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导 论 Introduction

“十四五”期间现代煤化工发展的几点思考

中国工程院院士 谢克昌

经过多年发展，我国现代煤化工产业已经取得长足进

步。一是总体规模在全球前列。截至 2019 年，我国煤制

油产能 921万 t/a，煤制烯烃产能 1 362万 t/a，煤制乙二醇

产能为 478 万 t/a，煤制气产能为 51.05 亿 m3/a。二是示范

或生产装置运行水平不断提高。采用具有国内自主知识产

权技术建成的 400万 t/a煤间接液化示范项目、百万吨级煤

直接液化示范项目和数十套 50 万~60 万 t / a 煤制烯烃

（MTO） 项目实现了安全稳定长周期运行，物耗、能耗、

水耗和“三废”排放量不断降低，产品差异化水平有所提

升。三是相当一部分技术处于国际先进或领先水平，具体

来说，大型煤气化技术已经处于国际水平，高温费托合成

技术处于国际先进水平，煤制烯烃、煤制芳烃、低温费托

合成、煤制乙二醇、煤油共炼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煤

直接液化、粉煤中低温热解及焦油轻质化技术属于国际首

创。但是，现代煤化工发展还存在一些制约因素。

一是产业发展战略定位不明确。煤炭是我国能源自给

的主力，社会对现代煤化工与绿色高端化工可以实现清洁

高效、部分替代石油化工缺乏认知，进而出现的“去煤

化”与“闻化色变”，使我国煤化工的战略定位一直未清

晰明确，从而导致政策的多变和企业如坐“过山车”般的

感觉。

二是内在不足影响产业竞争力水平。煤化工本身的能

源利用与资源转化效率偏低，由“三废”特别是煤化工废

水引起的环保问题突出；由于现代煤化工工艺中调氢（变

换）反应的不可缺失，耗水与碳排放较多；由于初级产品

多，精细化、差异化、专用化下游产品开发不足，产业比

较优势不明显、竞争力不强；由于技术集成度和生产管理

水平上的差距，产品成本偏高，整体效能有待提高等。

三是外部环境制约产业发展。石油价格与供应、产品

产能与市场、资源配置与税收、信贷融资与回报、环境容

量与用水、温室气体与减排等都是影响我国煤化工发展的

外部因素。某些时期和某些区域，这些因素单一或叠加不

仅严重制约着煤化工的健康发展，而且大大降低了已形成

产业的经济抗风险能力。

能源安全是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

问题。当前，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秩序和经济活动的巨大

冲击，地缘政治深刻变化，能源安全保障压力增大，我国

发展现代煤化工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面对复杂的国内外

发展环境，“十四五”要按照“扎实做好‘六稳’工作，

落实‘六保’任务”要求，为全面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复

苏我国经济提供坚强能源体系保障。现代煤化工作为能源

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要以“推进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

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为总体指引，将

“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基本要求作为“十四五”现代

煤化工产业发展的基本遵循，为此提出以下发展建议。

关于清洁发展，一方面要积极发展高效污染物脱除技

术、多污染物协同控治技术、废水近零排放技术以及“三

废”资源化利用技术，依托示范工程尽快实现产业化；同

时，也要立足大气环境、水环境与土壤环境容量，科学布

局煤基能源化工产业。另一方面，要建立健全煤基能源化

工清洁生产标准与相关环保政策，完善项目审批、全过程

监管以及后评价的清洁生产管理体系，明确监督职责，形

成问责制度，引导和调控煤基能源化工产业清洁化发展。

关于低碳发展，要明确煤基能源化工减碳的有所为和

有所不为，一方面要充分利用煤基能源化工过程中副产高

浓度CO2的优势积极探索CCUS技术，超前部署高效CCS

以及 CO2驱油、CO2制烯烃等 CCUS 技术的前沿性研发，

拓展CO2资源化利用途径；另一方面又不能“投鼠忌器”，

无视煤基能源化工高碳工业的工艺属性，阻抑煤基能源化

工的科学发展，要通过颠覆性技术突破源头减排和节能提

效的瓶颈，弱化煤基能源化工的高碳性。

关于安全发展，政府应明确煤基能源化工作为我国能

源安全保障的压舱石的战略意义与产业定位，切实将煤炭

清洁高效开发利用作为能源转型发展的立足点和首要任

务。此外，要主导制定煤基能源化工发展规划政策，引导

颠覆性工艺技术创新，有序推进煤基能源化工逐步实现升

级示范、适度商业化与全面产业化；制定相关保障性经

济、金融政策以提高实施企业的经济性与竞争力，形成一

定规模的油气能源替代能力，为现代煤化工营造良好的产

业发展外部环境。

关于高效发展，应积极开展合成气直接制烯烃/芳烃、

煤热解气化一体化等高效煤基能源化工技术的研发以及工

业化应用，实现节能降耗的突破性进展；大力推进煤基能

源化工与电力等产业的融合发展，延伸产业链，生产高端

化、特色化、高值化化学品，提升经济效益与抗风险能力

与竞争力；深挖管理节能潜力，重点推广低位热能利用技

术等一系列节能、节煤、节水技术，优化过程工艺，提高

能源资源利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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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长期持续的

中高速增长，创造了诸多“中国奇迹”[1]。在经济

发展的重大需求引领下，能源的市场需求量持续

攀升，但长期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对能源产生

巨大需求的同时也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埋下

了隐患，能源资源短缺及供需矛盾加剧、生态环

境持续恶化等一系列问题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渐凸

显。2018年世界一次能源消耗增长 2.9%，是过去

10年平均增速的 1.5倍，其中，中国、美国及印度

贡献了全球能源需求增长的 2/3，中国仍然是世界

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和全球第一大油气进口国，

石油对外依赖度达 72%，为近 50年来的最高水平，

能源消费占全球的24%，占全球能源消耗量增长的

34%，已连续 18年成为全球能源消费量增长的主

要驱动力。能源在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但也不可避免的产生了众多环境问题，2018年全

球产生碳排放 6亿 t，增长了 2%，为近 7年的最高

增速，中国因能源使用产生的CO2排放增长 2.2%，

相比较于近 5年平均 0.5%的增速呈现出显著的反

弹趋势 （数据来源于 《BP 世界能源统计年鉴

2019》）。能源问题已经超越国界，成为世界各国

我国区域能源效率测度及投入冗余比较

张 艳 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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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分析能源资源的投入冗余状况，考察能源效率的区域差异，有利于能源资源投入的有

效整合及区域能源效率的提升。采用DEA—BCC模型对我国内陆 30个省市区 2016年的能源效率进

行测算，并对投入冗余进行比较分析，研究结果表明：①外界环境对区域能源效率影响程度较大，

剔除环境因素及随机扰动项之前的效率值被高估；②能源效率的省际差异性较大；③存在较为严重

的能源投入冗余，剔除环境因素及随机扰动项后零冗余的省市区由11个减少至8个。主要贡献在于

计算了各省市区能源投入冗余比例，并依据区域能源效率差异及投入冗余情况提出针对性建议，为

今后实现区域能源资源合理配置并提升能源效率提供参考。

关键词：能源效率；三阶段DEA模型；投入冗余；区域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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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ison of regional energy efficiency measurement and input redundancy in China
Zhang Yan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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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redundancy of energy resources input，examining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energy efficien⁃
cy， is conducive to the effective integration of energy resource inputs and the improvement of regional energy efficiency. The
DEA-BCC model was used to measure the energy efficiency of 30 provinces and municipalities in mainland China in 2016，
and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input redundancy.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①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has a greater
influence on regional energy efficiency，and the efficiency value before environmental factors and random disturbance terms are
overestimated. ②The inter-provincial differences in energy efficiency are large. ③There is more serious energy input redundan⁃
cy，and after eliminating environmental factors and random disturbances，the number of provinces and cities with zero redun⁃
dancy is reduced from 11 to 8. The main contribution is to calculate the ratio of energy input redundancy in various provinc⁃
es and cities，and to provide targeted suggestions based on regional energy efficiency differences and input redundancy，provid⁃
ing a reference for future reasonable allocation of regional energy resources and improvement of energy efficiency.
Key words：energy efficiency；three-stage DEA model；input redundancy；regional dif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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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的全球性问题。为加快建立清洁低碳、安全

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我国将节能减排作为一项

约束性指标纳入“十三五”规划。同时，党的十

九大报告也提出，我国要全面推进工业、建筑业

等社会各领域节能，加强对节能技术与节能产品

的研发与推广，推进能源综合利用。

学者对区域能源效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能

源效率的指标选取及测算、能源效率影响因素的

分析和区域间能源效率差异性的比较研究 3个方

面。在指标选取及测算方面，首先针对指标的选

取，主要分为单要素能源效率指标和全要素能源

效率指标，由于单要素能源效率指标仅仅考虑某

一种能源投入所获得的产出，存在较大的局限性，

因此，近年来全要素能源指标受到众多学者青睐，

在投入指标方面，选取能源消费量、资本存量和

劳动力者居多，在产出指标方面，采用GDP变量

者居多。如Hu等[2]、魏楚等[3]以资本存量、劳动力

及能源消费量为投入变量，以GDP为产出变量对

我国能源效率进行分析；Zhou等[4]、Rao等[5]认为不

考虑非期望产出的能源效率测算结果，不能为能

源效率提升提供有效的参考，因此将非期望产出

CO2、SO2、化学需氧量等引入到能源效率测度模型

中，对区域能源效率进行了深入研究；在能源效

率评价方法的选择上一般分为非参数方法和参数

方法两种，DEA作为一种非参数的评价方法，具

有无需事先确定生产函数、指标权重等优势被广

泛应用于能源效率的评价中，黄德春等[6]运用三阶

段DEA模型对我国区域能源效率进行分析，关伟

等[7]基于DEA-ESDA模型测算了辽宁省能源效率，

并分析其在时间与空间上的总体分异特征，韩瑞

玲等[8]采用DEA-Malmquist模型分析了唐山市 34个
工业行业 1992—2012年全要素经济生产率和全要

素能源生产率，刘学之等[9]基于DEA交叉效率模型

评估了我国钢铁行业的能源效率；周睿[10]、刘丹丹

等[11]、马晓君等[12]在能源效率测度基础上对区域能

源效率影响因素做了分析。

基于能源效率的测算结果，部分学者展开了

对区域间能源效率差异性的研究，冯博等[13]在对我

国建筑业能源效率评价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东

部地区、中部地区以及西部地区建筑业平均能源

效率的差异；王强等[14]对我国东部地区、中部地

区、西部地区以及东北地区能源效率进行了分析；

任毅等[15]分析了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的能源效率差

异 ； 岳 立 等[16] 采 用 方 向 性 距 离 函 数 与 Global

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法，对“丝绸之路经济

带”核心区、重要区及辐射区全要素能源效率进

行比较。

已有文献在能源效率的测度、影响因素的分

析等方面已经发展成熟，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

究能源投入冗余的并不多，导致无法实现对能源

资源合理配置问题的足够重视，只有极少数学者

对能源投入冗余展开了研究，针对全国能源投入

冗余分析的更少。尹建华等[17]测算了我国省际工业

部门能源效率，并分析投入冗余，指出各要素投

入均有不同程度的冗余，尤其是能源投入冗余；

Ma等[18]在全要素能源效率框架下对江苏省 1995—
2007年的能源效率进行测度，并在此基础上分析

了能源投入冗余情况，发现在所有要素投入中，

劳动力冗余率最高；只有王鸿远等[19]研究了我国

2008—2012年区域能源投入冗余率。

本文考虑到三阶段DEA模型，可以将DMU放

置于同一生产环境下，只考虑各DMU内部管理及

生产规模对效率的影响，能够得到更真实的效率

值，首先借鉴 Fried等[20]学者提出的三阶段DEA模

型对我国区域能源效率进行测度，在此基础上进

一步分析能源投入冗余，并以纯技术效率和规模

效率均值为临界值将我国划分为 4个区域，以能源

效率和能源投入冗余情况分析为依据，提出提升

我国区域能源效率的政策建议。

1 研究模型

1.1 效率测度模型

传统DEA模型无法剔除环境及随机扰动项对

效率值的影响，通过调整投入变量得到更为准确

的效率值，同时考虑到投入更易控制，选取投入

导向模型。

第一阶段：未剔除环境因素与随机扰动项的

传统 DEA模型。采用 Banker R D等[21]提出的规模

报酬可变的 DEA—BCC模型，得到我国的初始能

源效率值和投入松弛值，模型如（1）式所示。

Minθ
ì

í

î

ï

ï

ï

ï
ïï
ï

ï

ï

ï

ï

ï
ïï
ï

ï

∑
k = 1

n

Xk λk + S- = θXt

∑
k = 1

n

Ykλk - S+ = Yt

∑
k = 1

n

λk = 1
λk ≥ 0, k = 1, 2,…,n
S+ ≥ 0,S- ≥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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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Xk = ( )x1k, x2k,…, xmk ，表示第 k个省市区

的第m种要素投入；Yk = ( )y1k, y2k,…, ysk ，表示第 k

个省市区的第 s种产出指标，θ是总效率值，其中，

0 ≤ θ ≤ 1。仅当 θ=1，该省市区处于效率前沿面，

表明该地区能源被高效利用，否则便没有实现能

源的高效利用。

第二阶段：采用 SFA模型对投入变量进行调

整，调整的目的是将所有DMU置于相同的外部环

境及随机扰动项中。构建相似SFA回归模型对影响

效率值的相关因素进行分离，即将能源效率投入

松弛变量分离为环境变量、随机干扰项及管理无

效率3个自变量的函数，函数如下。

Sik = f ( )Zk,βi + Vik + Uik （2）
其中，Sik表示第 k个省市区第 i种投入的松弛

变量，Zk = ( z1k, z2k,…, zik )为 i个环境变量；f ( )Zk,βi
表示环境变量对投入松弛变量 Sik 产生的影响，

f ( )Zk,βi = Zk βi； Vik和 Uik分别代表随机干扰项和

管理无效率项。其中，Vik ∼ N ( 0,σ2vi )，Uik服从截断

正态分布，即Uik ∼ N ( μi, σ2ui )，同时Vik与Uik独立并

且不相关。当 γ = σ2ui / ( σ2ui + σ2vi )无限趋近于 1，表

明内部经营管理对效率的影响占主导地位；当 γ =
σ2ui / ( σ2ui + σ2vi )无限趋近于 0，说明效率值很大程度

上受到随机误差的影响。通过下列公式可以将随

机误差和管理无效率项从混合误差项中有效分离。

1）用最大似然估计法求得βi，σ2，γ的估计值。

2）通过式（3）计算出管理无效率项Uik。

Ê ( )Uik|Vik + Uik = γσ
1 + γ2

é

ë

ê
êê
ê

ù

û

ú
úú
ú

φ ( )γek

Φ ( )γek
+ γek （3）

式中：φ表示标准正态分布的密度函数；Φ为标准

正态分布的分布函数；ek为误差项。

3）计算随机干扰项Vik的估计值。

Ê ( )Vik|Vik + Uik = Sik - fi ( )zk ; β̂i - Ê ( )Uik|Vik + Uik （4）
4）基于最有效的DMU，对未实现理想效率值

的省市区进行相应的投入调整。

y *ik = yik + é
ë

ù
ûmaxk{ }zk β̂

i - zk β̂ i + é
ë

ù
ûmaxk{ }v̂ ik - v̂ ik （5）

其中，y *ik, yik为第 k个省市区第 i项投入调整后

的 值 和 初 始 值 ， β̂ i 是 环 境 变 量 的 估 计 参 数 。

[ ]maxk{ }zk β̂ i - zk β̂ i 表示将所有地区调整至相同的外

部环境下；[ ]maxk{ }v̂ ik - v̂ ik 是将所有地区的随机误

差调整至相同水平，调整之后使各个地区处于相

同的外部环境和随机干扰状态下。

第三阶段：测算处于同一环境下区域的能源

效率。将SFA调整后的投入变量与初始产出变量运

用传统DEA模型做分析，便可以得到剔除外界环

境和随机干扰影响的区域真实效率值。

1.2 投入冗余比例计算方法

当前学者对能源效率的测算与评价，大多都

是通过使DMU移至生产前沿面，从而实现效率最

优及资源分配合理的目标。然而，仅针对效率评

估结果对资源进行分配显得相对比较狭隘，并在

现实的管理方面也存在局限，例如效率评价结果

呈现的规模效率较低，便可以认为是需要增加投

入，获得生产的规模收益，但是需要增加哪种要

素的投入，仅从最终呈现的效率值中无法体现。

生产管理往往需要保证每一种生产要素都实现最

优的配置，投入冗余比例的计算，可以获悉各生

产要素实际配置状况，从而调整资源分配，减少

资源的浪费。本文在对我国区域能源效率评价的

基础上，对各省市区进行能源投入冗余比例研究，

如（6）式所示。

Imi = s-mi /xmi （6）
其中，smi为第 i个省第m种投入的冗余量；xmi

表示第 i个省第m种投入量；Imi是投入冗余比例；

Imi 值越大，表明在当前产量下，投入冗余越多，

即资源浪费越严重；Imi值越小，表明资源配置越

合理。对于有效DMU投入冗余比例为0，对于无效

DMU或弱有效DMU，至少有一种投入要素的冗余

比例不为0。
2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2.1 变量选取

1）投入变量。本文选取的投入变量如下。一

是能源消费量，以各省市区能源消费总量表示，

单位为万 tce；二是劳动力投入量，以各省市区从

业人员年末人数表示，单位为万人；三是资本存

量，资本存量是通过“永续盘存法”估计的年末

实际资本存量，实际资本存量的计算：Ki, t = Ii, t +
(1 - δi ) Ki, t - 1，其中 Ki, t 是地区 i在第 t年的资本存

量，Ii, t是地区 i在第 t年的资本投资，δi是地区 i的
固定资产折旧率，这里 δi是用各省 （市/区） 固定

资产形成总额的经济折旧率 9.6%[22]，实际资本存

量单位为亿元。

2）产出变量。能源资源的投入可以为地区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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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持续的经济增长与工业发展，基于此，本文选

取各地区生产总值GDP与工业生产总值作为产出

变量，单位为亿元。

3）环境变量。环境变量的选取应满足“分离

假设”原则，即选取的变量是能够对区域能源效

率产生影响但是不在主观可控范围的变量[23]。依据

此原则，本文选取技术进步指标与产业结构指标

作为环境变量。

4）技术进步。随着社会的不断向前发展，技

术进步与技术创新对能源效率的影响越来越多，

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先进技

术设备的应用可以很大程度上转变传统的粗放式

能源利用模式，提高能源效率；另一方面，采用

科学的管理方法和先进的生产工艺将减少能源的

浪费。文中选取R&D经费投入作为技术进步的衡

量标准，单位为亿元。

5）产业结构。第二产业在三大产业中属高耗

能产业，各地区的第二产业发展状况与该地区能

源利用情况之间的影响最为直接。因此本研究以

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作为衡量产业结构的指标。

2.2 数据来源

考虑到数据收集的完整性与易得性，本文以

2016年中国内陆 30个省市区的数据作为决策单元

（西藏数据缺失，未被选入）。其中，能源消费量、

劳动力投入量及 R&D经费数据来源于各省市区

2017年统计年鉴，其余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

年鉴2017》。
3 实证结果分析

3.1 第一阶段效率测度结果分析

采用 DEA—BCC模型对 2016年我国各省市区

能源投入产出效率进行初步测度，得到各省市区

效率值，见表1。
表 1是在没有剔除外界环境和随机误差因素影

响情况下的能源效率测度结果，可以看出我国 30
个省市区的能源效率处于较低层面，其综合技术

效率均值为 0.73，纯技术效率均值为 0.829，规模

效率均值为 0.879，这意味着各省市区能源投入

的实际产出水平远低于最优水平，具体结果分析

如下。

1）从综合技术效率来看，北京、天津等 7省
市区综合技术效率值为 1，处于生产前沿面，即这

7个地区是 DEA有效率的，其他 23个地区处于

DEA无效率状态。

表1 第一阶段各省市区能源效率测度结果

注：TE代表综合技术效率，PTE代表纯技术效率，SE代表规

模效率，且 TE=PTE*SE，RTS表示规模收益，irs表示规模报酬递

增，drs表示规模报酬递减，—为规模报酬不变。

2）从纯技术效率来看，海南和青海两省在能

源利用方面充分凸显良好的内部经营管理水平，

无效的综合技术效率是由资源不合理配置引起的。

3）从规模效率来看，除位于生产前沿面的省

市区，其他省市区均未实现规模效率的最优状态。

4）从规模收益来看，北京、天津、上海、江

苏、浙江、安徽、广东 7个省市区处于规模报酬不

变阶段。内蒙古、山东和四川 3个省市区处于规模

报酬递减阶段，说明这些地区的企业能源配置不

合理，过多的投入并没有带来理想的产出。其余

20个省市区均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

3.2 第一阶段能源投入冗余分析

能源投入冗余的分析有利于能源资源投入的

有效整合，实现更加有效的资源配置，因此本文

基于实证模型结果进一步分析能源、劳动力和资

本投入冗余比例情况（3种比例是对 3种投入指标

同权处理后计算所得）。从全国能源投入冗余的测

量结果可得，能源投入冗余平均值为 5.05%，劳动

投入冗余平均值为 4.6%，资本投入冗余平均值为

1.31%，相比较于资本冗余而言，我国能源冗余和

劳动力冗余情况更为突出。

多数省市区能源投入冗余比例小于均值，且

地区

北京

天津

河北

山西

内蒙古

辽宁

吉林

黑龙江

上海

江苏

浙江

安徽

福建

江西

山东

均值

TE
1.000
1.000
0.620
0.510
0.651
0.572
0.738
0.514
1.000
1.000
1.000
1.000
0.906
0.875
0.745
0.730

PTE
1.000
1.000
0.635
0.607
0.660
0.609
0.900
0.582
1.000
1.000
1.000
1.000
0.987
0.995
0.776
0.829

SE
1.000
1.000
0.975
0.841
0.987
0.939
0.820
0.884
1.000
1.000
1.000
1.000
0.918
0.879
0.960
0.879

RTS
-
-
irs
irs
drs
irs
irs
irs
-
-
-
-
irs
irs
drs

地区

河南

湖北

湖南

广东

广西

海南

重庆

四川

贵州

云南

陕西

甘肃

青海

宁夏

新疆

TE
0.708
0.779
0.838
1.000
0.674
0.548
0.847
0.753
0.677
0.445
0.715
0.384
0.483
0.476
0.435

PTE
0.740
0.811
0.851
1.000
0.769
1.000
0.949
0.773
0.816
0.518
0.802
0.597
1.000
0.939
0.567

SE
0.957
0.960
0.985
1.000
0.877
0.548
0.893
0.974
0.830
0.860
0.892
0.643
0.483
0.507
0.766

RTS
irs
irs
irs
-
irs
irs
irs
drs
irs
irs
irs
irs
irs
irs
i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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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冗余比例大于均值的省市区明显较少，见表

2。第一阶段各省市区能源投入冗余分布，如图 1
所示。零冗余的省市区有 11个，分别是北京、天

津、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广东、海南、重

庆、陕西及青海。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

吉林、四川、贵州、宁夏及新疆呈现出较大的能

源投入冗余，即这些省市区能源投入量多于实际

应投入量，造成能源的浪费；江西、河南与广西

投入较多劳动力；广西和吉林的资本投入量高于

实际需求量 （广西劳动冗余比例为 17.62%，资本

冗余比例为16.24，两条线重合）。

图1 第一阶段各省市区能源投入冗余分布

由于以上的结果分析并没有考虑到外界环境

因素及随机干扰对能源效率产生的影响，纯技术

效率值和规模效率值存在有偏估计的可能性，导

致无法真实反映我国各省市区能源效率水平及投

入冗余情况，本文通过SFA回归对外部环境因素及

随机扰动项进行剔除，进一步合理化分析各地区

的能源效率及投入冗余情况。

3.3 第二阶段SFA回归结果

在此阶段，通过采用SFA方法将环境因素和随

机误差对能源效率的影响剔除，只考虑内部管理

产生的影响。对各省市区的原始投入值进行调整，

得到在相同环境下的能源效率水平。以环境变量

为解释变量，以第一阶段得出的投入松弛变量为

被解释变量，运用SFA模型估计的结果，见表3。
所有似然比 LR都在 1%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

检验，即投入松弛变量和环境变量之间存在显著

的关联性，因此说明可以利用SFA方法剔除各地区

外界环境变量对能源效率的影响。此外，sigma-
squared和 gamma值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相

对于随机误差，环境因素对各省市区能源效率的

影响占主导地位。同时，各参数估计值多数是比

较显著的，说明环境变量对各省市区能源投入的

冗余存在显著影响。基于此，有必要在测度各省

市区能源效率时剥离这些环境因素的影响。

由环境变量的系数值可以看出环境变量对投

入松弛变量的影响。回归系数为正值，环境变量

与投入冗余变量正相关，表明该环境变量的增大

会产生更多的投入冗余，不利于地区能源效率

的提升。回归系数为负值，则说明环境变量增

大将会减少投入冗余，有利于各省市区能源效

率的提高。

1）技术进步。该变量对能源消费松弛变量呈

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对就业人数松弛变量仅

具有方向上的正向指向作用，但影响并不显著；

此外，对资本存量仅具有方向上的负向指向作用。

能源消费松弛变量的回归系数为正，这与理论预

期不符，可能的原因是产生了能源的“回弹效

冗余项目

能源冗余

劳动冗余

资本冗余

冗余标准（平均值）

冗余比例≤5.05%
冗余比例≥5.05%
冗余比例≤4.60%
冗余比例≥4.60%

冗余比例≤1.31%

冗余比例≥1.31%

省域分类

北京、天津、吉林、黑龙江、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河

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海南、重庆、云南、陕西、甘肃、青海

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山东、四川、贵州、宁夏、新疆

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辽宁、吉林、黑龙江、上海、江苏、浙

江、安徽、山东、广东、海南、重庆、陕西、青海、宁夏、新疆

福建、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西、四川、贵州、云南、甘肃

北京、天津、河北、山西、辽宁、黑龙江、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

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东、海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

