所有成员的思想与行动

力量，更高效地实现企业的发展目标。企业文化

的建设必须要顺应企业的生产、满足企业的需要

以及推动企业的健康发展。企业文化作为社会主

义文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企业转型升级、

健康发展的精神支柱和动力源泉[2]。在实际生活

中，已有很多成功企业的案例体现出企业文化在

企业生存与发展中所发挥着重要作用，也不断提

高人们对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视程度。所以，为了

改变当前煤炭企业发展滞后、缺乏竞争力等现状

以及促进煤炭行业可持续健康发展，煤炭企业需

要满足当前市场的需求，内部经营方式，加强安

全生产科学管理，努力提升工作技术含量，积极

创立企业文化。

因此，本文针对煤炭企业中企业文化在企业

管理中的战略定位展开分析。通过明确企业文化

与企业管理的关系，正确把握企业文化在煤炭企

业管理中的战略定位，并为煤炭企业提出了相应

的有效措施来充分发挥企业文化的作用，加强企

业文化建设，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地健康地发展。

企业文化在煤炭企业管理中的战略定位研究

秦 立 宁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100011）

摘 要：企业文化作为企业的灵魂，渗透在企业一切活动之中，在企业管理和战略中发挥着重要

的作用。阐述企业文化的内涵与作用，分析企业文化与企业管理的关系，研究企业文化在对煤炭

企业管理中的战略定位，据此提出了明确煤炭企业文化战略定位的措施，为煤炭企业文化建设提

供思路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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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strategic positioning of enterprise culture in coal enterprise management
Qin Lining

（China Shenhua Energy Co.，Ltd.，Beijing 100011，China）

Abstract：As the soul of an enterprise，corporate culture penetrates into all activities of the enterprise an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enterprise management and strategy. The connotation and function of enterprise culture was expounded，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terprise culture and enterprise management was analyzed，and the strategic position of enterprise culture in the man⁃
agement of coal enterprises was studied. According to this， the measures were put forward to define the strategic position of
coal enterprise culture，which can provide the idea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oal enterprise culture.
Key words：enterprise culture；enterprise management；strategic positioning；cultural construction；coal enterpr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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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企业文化与企业管理

1.1 企业文化的内涵与作用

1.1.1 企业文化的内涵

“企业文化”的概念最早出现在 20世纪 80年
代，企业文化指的是企业在精神文明方面的总价

值的一个体现，是一种不断发展进步的企业精神，

潜移默化的影响着企业员工工作习惯、意识以及

感情。企业文化在形成过程中并不是独立的，而

是伴随着企业从无到有在整个生产过程总结归纳

出来的，是一种特定的文化现象，包括物质方面

的财富文化和思想方面的精神文化。

企业文化不仅仅是“企业”和“文化”的简

单相加，更是一种价值观、信念以及行为准则等

方面的复合体，且由于文化本身具有性质独特、

难交易以及难模仿特点，所以，每个企业都有其

独特的企业文化[3]。

1.1.2 企业文化的作用

企业文化作为企业发展的灵魂，其最核心的

内容就是价值观[4]。在现代企业中，企业文化主要

用来体现企业的价值追求方向，反映了全体员工

积极地工作态度和良好的工作氛围。优秀的企业

文化不仅能丰富人的精神力量，还可以创造出巨

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使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永葆

动力，坚持正确的发展方向。对于全体员工来说，

优秀的企业文化更能加深对企业认同感和归属感，

调动生产积极性，使其在积极工作中获得幸福感。

拥有优秀的企业文化能够使企业在整个行业中树

立起良好的企业形象，提高其核心竞争力。

1.2 企业文化与企业管理的关系

企业文化与企业管理二者是相互作用的，企

业的经营与管理活动都离不开企业文化的指导。

人是企业组成部分的核心，所以对企业的管理即

对人的管理，而对人管理的实质就是对人的知识

和价值观的管理。企业管理支配着企业的规章制

度、组织结构、战略决策等方面，企业管理要面

向企业日常活动中的所有问题，高效的企业管理

可以促进员工的积极性，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企业文化是企业的精神支柱，潜移默化的影响着

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力，组织的凝聚力和创新力

等方面。企业文化和企业管理统一于企业活动中，

企业文化体现在企业管理的各个方面，企业的管

理者在运营企业的过程中使用的方法和制定的制

度属于企业文化的范畴，比如企业的奖惩制度、

考勤制度、生产产品管理等都是企业文化的体现，

因此企业文化在企业管理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是企业管理中不可或缺的力量。企业文化和