陕西、甘肃、青海、新疆

内蒙古、吉林、福建、广西、宁夏

表2 第一阶段各省市区能源投入冗余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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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即技术进步可以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节约

能源消费，但是技术进步同时也会推动经济向前

发展，进而对能源产生新的需求，这些需求部分

甚至完全抵消了因技术进步而节省的能源；就业

人数松弛变量的回归系数为正，产生此现象的原

因，从宏观层面来看，可能是由于技术进步促进

了经济增长、产业发展以及产业结构的变动，这

在一方面产生了社会的生产需求，另一方面也为

生产活动开辟了新的领域，不断拓宽了人们的生

产活动范围，使得就业人员增加。从微观层面分

析，技术进步可以提升企业的竞争力与影响力，

推动企业的规模扩张，由此为地区、甚至整个国

家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资本存量松弛变量的

回归系数为负，表明技术进步可以有效提高地区

能源效率。

2）产业结构。该变量对就业人数、资本存量

以及能源消耗松弛变量的回归系数都表现为正值，

表明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增加将会造成资源的

浪费，并不利于能源效率的提升。

3.4 第三阶段效率测度结果分析

在第二阶段利用SFA回归模型对影响各省市区

能源效率的环境因素和随机误差进行剥离的基础

上，通过公式（5）对投入变量进行调整，将新的

投入变量与初始产出变量代入DEA-BCC模型，对

不同决策单元的效率水平重新测度，所得结果见

表4。
对照表 1、表 4的结果可知，投入修正前后各

省市区相对能源效率值及其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

从总体来看，第一，投入修正后，综合技术效率

均值变为 0.706（表 4），相比较于投入修正前的

0.73（表 2），平均值下降，说明环境变量对能源效

表4 第三阶段各省市区能源效率测度结果

率产生影响。此外，由表 4可以看出，约有 43%的

省市区能源效率低于均值 0.706，说明这些地区能

源利用的真实效率值是较低的，尤其是在甘肃、

宁夏等一些西北偏远地区更为凸显。第二，从表 4
可以看出，各地区的能源效率结构发生了明显变

化，投入修正前，纯技术效率均值为 0.829，投入

修正后为 0.815；规模效率均值则从投入修正前的

0.879下降到投入修正后的 0.867。这一结果表明，

如果不考虑环境因素和随机误差，将会对能源利

用方面的经营管理能力高估，同时也会过高估计

其规模效率，具体分析如下。

1）对综合技术效率分析可以看出，投入变量

变量

常数项

技术进步

产业结构

sigma-squared
gamma

log likelihood
LR

能源消费松弛变量

系数值

-1.92E+03***
3.81E-05***
2.57E+03***
4.93E+07***
1.00E+00***
-2.85E+02
1.90E+01***

T检验值

-1.92E+03
9.62E+01
2.57E+03
4.93E+07
1.36E+07

就业人数松弛变量

系数值

-7.27E+02***
4.33E-06
1.43E+03***
1.32E+06***
1.00E+00***
-2.31E+02
1.81E+01***

T检验值

-7.27E+02
2.97E-01
1.43E+03
1.32E+06
9.19E+02

资本存量松弛变量

系数值

-6.89E+03***
-6.76E-07
1.42E+04***
8.12E+07***
1.00E+00***
-2.95E+02
1.39E+01***

T检验值

-4.07E+02
-5.20E-02
1.65E+03
8.12E+07
4.71E+04

表3 第二阶段SFA回归结果

注：*、**、***分别代表在10%、5%、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地区

北京

天津

河北

山西

内蒙古

辽宁

吉林

黑龙江

上海

江苏

浙江

安徽

福建

江西

山东

均值

TE
1.000
1.000
0.600
0.380
0.700
0.545
0.802
0.503
1.000
1.000
0.939
0.784
0.920
0.816
0.812
0.706

PTE
1.000
1.000
0.632
0.452
0.703
0.562
0.947
0.585
1.000
1.000
0.959
0.870
1.000
0.967
0.817
0.815

SE
1.000
1.000
0.950
0.842
0.995
0.971
0.847
0.860
1.000
1.000
0.979
0.901
0.920
0.844
0.993
0.867

RTS
-
-
irs
irs
drs
irs
irs
irs
-
-
irs
irs
irs
irs
irs

地区

河南

湖北

湖南

广东

广西

海南

重庆

四川

贵州

云南

陕西

甘肃

青海

宁夏

新疆

TE
0.773
0.817
0.800
1.000
0.735
0.443
0.787
0.688
0.518
0.535
0.741
0.392
0.404
0.419
0.340

PTE
0.799
0.854
0.834
1.000
0.823
1.000
0.879
0.710
0.647
0.628
0.821
0.611
1.000
0.900
0.440

SE
0.967
0.957
0.959
1.000
0.893
0.443
0.895
0.969
0.801
0.852
0.902
0.642
0.404
0.465
0.772

RTS
irs
irs
irs
-
irs
irs
irs
irs
irs
irs
irs
irs
irs
irs
irs

张艳玲：我国区域能源效率测度及投入冗余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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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前后处于生产前沿面的地区明显发生变化，

处于效率前沿面的省市区由投入调整前的 7个减少

到投入调整后的 5个，其中北京、天津、上海、江

苏和广东 5个省市区依旧处于效率前沿面，表明这

些地区的真实能源效率水平较高，并不是主要由

于其优越的外部环境决定；投入修正后，浙江和

安徽则退出效率前沿面，表明这两个省的真实能

源效率水平被高估。

2）对纯技术效率分析可以看出，海南和青海

两个省的纯技术效率值在调整前后均为 1，表明外

部环境因素对其能源纯技术效率并没有产生影响，

导致其综合技术效率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其自身的

规模效率；内蒙古、福建等地区的纯技术效率值

在调整后增大，说明其受到外界环境影响较大，

纯技术效率被低估，真实的管理水平要高于调整

前；其余大部分省市区的纯技术效率值都出现过

度高估现象。

3）从规模效率分析来看，除了山西、内蒙古

等 10个省市区的规模效率有较小幅度上升之外，

其余省市区规模效率值均被高估。

4）从规模收益状态分析来看，剔除环境变量

和随机误差引起处于规模报酬递增的省由 20个上

升到24个，说明规模报酬受到环境因素的影响。

为了更清晰地反映各省市区的能源效率，本

文以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均值作为临界值，将

研究地区分为以下几类：以纯技术效率值均值为

划分依据，“高”地区指纯技术效率值高于均值

0.815的地区，“低”地区指纯技术效率值低于

0.815的地区；以规模效率值均值为划分依据，

“高”地区指规模效率值高于 0.867的地区，“低”

地区指规模效率低于0.867的地区，见表5。
表5 各省市区能源效率状况分布

表 5是以纯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均值为临界值

划分的区域类型，将纯技术效率值与规模效率值

均高于其平均值的地区表示为“双高型”地区，

共计 14个，大多居于中部和东部地区，这些省市

区的能源效率相对较高，是一种较为有效的能源

利用模式，这些地区能源效率高于其他地区得益

于其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技术优势；将纯技术

效率值高于平均值，但是规模效率值低于平均值

的地区以“高低型”表示，共有 5个，这些省市区

的能源利用状况说明其能源效率提升的瓶颈主要

在于能源投入规模太小，因此要扩大这些地区的

能源投入量来获得能源利用的规模效益；“低高

型”地区是指纯技术效率值低于平均值，规模效

率值高于平均值的地区，共有 5个，说明这些省市

区对能源投入规模比较大，已经实现了规模经济

性，综合技术效率的提升主要依靠技术进步与技

术创新的突破；其余 6个省市区指纯技术效率值与

规模效率值均低于平均值的 “双低型”地区，这

些省市区的纯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都具有极大的

上升空间，针对今后的发展，不仅要在管理创新

方面有所突破，而且要进行合理的资源配置，适

度调整能源投入产出规模以促进规模效率的提高。

3.5 第三阶段能源投入冗余分析

在第二阶段有效剔除环境因素及随机扰动因

素影响后，除资本投入冗余比例均值由 1.31%下降

到 0.58%之外，其余投入冗余比例均值均上升，劳

动力投入冗余比例均值上升较为明显；低于投入

冗余比例均值的省市区及省市区数量未发生明显

变化，高于资本投入冗余比例均值的省市区数量

有小幅下降，其余都有所上升，表明环境因素和

随机因素对能源投入冗余存在较大影响，见表6。
表6 第三阶段各省市区能源投入冗余比例

冗余

项目

能源

冗余

劳动

冗余

资本

冗余

冗余标准

（平均值）

冗余比例≤
5.68%

冗余比例≥
5.68%

冗余比例≤
12.24%

冗余比例≥
12.24%

冗余比例≤
0.58%

冗余比例≥
0.58%

省域分类

北京、天津、吉林、上海、江苏、浙江、安

徽、福建、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

东、广西、海南、重庆、云南、青海

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黑龙江、山

东、四川、贵州、陕西、甘肃、宁夏、新疆

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

黑龙江、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

广东、海南、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吉林、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

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

北京、天津、河北、山西、辽宁、吉林、黑

龙江、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山

东、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海

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

肃、青海、新疆

内蒙古、江西、宁夏

类型划分

“双高型”地区

“高低型”地区

“低高型”地区

“双低型”地区

省域分类

北京、重庆、天津、安徽、上海、湖北、江苏、

湖南、福建、广西、广东、陕西、浙江、山东

海南、青海、江西、吉林、宁夏

河南、四川、内蒙古、河北、辽宁

贵州、云南、甘肃、黑龙江、山西、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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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阶段各省市区能源投入冗余分布，如图 2
所示，进一步分析可得，投入零冗余的省市区由

第一阶段的 11个减少至 8个，浙江、安徽、重庆

及陕西在剔除环境因素及随机扰动项之后出现了

投入冗余，福建实现了零冗余。河北、山西、宁

夏等省市区能源投入冗余较大，河北能源冗余比

例由之前的 11.58%上升至 15.42%，山西由 24.18%
下降至 11.73%，内蒙古由 21.46%上升至 25.01%；

多数省市区劳动投入冗余较大，且多数集中于中

部及西部地区，广西劳动冗余比例由之前的

17.62%上升至 42.53%，造成一半以上的劳动力资

源浪费。由图 2明显看出，劳动冗余比例均值的增

大是由于中西部地区省市区劳动冗余的拉动。除

宁夏资本投入冗余较大，达到 10%以上，其他省

市区在资本投入方面近乎合理。

图2 第三阶段各省市区能源投入冗余分布

4 结 语

本文利用三阶段DEA模型对我国 30个省市区

能源效率进行测度，并对各省市区能源投入冗余

进行比较分析，得到以下结论：①能源效率整体

偏低，剔除环境因素和随机扰动项后处于效率前

沿面的省市区只有 5个，且各地区综合效率低主要

是由其较低的纯技术效率造成的；②剔除环境因

素及随机扰动项后，多数省市区都处于规模报酬

递增阶段，表明未实现能源利用的规模经济性；

③能源效率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性，能源效率

较高的省市区多数集中于中部及东部地区，较低

的省市区主要集中于西部地区；④众多省市区存

在投入冗余情况，尤其是对劳动力与能源的投入，

剔除环境因素及随机扰动项后只有 8个省市区处于

零冗余。

基于以上结论，本文依据区域资源利用状况，

有针对性的提出各区域能源效率提升的建议，具

体如下。

1）“双高型”地区。该地区的纯技术效率与

规模效率均高于均值，但很多地区并没有实现有

效生产，且存在较为严重的劳动力投入冗余，今

后应当把握劳动力的投入平衡，减少廉价劳动力

需求并加大技术性人才的引进及新能源技术的研

究与开发投入，以发展新能源产业作为今后能源

开发的重要导向，同时，加强与其他地区的合作

也是推动该地区能源效率提升的有效途径。此外，

这些具有自身发展优势的地区，应当积极主动的

带动其他经济发展落后地区共同进步，例如通过

产业转移、省际合作等渠道。

2）“高低型”地区。相比较纯技术效率，该

地区有更低的规模效率，因此这些地区今后的能

源效率提升路径是扩大生产规模，同时加强资源

有效配置。各省市区应当依据自身的投入冗余现

状，增加冗余比例低的要素投入，并减少冗余比

较高的要素投入以减少无效投入，最大化合理利

用资源，有效扩大生产规模，实现规模经济性，

同时各省市区应当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

经济发展配套服务、简化行政审批流程等措施改

善地区发展环境，抑制资源的过度投入，实现能

源的合理有效配置。

3）“低高型”地区。该地区相比较规模效率而

言，其纯技术效率更低，因此应着重提高技术管理

水平，例如通过引进新的管理思想和方法、大力培

养战略性人才等措施提升企业经营管理水平，以提

升能源综合效率，同时由于“低高型”地区多存在

能源投入冗余，资本投入不足，因此在生产过程中

应适当减少能源的投入，并加大资本投入。

4）“双低型”地区。该地区纯技术效率及规

模效率均低于均值，但相比较于规模效率，纯技

术效率更低，因此要着重提升内部经营管理水平，

同时也应当进行适当的规模扩张尤其是加大资本

投入，适当控制能源与劳动力投入，并通过提升

自身能源资源的开发、利用以及循环再利用能力，

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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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资源诅咒”的现象广泛存在于资源富集经济

体，大量的理论和经验研究为“资源诅咒”假设

提供了强烈的支持[1]。尽管如此，一些国家如挪

威、博茨瓦纳等，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也实

现了经济的长期增长。而大量的成功案例也表明：

只要政府的政策措施得当，随着人们对“资源诅

咒”现象深层次的研究，该现象在一定的程度上

是可以避免，是可以转“危”为“机”的。自然

资源依赖对技术创新产生的挤出效应是“资源诅

咒”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Sachs等[2]指出了自然资

源部门的工资提升会鼓励社会资本在自然资源部

门的投资，但却会挤出对研发部门的投资。按照

熊彼特[3]的观点，创新是指对生产要素重新进行组

合，如引进新的产品、采用新方法、技术或开辟

新市场等。从理论上看，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表明，

自然资源依赖、金融发展与技术创新

关明文 1，孙华平 2，孙维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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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资源诅咒现象广泛存在于不同国家与地区经济发展的实践。从长期来看，自然资源依赖

对经济增长具有负面影响。要想规避“资源诅咒”现象，技术创新是重要途径。然而，自然资源

依赖对技术创新具有挤出效应。利用中国区域层面和企业层面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自然资源依

赖对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挤出作用，金融发展对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金融发展抑制是

自然资源依赖挤出技术创新的内在机制之一。但进一步分析表明，这一结论仅在中西部地区成立。

对资源型地区来说，一方面要规避自然资源依赖对技术创新的挤出效应，可以利用自然资源行业

的超额收益来设立研发基金；另一方面还要规避自然资源依赖对金融发展的抑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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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进步是经济长期增长的根本原因；从实践上

看，随着国际竞争的日益激烈，各国都把技术创

新视为推动国家发展的重大战略。因此，本文基

于金融发展视角探讨了自然资源依赖对技术创新

的挤出效应。分析探究资源诅咒影响经济增长的

体制机制尤其是资源诅咒发生的条件等问题，对

于自然资源充裕的省份如何打好资源这张牌，防

止出现“躺在资源上却被饿死”这一奇怪现象，

真正把自然资源转化为推进经济发展的引擎，防

止掉入“资源诅咒”的怪圈，无疑是具有重要的

理论与实践意义。

影响技术创新的因素可分为“资源禀赋论”

和“制度环境论”两类。“资源禀赋论”强调一个

国家或地区的资源情况对于创新的影响，如人力

资本水平、研发机构、高等院校、产业结构、研

发经费等。随着“资源诅咒”现象成为研究热点，

自然资源依赖对技术创新的挤出效应也成为一个

研究前沿。关于自然资源依赖对技术创新的挤出

作用，学者们从理论上和实证上进行了研究。理

论方面，Harris等[4]构建了一个博弈模型探讨了自

然资源对创新的影响。Le等[5]构建了一个熊彼特内

生增长模型来分析自然资源对研发活动的长期效

应，模型结果表明，对于不可再生的资源而言，

自然资源对研发投入具有负向作用。实证方面，

Papyrakis等[6]利用美国州际层面的面板数据，研究

得出资源丰裕会在一定程度上会降低 R&D支出。

邵帅等[7]利用西部大开发的相关数据研究发现，西

部地区能源开发对技术创新产生了较明显挤出效

应。马宇等[8]利用中国 28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进行了

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自然资源的丰裕会对技术

创新产生挤出效应。赵康杰等[9]进一步探讨了自然

资源依赖对创新挤出背后的深层次原因，研究指

出：自然资源依赖对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技术

资本等产生了较明显的挤出效应，对以上创新核

心要素的挤出，导致了创新条件、创新能力的弱

化，从而进一步抑制了创新。张攀等[10]利用中国30
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自然资源

依赖对创新产出产生显著的负影响。万建香等[11]

经过大量研究发现，自然资源依赖对技术创新的

挤出效应受社会资本积累的影响，资本积累一定

程度弱化了挤出效应。孙维峰等[12]采取理论分析

与实证研究相结合，实证分析了中国 31个省份的

面板数据，确认了自然资源依赖对技术创新的挤

出效应。

“制度环境论”强调外部的制度环境对创新的

重要影响，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构成

制度环境论的核心。围绕创新的制度环境，廖开

容等[13]发现，知识产权保护、政府服务会对民营企

业的研发投入产生显著促进作用，相反的，民营

经济竞争程度、政府管制会对民营企业研发投入

产生显著消极影响。蔡地等[14]发现，所处地区政府

干预水平越低、知识产权的保护水平越高、同时

金融发展的水平越高，企业越倾向于进行研发活

动并且能提高研发投入强度。李诗田等[15]研究结果

表明，具有良好政企关系的企业研发支出的水平

更低、企业所在省份的制度环境越好，其研发支

出水平越高。孙晓华等[16]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表明，

金融体系制度越完善，R&D投资对外部资金的依

赖度就越高，相应的对内部资金的依赖程度就越

低，并且银行贷款和实收资本的作用越容易实现

与强化；但资本市场发展对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

没有起到明显的效果。胡杰等[17]发现，金融发展能

够显著缓解企业面临的R&D融资约束，并且这种

缓解作用对小规模企业和民营企业更加明显。叶

志强等[18]的研究表明，独立董事能够显著促进研发

投入的增加，产权性质和法律保护水平能够显著

影响独立董事对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胡凯等[19]发
现，研发税收激励对企业的研发支出产生了显著

的挤入效应。林木西等[20]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均能

激励企业研发投入，区域制度环境对企业研发激

励存在倒U型关系。严若森等[21]发现融资约束与企

业研发投入负相关，政治关联与企业研发投入正

相关，并且政治关联对融资约束与企业研发投入

之间的负向相关关系能够起到正向的调节作用。

本文的创新之处表现在把“资源禀赋论”和

“制度环境论”结合起来分析，现有研究通常或者

考察自然资源依赖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或者

考察金融发展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或者考察

自然资源依赖对金融发展的影响，本文则把三者

结合起来，指出金融发展抑制是自然资源依赖挤

出技术创新的中介机制之一。

1 自然资源依赖挤出技术创新的机理分析

在资源型经济体，丰裕的自然资源会引致资

源型产业的蓬勃发展，进而导致自然资源依赖的

产生，最终自然资源依赖挤出了技术创新。对此，

主要从两个层面进行分析：区域 （中观） 层面和

企业 （微观） 层面。不管在哪个层面，自然资源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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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赖对金融发展的抑制作用都是自然资源依赖挤

出技术创新的内生机制之一。

1.1 自然资源依赖与区域创新挤出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要有一定的外部环境。正

如经济要发展，离不开技术创新以及资本和人力

资源的投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已成为一种

共识，创新已经被视为经济发展的源动力。但是，

大量的社会经济现象表明，自然资源是一把“双

刃剑”，自然资源依赖会对技术创新产生挤出效

应，长期来看，会影响到一个地区的竞争力，最

终影响甚至抑制经济发展，变为区域经济发展的

“绊脚石”。自然资源依赖对技术创新的挤出效应

影响是多方面的，本文在自然资源依赖对区域创

新体系影响的视角下进行分析。创新主体、创新

资源以及创新环境等要素有机结合，构成了区域

创新体系。从创新主体来看，企业是创新的主体，

但由于创新的公共产品特性，企业对创新的投入

是不足的。在基础研发、创新平台建设、公共科

研机构等方面，政府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政

府也是技术创新的供给主体。随着自然资源部门

的繁荣，相应的自然资源产品价格上涨，进而要

素投入的价格上升，根据市场经济运行规律，则

会导致生产要素流向自然资源部门。制造业生产

要素的流失会影响到与之相关性较强的研发部门

的要素投入和收益水平，导致研发部门的资本、

人才等投入不足，技术创新的供给不足。从需求

方面看，自然资源产品是制造业部门的一个投入

品，自然资源产品价格上涨会提高制造业部门的

生产成本；另一方面，资本和劳动流向自然资源

部门，又会导致制造业部门的资本与劳动供给的

减少，从而提高制造业部门资本和劳动的价格，

这又会进一步使制造业部门的生产成本提升。进

而会导致制造业部门的萎缩，从而出现“反工业

化”现象，制造业部门的萎缩又会传递到其对另

一种投入要素——研发部门产出的需求。对研发

部门产出需求的降低，会促使研发部门预期收益

下降，研发部门也会出现萎缩。

从创新资源来看，在人、财、物等诸多资源

中，人是最积极、最活跃因素，人力资本是最重

要的创新型资源，高素质的科技工作者、企业家

以及研发机构，具有较强的创新能力与创新动机。

但是，自然资源依赖程度高的地区吸引及留住创

新人力资源的能力往往是不足的。原因如下：第

一，丰富的自然资源使得这些地区更容易获得超

额利润，较为容易地满足当地短期的经济社会发

展需要，缺乏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的强烈意愿。

第二，由于自然资源行业对制造业的挤出效应，

创新人才的能力与作用难以施展，必然会流向鼓

励创新的、自然资源依赖度较低的省份。第三，

优渥的环境会使人产生小富即安的惰性，创新型

人才的创业激情、热情、耐心与能力也会随之减

弱直至消失。综上所述，自然资源依赖会导致创

新主体对创新资源、尤其是创新人才的关注度

不够，吸引力不强，导致人才缺乏，影响经济

发展。

对于营商环境特别是创新环境的营造，政府

在其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筑巢引凤”要

求政府思想上重视创新、行动上支持创新、政策

上鼓励创新，才可能营造一个宜创宜发展的外部

大环境。但在目前中国不少区域唯GDP导向的考

评制度下，过度追求近期利益，依靠自然资源获

取超额利润，对长远发展缺乏规划，使本来就较

薄弱的制造和研发部门雪上加霜，良好的创新环

境很难形成。其次，金融发展也是影响创新的重

要外部环境。金融发展通过提供储蓄、加强风险

管理、改善公司治理、优化资源配置等功能来促

进创新活动。然而，现有研究却表明自然资源依

赖显著抑制了金融发展[22]。因此，自然资源依赖

通过抑制金融发展也是挤出技术创新的重要机制

之一。

1.2 自然资源依赖与企业创新挤出

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但在自然资源依赖

的背景下，资源型企业对技术创新的需求不足，

对技术创新产生了挤出效应。原因如下：第一，

资源型企业的产品以初级产品加工为主，难以通

过产品差异化进行市场竞争。第二，资源型行业

的创新更多地倾向于过程创新，因而对于技术创

新效率、水平等要求较低，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创

新的含金量。同时，在自然资源依赖形成的过程

中，随着自然资源产品价格的上涨，自然资源企

业即使不进行创新也能在短期内获得大量的超额

收益，导致其创新积极性不高。第三，制造企业

的创新力也会受自然资源依赖的影响，导致动力

不足。主要原因在于，在资源流动过程中，自然

资源依赖抑制了金融发展，导致各种生产要素配

置失衡，资金向自然资源行业转移，融资约束弱

化了制造业企业进行创新的动力和能力。即使一

些有意愿从事创新的制造业企业也由于缺乏创新

关明文等：自然资源依赖、金融发展与技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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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不能形成创新的有效需求。因此，在资源

型经济体中，自然资源依赖的形成使得资源型企

业和制造型企业都缺乏技术创新的有效需求，创

新的动力和能力都不足，创新效率也不高，自然

资源依赖对企业的技术创新产生了挤出效应。

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表明，企业的战略决策

受制度环境的深刻影响。在注重创新驱动和高质

量发展的背景下，企业的研发是战略决策的重要

内容，相应企业的研发支出决策行为必然会受到

制度环境的影响。中国在经济转轨的过程中，产

权制度、法制建设、市场机制、竞争规则尚不完

善，这些不足对企业的研发行为施加了较多的约

束条件。金融发展是企业研发活动面临的较重要

环境约束，金融资源有效介入风险投资项目是促

进研发活动顺利进行的前提条件。孙华平等[23]发
现制度质量对于提升能源效率至关重要。大量的

实证研究的结果也表明了融资约束会影响企业的

R&D投资[24-25]。
从投资理论的角度来看，R&D投资与其他类

型的投资具有较明显的差异性。第一，思想、知

识、专利等无形资产是R&D投资产出成果的主要

表现形式，但在我国无形资产的认定与保护尚未

完全规范化的情况下，是很难用无形资产进行抵

押从而获得贷款的。第二，相对于实物资本投资

来说，R&D投资的回报具有较高的风险性。这表

现在两个方面：首先，研发投入相比较实物资本

投资，失败比率要高的多。其次，研发成果商业

化的过程中存在一个创新死亡谷，即从理论向实

践转移的过程也伴随着高风险。这种高风险极大

的限制了项目外部融资的可行性。

研发活动的这种高度的风险性使得其与物质

资本投资相比，更容易受融资约束的影响。信息

技术的发展为金融企业以较低的成本、获取较完

善的信息提供了可能；信息完善、对称、公开、

透明是金融业良性发展的前提条件，也是进行有

效资源配置的必要条件。在金融发展程度高的地

区，金融机构可以较便捷的获取企业相关信息，

客观公正的评估企业项目风险，把握投资机会为

企业进行融资，相应的融资成本也会更低，为企

业新工艺、新产品取得成功提供了可能。相反，

在金融发展程度较低的地区，信息技术水平低，

规章制度不健全，信息不对称现象普遍存在，金

融机构“惜贷”就不足为奇，企业获得融资的可

能性大大降低。因此，自然资源依赖通过抑制金

融发展从而阻碍了企业的创新投入。

综上所述，不管是从中观区域或产业的角度

还是从微观的角度分析，自然资源依赖都会对技

术创新产生挤出效应。同时，自然资源依赖对金

融发展的抑制作用是自然资源依赖挤出技术创新

的机制之一。

2 区域层面的实证检验

与理论分析相对应，分别利用中国大陆 31个
省份的面板数据和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对自然资

源依赖对技术创新的挤出效应进行实证检验，本

部分先利用中国省域的面板数据对中国区域层面

的自然资源依赖对技术创新的挤出效应进行实证

检验。

2.1 模型设定与变量选择

采用以下面板数据模型来探究区域层面的自

然资源依赖对技术创新的挤出效应为

Patentit = β0 + β1NRDit + β2FDit + β3RDit

+β4FCIit + β5Agdpit + β6GEit + εit （1）
其中，Patent为地区专利授权数与城镇人口数

（万人）之比，是一种创新产出，用来代表技术创

新。NRD为自然资源依赖，用两个变量进行度量：

NRD1为采掘业就业人数与城镇就业人数之比，

NRD2为资源税收入与税收总收入之比。FD为金融

发展，用两个变量进行度量：FD1为金融业产值与

地区生产总值之比，FD2为某个地区的贷款余额与

地区生产总值之比。R&D为研发投入，用某个地

区的研发投入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度量，一般而

言，研发投入越高，能够带来更多的创新产出。

FCI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

如果固定资产投资占比较高，会减少其它方面的

开支，比如研发投入；同时，固定资产投资较高

也表明该地区的经济增长更加依赖资本形成，而

不是技术进步。因此，本文预测固定资产投资占

比与技术创新反方向变动。Agdp为人均 GDP的对

数值，用来度量经济发展水平，一般而言，经济

发展水平越高，越有利于技术创新，预测其系数

为正。GE为政府财政支出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

用来度量市场化水平，市场经济有利于技术创新，

在政府干涉较多的地方，市场化水平较低，从而

不利于技术创新，预测其系数为负。

2.2 数据来源

本部分利用中国大陆 31个省份 1999—2017年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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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据作为研究样本，1999—2008年的数据主要

来自《新中国 60年统计资料汇编》，2009—2017年
的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中国地区经济数

据库，对于部分缺失的数据，通过查找各省份历

年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予以补充。

样本数据的描述性统计见表1。
表1 区域数据的描述性统计

2.3 实证结果

在进行回归之前，先对回归方法进行了检验。

豪斯曼检验结果表明，应采用固定效应模型。面

板数据的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见表 2。从表 2可
以看到，不管是用哪个指标来度量自然资源依赖，

自然资源依赖都与技术创新负相关，除模型 1外，

统计上都是显著的。因此，可以认为，从整体上

看，自然资源依赖对技术创新具有挤出效应。同

时，不管用哪个指标度量金融发展，金融发展都

与技术创新正相关，在 4个模型中都是显著的。这

表明，金融发展有利于促进技术创新。然而，现

有研究已经表明，自然资源依赖对于金融发展具

有抑制作用。因此，自然资源依赖一方面直接挤

出了技术创新；另一方面，自然资源依赖通过阻

碍金融发展进而间接挤出了技术创新。

就控制变量来说，与预测相一致，研发投入

的增加有利于创新产出的提高；固定资产投资的

提高会阻碍创新产出，这可能是由于专用性资产

的锁定效应及沉没成本效应所致；经济发展水平

也有利于促进技术创新；政府财政支出与技术创

新显著负相关，表明市场化水平较低对技术创新

是不利的。

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区之间在自然资源依赖、

金融发展水平、技术创新水平等方面存在显著的

区域差异，从全国的层面得出的结论未必适用于

局部地区。在样本中，东部地区的自然资源依赖

程度要显著低于中西部地区，而金融发展水平和

技术创新水平则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为进一步

探讨自然资源依赖对技术创新的挤出效应是否因

自然资源依赖程度的变化而变化，本文进一步把

全部样本划分为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分别进行

回归分析，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见表

3，表 3仅汇报了用 FD1度量金融发展进行回归得

到的结果，用FD2作为金融发展的度量指标所得到

的回归结果与表3一致。

在表 3中，对中西部地区的回归结果与全样本

回归结果是一致的，但对东部地区的回归结果与

表 2有所不同。首先，对东部地区来说，NRD1的
系数在统计上是显著的，而NRD2的系数在统计上

并不显著。这表明对东部地区而言，自然资源依

解释

变量

常数项

NRD1
NRD2
FD1
FD2
R&D
FCI
AGDP
GE

Adj-R2
F-statistic

模型1
系数

-71.853
-20.487

161.14

39.453
-14.301
8.367
-15.355

0.696
38.4

P值
0.000
0.365

0.000

0.015
0.000
0.000
0.001

模型2
系数

-89.971
-38.874

9.282
44.04
-15.568
10.247
-23.05

0.688
37.06

P值
0.000
0.087

0.000
0.007
0.000
0.000
0.000

模型3
系数

-75.653

-43.661
162.26

35.339
-14.204
8.772
-16.361

0.699
39.05

P值
0.000

0.007
0.000

0.029
0.000
0.000
0.000

模型4
系数

-96.187

-48.9

6.446
39.077
-15.548
10.831
-24.749

0.691
37.65

P值
0.000

0.003

0.000
0.017
0.000
0.000
0.000

表2 区域层面的全样本回归结果

变量

Patent
NRD1
NRD2
FD1
FD2
R&D
FCI
AGDP
GE

平均值

6.939
0.045
0.022
0.048
1.115
0.014
0.587
9.941
0.219

标准差

10.205
0.039
0.026
0.029
0.372
0.017
0.241
0.874
0.172

最大值

64.473
0.222
0.195
0.174
3.083
0.214
1.493
11.768
1.379

最小值

0.135
0.000 1
0

0.003
0.533
0.000 2
0.239
7.814
0.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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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对技术创新的挤出效应并不稳健。其次，在模

型 1和模型 2中，金融发展变量的系数为负值，统

计上并不显著，表明在东部地区，自然资源依赖

对金融发展的抑制作用不是自然资源依赖挤出技

术创新的机制。

3 企业层面的实证检验

相比于区域或跨国等宏观层面的实证检验，

在微观层面对资源诅咒进行实证检验的研究还比

较少。本部分利用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从企业的

层面探讨自然资源依赖对技术创新的挤出效应。

3.1 模型设定和变量选择

采用以下的多元回归模型来探讨自然资源依

赖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

RD = β0 + β1NRD + β2FD + β3First + β4Growth
+β5ROA( -1 ) + β6Size + β7Lever + ε （2）

其中，R&D为企业研发支出与营业收入之比，

用来度量技术创新 （由于难以找到企业每年专利

获得情况的详细数据，因此这里用研发支出来度

量技术创新）。First为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第一

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越有可能采取规避风险行

为。而企业的创新活动本质上是具有较高风险的

投资行为。因此，为了规避风险，第一大股东持

股比例越高，企业的研发支出就可能越低，预测

其系数为负。Growth为企业固定资产的增长率，企

业的固定资产增长率越快，其固定资产投资越多，

越可能挤占研发资金，预测其系数为负。ROA为企

业的资产回报率，用来度量企业的盈利能力。企

业的盈利能力越强，其越有能力进行研发投资，

由于 ROA对企业的研发投资可能具有滞后效应，

因此这里采用前一年的 ROA，预测其系数为正。

Size为企业规模，用总资产的自然对数度量。规模

对研发支出具有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大企业更有

能力进行研发支出，但大企业的垄断地位使得其

进行技术创新的动力不足；小企业虽然进行研发

的能力不足，但小企业希望通过创新加快发展。

因此，难以从理论上预测规模对研发支出的影响

方向。Lever为资本结构，本文采用总负债与总资

产之比度量。负债比率越高，企业的财务风险越

大，越可能采取一些低风险的行为，预测其系数

为负。

3.2 数据来源

本文选自 2010年底之前上市的中国制造业上

市公司 2012—2017年的数据作为初始研究样本，

排除数据不全的公司后，6年共有个 7 092个观测

值。NRD和FD的数据来源与第三部分相同，企业

层面的数据来自于国泰安 CSMAR数据库。样本数

据的描述性统计见表4。
表4 企业数据描述性统计

表3 区域层面的分样本回归结果

解释

变量

常数项

NRD1
NRD2
FD1
R&D
FCI
AGDP
GE

Adj-R2
F-statistic

东部地区

模型1
系数

-125.05
-105.57

-37.138
137.034
-6.876
14.327
-42.778

0.573
47.55

P值
0.000
0.002

0.337
0.088
0.201
0.000
0.008

模型2
系数

-132.27

-83.918
-16.647
96.76
-9.133
14.81
-35.492

0.568
44.25

P值
0.000

0.236
0.663
0.23
0.11
0.000
0.028

中西部地区

模型3
系数

-25.419
-23.461

76.096
15.123
-0.276
2.992
-5.903

0.594
93.26

P值
0.000
0.000

0.000
0.047
0.79
0.000
0.000

模型4
系数

-28.616

-30.107
71.878
15.05
-0.276
3.25
-4.25

0.584
89.55

P值
0.000

0.000
0.000
0.05
0.792
0.000
0.00

变量

R&D
First
Growth
ROA
Size
Lever

平均值

0.03
0.339
0.331
0.035
22.122
0.454

标准差

0.028
0.148
5.384
0.122
1.242
0.282

最大值

0.275
0.90
381.96
7.249
27.487
12.127

最小值

0
0.034
-0.999
-1.558
17.049
0.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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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实证结果

多元回归结果见表 5。从表 5可以看到，不论

选择哪个指标来度量自然资源依赖，都与企业的

研发支出显著负相关；不论选择哪个指标来度量

金融发展，都与企业的研发支出显著正相关。不

同的测度方法的出的结论是稳健的。这与区域层

面的回归结果是一致的，可以得出同表 2类似的结

论，说明自然资源依赖不利于技术创新，而金融

发展有助于技术创新。就控制变量而言，第一大

股东持股比例与企业的研发支出显著负相关，这

是与预测相一致的。企业固定资产增长率尽管与

企业的研发支出负相关，但统计上不显著。企业

的盈利能力与企业的研发支出正相关，统计上也

不太显著。企业的规模与研发支出显著负相关，

这意味着对中国企业来说，大企业进行创新活动

的动力不足，与预测相一致，企业的财务杠杆对

企业的研发支出具有负向作用。

4 结论与启示

本文探讨了自然资源依赖对技术创新的挤出

效应，并分析了金融发展抑制视角下的中介作

用。利用中国区域层面和企业层面的数据进行的

实证研究发现，从整体上看，自然资源依赖对技

术创新具有显著的挤出作用，金融发展对技术创

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考虑到现有研究表明自

然资源依赖抑制了金融发展，可以认为，金融发

展是自然资源依赖挤出技术创新的机制之一。但

进一步分析表明，这一结论仅在中西部地区成

立。这种显著的区域差异性影响也侧面说明了金

融发展的区域差异。一般而言，发展中区域的金

融抑制较为普遍，因此如何通过政策措施逐步推

进金融深化，促进产业链协同创新具有重要的实

践意义。

通过绿色创新促进产业链低碳转型是资源型

地区面临的普遍问题。资源型地区要实现转型发

展，就要破解科技创新难题，也就是要消解自然

资源依赖对技术创新的挤出效应。政府可以对自

然资源行业的超额收益征收一定比例作为公共研

发投入，用来设立产业研发基金，加大对产业创

新活动的补贴及创新产出的奖励等，以提升高附

加值产业研发部门的收益率，激励绿色技术创新

活动。同时，政府还要千方百计改善区域产业创

新环境，促进资源型产业与非资源型产业协同发

展。区域创新环境的改善是一个系统工程，而金

融体系作为现代经济运行的核心，是区域创新环

境的重要一环。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能够缓解产

业发展中的融资约束，促进研发投入的增加，并

有利于促进创新投入到创新产出的转化。因此，

资源型地区一定要注意规避自然资源依赖对金融

发展的抑制作用，在绿色低碳转型过程中尤其应

重视提升金融制度质量，进而提升产业链协同创

新效率。

解释

变量

常数项

NRD1
NRD2
FD1
FD2
First
Growth
ROA(-1)
Size
Lever
Adj-R2
F-statistic

模型1
系数

0.064
-0.084

0.046

-1.2
-0.000
0.004
-0.001
-0.02

0.076
83.75

P值
0.000
0.000

0.000

0.000
0.284
0.131
0.000
0.000

模型2
系数

0.064
-0.096

0.001
-1.2
-0.000
0.004
-0.001
-0.02

0.073
81.17

P值
0.656
0.000

0.378
0.000
0.295
0.13
0.002
0.000

模型3
系数

0.062

-0.099
0.055

-1.2
-0.000
0.004
-0.001
-0.02

0.074
81.58

P值
0.000

0.000
0.000

0.000
0.252
0.123
0.001
0.000

模型4
系数

0.062

-0.113

0.002
-1.2
-0.000
0.004
-0.001
-0.021

0.071
78.46

P值
0.000

0.000

0.027
0.000
0.26
0.12
0.002
0.000

表5 企业层面的回归结果

关明文等：自然资源依赖、金融发展与技术创新

19



2020年第5期 煤 炭 经 济 研 究 第40卷

参考文献：

[1] 张复明 .破解“资源诅咒”：矿业收益、要素配置与社会福利

[M].北京：商务出版社，2016.
[2] Sachs J D，Warner A M.The curse of natural resources[J].Euro⁃

pean Economic Review，2001，45（4-6）：827-838.
[3] 熊彼特 . 经济发展理论[M].孔伟艳，朱攀峰，娄季芳，译 .北

京：北京出版社，2008.
[4] Harris C，Vickers J. Innovation and Natural Resources：A Dy⁃

namic Game with Uncertainty[J].1995，26（3）：418-430.
[5] Le T，Van C L. Natural resources，R&D and economic growth：

Workshop of the Australasian Macroeconomics Society, 2014[C].
[6] Papyrakis E， Gerlagh R. Resource abundance and economic

growth in the United States[J].European Economic Review，2007，
51（4）：1011-1039.

[7] 邵 帅，齐中英 .西部地区的能源开发与经济增长——基于

““资源诅咒””假说的实证分析[J].经济研究，2008（4）：

147-160.
[8] 马 宇，杜 萌 .对“资源诅咒”传导机制的实证研究——基

于技术创新的视角[J]. 经济学动态，2013（1）：88-93.
[9] 赵康杰，景普秋 .资源依赖、资本形成不足与长期经济增长停

滞——““资源诅咒””命题再检验[J].宏观经济研究，2014
（3）：30-42.

[10] 张 攀，吴建南 .政府干预、“资源诅咒”与区域创新——基

于中国大陆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J].科研管理，2017
（1）：62-69.

[11] 万建香，梅国平 .社会资本、技术创新与““资源诅咒””

的拐点效应 [J].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16（10）：2498-
2513.

[12] 孙维峰，贾玉霞 .自然资源依赖对技术创新的挤出效应研究

[J].科技管理研究，2018，38（14）：19-24.
[13] 廖开容，陈爽英 .制度环境对民营企业研发投入影响的实证

研究[J].科学学研究，2011，29（9）：1342-1348.
[14] 蔡 地，万迪昉 .制度环境影响企业的研发投入吗?[J].科学学

与科学技术管理，2012，33（4）：121-128.
[15] 李诗田，邱伟年 .政治关联、制度环境与企业研发支出[J].科

研管理，2015，36（4）：56-64.
[16] 孙晓华，王 昀，徐 冉 .金融发展、融资约束缓解与企业

研发投资[J].科研管理，2015，36（5）：47-54.
[17] 胡 杰，任丹阳 . 金融发展、企业特征与研发融资约束——

来自中国股市的经验证据 [J]. 科技进步与对策，2017，34
（6）：81-90.

[18] 叶志强，赵 炎 .独立董事、制度环境与研发投入[J].管理学

报，2017，14（7）：1033-1040.
[19] 胡 凯，吴 清 .税收激励、制度环境与企业研发支出[J].财

贸经济，2018，39（1）：38-53.
[20] 林木西，张紫薇，和 军 .研发支持政策、制度环境与企业

研发投入[J].上海经济研究，2018（9）：35-48.
[21] 严若森，姜 潇 .关于制度环境、政治关联、融资约束与企

业研发投入的多重关系模型与实证研究[J].管理学报，2019，
16（1）：72-84.

[22] Sarmidi T，Law S H，Salleh N H M.Resource Curses Finance.
Can Humans Stop It？[M].Palgrave Macmillan UK，2013.

[23] Sun H，Bless Kofi E，Sun C，et al. Institutional quality, green
innovation and energy efficiency[J].Energy policy，2019.

[24] Brown J R， Fazzari S M， Petersen B C. Financing Innovation
and Growth： Cash Flow， External Equity， and the 1990s
R&D Boom[J]. The Journal of Finance，2009，64（1）：151-
185.

[25] Czarnitzki D，Hottenrott H.R&D investment and financing con⁃
straints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firms[J].Small Business Eco⁃
nomics，2011，36（1）：65-83.

作者简介：关明文（1972—），男，山西临猗人，副教授，研

究方向为能源经济与企业管理。E-mail：mingwen1972@163.com

责任编辑：宋晓波

20



第40卷第5期 煤 炭 经 济 研 究 Vol.40 No.5
2020年 5月 Coal Economic Research May. 2020

0 引 言

宁东能源化工基地是我国重要的能源基地，

拥有丰富的煤炭资源，是国家 14个亿吨级大型煤

炭基地之一，国家千万千瓦级大型煤电基地和现

代煤化工产业示范区，也是国家能源“金三角”

（宁东—鄂尔多斯—榆林）重要一级和自治区“一

号工程”，对宁夏经济社会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

用。截至 2018年底，宁东基地形成煤炭产能 8 840
万 t/a、火电装机容量 1 530万 kW、风电装机容量

325万 kW、光伏装机容量 220万 kW、煤化工总产

能 2 225万 t（煤制油 400 万 t、烯烃 260万 t，是

全国最大的煤制油和煤基烯烃生产加工基地）、石

油炼化产能 500万 t、有色金属产能 100万 t。2018

年基地工业总产值达 1 175亿元，成为宁夏经济增

长的压舱石和定盘星。

水是影响宁东能源化工基地煤炭产业发展的

重要因素。水与能源的相互关系复杂，一方面，

水的提取、运输和处理需要消耗能源，另一方面

能源的生产也离不开水，水资源是能源产业发展

的限制性因素之一，例如我国现代煤化工项目生

产每吨煤制油需要耗水 5.8~9 t、每吨煤制乙二醇

耗水 25t、每吨煤制烯烃耗水 22~32t。随着经济社

会的发展，在水资源与能源之间竞争越演越烈的

背景下，为防止水资源短缺或能源短缺问题的出

现，需要将水资源与能源两方面的问题同时规划

和布局，强调水资源与能源之间的协调发展，提

高水资源和能源的利用效率，解决水资源短缺和

宁东地区水资源开发利用现状和政策研究

李瑞龙 1，安广萍 1，金政伟 1，杨 磊 1，申 万 2

（1.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煤炭化学工业技术研究院，宁夏 银川 754011；2.协鑫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 苏州 215123）

摘 要：随着宁东地区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能源和水资源的需求量与日俱增，煤炭工业发展和

水资源匮乏的矛盾已成为制约宁东地区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通过梳理宁东地区水资源开发利

用现状，回顾了取水许可制度、取水定额、水资源税、水权转换等水资源政策。将水资源作为社

会经济资源要素，识别了水资源开发利用面临的产业、政策、技术等问题，为宁东地区水和能源

政策的制定提供有针对性、可落地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宁东地区；水资源；煤炭；政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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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present situation and policy of water resources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in Ningdong region

Li Ruilong 1，An Guangping 1，Jin Zhengwei 1，Yang Lei 1，Shen Wan 2

（1. Coal Chemical Industry Technology Research Institute，National Energy Group Ningxia Coal Industry Co.，Ltd.，Yinchuan 754011，China；

2. GCL Smart Energy Co.，Ltd.，Suzhou 215123，China）

Abstract：With the continuou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Ningdong， the demand for energy and water resources is
increasing day by day.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coal industry and water resources has become the main factor restrict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Ningdong. By sorting out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water resources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in
Ningdong area， the water resources policies such as water withdrawal permit system，water withdrawal quota，water resource
tax and water rights conversion are reviewed. Using water resources as a socio-economic resource element，the industry，poli⁃
cy，and technology issues facing th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water resources are identified，and targeted and feasible
policy recommendations are provided for the formulation of water and energy policies in Ningdong.
Key words：Ningdong area；water resources；coal；policy analysis

能源与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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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短缺的问题[1]。当前伴随着宁东地区经济社会

的不断发展，能源资源和水资源的需求量与日俱

增，煤炭产业发展和水资源匮乏的矛盾已成为制

约宁东地区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2-6]。
为实现宁东地区水与能源的协同发展，本文

通过梳理宁东地区水与煤基能源关系，识别水资

源与煤基能源协同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将水和煤

基能源作为资源要素进行政策分析，为宁东地

区水和能源政策的制定提供有针对性、可落地

的建议。

1 宁东地区水资源开发利用情况

宁东能源化工基地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中东

部，毛乌素沙漠西南边缘，属荒漠、半荒漠地带，

辖区范围涉及灵武市、盐池县、同心县、红寺堡

区 4个市县（区），涵盖了灵武市临河镇、宁东镇、

马家滩镇、白土岗乡，盐池县惠安堡镇、冯记沟

乡，同心县韦州镇、下马关镇，红寺堡区太阳山

镇等 9个乡镇的部分区域, 面积 3 484 km2，其中核

心区面积800 km2。

宁东基地地处干旱缺水地区，多年平均降雨

量仅为 198 mm，2018年人均水资源量仅为 214 m3/
人，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 1/10（图 1）。多年平均

降水量 247 mm左右，量少且时间分布不均。当地

地表水流形式主要是季节性山洪，时空分布不均

匀，年际变化大，当地多年平均地表水资源量仅

为0.087亿m3，绝大部分水质很差，矿化度2～5 g/L，
难以利用，属于资源型缺水与水质型缺水并存的

地区。随着自治区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

化的加快推进，用水需求刚性增长，水资源供需

矛盾日益突出，保障各行业用水的任务十分艰巨。

根据需水量测算，到 2020年和 2030年，全区水资

源供应缺口分别达 2.7亿m3、14.2亿m3，水资源短

缺已成为宁东能源基地发展的硬约束。农业是宁

夏最大的用水产业（图 2），宁东能源基地工业及

其他用水主要靠离 35 km以外的黄河水。因此，通

过对宁夏引扬黄灌区实行改造，将农业节约下来

的水通过水权转换的方式转给宁夏宁东能源化工

基地用水，有很大发展潜力。

宁东基地现有三大水源：黄河水、地下水、

非常规水。①黄河水：宁东基地现有宁东供水工

程（鸭子荡水库）、长城供水工程（水洞沟水库）、

太阳山工业开发区供水工程 （刘家沟水库） 三大

黄河供水工程，年总供水能力3.832 5亿m³。②地

图1 宁夏及全国人均水资源量

图2 宁夏各部门用水量

下水：大泉水源地批复年取水量 530万m³，大泉水

源地一直超用取水，最高年份达到 900万m³左右，

随着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落实，近几年取水量

逐步下降，2019取水量为 480万m³，接近许可量。

③非常规水：包括再生水和矿井水。宁东已建成

污水处理厂 7座，设计处理能力为 13.2万m3/d，规

划至 2020年处理能力达到 14.2万m3/d。2018年矿

井疏干水涌水总量达到 5 140万m3，回收利用总量

1 555万m3，回用率为30.2%。

自 2005年以来，宁东能源化工基地用水量呈

逐年增加趋势，由 2006年的 1 368万 m3增加至

2017年的 2.17亿m3。2018年、2019年用水总量略

有下降，2018年用水量为 1.943亿m3，其中，黄河

水 1.898亿 m3，占总用水量的 97.68%。在供水量

中，宁东供水工程供水 1.423亿m³，占总供水量的

73.23%； 长 城 供 水 工 程 供 水 2 990 万 m3， 占

15.4%；太阳山供水工程供水 1 755 万 m3，占

9.1%；大泉水源地供水 448.5 万 m3，占 2.3%。

2019年用水量为2.0亿m3，其中，黄河水1.804亿m3，
占总用水量的 90.1%。在供水量中，宁东供水工

程供水 1.413亿 m³，占总供水量的 70.65%；长城

供水工程供水 2 942万 m3，占 14.7%；太阳山供

水工程供水 872万m3，占 4.36%；大泉水源地供水

480万m3，占 2.4%，非常规水供有 1 500万m3，占

7.5%（表1）。

从以上数据来看，2019年宁东能源化工基地

用水量超过 2亿m3，已经十分接近宁夏自治区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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厅划定的 2020年水资源红线指标 （2.254亿 m3），