企业管理密不可分，企业管理为企业文化的树立

提供条件，企业文化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驱

动力，企业文化管理是企业管理的最高境界，企

业管理和企业文化两者相互包含，相互促进，共

同作用于企业发展中。优秀的企业文化是企业管

理的有效手段，对整个企业的经营与管理起到至

关重要的作用[5]。

2 企业文化煤炭企业管理中的战略定位

2.1 提高煤炭企业核心竞争力

在当前竞争较为激烈的市场环境中，煤炭企

业的发展面临巨大的压力。现代企业的竞争，更

多的是企业在所处的环境中整合和利用资源能力

的竞争。各个企业要想在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

必定要有自身的核心竞争力。企业核心竞争力一

般是由企业所拥有的稀缺的、持久的、不可替代

的资源所形成，然而企业文化作为企业长期发展

过程中独特的文化，具有持久、难模仿等特点，

企业文化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核心要素。企业文

化作为企业自身独特的文化，是企业核心竞争的

专长和源泉[6]。科学的企业文化不仅能够加强企业

管理决策的科学性与系统性，而且能够进一步加

强员工的凝聚力和工作积极性，企业的市场竞争

力就能够得到比较有效的提升。如果缺乏科学的

企业文化进行指导，就会导致企业的经营与管理

决策缺乏足够的科学性，这时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也就无法得到有效的提升。因此，在企业管理中

科学的企业文化是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因

素。

在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煤炭企业想要

得到稳定发展，就必须依靠企业文化，加强企业

管理能力，塑造自身的核心竞争力。企业必须在

顺应市场发展趋势的基础上，依据独特、优秀和

科学的企业文化形成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在市场

竞争中持续和健康发展。所以， 企业文化建设在

煤炭企业中的战略定位是煤炭企业发展的力量源

泉，是提高煤炭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必要途径。

2.2 为煤炭企业提供精神向导

企业文化是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结合，它

体现了公司的精神，也代表着企业的精神导向[6]。

企业文化的功能包括规范、凝聚、向导与激励等，

秦立宁：企业文化在煤炭企业管理中的战略定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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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煤炭企业的管理过程中，企业文化的建设能够