即使不计太阳山工业园区用水，宁东基地 （核心

区） 用水总量也有 1.9亿 m3，未来用水矛盾十分

突出。

2 相关政策梳理

2.1 取水许可制度

1993年国务院发布 《取水许可制度实施办

法》，1996年水利部颁布 《取水许可监督管理办

法》，要求地方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制定地方性行

业取水定额标准，并以此作为取水量审批的主要

依据。2002年水利部和原国家计委联合颁布《建

设项目水资源论证管理办法》，规定在取水许可预

申请阶段提交项目水资源论证报告，要求对建设

项目进行用水合理性论证。2006年国务院发布

《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取代《取

水许可制度实施办法》，重新规定了取水许可的审

批体系，各级地质矿产管理部门和城建管理部门

不再被授权审批和发放取水许可证，地下水取水

需统一征询国土资源部门的意见；水资源论证受

到进一步重视，论证报告的审查替代原取水许可

审批程序中的预申请环节，取水单位只有得到审

查意见后才能进行下一步审批程序。

2.2 取水定额

工业生产中的取水定额是指在一定生产技术

和管理条件下，工业企业生产单位产品或创造单

位产值所规定的合理用水的标准取水量。国家已

经制定了煤炭洗选、火力发电以及煤化工产品等

的取水定额标准，为高耗水工业行业用水划定约

束边界，防止粗放用水、浪费用水，以严格的用

水定额管理倒逼提高用水效率、减少废污水排放。

2.3 水资源税

按照财政部的统一安排部署，宁夏作为全国

第二批水资源税改革试点 9个试点省份之一， 自

2017年 12月 1日起实施水资源税改革试点。宁夏

自治区成立专门领导小组，财政、税务、水利三

部门建立了高效紧密的联动协调工作机制，坚持

全面、深度合作，统筹协调共同开展水资源税改

革试点工作，根据宁夏自治区实际情况，制定了

《宁夏回族自治区水资源税改革实施办法》《宁夏

回族自治区水资源税征收管理暂行办法》《水资源

税征管应急预案》等办法[7]。
自试点工作开展以来，在各部门的配合协作

下，共为 33家企业办理取水许可证，同时加强取

用水量核定，加装水表 92个。截至 2018年 12月，

宁夏自治区共确定了 757户水资源税纳税人，较

分项

2005年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宁东供水工程

总供水量

30
1 368
2 106
2 768
3 643
6 170
10 195
10 242
11 682
11 508
13 323
13 624
15 897
14 231
14 135

其中绿化

49
286
541
923
1 095
1 101
799
804
794
917
1 338
1 562
1 416
1 701

长城供水

工程

总供水量

1 450
1 705
1 508
3 032
3 776
2 990
2 942

太阳山供水工程

总供水量

110
226
352
545
806
1 087
1 099
1 375
1 431
1 713
1 755
967

其中绿化

52
56
41
33
91.8
100.5
164.4
122.6
125
125.7
126

大泉水

源地

920
594
474
504
529
484
340
389
449
480

非常规水

1 500

总供水量

总水量

30
1 368
2 106
2 878
3 869
7 442
11 334
11 522
14 723
14 841
16 690
18 427
21 714
19 425
20 024

黄河水

30
1 368
2 106
2 878
3 869
6 522
10 740
11 048
14 219
14 312
16 206
18 087
21 385
18 976
18 044

地下水

920
594
474
504
529
484
340
389
449
480

非常规水

1 500

表1 宁东基地2005—2019年用水总量情况 万m³

李瑞龙等：宁东地区水资源开发利用现状和政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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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年底移交的水资源税纳税人增加了 166户。

自水资源税开征以来，用水效率明显提升。2018
年，宁夏自治区万元 GDP用水量为 177 m3，比

2017年降低 7.3%；全自治区工业用水量 4.34亿m3，
比 2017年减少 1 700万m3，万元单位工业增加值用

水量比2017年降低11%，用水效率进一步提高。

2.4 水权转换

2004 年，为破解宁东能源基地等工业园区企

业用水难题，宁夏自治区依据《黄河水权转换管

理实施办法》，率先在黄河流域实施了“由工业建

设项目出资，建设引黄灌区节水改造工程，把干

渠输水过程中损失的水量节约下来，满足拟建工

业项目用水需求”的水权转换。2007 年颁布的

《宁夏回族自治区节约用水条例》明确规定：“新

建工业项目取用黄河水，无水权指标的，应当通

过水权转让方式解决用水”，2008 年出台的《宁夏

实施〈水法〉办法》，将水权转换的法律条款进一

步明确，之后相继出台了自治区《水资源管理条

例》《水资源使用权用途管制暂行办法》《水权交

易管理暂行办法》《水权收储管理暂行办法》等管

理制度，水权转换纳入了规范化、法制化轨道[8-9]。

3 存在的问题

3.1 用水管理制度不健全

在涉水事务管理方面，对基地企业实行用水

计划管理和定额管理力度不够，存在“多龙管水”

现象，黄河水供水工程由宁东水务公司、长城水

务公司、太阳山水务公司管理，地下水供水由神

华宁煤灵武分公司管理，再生水规划利用由管委

会管理，矿井水利用由企业自行管理，亟待建立

水资源统一管理机制。

在工业用水方面也存在管理盲区，部分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存在取用地下水没有计量设备的现

象，监管难度较大。企业内部用水效率没有考核，

多数企业未按照《宁夏节约用水条例》《宁夏节水

型社会建设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要求开展水平

衡测试，节水型企业覆盖度不到10%，企业内部浪

费水的问题较为普遍。

3.2 用水结构不合理

2019年黄河水用量占 90.1%，地下水占 2.4%，

非常规水占 7.5%。据 2014—2018年宁东 7个煤矿

用水显示，超用黄河水 325.5万m3。宁东地区煤化

工项目用水 1.2亿m3，用水比例高达 60%；火电行

业用水在 2 000万m3，占总用水的 10%；煤矿行业

用水量 2 000万m3，占总用水量的 10%。用水结构

不合理导致单位产值耗水量偏高，水资源利用效

率较低，2018年，万元GDP用水量是全国平均的

2.7倍，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高出全国平均水平

50%。

3.3 用水指标不平衡

2006—2018年宁东基地火电平均用水量为

0.164亿 m³，较取水许可 0.268亿 m³有一定富余。

另外，还有部分企业建设迟缓、未建成或未达产，

或者经营不善停产，空占用水指标。有些企业如

宁煤 6万 t聚甲醛项目无水权指标，造成表观上存

在缺水问题。

3.4 矿井水处理技术有待提高

宁东基地矿井水综合利用率仅为30%，既浪费

了水资源，又污染了周围环境。究其原因，一方

面源于矿井水本身是高矿化度水，处理费用高；

另一方面部分煤矿矿井水处理技术水平较低，只

按照《煤炭废水排放标准》要求进行预处理，矿

化度处理前后变化不大，如羊场湾煤矿处理前矿

化度为 4 420 mg/L，处理后为 4 160 mg/L，仍属于

高盐水，无法利用。

3.5 节水投入和水资源保护不足

宁东基地的煤矿企业没有健全完善现代化企

业用水管理制度，用水管理人员还不够完善；未

开展创建节水型企业活动，节水的意识有待提高；

节水未有牵头部门，缺乏节水用水管理监管机构。

相对于国际煤化工先进水平，基地内技术目前仍

有很大提升空间。主要煤化工企业用水量为 9 738
万m³，通过采用循环冷却水系统、空冷节水技术

等先进节水技术，则届时用水量为 6 861万m³，理

论上节水潜力为 2 522万m³（表 2）。在农业节水方

面，国家节水灌溉项目资金规模小，至今还未建

立起直接投入喷灌、微灌及其他高效节水灌溉技

术的有效资金渠道，宁夏经济发展相对落后，政

府财政用于发展节水灌溉的资金有限，使得有些

工程开始实施就存在投入资金不足的状况。

3.6 水权制度有待完善

水资源特殊的属性，决定了其自身规律的复

杂性，确权难度大。在工作过程中，对水资源使

用权的概念和边界、物权登记的范围和对象等认

识不统一，而且取水权的权利内容不清晰，存在

取而不用的水权、用而不取的水权、既取又用的

水权。各种形式的水权权利和义务如何确定，以

及如何登记尚未探索出有效途径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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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水资源税特种行业分类需进一步细化

《扩大水资源税改革试点实施办法》中规定的

特种行业分类主要是洗浴、洗车、高尔夫球场和

滑雪场 4类，水资源税特种行业的分类基本合理，

但划分标准较为宽泛，不能实现水资源的精细化

管理。例如，食品加工企业等用水量较大的企业，

自来水公司将其列入特种行业，水价参考较高阶

梯水价执行，改革后这类企业被划为其他行业，

无论其使用何种水源，税额标准都远远达不到水

资源税对特种行业规定的税额标准，用水成本不

升反降，不利于促进企业转变用水方式、提高水

资源利用率。

3.8 利用再生水、矿井水政策执行不到位

政府配套优惠政策有待健全。从处理过的矿

井水到企业用水户之间的供水管道多为企业自身

投资建设，如果政府在企业处理矿井水过程中没

有补贴，也不补贴供水管网建设，企业出于成本

考虑将不愿意用矿井水。因此，宁东用矿井水的

多数是本系统企业。

另一方面，对于再生水利用，工业园区污水

处理成本远高于黄河水价，同时相关优惠政策也

没有落实，如 2004年国务院颁发了《关于推进水

价改革促进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的通知》（国办发

〔2004〕 36号），要求对再生水生产实行优惠电价，

不执行峰谷电价政策。一般污水处理厂及再生水

厂电费占运行成本的 30%~50%，但是宁东地区没

有享受这项优惠电价政策。由于再生水处理成本

高，管网投资大，多数企业并不愿意使用再生水。

4 政策建议

宁东地区水资源匮乏，发展几乎完全依赖于

宁夏自治区分配的黄河水，水资源供需矛盾日益

突出，已成为制约宁东基地煤炭工业发展的重要

瓶颈。为落实 2019年 9月 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的重要讲话,
以及党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

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等有关精神，为

宁东能源基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提供水资源支

撑，提出如下建议。

4.1 完善水权制度，加大水权置换和水权交易

首先，应加快建立水资源产权制度和水权收

储、抵押、交易机制，加大试点经验推广力度，

畅通水权流转渠道，指导各市、县 （区） 开展跨

行业、跨区域水权转换交易，有效发挥市场对

水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以水权制度改革倒

逼产业结构调整、用水方式改变和用水效率、

效益提高。

其次，要继续在宁东地区推进农业灌溉设施

现代化、自动化建设，加大农业节水力度。同时

加强与周边地市合作，鼓励以企业为投资主体对

灌区进行节水改造，推动水权交易，将农业节省

的水量有偿转让给工业，通过农业综合节水、水

权有偿转换和水权有偿交易，确保宁东能源基地

的用水安全。

4.2 推进水资源配置、供应、管理一体化

一是要构建宁东基地水资源统一配置格局，

李瑞龙等：宁东地区水资源开发利用现状和政策研究

表2 煤化工企业节水潜力表

项目名称

宁煤400万 t间接液化项目

捷美丰友合成氨、甲醇、尿素一期项目

宁夏发电集团100万 t/a二甲醚

山东盛大二甲醚项目

宁煤集团煤基甲醇项目

国电英力特45万 t/a醋酸乙烯、10万 t/a
聚乙烯醇项目

宁煤集团煤基烯烃项目（MTP）
宁煤50万 t/a甲醇制烯烃

宁煤集团煤基二甲醚项目一期工程

宁煤集团6万 t/a聚甲醛项目

合计

规模/
（万 t · a-1）

385
130
100
100
60
55
52
50
21
6
959

定额/
（m³ · t-1）

6.1

13.97
14.61
5
10.8
15.7
15.73
20.98
29.57
132.46

总水量/
万m3
2 660
1 105
1 397
1 461
300
594
816
787
441
177
9 738

先进定额

（m³ · t-1）
4

10.97
11.61
2
7.8
12.7
12.73
17.98
26.57
106.36

用水量/
万m3
1 505
715
1 097
1 161
120
429
660
637
378
159
6 861

节水潜力/
万m3
800
390
300
300
180
165
156
150
63
18
2 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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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宁东基地用黄河水、再生水、矿井水、地下

水状况，结合当地煤炭产业布局规划，科学预测

不同年份的用水需求，在充分论证黄河水、再生

水、矿井水、地下水各类水源可供水量基础上，

按照“有水尽用、优水优用、就近利用”的原则，

提高非常规水的利用量，加强黄河水优化配置，

根据宁东基地不同区域的用水特点，分区进行水

资源统一配置。

二是要根据宁东供水多源、管理部门多头、

水价不同以及仍有部分地区供水处于空白区的实

际情况，根据基地实际供水情况，科学规划黄河

水供水工程、中水利用及矿井水处理工程布局，

从水源工程、供水管网工程 2个方面谋划供水工程

一体化，同时实现各类水源供水统一水价，最终

实现同源同质同价的供水格局。

三是要构建水资源管理一体化格局，按照

“供、用、耗、排”统一管理的理念，通过完善水

资源管理机构，加强取水许可、计划用水、水资

源有偿使用、水资源统一调度等手段，实现水资

源管理的一体化。

4.3 加快建设多水源供水保障体系

根据宁东能源化工基地快速发展和黄河水控

制指标限制的现实情况，建议宁东基地应加快配

套污水处理厂、污水集送再利用工程及南湖矿井

排水处理工程建设，提高污废水处理深度及出水

水质，完善基地集污管网及中水回用管网建设，

尽快完成再生水、矿井水工程联合供水，将矿井

水及其他污水集中处理后逐步回用于绿化及工业

用水，从而减少黄河取水量，既解决部分煤矿矿

井疏干水蓄水池存蓄已满且矿井疏干水无法有效

利用的问题，又能同时满足基地不断增长的用水

需求，保障供水安全。

另外，还要培育和发展矿井水综合利用产业

链模式[10]，以矿井水就近回收和梯级利用为原则，

根据矿井水处理程度、产业用水水质要求及企业

地理位置等，形成煤炭企业自身生产、生活和生

态用水，以及邻近工业生产、农业灌溉、河湖生

态补水等综合利用模式。考虑到脱盐处理后的净

水水质已达到饮用水标准，因此其综合利用途径

较多，建议出台相关配套财税政策促进矿井水的

循环利用。

4.4 分质、分区供水，扩大矿井水使用范围

一是要完善矿井水利用标准体系，研究制定

矿井水用于生态修复、农业灌溉等领域的技术标

准，拓展矿井水的利用范围。建议通过顶层设计，

优化、完善宁东地区矿井水供用水系统，进行分

质、分区供水，减少水处理成本及不必要的投资

（如基地煤场灰渣场降尘、基建等用水与生产系统

用优质再生水分级处理分配补给），提高矿井水深

度处理产水量[11]。针对具备条件的矿井，生产和绿

化用水最大化取用复用水，降低生活水消耗指标

和原煤生产水消耗指标，节约水费支出。脱盐处

理后净水首先可用于井下消防洒水，主要包括采

煤机、掘进机、支架、转载点喷雾用水、风流净

化水幕以及冲洗巷道用水等，其次可作为厂区生

活用水和锅炉房锅炉补充用水，厂区园林绿化用

水等。

二是建议由宁东地区相关部门组织协调，深

入挖掘煤矿周边区域企业的用水需求，缓解煤矿

矿井水外排系统的压力，提升矿井水处理系统的

运行效率，促使矿井水处理系统形成辐射式的利

用格局。例如矿井涌水量大，煤矿自身生产生

活用水难以消化掉矿井水时，可以结合矿区环

境特点用于矿区周边的生态用水和农业用水，

或将矿井水深度处理后作为矿区周边企业的生

产生活用水。

4.5 完善宁东基地水法规建设、水资源管理机构

建设

首先，建议在宁东基地成立专门的水行政管

理机构，负责基地的水资源开发利用、节约保护、

干旱缺水预警等工作。在宁东基地内实行涉水事

务的水务一体化管理，对基地地表水、外引的黄

河水、地下水、基地产生废污水、矿井水进行统

一调度与管理，组织编制宁东基地各个园区水量

分配方案、年度用水计划下达及水量调度、干旱

缺水年份、突发洪水及水污染情况下水量调度及

风险预警。负责基地的节约用水工作，在园区内

大力开展节水型企业、单位等行业节水型单位创

建工作，负责基地范围内节水宣传及组织工作，

落实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并对不同园区进

行用水和节水工作考核等。

其次，建议尽快出台《宁夏非常规水使用管

理办法》，对使用矿井水再生水进行补贴，提高矿

井水的处理和回用水平。结合节水型社会建设与

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制定严格落实水资

源总量控制、水资源利用效率控制、水功能区限

制纳污的“三条红线”的具体要求，建立水资源

管理目标考核体系与考核办法。将水资源开发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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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用水效率、水功能区限制纳污等控制指标体

系纳入宁东能源化工基地和宁东基地发展综合评

价体系。

4.6 完善财税政策

一是要充分发挥企业高效利用矿井水的积极

性，用好矿井水税率工具，适当拉开排放与利用

的税率差异，发挥价格杠杆激励作用，积极研究

落实黄河流域生态补偿机制，争取国家相关财政

补贴。

二是建议对处理再生水、矿井水的企业实行

政策补贴，鼓励宁东企业使用再生水和矿井水。

一方面可以在电价方面实行优惠电价，降低企业

运行成本。另一方面政府直接利用财政进行补贴，

来提高矿井水、再生水的利用率。

三是建议进一步细化特种行业分类，用合理

的税额标准促使企业转变用水方式，提高水资源

的利用效率。要充分考虑地区实际情况，允许地

方实施差别化水资源税政策，对引黄灌区井深小

于70 m的浅层地下水从低确定税额标准。

四是加快农业灌溉水价改革，以价格调节促

节水。充分发挥价格的杠杆作用，推进水权交易，

对用水户节约水量进行收储或鼓励交易，使节水

有收益，激发节水积极性。

4.7 完善水资源监测建设

在取水计量监测与统计制度建设方面，要加

速推进水资源监控预警能力建设，以“智慧水利”

为核心平台，提高水资源实时监控能力，对宁东

基地内水资源总体供需状况、流域管理状况、分

区管理状况、主要水源和取水口、主要供水管线

和供水节点、用水大户进行动态监控、评价与管

理，对主要用水指标（总量、定额、效率、效用）

进行动态评估与管理，提高水资源管理水平。

在推进水务信息化建设方面，要开展重点监

测点的信息实时采集和传送建设，搭建数据共享

平台，达到用量清、环节用水对比明晰、考核依

据准的要求，以大数据管理督促各单位抓好用水

管理工作。宁煤集团双马煤矿、金凤煤矿已建成

部分计量管理网，并形成了局域平台，可作为宁

东地区的示范样板，总结经验并进一步在宁东地

区完善和推广。

5 结 语

宁东能源化工基地煤炭产业发展需要消耗大

量水资源，又地处我国西部严重缺水地区，降雨

量少，蒸发量巨大，主要依靠黄河水源调水。随

着黄河水资源日趋紧张，能够供给宁东地区的黄

河水量日益收紧。实现宁东地区煤基能源与水资

源协调开发，要推行“节水”与“开源”并举。

在节水方面，要加强工业节水考核力度，积极应

用节水型工艺技术，推广农业节水，严守水资源

使用“红线”；在开源方面，要通过政策顶层设

计，推动水权置换、水资源管理、矿井水利用等

非常规水资源循环利用，多渠道拓展用水水源，

实现宁东地区水资源与煤炭产业的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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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煤炭是我国最可靠的能源资源，资源量占我

国化石能源资源基础储量的 94%左右，远大于石

油和天然气，这决定了煤炭的可持续发展和利用

在我国能源发展中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1-7]。但是

煤炭在保障国民经济对能源需求的同时，也引发

了一系列环境污染问题需要解决，为此需要大力

实施节能减排、控制污染物排放、提高清洁利用

程度，从而彻底改变我国煤炭利用长期处于高消

耗、高污染的状态。然而，煤炭的清洁利用不单

纯是技术问题，还受其他因素影响[8-13]。因此，在

煤炭清洁利用的发展和实施过程中需要对各影响

因素进行综合评价[14-20]。
为了实现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并选择煤炭最

佳利用途径，我国学者从不同方面对其进行评价。

李维明等[21]从安全高效开发状况、清洁开发与利用

状况、煤炭资源合理开发利用保障能力 3个方面着

手，构建了反映煤炭企业清洁高效开发利用水平

的评价指标体系；谢和平等[22]构建了中国煤炭科学

产能指标体系，设立了生产绿色度、安全度、机

械化程度等指标，并采用专家打分法加权测算科

学产能分数。高天明等[23]通过研究不同煤炭利用环

节转换能效和终端利用能效，提出了不同终端煤

炭利用的最优路径。闫楠[24]从经济成本、健康损失

和国际影响力、竞争力方面阐释了煤炭产业绿色

发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提出煤炭产业绿色发展

转型的建议。杨洋等[25]从经济和环境层面入手分析

洁净煤燃烧技术，发现使用超超临界技术（USC）

基于技术—环境—政策的煤炭清洁利用度研究

张 淑 娜
（煤炭工业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北京 100120）

摘 要：以技术、环境、政策综合指标为基础，采用多指标综合评价法构建煤炭清洁利用度指标

及评价体系，对我国典型煤炭资源省份山西省进行了综合评价研究。结果表明：2012—2018年，

煤炭清洁利用度由七级（0.241 9）低水平状态提升为三级（0.613 2）良好水平状态，说明山西省

在推动煤炭清洁利用技术发展与环境保护、配合国家政策的方法上取得重要进展，但距离清洁先

进水平仍存在差距，需要持续推进政策与技术、环境互补发展，降低污染物排放与能耗，多点发

力促进煤炭清洁利用水平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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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clean utilization of coal based on technology—environment—policy
Zhang Shuna

（CCTEG Coal Industry Planning Institute Co.，Ltd.，Beijing 100120，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comprehensive indicators of technology，environment and policy，a multi-index comprehensive evalua⁃
tion method was used to construct the coal clean utilization index and evaluation system， and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study was conducted on Shanxi，a typical coal resource province in my country. The results show that from 2012 to 2018，
the clean utilization of coal has been improved from a low level of seven（0.241 9） to a good level of three（0.613 2） . It
shows that Shanxi has made important progress i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clean coal utilization technology and environ⁃
mental protection，and in accordance with national policies. However，there is still a gap from the advanced level of cleanli⁃
ness. Continue to promote the complementary development of policies， technology and environment，reduce pollutant emissions
and energy consumption，and make more efforts to promote the clean utilization of coal.
Key words：clean utilization；technology；environment；policy；coal；Shanxi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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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整体煤气化联合循环发电技术 （IGCC） 能够降

低污染气体治理投入，减少政府在环境治理方面

的开支，长期来看具有可观的经济效益。俞珠峰

等[26]采用生命周期理念LCA和能源、经济、环境相

结合的 3E方法对各种洁净煤技术建立了洁净煤技

术评价（CCTM）模型，实现 18种洁净煤技术在同

一基准下的技术、经济、环境等的定量计算和比

较。神华研究院技术经济所从技术、环保和经济 3
个方面对我国煤炭深加工产业发展进行全生命周

期技术经济评价，建立了我国现代煤化工产业技

术经济指标体系框架[27]。从上述文献可知，对煤炭

清洁利用的研究主要从技术、经济和环境等角度

考虑问题，对政策等因素考虑缺乏。然而，在煤

炭清洁利用过程中，技术是内核，决定下游的利

用与发展；环境是表现，体现出技术的成果；政

策是外部的影响，对技术的实施起到一定的导向

作用。因此，本文基于技术、环境、政策的综合

作用，形成新的煤炭清洁利用度评价指标，并重

点以山西省为例研究其煤炭清洁利用的发展问题，

以期为衡量煤炭清洁利用总体水平提供指标参考，

为制定推动煤炭清洁利用发展的政策措施提供

支持。

1 煤炭清洁利用指数评价模型构建

1.1 指标选择

在技术指标中，煤炭加工转换效率能够代表

清洁利用技术总体水平；煤炭集中利用程度越高，

效率更高，污染物排放更低，反映了技术的先进

性；煤质适合水平是技术水平评判的标准之一，

反应了用煤的科学程度。因此，本文选择“煤炭

加工转换效率、煤炭集中利用比例、煤质适合水

平”3个指标作为技术的三级指标，见表1。
在环境指标中，合理利用煤炭资源是一种保

护环境的行为，而保护环境也是一个合理利用资

源的过程，为了满足国家经济发展对煤炭的要求，

实现煤炭开采利用与环境的协调，必须控制煤炭

利用的污染物排放，实现绿色矿山，绿色利用。

因此，本文选择“SO2污染物排放量、NOX污染物

排放量、烟尘污染物排放量”3个指标作为环境的

三级指标。

在政策指标中，政策对清洁利用发展的促进

作用反应了政策实施的效果；政策数据则反应国

家对煤炭的支撑及关注度。因此，本文选择“政

策对清洁利用发展的促进作用、政策数量”2个指

标作为政策的三级指标。

1.2 模型构建

本文采用多指标综合评价法[28]，建立以技术、

环境、政策为一级指标的评价指标体系，基于指

标体系，采用客观赋权的变异系数法测算指标权

重，计算煤炭清洁利用度Di。
1）各指标组成的矩阵A见式（1）。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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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 = 1...6 ; j = 1...9 （1）

式中： i代表不同年份数； j代表了评价指标的

个数。

2）对原始数据矩阵A进行无量纲标准化处理，

处理方法采用min-max方法。元素 yi1列的计算见公

式（2），依次类推可得到 y2，…，yj列的标准化数

值，形成标准化B矩阵即式（3）。

yi1 = xi1 - min { x11...xi1}
max { x11...xi1} - min { x11...xi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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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11 y12 ⋯ y1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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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 = 1...6 ; j = 1...9 （3）

式中：i代表不同年份数； j代表了评价指标的个

数；x为指标值；y为标准化后的指标值。

3）为使得评价更为客观，采用变异系数法确

定各个指标的权重Mj。变异系数法常用于多个总

体均值不等数据的离散程度的比较，能够较好反

映数据的权重大小，本研究涵盖技术、环境、政

策等多类指标，数据的离散程度大，适合采用该

方法。

Vj = Sj

E ( )yj
Mj = Vj

∑
j = 1

n

Vj

（4）

式中：Mj为权重；Sj为某一列的标准差；E（yj）为

某一列平均数。

Di =∑( )yij × Mj （5）
1.3 煤炭清洁利用度分级标准

根据不同数值对应不同水平标准，Di介于0～
1，距离 1越大，水平越先进，具体煤炭清洁利用

等级标准见表2。

张淑娜：基于技术—环境—政策的煤炭清洁利用度研究

29



2020年第5期 煤 炭 经 济 研 究 第40卷

表1 煤炭清洁利用指数指标体系

表2 清洁等级标准

2 山西煤炭清洁利用度评价

2.1 山西煤炭清洁利用度测算

根据模型算法，将山西省各年的数据代入模

型进行计算，得到 2012—2018山西煤炭清洁利用

度变化情况，如图 1所示和表 3。2012年煤炭清洁

利用指数为七级 （低于 0.3），处于低水平状态；

2013年提升为六级，达到初等水平；2014—2016
年处于五级，达到一般水平，清洁指数逐步提升；

2017年提升为四级水平，达到中等水平；2018年
提升为三级水平，达到了良好水平。结果表明山

西清洁指数改善程度较高，提升明显。

图1 2012—2018年山西煤炭清洁利用指数变化情况

表3 2012—2018年山西煤炭清洁利用指数分级

2.2 清洁利用度发展水平分析

山西煤炭清洁利用度子指标变化情况，如图 2
所示。2012—2018年技术、环境、政策数值均呈

现上升趋势，但是政策值始终低于技术与环境，

反映出政策是目前存在的主要薄弱环节，影响了

清洁利用度的发展，特别是 2016年前山西政策整

体拉动水平偏低。因此，需着重分析政策对山西

清洁利用水平的影响。

图2 山西煤炭清洁利用度子指标变化情况

2012年山西的煤炭清洁利用度为七级低水平，

处于低水平状态。“十二五”开局后山西省出台了

众多针对性政策，如《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

煤炭清

洁利用

度分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五级

六级

七级

代表含义

高水平。技术非常先进，采用颠覆性技术、

资源适配、污染物排放远远低于环境要求，甚

至近零排放，实现煤炭高度清洁利用水平

较优清洁利用水平。技术相比常规手段先

进、资源基本适配、污染物排放低于环境要

求，实现煤炭较优清洁利用水平

良好清洁利用水平。技术相比常规手段先

进、资源基本适配、污染物排放完全符合环境

容量要求，实现良好清洁利用水平

中等利用水平。技术属于常规利用手段的升

级、主要的利用方式煤质适配、污染物排放符

合环境容量要求，达到中等利用水平

一般清洁水平。技术属于常规利用手段及改

造、主要利用方式的煤质适配有明显提高、污

染物排放量不高于环境容量值的 3倍，达到一

般清洁水平

初等水平。技术属于常规利用手段、煤质适

配有明显提高、污染物排放量不高于环境容量

值的5倍，达到初级清洁水平

低水平。技术装备落后，能耗高、煤质适配

很低，污染物排放严重超过环境容量，处于低

水平利用

Di

0.86～
1.00

0.70～
0.85

0.60～
0.69

0.50～
0.59

0.40～
0.49

0.30～
0.39

<0.30

年份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Di

0.248 2
0.320 7
0.345 2
0.448 9
0.528 8
0.586 7
0.613 2

等级

七级（低水平）

六级（初等水平）

五级（一般水平）

五级（一般水平）

四级（中等水平）

四级（中等水平）

三级（良好水平）

一级指标

煤炭清洁利

用指数

二级指标

技术

环境

政策

三级指标

煤炭加工转换效率

煤炭集中利用比例

煤质适合水平

SO2污染物排放量

NOX污染物排放量

烟尘污染物排放量

政策对清洁利用发展的

促进作用

政策数量

权重

0.133
0.128
0.130
0.130
0.116
0.122

0.133

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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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十二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的

通知》（晋政发〔2012〕 34号）《山西省人民政府

办公厅关于山西省“十二五”节能减排综合性工

作方案部门分工的通知》（晋政办函 〔2012〕 154
号）《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山西省焦化行业兼

并重组实施方案的通知》（晋政发〔2012〕 15号）

《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山西省新型材料

产业发展“十二五”规划的通知》等，明确了节

能减排的总体任务：加大落后产能淘汰力度、加

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和战

略性新兴产业，调整优化能源生产和消费结构，

并强化工业企业节能。同时，加大生态环境恢复

治理力度，削减化学需氧量和氨氮排放，推进 SO2
和NOx减排工程和烟尘、工业粉尘治理等。但该

类政策需要一定周期实施，加之山西省前期清洁

利用基础薄弱，并叠加污染物处置技术水平偏低

等多种因素，政策的拉动作用并没有体现出来。

2013年，煤炭清洁利用度改善为初等水平。

这期间出台了《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山西省 2013—2020年大气污染治理措施的通知》

（晋政办发〔2013〕 19号）《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

厅关于印发山西省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的通知》

（晋政办发〔2013〕 109号） 等政策文件，推动了

煤电、焦化等一定程度清洁发展煤炭清洁利用水

平的改善，但政策多聚焦于关停中小用煤设施，

没有出台针对性的出台用煤质量管控标准、推动

技术提升等相关针对性政策，导致清洁利用水平

拉动力有限。

2014—2015年，煤炭清洁利用度提升为五级，

达到一般水平。随着《山西省低碳创新行动计划

的通知》（晋政发〔2014〕 7号）《山西省人民政府

办公厅关于推进全省燃煤发电机组超低排放的实

施意见》（晋政办发〔2014〕 62号）《山西省 2015
年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计划的通知》《山西省人民

政府办公厅关于贯彻落实《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

划（2014—2020年）》的实施意见》《山西省人民

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山西省大气污染防治 2015年
行动计划的通知》等文件的颁布，区域污染物排

放愈发得到重视，环境水平得到有效改善，技术

发展有了政策保障，推动清洁利用水平进一步增

加，但出台政策均存在滞后效应，加之前期发展

基础较低，清洁利用发展程度仍偏低。

2016年是“十三五”开局之年。山西省煤炭

清洁利用度达到 0.528 8，达到中等水平初期。随

着《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山西省大气

污染防治 2016年行动计划的通知》（晋政办发

〔2016〕 43号）《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山西省

“十三五”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的通知》（晋

政发〔2016〕 41号） 等文件下发，区域环境污染

物排放要求更加严格，煤炭清洁利用技术水平发

展加快。同时，煤质资源的适配明显改善，发电、

化工用煤适合度正在逐步提升。煤电则持续推进

超低排放改造，煤焦化也开始进行大型化建设，

并在煤液化（潞安）等现代煤化工方面积极布局。

多因素叠合作用对煤炭清洁利用水平提升促进明

显，政策效应开始展现。

2017年，山西省煤炭清洁利用度达到四级中

等水平，基本接近三级水平。随着《山西省煤炭

销售质量管理暂行办法》（晋煤经发 〔2017〕 385
号）《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控制燃煤

污染改善空气质量的通知晋政办发〔2017〕 37号》

等文件的出台，对用煤质量的管控更加严格，用

煤污染物的排放进一步降低。随着 2017年年底

《山西打造全国能源革命排头兵行动方案》政策的

出台，山西省进一步推动了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水

平提升，并积极调整优化能源消费结构、培育能

源转型升级新动力。

2018年，山西省煤炭清洁利用指数达到0.613 2，
提升到三级中等水平，达到了良好水平。山西省

在清洁利用的政策工具方面已较为全面，2018年
以政策的延续为主，因此从曲线上可见技术的提

升成为清洁利用指数上升的更主要因素。山西省

清洁利用水平需要进一步精准施策，继续推进煤

炭清洁高效利用水平提升。

3 结 语

基于技术、环境、政策指标的煤炭清洁利用

度，可较好评价用煤地区整体清洁利用发展水平，

从而为更好的引导该地区的煤炭消费提供参考。

山西省“十二五”初期煤炭清洁利用度仅处于低

水平阶段，环境污染严重。随着系列性政策的颁

布实施，煤炭节能减排进度加快、能源生产和消

费结构得到调整优化、污染物排放更低，清洁利

用度取得明显进展，到 2018年煤炭清洁利用度提

升到三级中等水平，达到良好水平。可见政策对

煤炭清洁利用的推进作用明显，因此，我国煤炭

消费大省需要针对性的制定促进煤炭清洁利用的

政策措施，推进政策、技术、环境的互补发展，

张淑娜：基于技术—环境—政策的煤炭清洁利用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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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污染物排放与能耗，推动煤炭清洁利用水平

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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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碳捕捉与封存技术发展有 45年之久，全

球已经有 98个项目运营或建设，但是 CCS的发展

速度仍然较为缓慢、成本备受争议、政策支持不

明朗、新能源技术发展迅速，对CCS产生一定的挑

战，但是CCS作为一项碳减排技术，对于未来全球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实现气候变化目标仍为至关

重要，碳捕捉与封存技术是减少CO2排放最显著的

方式之一，全球碳捕捉与封存技术的应用前景仍

为广阔[1-4]。

1 全球碳捕捉与封存技术发展现状

1.1 全球碳捕捉与封存项目最新进展

自 1972年第一个Val Verde CO2-EOR大型CCS
项目在得克萨斯州 Sharon Ridge油田开始运营以

来，全球已有98个CCS项目和9个测试中心启动运

营或者开始建设。根据全球碳捕捉与封存研究院

CO2RE数据库数据，截至 2017年底，全球有 43个
大型CCS项目，其中 18个项目处于商业化运营，5

个项目在建设中，20个项目处于不同的开发阶

段，捕捉 CO2达 40 Mtpa[5-7]。另外，28个试验示范

大规模项目正在运营或建设中，捕捉 CO2达 3 Mt⁃
pa，见表 1。
1.2 技术现状

随着新能源发电技术的完善，发电技术成本

的下降，CCS的发展备受争议，有些研究机构认为

CCS技术成本普遍高昂，无法达到商业规模，对于

碳捕集后的运输、捕集CO2的注入和储存也存在严

重的现实问题。为减少煤炭燃烧产生的CO2，主要

有两种基本的运行模式：一是在煤炭燃烧前剔除

CO2；二是选择燃烧后方式将烟气在进入大气之前

去除。主要有燃烧前、燃烧后、富养燃烧 3种技术

选择。CCS技术主要集中在油气生产、化肥、发电

等行业，例如，在北非地区，In Salah项目能够将

CO2从生产的天然气中被分离出来并被重新注入生

产的油气藏区。挪威的 Sleipner是世界上首个全面

Research on global CCS technology status and application prospect
Gao Hua

（CHN Energy Technology and Economics Research Institute，Beijing 100011，China）

Abstract：Starting with the latest progress of global 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 technology projects， focusing on the analysis
of CCS technology status，cost status，and policy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al-fired power generation. It further
analyzes the challenges currently faced by the CCS technology in coal-fired power generation，such as controversial investment
policies，unclear policies， and lower costs of new energy power generation. In particular， some CCS projects in the United
States are at a standstill. Finally，the current existing applications and future prospects of global CCS technology were summa⁃
rized and presented，and with the innovative use of CCS technology by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the combination of CCS
with hydrogen，biomass energy，and direct air capture has created opportunities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new energy.
Key words：CCS technology；new energy；coal-fired power generation；application prospects

全球碳捕捉与封存（CCS）技术现状及应用前景

高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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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全球碳捕捉与封存技术项目最新进展入手，着重从燃煤发电角度分析CCS的技术现状、

成本现状、政策发展情况，进一步分析燃煤发电中CCS技术面临的投资成本受争议、政策不明朗、

新能源发电成本降低等挑战，尤其是美国一些CCS项目处于停滞状态。汇总并提出全球CCS技术已

有的应用情况以及未来的前景，随着全球各国对CCS技术创新使用，CCS与氢气、生物质能、空气

直接捕捉等结合，创造新能源经济发展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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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TK09；X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9605（2020） 05－0033－06

33



2020年第5期 煤 炭 经 济 研 究 第40卷

项目名称

Abu Dhabi CCS（第一阶段用于阿联酋钢铁工业）

空气化工产品蒸汽甲烷改造器

加拿大 Agrium与 ACTL 合作的 CO2捕集项目

加拿大ACTL与 西北雷德沃特伙伴关系Sturgeon沥青炼油厂CO2 Stream
边界大坝碳捕捉与封存项目

新喀里多尼亚Caledonia清洁能源项目

CarbonNet
Century Plant

华润电力海丰公司碳捕捉与封存一体化示范项目

中石油吉林油田CO2 EOR
科菲维尔（Coffeyville）气化厂

伊尼德化肥厂（Enid Fertilizer）
Gorgon CO2注入项目

大平原合成燃料厂与Weyburn-Midale
华能绿色煤电 IGCC电厂示范工程 （阶段3）
Illinois 伊利诺斯工业碳捕捉与封存项目

因萨拉赫（In Salah） CO2储存项目

韩国-CCS 1
韩国-CCS 2

Lake Charles甲醇厂

Lost Cabin 天然气厂

挪威全产业链 CCS
Petra Nova 碳捕捉项目

巴西国家石油公司桑托斯盆地盐下油藏 CCS
Quest

山西国际能源集团 CCUS
神华宁夏煤制油项目

Shute Creek 天然气处理厂

中石化华东公司 CCS
中石化齐鲁石化CCS

中石化胜利油田发电厂 CCS
挪威Sleipner 海上CO2封存项目

挪威Snøhvit CO2 封存项目

South West Hub
Teesside Collective二氧化碳捕集和封存（CCS）网络计划

Terrell 天然气加工厂（原Val Verde天然气厂）

德克萨斯清洁能源项目

沙特阿美 Uthmaniyah 天然气厂 CO2-EOR 示范项目

延长石油碳捕捉与封存一体化示范项目

项目状态

运营中

运营中

建设中

建设中

运营中

早期开发

前期开发

运营中

早期开发

运营中

运营中

运营中

建设中

运营中

早期开发

运营中

完成

早期开发

早期开发

前期开发

运营中

前期开发

运营中

运营中

运营中

早期开发

早期开发

运营中

早期开发

建设中

早期开发

运营中

运营中

早期开发

早期开发

运营中

前期开发

运营中

建设中

国家

阿联酋

美国

加拿大

加拿大

加拿大

英国

澳大利亚

美国

中国

中国

美国

美国

澳大利亚

加拿大

中国

美国

阿尔及利亚

韩国

韩国

美国

美国

挪威

美国

巴西

加拿大

中国

中国

美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挪威

挪威

澳大利亚

英国

美国

美国

沙特

中国

运营时间

2016
2013
2019
2019
2014
2024
2020s
2010
2020s
2018
2013
1982
2018
2000
2020s
2017
2004
2020s
2020s

2022 （预计）

2013
2023—2024
2017
2013
2015
2020s
2020s
1986

2020—2021
2019
2020s
1996
2008
2025
2020s
1972

2022（预计）

2015
2020

项目用途

钢铁生产

氢能生产

化肥生产

石油炼制

发电

发电

评估中

天然气加工

发电

天然气加工

化肥生产

化肥生产

天然气加工

合成天然气

发电

乙醇生产

天然气加工

发电

发电

化工生产

天然气加工

多种方式

发电

天然气加工

氢气生产

发电

煤制油

天然气加工

化肥生产

化工生产

发电

天然气加工

天然气加工

化肥生产与 发电

多种方式

天然气加工

化工生产

天然气加工

化工生产

碳捕捉能力/万 t
0.80~0.80
1.00~1.00
0.30~0.60
1.20~1.40
1.00~1.00
3.00~3.00
1.00~5.00
8.40~8.40
1.00~1.00
0.60~0.60
1.00~1.00
0.70~0.70
3.40~4.00
3.00~3.00
2.00~2.00
1.00~1.00
0.00~0.00
1.00~1.00
1.00~1.00
4.20~4.20
0.90~0.90
0.80~0.80
1.40~1.40
1.00~1.00
1.00~1.00
2.00~2.00
2.00~2.00
7.00~7.00
0.50~0.50
0.40~0.40
1.00~1.00
1.00~1.00
0.70~0.70
2.50~2.50
0.80~0.80
0.40~0.50
1.50~2.00
0.80~0.80
0.41~0.41

表1 全球大规模CCS项目（截至2017年底）

资料来源：全球碳捕捉与封存研究院（GCCSI）CCS Facilities Data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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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的可进行 CO2注入的离岸天然气田。在美国，

科氏氮气在俄克拉荷马州伊尼德的工厂将化肥生

产过程中所产生的CO2捕集，然后运输用于提高石

油采收率（EOR）。

1.3 投资成本现状

全球碳捕捉与封存研究院（GCCSI）发布一份

关于全球CCS成本的最新报告指出，CCS成本是公

众讨论的关键问题，且涉及多方面因素，尤其是

燃煤电厂的 CCS成本存在误解以及扭曲解释[8-10]。

美国能源经济与分析研究所 （IEEFA） 最新报告

《碳捕捉的圣杯持续迷惑煤炭产业》指出，服务年

限过长的美国燃煤电厂为了适应CCS技术改造，需

要花费巨额成本对其设备进行升级改造。一半以

上的燃煤电厂已有 40年的服务历史，CCS设备有

20~30年的使用期，为了确保电厂设施能在CCS设
备使用期内持续运行，电厂所有者必须对工厂设

施进行翻新重建。其中，SaskPower为了确保边界

大坝项目工厂设施的运行期限能够与CCS改造相匹

配，对发电厂进行重建，费用超过 3.3亿美元。这

种投资是没有任何潜在的规模经济效益。

在各燃煤机的运行时间并不饱和的情况下，

燃煤机组增加CCS技术改造成本，只会增加每个机

组的成本，造成恶性循环，发电厂运营较差，CCS
技术改造设备也最终成为闲置资产。从现状来看，

未进行CCS技术改造的煤炭厂正面临越来越难以与

风能、太阳能资源相竞争的局面，如图 1所示。从

图 1可以看出，每吨增加 60美金的碳捕集成本，

或者按照提倡者们所鼓吹的最终实现每吨增加 30
美金的成本，将进一步削弱燃煤发电的竞争力。

根据全球碳捕捉与封存研究院（GCCSI）研究

成果认为，CCS对于风电和太阳能发电成本较高，

是因为对比的是平准化成本（LCOE），但是这是不

完整和不准确的对比，未包括全部发电成本 （输

电、配电、电网稳定性与电网恢复力）。电力行业

图1 煤电（有无CCS成本）与太阳能、风能成本对比

来源：美国能源经济与金融分析研究所（IEEFA）。

高 华：全球碳捕捉与封存（CCS）技术现状及应用前景

中用平准化成本对比各种没有共同特点的发电技

术是不恰当的，尤其是可再生能源技术受天气变

化影响，对电网有不同的价值。每吨CO2的减排成

本确保各种技术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价值与投

入方面进行对比。

1.4 政策情况

根据全球碳捕捉与封存研究院（GCCSI）对全

球各国 CCS-PI政策指数进行评价，截至 2018年，

挪威、英国、美国、中国、加拿大与日本具有最

高的CCS-PI分数，这些国家对CCS技术具有最强

的政策支持性，均建设或运营了大型CCS项目或小

型示范项目，英国虽然没有大型CCS项目建设或运

营，但是建立了强有力的研究架构与广泛的支持

政策，促进了CCS项目投资活动，提高了投资者的

信心[11-14]。

CCS政策在促进相应投资的商业示范研究同

时，还必须提升投资者的政策信任，一旦政策信

任建立，长期资本投资可以实现，投资的良性循

环和成本下降将加速。2017年，全球各国 CCS政
策信心逐步提升，其中，美国颁布了 45Q（税额减

免） 法规，英国创建了英国 CCUS委员会，建立

CCUS成本挑战工作组；中国推动低碳技术（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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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CCUS技术），政府对CCUS进行资金拨付，修订

环境影响指南完善CCUS指标体系；日本致力于到

2030年建立一个氢能社会，并在澳大利亚创建一

条氢能源产业链（HESC）。

2 全球碳捕捉与封存技术面临的挑战

2.1 CCS投资成本备受争议

随着风电、太阳能等清洁发电技术成本降低，

燃气发电天然气资源丰富且成本较低，发电行业

需要进行改革，这加快了 CCS技术的发展。但是

CCS技术普遍成本高昂，无法达到商业规模，对于

碳捕集后的运输、捕集到CO2的注入和储存也存在

严重的现实问题。美国能源经济与金融分析研究

所（IEEFA）最新报告指出，高风险、高成本的碳

捕集技术投资在之前可能可行，但现如今这些投

资将不再现实——碳捕集技术高昂的成本实在令

人望而却步。尽管该报告主要围绕美国电力市场，

但是对美国主要的CCS项目成本分析结果表明，对

任何考虑广泛采用CCS技术的国家来说都起着警示

作用。

2.2 全球CCS政策不明朗

CCS政策主要是应对气候变化，但是对于投资

发展CCS技术是远远不够的。实际上，如果没有强

有力和可持续的政策，全球各国对CCS的投资不可

能持续。在保证全球人口增长和财富增长的背景

下，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将产生巨大的成本，从长

远看，收益也不确定。公众通常不会自己去权衡

CCS技术的得失，因此全球对CCS的政策必须是足

以改变所有利益相关者的行动。例如，普遍认为

将 CO2排放到大气中比捕捉永久储存 CO2更容易，

成本更小。CCS资本市场上也没有获得足够的收益

达到要求的投资回报率。政策不明朗对CCS未来的

发展挑战还是很大。CCS出现一个新项目，成熟产

业中存在已建立的商业模式、结构和惯例都会应

用到CCS项目中，但CCS这些方面尚未成熟，高风

险导致较高的投资回报率，因此CCS融资也非常困

难。另外，CCS投资需要长期资本密集型资产的投

入，一个单一项目每年可以减缓百万吨 CO2排放，

要求初始投资额达到上亿或 10亿美元的投入，运

行数十年，投资者必须有足够的信心理解现有和

未来的政策环境，有效的开展项目，最优化风险

投资策略，直到实现正向的金融投资决策。

因此，通过法律颁布的政策对CCS的发展至关

重要，各国在发展CCS的时候对政府实现各类目标

提出明确的具体措施。

2.3 全球新能源发电成本越来越低

彭博新能源财经《2018新能源市场长期展望

（NEO）》指出，长期来看，煤电将成为最大的输

家[15]。从度电成本角度，煤电将无法与风电和光伏

竞争，如图 2所示。从图 2可以看出，风电、太阳

能发电成本远远低于燃煤发电成本，风电成本低

于燃煤发电成本的一半以下；从系统灵活性角度，

煤电将无法与燃气发电以及储能竞争。最终，大

部分的煤电资产会被挤出市场。

数据来源：彭博新能源财经（BNEF）《New Energy Outlook 2018》。
图2 燃煤发电、风电、太阳能发电LCOE成本对比

为了实现气候变化目标，全球都在追求越来

越多的清洁能源发展，新能源发展速度之快，装

机和发电量增速都远远超过传统能源发电，更多

的灵活电源形式出现，对煤电影响之大，尤其是

对煤电安装CCS技术的成本备受争议，所以新能源

发电成本越来越低，对CCS技术广泛应用是一个很

大的挑战。

3 全球碳捕捉与封存技术应用前景

3.1 全球不同地区应用CCS技术应结合本地区情

况具体实施

英国石油公司 BP《2018年技术展望》提到，

根据最低成本路径全系统模型显示：最大的碳减

排量是电力部门，因为对于电力行业来说，这是

最便宜的脱碳选择方式[16]。在“2 ℃世界”：电力部

门将成为通过使用生物能源与碳捕集与封存

（BECCS）进行减排。BECCS电站受到青睐，主要

是因为这些电站能够通过农作物在生长过程中吸

收大气中的碳氧化物，创造负碳排放，然而，当

燃烧用于发电时，由于碳被捕集，所以也不会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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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排放。总体而言，该模型确定CCUS是成本最低

的“2 ℃世界”里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在最经济

的“无约束的路径”中不包含CCUS。与电力行业

分析一样，这个结果表明单靠技术进步是不足以

让CCUS具有足够的竞争力来吸引大量投资，而是

需要有针对性的政策支持和有效的碳定价。

在欧洲，在大部分研究路径中，到 2050年，

可再生能源将在欧洲电力部门中占比最大，在

“无约束的情景”中，煤炭和天然气起辅助作用；

在“2 ℃世界”里，生物质能与碳捕集与封存

（BECCS） 起辅助作用。在“2 ℃世界”里，到

2050年，燃气锅炉和燃料电动热泵的混合系统将

受区域供暖的青睐。在“2 ℃世界”里，北美风能

和使用 CCUS脱碳天然气在电力部门中占主导地

位，而在“无约束”情况下，不采用CCUS的天然

气占主导地位。在这两种情况下，天然气也在热

力行业占主导地位。

3.2 全球投资CCS技术必须获得政策支持才能具

有竞争力

BP最新技术展望中，将CCUS视为最低成本实

现“2 ℃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碳排放不受

限制的情景下其经济性并不理想。结合对电力部

门的分析，这一结果表明紧靠技术进步无法使

CCUS具有充分的竞争力以吸引大量投资，因此还

需要有针对性的政策支持和有效的碳定价。

首先，政策必须具有清晰明确的目的，并与

CCS投资的目标相关联，这样，投资者才能确定

CCS的投资是与政策相关联的结果，而不是偶然的

成果。政策必须透明、明确，让投资者充分理解

并能够在商业条件下量化CCS投资政策创造的机会

与风险。投资者必须能够较准确地预测投资回报

率在未来发展情景下受政策影响的程度。最后，

考虑到 CCS项目的长期性，投资者必须充分信任

政策不会改变，不会大大地减少投资期项目的投

资回报率。政策风险也是评估政策稳定性的关键

因素。

3.3 全球CCS引领新能源经济

CCS引领新能源经济发展，具有一系列CO2利
用方式，主要有氢气生产、生物质与CCS、直接空

气捕捉（DAC）、碳价值（C2V）。

3.3.1 氢气生产

氢气生产主要是在欧洲CCS清洁氢气倡议正在

计划和可行性研究阶段，荷兰氢气代替天然气发

电项目（H2M）、英国北部H21、英格兰北部氢网

络 H21、 英 国 西 北 部 Hynet、 Ervia Cork CCS、
HyDeploy等。在澳大利亚，氢能源产业链正在推

进CCS与氢气生产。

3.3.2 生物质与CCS（BECCS）
生物质能与CCS技术相结合通过CCS的应用将

森林与庄稼转化为能源燃料并从大气中消除CO2排
放，可以实现大规模CO2减排。CO2捕捉项目主要

在堪萨斯州 （Kansas） 的 Arkalon与 Bonanza乙烯

厂，CO2存储用于提高原油采收率，另外伊利诺斯

州工业CCS项目都是美国著名的BECCS运营项目。

3.3.3 直接空气捕捉 （DAC）
DAC是通过采用CCS技术将CO2直接捕集从大

气中去除。运营成功的项目是瑞士苏黎世 Clime⁃
works负排放工厂、加拿大 Carbon Engineering、美

国 Global Thermostat等。位于瑞士苏黎世附近的

Climeworks AG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个以工业规模从

空气中捕获CO2并直接出售给买主的工厂，美国麻

省理工学院高级研究工程师 Howard Herzog估计，

这套空气捕捉系统的总成本约为每吨 CO2 1 000美
元，大约是化石燃料工厂去除碳成本的 10倍。加

拿大碳工程公司（Carbon Engineering）所研制的工

业生产方法能将CO2从空气中提取出来，并率先将

这种系统与氢气生产和燃料合成工艺整合起来，

并与哈佛大学的研究人员合作，通过石灰石、氢

气和空气，将处理一吨CO2排放所需的成本减少至

94美元。这种技术可保护环境，同时可产生更多

具有环保效益的液态燃料。美国Global Thermostat
Global Thermostat则另辟蹊径，专注于所需的热量

以及其穿过材料的速度，采用了更密致的设计，

可以在很快的速率下释放和生产CO2，整体上成本

更低。

资源来源：加拿大碳工程公司（Carbon Engineering）。

图3 Carbon Engineering空气捕捉技术流程

3.3.4 C2V
C2V是指CO2被创造性地应用于生产新的C2V

产品，包括沙特的沙比克公司生产化肥原料、印

度 Carbon Clean Solutions燃煤火电站将捕获的 CO2

高 华：全球碳捕捉与封存（CCS）技术现状及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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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成苏打粉、澳大利亚Mineral Carbonation Inter⁃
national的生产砖与水泥，其酸性气体注入并将CO2
封存。