为企业设定共同的职业道德、愿望目标、企业精

神，将全体职工与企业处于一个共同的精神层面，

增强整体的使命感与责任感。因此，良好的企业

文化也能够在企业中形成良好的内部分为，体现

强大的文化力量，在企业具体的管理过程中发挥

出有效的精神引领作用，帮助提升企业的精神建

设。随着国家经济的飞速发展，国民生活条件不

断提升，人们对于企业的选择不仅仅局限在物质

层面，其对于精神层面的考量越来越多。煤炭企

业想要真正地打造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就必须

建立起企业良好的精神形象，发挥其自身独有的

企业文化，为企业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思想支持。

近年来，企业文化在整个企业管理过程中的精神

导向作用不断凸显，在整个企业管理过程中也逐

渐的作为企业发展战略被重视和建设[5]。

2.3 为煤炭企业的发展与管理指明方向

企业文化与企业管理两者相互包含、共同促

进，企业管理为企业文化构建提供保障和条件，

企业文化可以帮助企业高效管理，促进企业良好

的发展。煤炭企业的发展是和企业内部高效管理

分不开的，而企业管理又需要企业文化来引导[7]。

良好的企业文化都是企业在多年的经营过程中不

断凝聚而成，其对于公司的整个指引作用不言而

喻。企业文化与企业发展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

可以有效地帮助企业解决一些通过其他途径不能

够解决的管理问题，还能够帮助企业不断地纠正

发展方向，使得企业能够沿着正确的导向不断前

行。保持自身良好的发展理念，逐步地实现自身

的企业定位，达成企业的目标。因此，煤炭企业

文化在企业管理过程中起到方向指引作用，帮助

煤炭企业更好地规范自身行为，实现良好的企业

目标。

2.4 为煤炭企业提供战略支撑

在企业管理中，企业发展战略是其重要内容

之一，其制定和实施都是基于企业文化。企业文

化与企业战略是相协调、相适应的，企业的使命

和愿景是通过战略来实现的。其中优秀的文化能

够指导帮助企业发展去形成有效战略，与此同时，

战略目标的实现必须通过优秀的文化作支撑；能

够为企业良好形象提供基础，打造出企业自身特

色品牌，进而大大提升企业的竞争力。另外，企

业的文化与制度是相互影响的，煤炭企业也不例

外，其企业文化能够为企业内部制度的制定、实

施提供有力支撑，促进企业发展和管理。

3 明确煤炭企业文化战略定位的措施

3.1 坚持“以人为本”思想理念

“以人为本”是企业文化的精髓，对于煤炭企

业，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在企业文化建

设过程中，有必要将“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管

理理念融入企业管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高企

业文化建设水平[8]。坚持“以人为本”要做到以下

3个方面：第一，企业在建设企业文化的过程中需

要营造轻松和谐的工作氛围，有效地增强员工的

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第二，在企业文化建

设过程中，企业管理层需要增强员工对企业文化

的人文关怀，确保员工与企业文化达成共识，从

而增强员工的积极性与在企业的归属感，充分考

虑员工的需求，使他们从心底里认同企业发展的

观念，积极参与企业的发展建设里来，将自己的

积极性充分发挥，使他们感受到自己在企业中的

价值可以得到充分体现；第三，用共同愿景激励

员工、吸引人才、留住人才，营造珍惜人才、重

视人才、合理使用人才的良好氛围[9]。

3.2 突出煤炭企业特色

想要更好地发挥出企业文化的作用，在进行

企业文化建设的过程中需要突出煤炭企业自身的

特色，使其在企业管理中具有更加明确的战略定

位。如安全对于煤炭企业是十分重要的，要加强

安全文化建设等，突出安全的重要性。煤炭企业

需要在吸收其他企业先进经验的同时，时刻注意

保持自身企业文化的特色，而不能对其他类型企

业的经验进行照搬套用。只有这样才能保障企业

文化建设水平的进一步提升，真正地将企业文化

作为整个企业管理过程中的必要战略定位，使其

促进企业管理，进而帮助企业实现更好的发展。

3.3 加强企业文化宣传

企业文化价值要想得到充分发挥，整个企业

的所有领导及员工都必须对自身企业的企业文化

有充分的了解和掌握。因此，企业文化不仅要建

设好，还要加强宣传工作。企业文化的宣传工作

主要包括两种形式。①将企业文化制定成宣传单、

宣传手册等，通过这种形式来传播企业文化，让

更多的员工人员了解吸收企业文化。或者是在以

上形式种加入各种活动，如将企业文化设置成题

目，让企业员工进行有奖答题等。可以提高每个

员工对吸收企业文化的兴趣，也要设置相应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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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提高员工对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程度。②通过

开展相关座谈会，让企业内各层次的主要人员参

与进来，为企业的文化建设献计献策，必要时针

对企业文化的现状及建设需求展开讨论，从而不

断完善文化建设的过程和内容，更好地让员工心

中树立起主人翁意识，有效提高文化建设的效

率 [10]。

通过加强企业文化宣传，能够提高企业的领

导以及管理人员对企业文化及其作用的认识程度

和重视程度，使员工可以更加主动地去了解、熟

悉以及认可企业文化；能在企业的内部形成较为

良好环境及文化氛围；能够使企业文化与企业形

象更好地向外宣传。企业知名度在市场中得到提

高的同时还能提高企业员工的积极性，进而推动

企业可持续发展[11]。

3.4 推动企业文化创新

创新可以使企业保持生命力，而在企业文化

方面的创新是其源动力。现代社会发展节奏快，

这也对煤炭行业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首先

要对思想进行解放，管理观念不断进行更新；其

次，要基于分析、整理企业原有的文化，结合煤

炭企业本身的特点和情况，对其优秀理念保持传

承，学习吸收更加先进的管理模式，创造出更新

的企业文化。这样所建设的企业文化才能够适应

企业自身发展；最后，加强企业文化的管理职能

化，将其运作机制视为企业管理机制中重要的组

成部分，再结合企业自身发展以及管理方面的特

有需求，将较为先进的文化与发展理念吸收并转

变为自身企业能够付诸实践的具体目标，进而完

善、丰富企业文化且有效推动其发展[12]。只有不断

推动企业文化创新，才能更加充分的发挥企业文

化给企业管理带来的作用与价值发挥的更加充分，

进一步使煤炭行业的各个企业得到更长远且健康

的发展。企业管理发展离不开不断发展的企业文

化，因此，煤炭企业文化建设需要顺应时代的发

展潮流，坚持不断创新，与时俱进。

4 结 语

随着市场环境不断发展变化，在煤炭企业的

管理中，企业文化的战略定位变得十分重要。为

了让煤炭企业的发展持有强劲的动力，做好企业

文化的战略定位工作十分有必要，企业文化可以

为煤炭企业的发展指明方向，帮助企业更好地控

制自身的发展形式，同时还可以为企业的发展注

入更多的精神动力，起到有效的精神引领作用，

更好的服务于企业的建设和发展。煤炭企业应当

努力打造出自身特有的文化，树立起更好的品牌

形象，以此来打造出企业独特的风格，进而不断

明确自身的企业定位。同时也有助于增强企业自

身的凝聚力，为员工营造较好的发展环境，引导

员工对企业有更好的认同，进而为企业注入更强

的发展动力，从各方面提高企业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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