4 结 语

随着全球各国对CCS政策信心的增加，越来越

多的项目进入到不同的开发阶段，CCS成为解决气

候变化问题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最重要的是CCS
已被证明是一项安全有效的技术，是唯一能够有

效降低化石燃料排放的技术，也是解决电力行业

排放问题的一项重要技术。CCS成本随着更多设施

商业化应用将会继续下降，在全球新能源迅速发

展的大背景下，CCS更是实现新能源经济的中转渠

道，CCS与氢气生产、生物能与CCS技术、直接空

气捕集等具有前景的技术将进一步促进CCS的商业

化、规模化的新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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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我国资源禀赋为富煤、贫油、少气，油气资

源的探明储量不足全球储量的 2%，而煤炭储量约

占全球储量的 13%[1]。这决定了我国能源安全具有

油气保障能力低、可持续供应能力不足的特点。

为进一步发挥煤炭在我国能源安全中的战略地位，

2017年，国家能源局发布《煤炭深加工产业示范

“十三五”规划》，明确了“十三五”期间在煤制

油、煤制天然气、低阶煤分质利用、煤制化学品

以及煤油综合利用 5个重点领域设立升级示范项

目。2017年 3月，国家发改委发布《现代煤化工产

业创新发展布局方案》（以下简称《煤化工布局方

案》），分别将宁夏宁东、陕西榆林、内蒙古鄂尔

多斯和新疆准东列为我国现代煤化工产业示范区。

本文拟在对这 4个示范区调研的基础上，应用波特

竞争力模型，对 4个示范区的现代煤化工产业竞争

力进行综合性评价和比较，以期对示范区规划建

我国现代煤化工产业示范区综合评价研究

李载驰 1，马贵凤 2，雷仲敏 3

（1.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工业经济系，北京 100836；2.潍坊环境工程职业学院，山东 潍坊 261300；3.青岛科技大学 经济与管

理学院，山东 青岛 266100）

摘 要：基于波特竞争力模型，建立了由生产要素、相关产业支撑、技术创新和产业经济基础 4个
一级指标 14个二级指标构成的现代煤化工产业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对银川宁东、榆林、鄂尔多

斯和昌吉准东 4个示范区进行了对比评价研究。结果表明：银川宁东综合得分最高，技术创新具有

巨大优势，但生产要素和产经基础处于劣势；鄂尔多斯次之，与宁东相对，其生产要素和产经基础

具有较大优势，但技术创新基础较差；榆林和准东位列第 3名、第 4名，两者缺乏突出优势，整体

水平相对落后。最后根据评价结果和园区现状，提出了制定合理的产业发展路径等政策建议。

关键词：现代煤化工；产业竞争力评价；产业示范区；波特竞争力模型

中图分类号：F416.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9605（2020） 05－0039－07

基金项目：宁夏大学省部共建煤炭高效利用与绿色化工国家重点

实验室开放课题（2019-KF-16）

Research on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modern coal chemical industry demonstration
zone in China

Li Zaichi1，Ma Guifeng2，Lei Zhongmin3
（1. Department of Industrial Economics，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836，China；2. Weifang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Vocational College，Weifang 261300，China；3.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Qingdao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

ogy，Qingdao 266100，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Porter Competitiveness Model，a modern coal chemical industry competitiveness evaluation index sys⁃
tem composed of four first-level indicators and 14 second-level indicators of production factors，related industry support，tech⁃
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industrial economic foundation was established. A comparative evaluation study was conducted on Yin⁃
chuan Ningdong，Yulin，Ordos and Changji Zhundong. The results show that：Yinchuan Ningdong has the highest comprehen⁃
sive score，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has a huge advantage， but the production factors and the economic and economic
foundation are at a disadvantage，Ordos is next，compared with Ningdong， its production factors and economic and economic
foundation have greater advantages，but th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foundation is poor，Yulin and Zhundong ranked third and
fourth，both of which lacked outstanding advantages，and the overall level was relatively backward. Finally，based on the eval⁃
uation results and the status quo of the park，policy recommendations such as formulating a reasonabl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path were put forward.
Key words：modern coal chemical industry； industrial competitiveness evaluation； industrial demonstration area；Porter Com⁃
petitiveness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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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提供相应的决策参考。

1 我国现代煤化工产业示范区基本情况

1.1 陕西榆林

榆林市煤、气、油等资源丰富，含煤土地面

积 2.456 1万 km2，占总土地面积的一半以上，煤炭

资源预测储量2 800亿 t，探明储量1 467亿 t，占全

国总储量的 10.8%[2]。且煤炭品质高，具有低灰、

低硫、低磷、高发热量、高挥发性、高化学活性

的特点，是发热量大、排放量低的良好动力、化

工用煤。2003年被批准建设陕北能源化工基地，

通过大规模的招商引资，先后引入神华、华电、

兖矿等大型集团企业，形成榆林经济开发区、神

府经济开发区、榆神煤化工业园区、榆横煤化工

业园区、府谷煤电化工业园区、绥米佳盐化工业

园区、靖边煤油气综合利用产业园及吴堡煤焦化

工业园区等的“两区多园”格局（表 1）。园区内

各种配套服务不断完善，已经成功打造了能源化

工、电力、装备制造等产业集群。形成以煤电、

煤—兰炭—电石或铁合金、煤—煤焦油—清洁燃

料油、兰炭—金属镁—镁合金、煤盐化工制聚氯

乙烯、煤—合成氨—氮肥、煤—甲醇—醋酸、煤

制烯烃等循环型能源化工工业体系。兰炭产量超

过 2 500万 t/a，占全国总产量超过 50%，煤焦油产

量超过250万 t/a，电石产量占全国的20%左右[2]。
2017年 2月，国家能源局印发《煤炭深加工产

业示范“十三五”规划》（以下简称“十三五”规

划），将陕煤化榆林 1 500万 t/a煤炭分质清洁高效

转化示范项目、延长石油榆林 800万 t/a煤提取焦

油与制合成气一体化 （CCSI） 产业示范项目、陕

西龙成煤清洁高效利用有限公司 1 000万 t/a粉煤清

洁高效综合利用一体化示范项目列为新建项目；

表1 榆林市重点煤化工产业园区概况

将陕西未来榆林煤间接液化一期后续项目、陕西

榆林煤制天然气项目、延长石油榆横煤基油醇联

产项目列为储备项目。国家发改委、工业和信息

化部联合印发的《煤化工布局方案》，将榆林列为

现代煤化工产业示范区，支持榆林煤化工产业向

高值现代煤化工产业转型升级。之后，榆林市委

又确立了“12363”煤化工产业高端化发展战略，

通过构建煤炭分质利用、煤制甲醇—烯烃及下游、

煤制芳烃—乙二醇—聚酯、煤制油、煤基高端化

工、氯碱化工 6条产业链，使煤化工产业由中低端

迈向高端。榆林市总投资超过 2 000亿元的重大煤

化工转化项目加快推进，一大批填补产业空白的

精细化工项目已经落地建设。

1.2 内蒙古鄂尔多斯

鄂尔多斯总面积 8.7万 km2，约 80%为含煤土

地，拥有东胜、卓子山和准格尔三大煤田，出产

名称

榆神煤化工业园区

榆横煤化工业园区

府谷煤电化载能工业区

神木锦界工业园区

神木柠条塔工业园区

榆阳区麻黄梁工业园区

靖边能源化工

综合利用产业园

吴堡煤焦化工业园区

绥米佳盐化工产业园区

发展定位

国家级能源化工基地；重点发展煤电、

煤盐化工、煤热解、装备制造、物流业等

能源化工综合性新区；重点发展煤制油、

煤制烯烃、高科技产业、现代服务业等

重点发展煤电、煤化工、载能工业等

重点发展煤热解、煤电、煤化工、精细

化工等

重点发展煤热解、煤化工、载能产业等

重点发展兰炭、煤焦油加工、煤化工、

装备制造业等

重点发展煤基甲醇、烯烃等煤化工产品、

石油化工、盐化工产品

重点发展煤焦化

重点发展盐化工等

项目类型

煤制油项目

煤制天然气项目

煤制乙二醇项目

煤制二甲醚项目

项目名称

神华108 t/a直接煤制油项目

伊泰16 t/a间接液化煤制油项目

易高14 t/a三维煤化科技公司煤制油项目一期

神华220 t/a直接煤油项目二期

伊泰200 t/a间接煤制油项目一期

汇能16亿m3/a煤制天然气项目

新杭30万 t/a煤制乙二醇项目

中天合创300万 t/a煤制二甲醚项目

新奥40万 t/a煤制二甲醚项目

项目状态

已投产

已投产

已投产

在建

在建

已投产

已投产

已投产

已投产

应用现代煤化工技术

多元料浆加压气化技术

多元料浆加压气化技术

多元料浆加压气化技术

多元料浆加压气化技术

多元料浆加压气化技术

多元料浆加压气化技术

GE技术

兖矿华东理工多喷嘴对置式水煤浆气化技术

兖矿华东理工多喷嘴对置式水煤浆气化技术

表2 鄂尔多斯主要现代煤化工项目及应用技术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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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硫、低灰、低杂、高热值的不粘煤，探明储量

约1 774亿 t，约占全国总量的1/6[3]。鄂尔多斯已拥

有神华准格尔能源公司、神华集团神东公司、万

利煤炭集团、满世集团、蒙泰集团、汇能集团、

伊泰集团、伊东和亿利集团等多家知名煤炭生产

企业。

2017年 3月，鄂尔多斯被国家《煤化工布局方

案》划为现代煤化工产业示范区，成功获批煤制

油、煤制天然气、煤制烯烃、煤制乙二醇、煤制

二甲醚国家 5大现代煤化工示范性工程。已投产煤

制油项目 3项，在建 4项；已投产煤制天然气项目

1项，停建项目 6项；已投产煤制乙二醇项目 1项，

在建、停建项目 4项；已投产煤制二甲醚项目 2项
（表 2）。全市还大量引进和应用现代煤化工前沿技

术，且更多采用国内自主研发和创新的现代煤化

工技术及装置。据不完全统计，鄂尔多斯市已成

功采用上百项现代煤化工专利技术，为全市现代

煤化工产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技术优势。至“十

三五”末，全市预计完成相关产业固定资产投资

2 000亿元以上，现代煤化工产能将增加到 2 000
万 t以上，煤炭就地转化率将达到30%以上[4]。
1.3 宁夏宁东能源化工园区

宁夏宁东化工园区位于宁夏中东部，距离银

川 40 km，规划总面积 3 484 km2，核心区面积约

800 km2。该园区是国务院批准的国家重点开发区、

国家重要的大型煤炭生产基地、“西电东送”火电

基地、煤化工产业基地和现代煤化工示范区、循

环经济示范区，2019年中国化工园区 30强排名第

6名。园区分为 4个核心产业园区：宁东煤化工园

区、宁东石化园区、宁东国际化工园区、新材料

园区。园区重点发展煤、电、煤化工三大核心产

业，同时还有机械加工、生物制品、建筑材料等

相关产业和一大批辐射产业。园区范围内已探明

煤炭储量 273亿 t，远景储量 1 394.3亿 t[5]，是全国

罕见的储量大、煤质好、地质构造简单的整装煤

田，被列为国家13个重点开发的亿吨级矿区之一。

自 2003年开发建设以来，园区入园企业已达

150余家，涉及煤化工、精细化工、新材料、新能

源、节能环保等产业，形成煤炭、电力、煤化工

三大主导产业的集群化发展，建成了全球单套装

置规模最大的 400万 t煤炭间接液化示范工程、世

界首套年产 50万 t煤制烯烃装置等一批先进技术

成果应用项目。截至 2017年年底，煤炭产能达到

9 140万 t、火电装机容量1 325万kW、新能源装机

容量 488万 kW、外送电规模 1 200万 kW、煤化工

产能 1 700万 t[6]，是全国最大的煤制油和煤基烯烃

生产加工基地。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4 750亿
元，当年工业总产值突破千亿大关，达到 1 175亿
元，工业增加值370亿元，占宁夏自治区的34.5%，

已成为宁夏工业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

1.4 新疆昌吉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

新疆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位于准噶尔盆地东

南缘，准东煤田是我国目前发现最大的整装煤田，

东西长 220 km，南北宽 60 km，总面积 1.5万 km2，
预测煤炭资源储量 3 900 亿 t，占全疆储量的

17.8％、全国储量的 7％[7]，是国家第十四个煤炭基

地——新疆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疆准东开发建设

历经 10余年，已经初步形成煤炭、煤电、现代煤

化工、煤电冶、新材料、新能源 6大产业。到 2018
年，入驻园区企业已达 678家 （规模以上企业 29
家），世界 500强企业 12家，全国 500强企业 21
家，常驻产业工人及流动人口达 8万余人，累计完

成投资超2 000亿元。

在煤炭产业方面，准东已形成煤炭产能 1.18
亿 t，年煤炭产量占全疆三分之一以上，2020年年

底预计形成煤炭产能 2亿 t。在煤电产业方面，准

东建和在建的煤电、风电、光伏装机容量超过

三峡水电 2 250 万 kW 装机容量，准东—华东

±1 100万 kW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已于 2019年 9月
全面建成投运。在现代煤化工产业方面，初步形

成新疆宜化化工40万 t合成氨、60万 t尿素、60万 t
PVC、50万 t烧碱、8万 t三聚氰胺产业规模。在煤

电冶方面，东方希望、新疆神火、新疆其亚 3家各

80万 t电解铝项目已全部建成投产，其能耗、水

耗、碳排放强度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在新材料

产业方面，重点发展合金新材料、煤化工新材料、

硅基新材料、建筑新材料。在新能源方面，准东

已布局编制完成千万千瓦光伏基地规划，打造光

伏沙漠植被和谐共赢的新模式，全力打造准东国

家综合能源示范基地。

2 我国现代煤化工产业示范区综合评价比较

2.1 评价方法和指标体系构建

按照波特的钻石理论模型，生产要素、需求

条件、相关产业支撑以及同业竞争构成了产业竞

争力评价的 4个核心因子。本文在这一理论的基础

上，构建相应的指标体系，采用专家打分法确定

各级指标的权重。为准确反映煤基高值化工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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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资金密集型的特点，选择生产要素、相关

产业支撑 2个核心因子，并引入技术创新和产业经

济基础 2个因子。其中，生产要素因子包含人均水

资源占有量、原煤产量、煤炭资源已探明储量、

相关产业就业人数（包括采矿业和制造业） 4个二

级指标；相关产业支撑因子包括污水集中处理率、

发电量、货运量、金融机构储蓄余额 4个二级指

标；技术创新因子包括专利授权量和 R&D投入 2
个二级指标；产业经济基础因子包括城镇化率、

人均 GDP、工业增加值和第二产业固定资产投入

4个二级指标，综合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如图 1
所示。

通过对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处理，并对各级

指标进行加权综合，便可得到各产业基地的煤基

高值化工产业竞争力综合得分。由于各产业基地

的详细数据难以获取，选取陕北、宁东、鄂尔多

斯、准东产业基地所在地级市，即榆林市、银川

市、鄂尔多斯市和昌吉回族自治州为研究对象进

行评价研究。

图1 产业示范区煤化工产业综合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

2.2 权重和数据处理

通过课题组专家讨论和打分的方法，确定了

各级指标的权重，具体见表 3。根据所建立的煤基

高值化工产业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搜集了 4市 14

个指标的 2017年数据（由于 2018年以后的最新数

据存在部分缺失，为保障数据的完整性使用 2017
年数据）。其中，城镇化率、污水集中处理率、人

均水资源占有量和金融机构储蓄余额 4项指标数据

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2017》，专利授权量的

数据来自各市科技局统计，原煤产量、煤炭资源

已探明储量、相关产业就业人数、货运量等其他

数据分别来自各市的 2017年统计年鉴、统计公报

和政府工作报告等。

表3 指标体系和指标赋权表

为了使不同量纲指标能够有效合成计算得分，

须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本文使用Z值法对

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并进行加权计算，

得到综合得分。计算公式如公式（1）所示。

Z = ( X - μ )
δ

（1）
其中，X为指标的观测值；μ为指标的总体平

均值；δ为总体标准差。使用Z值法会出现得分为

负值的情况，没有实际意义，仅表示该指标观测

值低于总体平均值。一级指标及综合得分情况见

表4。
2.3 示范区产业竞争力综合评价

产业竞争力评价结果表明，宁东化工园区综

合得分 0.45，在 4个现代煤化工产业示范区中排在

首位，其现代煤化工产业综合竞争力最强，之后

分别为鄂尔多斯、榆林和准东示范区。从一级指

标表现来看，宁东在技术创新和相关产业的支撑

两方面具有很大竞争优势，尤其是技术创新方面

一级指标

生产要素X1

相关产业支撑X2

技术创新X3

产业经济基础X4

权重

0.3

0.2

0.3

0.2

二级指标

人均水资源占有量X11
原煤产量X12

煤炭资源已探明储量X13
相关产业就业人数X14
污水集中处理率X21

发电量X22
货运量X23

金融机构储蓄余额X24
专利授权量X31
R&D投入X32
城镇化率X41
人均GDP X42
工业增加值X43

第二产业固定资产投入X44

权重

0.25
0.3
0.2
0.25
0.2
0.3
0.3
0.2
0.5
0.5
0.2
0.2
0.3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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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一级指标得分和综合竞争力得分及其排名

相对优势明显，是宁东综合竞争力排在首位的关

键指标。但在生产要素和产业经济基础方面，宁

东均排在较后位次，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拉低了整

体得分。鄂尔多斯综合得分 0.42，排在第 2位，一

级指标的表现与宁东恰好相反，鄂尔多斯的生产

要素和产业经济基础优势突出，得分排在第 1位，

相关产业支撑也处于前列排在第 2位，但技术创新

与宁东差距过大，从而拉低了综合得分。榆林和

昌吉准东得分分别为 0.05和-0.28，排在第 3位和

第 4位，2个示范区情况类似，4个一级指标没有

十分突出的一项，一些指标排在后位拉低了综合

得分，如榆林的技术创新，准东的产业支撑和产

业经济基础均排在末尾。

2.3.1 生产要素

从二级指标来看，在生产要素方面，4个示范

区呈现出要素分布不均衡的情况。宁东的相关产

业就业人员排在首位，但人均水资源占有量、煤

炭产量和探明储量与其他示范区之间存在较大差

距，均排在最后一位。鄂尔多斯的人均水资源和

原煤产量排在首位且优势巨大，但就业人数却排

在后位。昌吉也仅有探明储量优势突出，其他要

素条件均排在后位。生产要素二级指标计算结果

雷达图，如图2所示。

从图 2可以明显看出，宁东的人均水资源占有

量、原煤产量和探明储量 3个指标相对于榆林和鄂

尔多斯均有很大差距。昌吉虽然煤炭产量较低，

但储量却是这 4地中最高的，非常具有发展潜力。

相比较宁东的优势在于相关产业就业人数得分远

高于其他 3地，说明其劳动力要素十分充足，如果

按照相同的比例计算，其技术研发人员的数量也

将远高于其他地区，这对于发展技术资金导向型

的现代煤化工产业来说是一个比较巨大的优势。

鄂尔多斯的优势则在于现有的水资源和煤炭资源

要素禀赋丰裕。榆林虽然缺少突出的要素优势，

但各项要素水平几乎都位于前列，综合水平比较

突出。

图2 生产要素二级指标计算结果雷达

2.3.2 相关产业支撑

在相关产业支撑方面，4个示范区依然表现为

不均衡。宁东的发电量和金融机构储蓄余额具有

优势，排在首位，但货运量却排在末尾，且差距

较大。榆林的货运能力突出，但发电量和污水处

理能力却排在末尾。鄂尔多斯的优势在于其污水

处理能力，而昌吉则没有突出优势。相关产业支

撑二级指标计算结果雷达图，如图3所示。

从图 3中可以发现，虽然宁东在金融和发电方

面都具有一定优势，但物流方面劣势十分巨大，

甚至与更为偏远、发展较晚的昌吉州还存在一定

差距。结合生产要素方面资源相对不足的劣势看，

未来，随着宁东化工园区的产业规模逐渐扩大，

货运能力可能会成为阻碍当地现代煤化工产业发

展的桎梏。榆林的货运能力优势突出，金融机构

提供资金的能力和发电量与多数示范区差距也较

小，需要注意的是在高压环保政策下需尽快弥补

煤化工基地

银川宁东

榆林

鄂尔多斯

昌吉准东

综合得分

（排名）

0.45（1）

0.05（3）

0.42（2）

-0.28（4）

一级指标

生产要素X1
相关产业支撑X2

技术创新X3
产业经济基础X4

生产要素X1
相关产业支撑X2

技术创新X3
产业经济基础X4

生产要素X1
相关产业支撑X2

技术创新X3
产业经济基础X4

生产要素X1
相关产业支撑X2

技术创新X3
产业经济基础X4

一级指标得分

（排名）

-0.39（4）
0.34（1）
1.48（1）
0.27（3）
0.18（2）
-0.04（3）
-0.63（4）
0.96（2）
0.58（1）
0.27（2）
-0.53（3）
1.77（1）
-0.37（3）
-0.58（4）
-0.32（2）
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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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处理的能力。

图3 相关产业支撑二级指标计算结果雷达

2.3.3 技术创新

在技术创新方面，宁东的人均有效专利拥有

量和R&D投入均排在首位，且高于其他示范区数

倍，在技术研发方面表现出绝对的优势。虽然其

他示范区之间的得分差距不大，但与宁东的差距

十分明显。技术创新二级指标计算结果，如图 4
所示。

图4 技术创新二级指标计算结果

2.3.4 产业经济基础

在产业经济基础方面，鄂尔多斯具有较强的

整体优势，城镇化率和工业增加值方面，宁东和

榆林具有少量优势，而昌吉则整体劣势较大。产

业经济基础二级指标计算结果雷达图，如图 5所
示。从图 5可以发现，鄂尔多斯的二产固定资产投

资和人均 GDP指标得分大幅领先于其他示范区，

城镇化率和工业增加值指标均位于第 2位，与首位

差距较小。榆林除了城镇化率较低，其他指标均

位于前列，但与鄂尔多斯还存在一定差距。宁东

在人均 GDP、二产固定投资和工业增加值 3个方

面，几乎处于末尾水平 （人均GDP和工业增加值

略高于昌吉但差距很小），昌吉则处于全面劣势。

说明宁东和昌吉准东整体的经济水平相对较低，

传统的工业产业基础也相对较为薄弱，不利于现

代煤化工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图5 产业经济基础二级指标计算结果雷达

3 政策建议

3.1 合理制定产业发展路径

现代煤化工产业的发展潜力与发展方向在于

资源的转化增值和产业链的延伸，即在主导产业

的基础上延伸和拓展产业链，对原有的资源型

产品进行转化深加工。这是一个价值增值的过

程，可以使资源的各种潜在效用在相互关联的

产业环节中得到循环和利用，发挥最大的经济

和环境效益。

在短期内，示范区现代煤化工产业发展路径

的构建应依托园区已有产业基础、煤水资源禀赋

等优势，结合市场需求进行布局。在当前低油价

环境下，应进一步控制煤制油、煤制气和其他低

端煤化工产业发展规模，减缓市场化进程，转向

高尖端技术储备[8-9]。例如，可利用已经较为成熟

的煤制烯烃技术，建成以烯烃—乙烯下游产品为

龙头的规模化、市场化煤基化工产业集群。重点

发展煤制乙二醇、苯乙烯、醋酸乙烯、乙丙橡胶

等国内市场缺口大、发展前景良好的下游产业链。

远期来看，应根据各类产品的技术研发和应

用现状，进一步加大研发投入，以航空煤油、特

种蜡、轻质白油等稀缺油品和精细化学品为重点

发展方向，突破高附加值精细化学品制造的关键

技术，将煤化工产业链持续向下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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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统一规划，加大政策支持

煤基化工产业属于资源基础型产业，作为国

家主导的战略支撑产业，政府要致力于改善企业

发展的外部环境，为煤基化工企业加快产业转型

升级步伐，打造新型煤基化工产业链创造条件。

一要加大政策支持。示范区作为各地区经济发展

的重要增长极，应在国家及各地方政府已出台的

关于支持煤基高值化工产业发展政策的基础上，

这需根据评价揭示出不同示范区所表现出的劣势，

分别在引水项目建设、铁路运力、电力建设和资

金支持等方面出台更多的支持政策，营造更好的

政策环境。二要做好产业发展规划。各示范区应

在综合考虑资源禀赋、环境承载力、市场需求等

条件的基础上，制定煤基高值化工产业发展规划

和精准政策支持方案。三要进一步完善配套基础

设施。政府应加强对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及煤炭资

源开发利用配套设施的建设，为产业转型升级营

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3.3 加快技术创新，引进高端人才

高附加值的化学产品多属于技术密集型，其

发展应该始终坚持技术引领原则，要加快自主创

新、攻克技术难关，通过技术升级不断降低成本

及能耗。具体来说，一要加强企业的内部管理，

提升经营管理、资源整合、监督激励等工作水平，

强化企业的技术创新、人才发展、产品开发等方

面的综合能力。二要加强与科研机构的合作，通

过与高校、科研院所形成委托研发或联合成立研

发中心、重点实验室等，将资本与技术结合起来，

通过实施“产学研”合作项目解决转型升级中遇

到的技术瓶颈。三要重视人才引进和培养。通过

产学研合作联盟，搭建技术人才的创新平台，推

进企业与高校的合作，为企业培养和引进技术人

才及管理人才。

3.4 坚持绿色发展，减少环境污染

示范区均位于我国西部地区，一定程度上都

存在生态环境脆弱，水资源缺乏的问题[10]。要始终

坚持绿色可持续发展，提高污染治理和节能减排

水平。一要强化环保意识。在项目布局阶段，充

分考虑环境承载能力和水资源情况，确定项目类

型及规模。二要推行绿色生产。以发展循环经济

为目标，减少煤炭加工带来的污染物排放。三要

推广节水技术。四要加强政府监督。建立健全污

染监测监管和惩戒制度，减少环境污染的转型升

级目标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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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以下简称“疫情”）

在中国大地蔓延，不仅严重影响企业日常工业生

产，降低企业的供给能力，也严重影响居民的日

常生活，影响居民的消费行为。上述影响在禁止

外出政策施行之后进一步扩大，人们日常生产生

活规律在企业彻底停工停产和限制外出政策后被

打乱。宁吉喆 [1]分析 2020年第一季度国内经济数

据认为，一季度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

6.8%，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均出现不同程度

的下滑，并且一些传统行业受到严重冲击，各类

投资活动进展缓慢。章政 [2]、赵同录 [3]和尹彦辉 [4]

均认为疫情对于经济的短期冲击在所难免。同

时，在禁止外出期间居民线下消费、亲友聚餐和

外出旅游等消费行为减少，我国 2020年第一季

度各类消费活动表现低迷。魏后凯等 [5]认为新冠

肺炎疫情使得农产品销售和农业投资呈现下降的

趋势。李柳颍等 [6]利用调查问卷获得的微观数据

新冠疫情对北京市天然气消费的影响研究

梅应丹 1，邱纪翔 1，董绍华 1，刘 慧 2，王建良 1

（1.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经济管理学院，北京 102249；2. 北京燃气集团有限公司研究院，北京 100011）

摘 要：天然气作为日常工业活动和居民生活的重要能源供给，在疫情期间面临严重的需求下滑问

题。一方面各类企业采用的停工停产措施减少天然气的工业需求，另一方面居民的居家行为使得公

共服务端天然气需求大幅下降，天然气行业受到疫情的严重冲击。利用北京市 2018—2020年每

年 1—2月 5个分公司 6大类消费主体和 21小类消费主体天然气销售数据，研究疫情和禁止外出政

策对天然气消费的影响。在实证建模回归中，使用年份和分公司的固定效应模型控制因遗漏变量导

致的内生性问题。最终得出以下结论：疫情期间天然气消费量并没有出现下降，而造成天然气需求

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公共卫生安全一级响应之后实行的禁止外出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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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疫情期间由于预期收入减少和理性消

费等原因，居民的消费意愿将会降低。郑江淮

等 [7]通过比较“非典”疫情和新型肺炎疫情时经

济状况，认为消费领域受到疫情的严重影响。蔡

晓斌等 [8]利用卫星遥感监测二氧化氮浓度发现，

疫情对于我国经济活动的短期抑制作用明显。祝

铠 [9]认为疫情将对旅游业造成极大的不利影响。

各类生产活动停止，消费行为减少时，天然气行

业也受到疫情的严重影响。之前学者的研究普遍

看好天然气在 2020年的发展，高芸等 [10]分析 2019
年天然气行业取得的最新进展，认为 2020年天

然气行业面临挑战但是整体向好，王建良等 [11]利

用灰度预测模型认为 2020—2025年间我国东中西

部地区天然气需求量均呈稳步上升的趋势。但是

2020年初突发疫情打破了天然气行业稳中向好的

局面，一方面各类企业停工停产，减少了天然气

的工业需求，另一方面居民的居家行为使得公共

服务端天然气需求大幅下降，天然气行业受到疫

情的严重冲击。张勇等 [12]认为疫情期间天然气需

求变小，天然气市场出现需求疲软现象。申洪亮

等 [13]认为疫情将对下游需求市场造成较大影响，

研究估计 2020年我国天然气总需求将因疫情减

少 3.6%。李孥等 [14]从需求、供给和价格 3方面分

析了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天然气行业的影响。上

述关于天然气市场影响的文献，皆是基于定性分

析或宏观数据的统计分析，本文将首次基于中级

微观数据，通过计量经济学建模分析疫情和禁

止外出政策对天然气行业的影响，这将有助于

全面深入的剖析疫情对天然气消费的影响机制，

并对制定后疫情期天然气产业复苏政策提供指导

性依据。

收集 2018—2020年每年 1—2月北京市天然气

销售数据，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克服内生性问题，

模型结果表明疫情期间天然气销售量并没有出现

下降，而禁止外出政策才是导致天然气销售量出

现下滑的主要原因。

1 模型设定和数据来源

1.1 模型设定

利用北京市天然气销售数据研究疫情和禁止

外出政策对天然气消费的影响，在理想的研究条

件下，利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回归模型就可以解释

自变量对于因变量的作用关系，但是如果不能将

所有的相关变量都纳入回归方程，最小二乘法将

存在遗漏变量问题，即模型本身存在内生性问题。

固定效应模型被广泛地用于解决模型内生性问题

中，如Kuminoff等[15]关于设施外部性的研究、李黎

明等[16]关于医院信任影响因素的研究和Mastromon⁃
aco关于垃圾填埋场的研究。本文将利用固定效应

模型来解决内生性问题，即通过控制随时间不变

的个体特征和除疫情之外的其他事件冲击来消去

遗漏项的干扰，具体模型如公式（1）所示。

yit = β0 + β1 xit + αi + ηt + μit （1）
其中，yit是方程的因变量，即天然气销售量。

xit是方程的自变量，这是一个取值为 0或 1的二值

变量，当我们考虑疫情对于天然气销售量的影响

时，它代表当时的疫情状况，而当考虑禁止外出

政策对于天然气销售量的影响时，它代表当时的

禁止外出政策状况。β0为常数项，β1衡量自变量对

于因变量的作用，这两项均为待估参数。αi表示随

时间不变的个体特性，ηt表示除疫情之外的其他事

件冲击，μit表示随机扰动项。

1.2 数据来源和变量解释

为了研究疫情和禁止外出政策对于我国天然

气消费的影响，将北京市天然气消费量作为研究

对象，主要原因有以下 3点：第一，北京市是我国

的首都，其天然气市场机制比较健全，天然气市

场的变化能够较好反映疫情和禁止外出政策对于

天然气消费量的影响；第二，北京市人员流动较

大，大量的进出京人员和日常繁忙的通勤将会加

剧疫情的传播，即北京市受到这种疫情的影响更

大；第三，北京市启动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机

制的时间较早（2020年 1月 24日），禁止外出政策

实行的时间更长，对居民生活造成的效果更明显。

综上 3点原因，选择北京市天然气销售情况作为研

究的对象。北京市天然气销售基本由 5家公司来完

成，即北京燃气集团一分、二分、三分、四分和

五分公司，上述分公司的销售范围覆盖了北京市

主要行政区，且每家公司经营的业务都相同，均

可分为 6大类和 21小类，其中 21小类业务各自分

属于 6大类业务。北京市 2018—2020年每年 1—2
月的天然气消费量数据如图 1所示，其中 2018年
和 2019年的天然气消费未受到疫情的影响，而

2020年的天然气消费将受到该疫情的影响，并且

仅在 2020年 2月存在禁止外出政策。天然气销售

量在每年 2月均会出现下降现象，如图 1所示，因

梅应丹等：新冠疫情对北京市天然气消费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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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利用固定效应模型消去随时间变化的特性是必

要的。

图1 月度整体天然气销售量

为了考虑疫情对于天然气销售量的影响，天

然气销售量同比变化率，如图2所示。

由图 2可知，我们发现受疫情影响，2020年天

然气销售量出现了明显的下滑。利用天然气销售

量环比变化率来进一步分析禁止外出政策对于天

然气销售量的影响，结果如图 3所示。环比结果表

明家庭用户和公共服务用户受到禁止外出政策的

影响明显。在进行下一步回归分析之前，先对变

量进行说明，具体见表1。
2 模型结论与分析

利用北京市 2018—2020年 1—2月的天然气消

费数据，研究疫情与禁止外出政策对于天然气销

售量的影响。

图2 天然气销售量同比变化率

疫情对于北京市天然气销售量整体的影响，

见表 2，表 2第一列为普通最小二乘法的回归结果，

结果为正，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因此这个结

果是不可信的，这表明OLS模型存在严重的遗漏项

干扰与内生性问题，因此接下来利用固定效应模

型，消去随时间不变的个体特性和其他除疫情之

外的事件干扰来克服内生性问题。第二列至第四

列均为固定效应模型的结果，其中第二列所用的

固定效应模型仅消去其他除疫情之外的事件影响，

第三列所用的固定效应模型仅消去随时间不变的

个体特性，第四列所用的固定效应模型将同时消

去上述两者，从理论上来说，第四列所用的模型

解决内生性的能力最强，其结果更能够反映真实

的疫情影响。实际回归的结果也证实了理论的猜

想，第四列模型的拟合优度在这 4列结果中最优，

其结果表明疫情期间天然气销售量并没有发生下

变量

天然气销售量

年份

月份

大类

小类

公司

疫情

禁止外出政策

变量定义

天然气交易发生额（万m3），是本研究关注的因变量

天然气交易发生的年份

天然气交易发生的月份

天然气交易所属的大类别（=1，生产用户类；=2，家庭用户类；=3公共服务用户类；=4，采暖制冷用

户类；=5，发电用户类；=6，其他用户类）

天然气交易所属的小类别（=1，生产用户类；=2，普通家庭类；=3，壁挂炉类；=4，新农村类；=5，商

住两用类；=6，商服类；=7，涉外类；=8，团体类；=9，学校类；=10，福利机构类；=11，使馆类；=
12，商住两用类；=13，采暖类；=14，制冷类；=15，楼宇式类；=16，区域式类；=17，燃气汽车类；=
18，放散量类；=19，缓冲量类；=20，自用量类；=21，趸售类

天然气交易所属的公司（=1，一分公司；=2，二分公司；=3，三分公司；=4，四分公司；=5五分公司）

虚拟变量（=0，如果交易发生的年份为 2018年或者 2019年，这两个期间无疫情影响；=1，如果交易发

生的年份为2020年，该期间存在疫情影响），是本文研究关注的自变量

虚拟变量（=1，当且仅当交易发生在 2020年 2月，因为北京市于 2020年 1月 24日实行公共卫生安全一

级响应并禁止居民随意外出；=0，其他情况），是本文研究关注的自变量

表1 变量说明表

注：小类=5时的商住两用类属于家庭用户类（大类），而小类=12时的商住两用类属于公共服务类（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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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现象，反而疫情这个事件会使得天然气销售量

增加1 703万m3，上述结果通过5%的显著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分析疫情对于天然气销售量的影

响结果，必须要注意到天然气销售各大类之间存

在的异质性问题，即疫情对于不同大类天然气

的影响不同，因此需要分大类进行回归，结果

见表 3。
上述回归均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结果表

明疫情将导致北京市生产用户类天然气销售量降

低 128.5万m3，并导致发电类用户天然气销售量增

加 12 050万m3，而疫情对于其他类别用户的影响

均不显著。生产用户类天然气销售量的下降主要

是疫情期间停工停产政策的影响，企业在无法开

工生产期间，其对于工业生产所需的天然气需求

量下降，因而导致销售量也会发生下降。发电用

户类客户所购买的天然气大部分用于楼宇式或者

区域式发电，即大部分为家庭所用。在疫情期间

因为室外娱乐活动的限制，大部分北京市居民长

时间均呆在室内，这是家庭用电量提高的原因，

也是疫情提高发电用户类天然气销售量的原因。

表3 疫情对于各大类天然气销售量作用结果

注：*** p<0.01，** p<0.05，* p<0.1。
上述分析考虑的是疫情对于北京市天然气消

费量的影响，因而在分析中，将 2020年 1月和 2月
设定为疫情期间，认为在这一期间的居民天然气

消费情况和天然气销售公司的天然气销售情况均

会受到疫情的影响。但是，在 2020年 1月 24号北

京市启动公共卫生安全一级响应之前，北京市居

民的生活并没有受到疫情的严重影响，也没有严

厉的管控措施，因此如果简单地把 2020年 1月和 2

变量

疫情

常数项

虚拟变量

年份

分公司

观测值

R方

（1）
OLS
1，014
2，130***

否

否

442
0.004

（2）
FE1

1，732**
1，412***

是

否

442
0.012

（3）
FE2
1，030
9.630

否

是

442
0.039

（4）
FE3

1，703**
-639.8

是

是

442
0.046

变量

疫情

虚拟变量

年份

分公司

观测值

R方

（1）
生产用户类

-128.5**

是

是

26
0.816

（2）
家庭用户类

373.2

是

是

87
0.135

（3）
公共服务用户类

-6.119

是

是

155
0.053

（4）
采暖制冷用户类

2 155

是

是

58
0.230

（5）
发电用户类

12 050***

是

是

41
0.335

（6）
其他用户类

-523.4

是

是

75
0.152

表2 疫情对于整体天然气销售量作用结果

注：*** p<0.01，** p<0.05，* p<0.1。

图3 各大类天然气销售项目环比变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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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作为疫情期并将其作为关键自变量进行分析，

将不符合北京市的实际情况。为了使分析更加符

合北京市疫情防控和北京市居民生活的实际情况，

根据具体政策时间采用新的关键自变量，即禁止

外出政策自变量。该自变量为虚拟变量，其仅当

天然气交易发生在 2020年 2月时为 1，在其余时间

均为 0。以此分析禁止外出政策对于北京市天然气

销售量的影响，具体结果见表4。
表4 禁止外出政策对于整体天然气销售量作用结果

注：*** p<0.01，** p<0.05，* p<0.1。
表 4的回归结果表明，利用固定效应模型消去

模型内生性是有意义的，且禁止外出政策将导致

北京市天然气销售量减少 2 610万m3。为了考虑禁

止外出政策对不同大类的天然气销售额的影响，

有必要分大类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见表5。
表 4介绍了禁止外出政策对于各大类天然气销

售量影响的回归结果，结果表明禁止外出政策将

导致北京市生产用户类天然气销售量降低147.5万m3，
家庭用户类天然气销售量降低 3 357万m3，公共服

务类用户天然气销售量降低 281.4万m3，发电类用

户天然气销售量降低 13 345万m3，对其他类别用

户的影响均不显著。考虑禁止外出政策而不是疫

情对于天然气销售量的影响时，模型结果的方向

以及显著性都有很大的不同，比如生产用户类天

然气销售量受到禁止外出政策的影响更大，这进

一步证实了疫情期间采取的停工停产措施将导致

企业对于工业生产所需天然气的需求量下降。

为了探究家庭用户类、公共服务用户类 （由

于 2020年燃气公司分类的变化，2018—2020年公

共服务大类中仅商用、学校和福利机构 3个小类相

同） 和发电用户类受禁止外出政策的具体影响

（由于生产用户类大类仅包含生产用户小类，故不

进行再分类），将根据各大类所属的小类进行再回

归，结果见表 6。对于家庭用户大类，禁止外出政

策将会导致普通家庭、新农村和商住两用部分的

天然气销售量上升，分别上升 163.4万、322.8万和

0.382万m3，这主要是由于居民长时间呆在家中，

增加其对于日常生活所需天然气的消耗，但是禁

止外出政策将会导致壁挂炉部分的天然气销售量

下降 419.1万m3，部分北京市居民利用壁挂炉燃烧

天然气为洗澡提供热水，由于没有太多室外活动，

将导致居民洗澡的频率减少，从而减少壁挂炉端

消耗的天然气。对于公共服务类用户，发现实行

禁止外出政策之后，商用和学校端天然气销售量

均显著的下降，分别下降 1 028万m3和 95.39万m3，

这主要是由于禁止外出政策导致商场和学校关门，

使得这些场所对天然气需求下降，而该政策对于

福利机构的作用不显著，这是由于福利机构在禁

止外出政策期间仍在运营，不受疫情影响。对于

发电用户大类，禁止外出政策将导致区域式发电

的天然气销售量提高 23 073万m3，但是对于楼宇

式发电的天然气销售量影响不显著。

综合分析上述回归结论，认为疫情期间天然

气消费并没有下降，而禁止外出政策才是导致天

然气消费下降的主要原因。

变量

疫情

虚拟变量

年份

分公司

观测值

R方

（1）
生产用户类

-147.5**

否

是

26
0.816

（2）
家庭用户类

-3 357***

是

是

87
0.473

（3）
公共服务用户类

-281.4**

是

是

155
0.095

（4）
采暖制冷用户类

-3 420

是

是

58
0.236

（5）
发电用户类

-13 345***

是

是

41
0.402

（6）
其他用户类

-384.7

是

是

75
0.153

表5 禁止外出政策对于各大类天然气销售量作用结果

注：*** p<0.01，** p<0.05，* p<0.1。

变量

疫情

常数项

虚拟变量

年份

分公司

观测值

R方

（1）
OLS
-287.3
2472***

否

否

442
0.000

（2）
FE1
-2 486

1，412***

是

否

442
0.020

（3）
FE2
-339.6
462.7**

否

是

442
0.035

（4）
FE3

-2 610*
-727.6

是

是

442
0.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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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疫情

虚拟变量

年份

分公司

观测值

R方

家庭用户类

（1）
普通家庭

163.4*

是

是

25
0.915

（2）
壁挂炉

-419.1***

是

是

25
0.927

（3）
新农村

322.8**

是

是

16
0.841

（4）
商住两用

0.382**

是

是

58
0.628

公共服务用户类

（5）
商用

-1 028***

是

是

30
0.763

（6）
学校

-95.39*

是

是

30
0.496

（7）
福利机构

1.005

是

是

29
0.681

发电用户类

（8）
楼宇式

-6 721

是

是

18
0.711

（9）
区域式

2 3073***

是

是

18
0.762

注：*** p<0.01，** p<0.05，* p<0.1。

表6 禁止外出政策对于小类天然气销售量作用结果

3 结 论

基于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了新型肺炎疫情和禁

止外出政策对北京市微观主体天然气消费的影响，

以 2020年 1月 24号北京市启动公共卫生安全一级

响应为模拟实验，设定禁止外出政策虚拟自变量。

研究发现，从总体来看，禁止外出政策导致北京

市天然气销售量减少。从各消费主体来具体分析，

禁止外出政策导致北京市生产用户类、家庭用户

类、公共服务类用户和发电类用户天然气销售量

降低，而对其他类别用户的影响不显著。再进一

步剖析禁止外出政策对家庭用户的影响，该研究

发现其会导致普通家庭、新农村和商住两用部分

的天然气销售量上升，但是会导致壁挂炉部分的

天然气销售量下降。

随着武汉“解封”，北京市将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一级响应降为二级，企业生产和居民消费都在

逐渐复苏。天然气作为基础能源，其需求受阻现

象也将减缓。但疫情带来的产业结构的调整，居

民生活方式的转变将对天然气行业的发展提出新

的挑战，本文的研究结果将对迎接这一挑战提供

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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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2016年我国实施落后产能退出以来，各地区

及各部门按照国家决策部署全面深入推进煤炭行

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国务院及各相关部委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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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基础形成了一系列煤

炭产能置换政策，探索以煤炭产能置换指标交易

的方式化解过剩产能，已取得了阶段性成效。自

实施落后产能退出以来，煤炭新旧产能的有序接

替，落后产能退出的职工安置、债务处理涉及的

资金等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

我国政府实施煤炭产能置换政策，是以市场

化、法制化手段实现煤炭产能治理的创新举措，

是加快优质产能释放和无效低效产能退出，提高

煤炭供给体系质量，有效保障煤炭供应的重要手

段，亦是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推动煤炭高质

量发展的关键要素。煤炭行业在产能置换方面

形成的丰富经验也能够为其他行业治理产能提

供借鉴。

1 煤炭行业产能置换政策梳理

1.1 审时度势，首次提出产能置换

2016年 2月，为应对煤炭行业过剩产能态势，

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针，国务院下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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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以下简称“7号文”），要

求严格控制新增产能，提出“需新建的煤矿项目，

煤炭产能置换政策全面解析与初评价

焦 静
（煤炭工业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北京 100120）

摘 要：产能置换政策的实施对煤炭行业的发展影响深远，对于现阶段违法违规、产能落后、资源

枯竭等煤矿的退出起到积极的作用。首先，对煤炭行业现行的产能置换政策进行归纳总结，并围绕

产能置换主体分类与定义确定、途径与价格确定、指标计算方法和优惠政策等方面对政策全面解

析。同时，根据当前企业延续生产的建设需求和煤矿产能建设特征，从 4个方面分析了煤炭产能置

换政策落地后取得的显著成效。最后，在现有产能置换经验的基础上，结合煤炭行业及煤炭需求产

业的未来发展趋势，提出确保煤炭产能置换长效实施和运行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供给侧改革；化解过剩产能；产能置换政策；对策建议；煤炭行业

中图分类号：F416.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9605（2020） 05－0052－06

Comprehensive analysis and preliminary evaluation of coal capacity replacement policy
Jiao Jing

（CCTEG Coal Industry Planning Institute Co.，Ltd.，Beijing 100120，China）

Abstract：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apacity replacement policy has a far-reaching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al in⁃
dustry，and has played a positive role in the exit of coal mines at the current stage of violations of laws and regulations，
backward production capacity，and exhaustion of resources. First of all，the current capacity replacement policy of the coal in⁃
dustry is summarized， and the policy is comprehensively analyzed in terms of the classification and definition of the main
body of capacity replacement， the determination of channels and prices， the calculation method of indicators and preferential
policies. At the same time，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construction needs of enterprises to continue production and the character⁃
istics of coal mine capacity construction. the remarkable results achieved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al capacity replace⁃
ment policy are analyzed from four aspects. Finally，on the basis of the existing capacity replacement experience，combined
with the future development trends of the coal industry and coal demand industries，policy recommendations is put forward to
ensure the long-term implementation and operation of coal capacity replacement.
Key words：supply-side reform；defuse excess capacity；capacity replacement policy；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coal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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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律实行减量置换，在建煤矿项目需按一定比例

与化解过剩产能挂钩”[1]。这是国家首次明确了煤

炭行业实施“产能置换政策”的基本理念。

1.2 紧密部署，细化产能置换要求

2016年 4月，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国家

煤监局联合下发《关于实施减量置换严控煤炭新

增产能有关事项的通知》（发改能源〔2016〕 1602
号）（以下简称“1602号文”），明确规定“新建、

在建煤矿项目承担化解过剩产能任务的标准以及

用于置换的关闭退出煤矿资质”等内容[2]。本条政

策是国家对建设煤矿与关闭退出煤矿产能置换标

准做出的详细安排，要严格控制煤炭新增产能。

2016年 8—10月，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又

先后印发《关于做好建设煤矿产能减量置换有关

工作的补充通知》（发改能源 〔2016〕 1897号）、

《关于在建煤矿项目落实化解过剩产能任务有关事

项的通知》（〔2016〕 561号）、《关于进一步做好

建设煤矿产能置换有关事项的通知》（发改电

〔2016〕 606号）、《关于做好煤炭产能置换指标交

易服务有关工作的通知》（〔2016〕 626号） 等特

急文件，明确指出“地方政府应根据各地实际情

况，建立煤炭产能置换指标交易平台，指导协调

地方实施产能置换；有意愿参与产能置换的煤矿

企业应制定建设煤矿产能置换方案，上报至核准

机关按要求进行审核确认 [3-6]。”这一系列特急文件

的颁布是国家进一步补充细化产能置换政策内容

和操作程序，鼓励煤矿企业间通过指标交易实现

产能协作和转型升级。

1.3 完善产能置换长效机制，制定产能置换指标

交易细则

2017年是我国去产能的攻坚之年，当年 4月国

家发展改革委特急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快建设煤

矿产能置换工作的通知》（发改能源 〔2017〕 609
号）（以下简称《通知》）明确提出“要建立煤炭

产能置换长效机制，鼓励跨省 （区、市） 实施产

能置换，支持地方统一实施产能置换和加强煤炭

产能置换指标交易服务”等措施[7]，《通知》中对

产能减量置换的新要求以及在具体操作实施进行

了补充，同时也对不同情况下置换产能指标的折

算标准和交易期限进行了界定，为跨省置换提供

依据，进一步完善了产能置换工作。

2017年 8月，国家发改委、国家安监总局等部

门联合印发《关于明确煤炭产能置换和生产能力

核定工作中有关事项的通知》 [8] （发改办运行

〔2017〕 1448号），明确规定“产能置换指标的计

算比重和承诺比例。”为做好煤炭产能置换和优质

产能煤矿生产能力核定工作，加快煤矿改造升级

提供有力依据。

2018年 2月，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国家

安监总局、国家煤监局四部委联合发布《关于进

一步完善煤炭产能置换政策加快优质产能释放促

进落后产能有序退出的通知》（发改电能源

〔2018〕 151号），对优质产能的释放具有较高的指

导意义，优质产能投放节奏有望加快，有助于进

一步优化煤炭行业结构及提高效益，对煤炭价格

的稳定也将起到积极的影响，避免出现煤炭产品

因供需关系紧张导致的价格大幅波动，也有助于

煤炭下游企业减轻原材料带来的高负荷压力，对

于煤炭行业未来长期稳定发展起着积极作用。同

时，也有助于对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

水水源区保护[9]。

2 煤炭行业产能置换政策全面解析

本文通过对我国煤炭行业产能置换政策的回

顾与梳理，根据当前企业延续生产的建设需求和

煤矿产能建设特征，可以从产能置换主体分类与

定义确定、产能置换途径与价格确定、产能置换

指标计算方法和优惠政策等方面对煤炭产能置换

政策进行解析，并给出测算方案。

2.1 产能置换的主体分类与定义确定

产能置换的主体可以分为两大类，即产能指

标售出主体和产能指标使用主体。

1）产能指标售出主体。这类主体是指现阶段

在安全、质量与环保、技术与资源规模等方面符

合政策支持的煤矿，以及长期亏损、停产停建、

资源枯竭、不承担社会责任的煤矿，可以有序引

导退出。但为满足林区、边远山区居民生活用煤

需要或承担特殊供应任务的煤矿，经省政府批准，

暂时予以保留。

2）产能指标使用主体。这类主体主要是指未

批先建煤矿、合法在建煤矿、新建煤矿和核增产

能煤矿。其中，未批先建煤矿是违规煤矿，指在

“7号文”印发前未核准，又确需继续建设的煤矿

项目；合法在建煤矿是合法在籍的生产建设煤矿，

指在“7号文”印发前已核准，单位承担一定规模

化解过剩产能任务的在建煤矿项目；新建煤矿是

在 2016—2019年期间，因结构调整、转型升级等

原因确需新建的合法煤矿，且建设规模不小于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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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 t/a；核增产能煤矿是具有申请核增生产能力的

煤矿，指符合一级安全生产标准化煤矿和特级安

全高效矿井（露天）条件的煤矿项目。

显而易见，主体的划分主要以国发“7号文”

发布时间为准，对产能指标售出主体，明确限定

为现阶段需有序退出的煤矿，对产能指标使用主

体，设定为已建设和未建设煤矿，其中已建设有

不合规和合规建设两种情况，未建设有新建和核

增两种情况。针对不同状态煤矿，将以不同比例

退出落后产能，从而引入优质产能。

2.2 产能置换的途径与价格确定

产能置换政策鼓励与地方政府衔接，协作开

展产能置换；鼓励与企业直接对接，自主开展产

能置换；鼓励参与公共平台交易，市场化产能置

换；鼓励实施企业内部置换，简化产能置换环节。

具体表现为，省内置换是指省内的各煤炭企

业之间产能指标的相互置换；省外置换是指本省

煤炭企业与外省煤炭企业之间进行产能指标的置

换；交易平台置换是指全国任何一家煤炭企业都

可以通过交易平台进行产能指标的交易，完成产

能置换工作；企业内部置换，即企业内部的退出

煤矿和建设煤矿之间产能指标的相互置换。同时

产能指标交易的价格则根据产能置换的途径，由

省级政府结合本区域产能置换的情况，引导定价。

2.3 产能置换指标的计算方法和优惠政策

2.3.1 退出煤矿产能置换指标的计算方法和优惠

1）纳入化解煤炭过剩产能实施方案的关闭退

出煤矿产能可用于产能置换。列入 2016—2020年
关闭退出煤矿计划并按计划年度退出的煤矿，按

实际退出产能的 30%计算产能，即退出煤矿产能

为 100万 t，那么实际可以置换 30万 t产能指标。计

划 2017—2020年关闭退出的煤矿若提前到 2016年
关闭，按实际退出的 50%计算产能，即退出煤矿

产能为 100万 t，若提前至 2016年退出，实际可以

置换 50万 t产能指标。计划 2018—2020年关闭退

出的煤矿若提前至 2017年关闭，按实际退出产能

的 40%计算产能[2]，即退出煤矿产能为 100万 t，
若提前至 2017年退出，实际可以置换 40万 t产能

指标。

2）“1602号文”在 2017年 4月颁布之后，国

家根据产能置换实施情况，在同年 8月印发“1448
号”文对上述内容进行了补充调整。凡申请享受

中央财政奖补资金支持的煤矿，均可按照实际退

出的 30%计算产能，即退出煤矿产能为 100万 t，

那么实际可以置换 30万 t产能指标；经企业申请不

享受中央财政奖补资金支持的煤矿，按实际退出

的 100%计算产能，即退出煤矿产能为 100万 t，实

际可按 1：1的比例置换产能指标；实施减量重组

煤矿不得享受中央财政奖补资金支持，减量重组

后核减的产能可作为减量置换的产能指标使用[8]，

即重组前的产能为 120万 t，在实施减量重组后的

产能为 100万 t，那么核减的 20万 t产能可以作为产

能指标使用；通过核减生产能力退出与自然保护

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水源保护重叠部分的煤

矿，批复的核减产能，产能置换指标折算比例可

提高为 200%[9]，即批复核减产能为 100万 t，实际

可按1：2的比例置换产能指标。

另外，支持煤与瓦斯突出、冲击地压和长期

停产停建煤矿退出或核减产能，对其中退出煤矿

产能规模高于“国家发改运行 〔2017〕 691号文

件”所明确淘汰落后产能规模的、煤与瓦斯突出

和冲击地压煤矿核减产能的，相应产能置换指标

折算比例可提高为200%[9]，即若晋陕蒙宁退出煤矿

产能规模为 60万 t，该产能规模高于“发改运行

〔2017〕 691号文件”所明确的核减产能 30万 t，那

么这高出的 30万 t产能，实际可按 1：2的比例置

换产能指标。

2.3.2 建设煤矿产能置换指标的计算和优惠

关闭退出煤矿与建设煤矿位于不同省市的，

签订协议进行交易的置换产能指标按“1602号文”

等文件折算后产能的 130%计算[7]，即建设煤矿产

能为 100万 t，若按关闭退出煤矿产能不小于建设

煤矿产能 120%的条件折算，置换来的 120万 t产
能指标，可按 1.3倍的系数放大为 156万 t的指标

使用，或只需要置换约 93万 t指标就可以完成煤

矿建设。

主体企业建设煤矿项目使用兼并重组企业产

能指标的，置换产能指标按“1602号文”等文件

折算后产能的 130%计算[7]，即建设煤矿产能为 100
万 t，若按关闭退出煤矿产能不小于建设煤矿产能

120%的条件折算，置换来的 120万 t产能指标，可

按 1.3倍的系数放大为 156万 t的指标使用，或只需

要置换约93万 t指标就可以完成煤矿建设。

国发“7号文”印发前已核准（审批）的煤矿

建设项目对于使用其他企业产能指标并与 2018年 9
月 30日前上报产能置换方案的建设煤矿，产能置

换指标折算比例可提高为200%[9]，即建设煤矿产能

为 100万 t，若按关闭退出煤矿产能不低于建设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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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产能 20%的条件折算，置换来的 20万 t产能指

标，可按 2倍的系数放大为 40万 t的指标使用；对

于《通知》印发前已批复产能置换方案的此类企

业，按 200%比例折算后的富余指标可另行使用[9]，

即置换的 20万 t产能指标，可以按照 200%的比例

折算，富余的20万 t指标可以另行使用。

矿业权先于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

水水源保护区设立的 9万 t（不含）以上煤矿，主

动退出后置换产能指标可按照“1602号文”等文

件（不含发改能源〔2017〕 609号文件）折算后产

能的 200%计算[8]，即建设煤矿产能为 100万 t，若

按关闭退出煤矿产能不小于建设煤矿产能的 120%
的条件折算，置换来的 120万 t产能指标，可按 2
的系数放大为 240万 t的指标使用，或只需要置换

60万 t指标就可以完成煤矿建设。

属于一级安全生产标准化煤矿申请核增产能

的，现有合法生产煤矿通过改扩建、技术改造增

加优质产能超过 120万 t以上的，所需产能置换指

标折算比例可提高为200%[9]，即符合条件的建设煤

矿产能为 200万 t，若按关闭退出煤矿产能不小于

建设煤矿产能的 120%的条件折算，置换来的 240
万 t产能指标，可按 2的系数放大为 480万 t的指标

使用，或只需置换120万 t指标就可完成煤矿建设。

通过机械化、自动化、智能化改造增加优质

产能的煤矿，以及井下采用一个采煤工作面、两

个掘进工作面进行采掘作业的煤矿申请核增产能

的，所需产能置换指标折算比例可提高为 200%[9]，

即符合条件的建设煤矿产能为 100万 t，若按关闭

退出煤矿产能不小于建设煤矿产能的 120%的条件

折算，置换来的 120万 t产能指标，可按 2的系数

放大为 240万 t的指标使用，或只需要置换 60万 t
指标就可以完成煤矿建设。

对于建设煤矿，首先根据自己的主体特征和

比例要求，计算所需产能置换指标，再通过优惠

政策的使用，享受产能交易指标系数的放大使用

权；对于退出煤矿，根据比例要求计算自身置换

的产能指标，通过优惠政策吸引建设煤矿积极开

展产能置换交易，从而促进和鼓励退出煤矿积极

进行跨省交易和兼并重组，使其妥善完成去产能

任务。

2.4 政策总结

从产能置换政策制定的侧重点可以看出，对

于主体和置换比例的设定体现了政府兼顾去产能

任务、煤炭市场稳定、企业持续生产实际需求和

企业在建产能是否合规等多种因素的思想，并针

对各个主体的不同特征，采用不同产能指标折算

优惠政策，体现了科学性、合理性、合法性和公

平性。长远来看，政策在保障释放一定先进合理

产能的同时，倒逼落后产能积极退出，并在一定

程度上严控新增产能释放，使煤炭供需矛盾趋缓，

尤其是跨区域实施置换，有利于煤炭资源实现有

效配置，避免了市场出现恶性竞争的局面。同时，

对整个煤炭行业来讲，中长期合同对促进煤炭行

业回归有序竞争发挥了重要作用，兼并重组为煤

炭行业长效发展提供了方向，将进一步提升煤炭

行业的集中度以达到生产效率提高、资源利用最

大化和效益最佳化的目的，使煤炭企业在未来产

业发展中更多的向大型化、集约化、节能化、环

保化迈进。

从政策落实情况来看，实施产能置换政策，

对煤炭行业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提升安全水平

也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在总量只减不增的前提

下，用优质产能置换落后产能，让我国煤炭行业

的筋骨强壮起来，进而实现整个行业“脱胎换骨”

和实现跨越发展。截至 2019年年底，全国煤矿数

量减少到 5 300处左右，累计退出煤炭落后产能 9
亿 t以上，安置职工 100万人左右[10]，新核准建设

了一批大型现代化煤矿，优质产能比重大幅提高。

但实施产能置换过程中的难度大大超出了预期，

下发政策的接续、产能底数的摸查、交易价格的

估算和交易资金征缴所得税等问题，使各级政府

与煤炭企业在为完成产能置换做了大量工作的同

时，也深深体会到政策实施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故此我国煤炭行业乃至整个能源领域，一定要结

合去产能，加快构建煤炭产能置换长效机制，以

顺应能源结构的根本性变革。

3 煤炭产能置换取得的成效

3.1 产能置换推进促进政策体系框架完善

自 2013年国家提出去产能任务以来，国家发

改委及相关部门展开深入调研和实地考察，为顺

利完成去产能任务，分别制定了《国务院关于煤

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国发

〔2016〕 7号）提出“产能置换”的概念；《关于实

施减量置换严控煤炭新增产能有关事项的通知》

（发改能源〔2016〕 1602号）、《关于做好建设煤矿

产能减量置换有关工作的补充通知》（发改能源

〔2016〕 1897号）、《关于进一步做好建设煤矿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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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换有关事项的通知》（发改电〔2016〕 606号）、

《关于进一步完善煤炭产能置换政策加快优质产能

释放促进落后产能有序退出的通知》（发改电能源

〔2018〕 151号）细化实政策施细则；《关于明确煤

炭产能置换和生产能力核定工作中有关事项的通

知》（发改办运行〔2017〕 1448号）明确产能核定

标准，逐步形成了以环境保护这一基本国策为基

准，以煤炭资源有序开发、新旧产能有序接替和

煤炭企业有序退出为主体的政策体系。

3.2 产能置换指标交易成为煤炭转型新模式

煤炭产能置换是市场化、法治化的体现和创

新。在此种市场化方式创建之初，产能置换指标

交易不完全是市场自发组织形成的，而是在政府

积极的推动下成型的，一系列政策的出台，为产

能置换指标交易设计了基本框架，也正是在政府

部门的多项政策措施保障下，煤炭产能置换遵循

市场化原则，以高度的市场效率保证了交易完成。

可以看出，国家把法治化与市场化层层落实，煤

炭产能置换是政府有形之手与市场无形之手综合

协调发挥作用的典范。这种淘汰落后产能、释放

优质产能、优化产业结构的置换方式已成为一种

创新的市场化模式。

3.3 产能转换有效缓解企业职工安置和债务处置

资金不足的难题

煤炭企业借助当前有利时机，积极参与产能

指标公开交易，获得的收益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职

工安置所需的资金缺口，为妥善安置富余职工增

加资金支持，更高效地推进煤炭行业安置职工的

工作，同时也填补了近几年行业下行给企业带来

的亏损，为全面实现扭亏解困提供资金保障，进

一步加快煤炭行业转型升级的步伐。

3.4 煤炭产能置换长效机制建设初具雏形

现阶段煤炭产能置换政策体系框架基本搭建

完成，初步形成了煤炭产能置换长效机制。随着

煤炭去产能政策推进，煤炭价格已有所回升，企

业产能置换意愿强烈；社会也更愿接受“开采技

术先进，安全程度高”的优质产能；大多数地方

政府在去产能方面都非常积极，对煤矿开工进行

主动限制，大大提升了此轮去产能的效果。截至

目前，全国已经提前完成煤炭去产能指标，2019
年 7月首家国家级别的煤炭交易中心建立，为构建

更进一步的煤炭产能置换长效机制奠定了良好的

基础。

4 进一步推进产能置换的建议

4.1 完善煤炭产能置换长效机制的法律体系

在中央层面，应尽快制定《矿产资源产能置

换法》，对煤炭产能置换的相关制度给出框架性规

定与指引，主要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产能置换指

标交易法律属性及界定、交易主体范围、指标分

配方式、交易制度、市场核查与监测、法律责任

等。在地方层面，地方政府根据总体指引，积极

出台响应的实施细则和具体操作规定，进一步为

我国煤炭产能置换指标交易信息化平台的监督管

理提供依据。构筑从国家立法，到中央政府的行

政法规，再到相关部门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

的完整法律规范体系，使产能指标交易有法可依、

有章可循，既保证市场的秩序与稳定，又能推动

市场的良好运行与发展，使得参与交易者都有权

益保障。

4.2 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和持续性

当产能置换工作进入较为成熟的阶段后，政

策的制定要更侧重于长效效应的考虑，保持政策

的稳定性和持续性。现阶段要做好新旧政策的衔

接工作。新政实施以企业上报煤炭产能置换方案

时间为准，设置新旧政策衔接过渡期，允许新旧

政策同步运行 3个月。已获得置换方案批复但未进

行产能置换的企业，可以按照新政策重新申请进

行产能置换；正在执行旧政策的企业，可以选择

使用更优惠的政策继续开展置换工作；已经完成

产能置换的企业，则不能再申请使用新政策。建

立产能指标交易税收政策，统一产能置换指标性

质的归属，按照 6%的税率缴纳增值税，按照 2%
～5%的税率上缴所得税，消除买卖双方交易抵触

情绪，促进指标交易顺利完成。考虑指标多次交

易。随着产能置换政策、交易体系和监管机制的

逐步完善、稳定，增强产能指标的市场属性，设

置产能指标多次交易方式。

4.3 优化指标行政审批流程

各地方政府对行政审批服务在思想上予以重

视，在行动上给予支持，推行行政审批标准化规

范化的工作，做到区域间统一政策法规，统一办

理流程，统一材料格式，统一填报要求，统一审

查尺度。同时，各个行政部门应该相互之间统一

协调，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及时调配各种资源，

实现资源的合理优化配置，进一步提高服务水平，

缩短审批周期，保证根据实际情况及时作出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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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最大限度保证申请者的利益，使其资源需

求得到最大程度的满足，并保证每个申请者的机

会均等。

4.4 确定合理的指标价格区间

建议制定“区域指标基准价格+上下浮动比

例”的动态定价机制，各相关部委根据当时的煤

炭市场运行情况、经济发展情况和产能交易情况

制定区域指标基准价格，为了维护产能交易市场

的稳定和秩序，制定价格的上下浮动比例，随着

产能市场的发展变化，对指标基准价格和上下浮

动比例进行阶段性调整。同时，要顺应鼓励跨省

跨区交易政策，避免地方政府出于保护地方产业

或其他动机过度干预交易，扭曲交易价格。

4.5 加强产能置换全过程监管

建议从政府监管、交易所监管和第三方独立

机构核查等 3个方面建立一套完善的监管体系，并

制定相应的惩罚机制。一是地方政府监管。依据

国家颁布的政策和法律法规，制定专门的《地方

产能置换指标交易法令》，对地方产能置换指标的

分配、交易、管理、交易双方的权利义务、法律

责任等作出规定；成立专门监管职能部门，负责

主持、审核并管理产能置换指标交易的注册登记

系统，记录参与主体的每一笔交易记录，并跟踪

每笔交易的履约与合规情况，对不符合规定的交

易予以驳回。二是交易所监管。交易所为指标交

易提供交易和结算的平台，每个交易主体都必须

在平台内开设电子账户，缴纳交易保障金和履约

保证金才可进行交易，交易保障金在交易完成后 5
日内退还，履约保证金在政府监管部门审核核查

报告后 5日内退还。交易所的交易、结算平台要与

政府注册登记系统进行数据交换和连接，以确保

交易主体资格、交易数量、交易价格等信息的公

开性和透明度。三是第三方独立机构核查。地方

政府可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独立机构，对使用产

能指标的企业进行核查，并出具报告，提交政府

监管部门，监管部门要定期对已经获得资质认定

的第三方机构进行抽检，检查不合格的应取消其

资质，从而保证使用指标企业情况的真实性、准

确性。四是制定惩罚机制。对存在隐瞒有关真实

情况、弄虚作假的企业，采取公开曝光，追回已

给予的优惠政策，没收履约保证金，缴纳高于市

场购买指标成本的高额罚金，并对企业和责任人

进行严肃处理，情节严重的列入煤炭行业失信企

业名单，实施失信联合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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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2020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使很多企

业的经营遭遇重创。受疫情影响，国际石油价格

闪崩、美股熔断、资本市场坐上过山车。2020年 4
月 8日世贸组织发布《全球贸易数据与展望》称，

2020年全球贸易缩水幅度可能超过 2008年国际金

融危机时的水平，全球避险情绪正逐渐发酵。能

源企业大多数属于大型或特大型企业，具有高投

入、高回报、高风险以及技术密集、资金密集的

特点，在全球进入全面防控疫情的形势下，能源企

业面临的宏观形势和外部环境更加严峻复杂，经营

状况持续承压[1]。在疫情防控背景下，探析能源企业

会计价值创造问题显得极为必要和迫切。

20世纪 90年代，会计进入价值管理阶段，强

调计划与控制、会计价值创造的战略性作用。国

内外学者普遍认为管理会计的目标是提升创造价

值能力，为企业创造价值。提升企业会计价值创

造能力，普遍运用经济增加值（EVA）、本量利分

析、作业成本法、平衡积分卡等管理工具，将价

值管理作为核心构建会计价值创造框架。随着会

计价值创造问题研究的深入，不断融入新的管理思

路，如更多地结合企业战略目标、利用管理信息系

统、加强业财融合、运用数据挖掘技术、强化绩效

管理等，将会计与企业价值创造活动紧密联系起

来。本文将在这些会计价值创造问题研究的基础

上，结合能源企业的实际情况，探析在疫情防控背

景下，提升能源企业会计价值创造的思路。

1 能源企业面临的经营环境

1.1 外部经营环境

从外部环境看，伴随着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在

疫情防控背景下能源企业会计价值创造问题研究

刘 立 平
（湖南省稀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湖南 长沙 410004）

摘 要：在新冠疫情防控背景下，能源企业经营状况持续承压，在对能源企业面临的内外部经营环

境和能源行业主要产品供给侧影响进行分析后，指出了能源企业会计价值创造面临的供应商采购成

本升高、销售收入下降、资产运营效率降低、盈利空间受到挤压和管理会计意识不强等挑战及问

题，并有针对性地提出全面部署开源节流、创新营销模式、加强税收筹划能力、强化经营绩效考核

激励和推动管理会计转型等相关措施建议，提升能源企业会计价值创造能力。

关键词：新冠疫情；能源企业；经营环境；会计价值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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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creation of accounting value of energy enterprises under the back⁃

ground of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Liu Liping

（Hunan Rare Earth Industry Group Co.，Ltd.，Changsha 410004，China）

Abstract： In the background of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the COVID-19 epidemic， the operating conditions of energy
companies continue to be under pressure. After analyzing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operating environment faced by energy com⁃
panies and the supply-side impact of major products in the energy industry，it pointed out the challenges and problems faced
by energy companies in the creation of accounting value，such as increased procurement costs for suppliers，decreased sales
revenue，reduced efficiency of asset operations，squeezed profit margins，and poor management accounting awareness. And tar⁃
geted measures were put forward to enhance the energy company's ability to create accounting value such as comprehensive de⁃
ployment of open source and throttling， innovative marketing models， strengthening tax planning capabilities， strengthening
business performance appraisal incentives，and promoting management accounting transformation.
Key words：COVID-19 epidemic；energy enterprise；operating environment；accounting value cre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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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大爆发这一“黑天鹅”事件，2020年经济形

势十分严峻，经济下行压力将长时间持续，胡润

公布了《疫情两个月后全球企业家财富变化特别

报告》，其中数据显示，全球富豪们近两个月损失

2.6万亿人民币，资产蒸发 13%。虽然国内经济随

着疫情基本得到控制而得以慢慢复苏，但在全球

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下，国外疫情状况仍不容乐观，

“后疫情时代”的全球经济走势也将深刻影响我国

经济的发展，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对我国经

济活动造成十分不利的影响。

1.2 内部经营环境

在经济承压背景下，能源行业正处于产业结

构转型升级阶段，能源消费增速放缓，强度呈下

降趋势，发展新能源、清洁能源、提高能源利用

效率成为新的研究课题。在疫情防控背景下，能

源企业尚未完全复工复产，能源企业产供销链条

受到一定的冲击，内部经营环境复杂多变。

1.3 能源行业主要产品供给侧受到冲击

在新冠疫情防控形势下，我国原煤、原油、

天然气、发电量等能源行业主要产品供给侧受到

一定的冲击，对我国能源企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首先，煤炭市场呈现供给偏弱格局，受到煤

炭产业上游煤矿企业春节期间停产、复工复产延

后和交通运输受限等因素，煤炭产地供应偏紧。

根据国家统计局相关数据显示，2020年前 4个月，

我国原煤产量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尤其是 2020
年 2月和 3月原煤累计产量出现负增长。近一年来

我国原煤产量月度指标情况，见表1。
其次，全社会石油消费量大幅下滑，同时，

受到市场需求下降、延迟复工复产、交通管制等

众多因素综合影响，不少石油炼化企业的现金流

量因库存压力加大而减缓周转，生产和经营难度

不断增加，出厂量低于 2019年同期水平，而中下

游消费的衰减也对原油价格造成直接影响，使石

油生产企业的盈利空间承压，原油生产受到冲击。

近一年来我国原油产量月度指标情况，见表2。
再次，我国天然气的供应产量在短期内并没

有受到明显影响，产能保持稳定增长。根据国家

统计局相关数据显示，2020年 4月，我国天然气产

量 161.4亿m3，天然气产量同比增长 14.3%，累计

能源指标

原煤产量

当期值/万 t
原煤产量

累计值/万 t
原煤产量

同比增长/%
原煤产量

累计增长/%

2020年
4月

32 212.1

115 243.7

6.0

1.3

3月
33 726.0

82 991.1

9.6

-0.5

2月

48 902.6

-6.3

2019年
12月
33 174.2

374 552.5

2.4

4.2

11月
33 405.7

340 721.3

4.5

4.5

10月
32 486.8

306 308.7

4.4

4.5

9月
32 414.1

273 645.2

4.4

4.5

8月
31 602.0

240 928.6

5.0

4.5

7月
32 222.7

208 855.4

12.2

4.3

6月
33 335.0

175 820.4

10.4

2.6

5月
31 239.4

142 268.6

3.5

0.9

4月
29 429.0

110 960.8

0.1

0.6

表1 我国原煤产量月度指标情况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表2 我国原油产量月度指标情况

能源指标

原油产量

当期值/万 t
原油产量

累计值/万 t
原油产量

同比增长/%
原油产量

累计增长/%

2020年
4月

1 587.5

6 444.0

0.9

2.0

3月
1 656.3

4 856.5

-0.1

2.4

2月

3 200.2

3.7

2019年
12月
1 606.5

19 101.4

-1.9

0.8

11月
1 570.4

17 494.9

0.9

1.0

10月
1 611.3

15 924.5

0.0

1.1

9月
1 564.3

14 313.2

2.9

1.2

8月
1 618.2

12 748.9

1.0

1.0

7月
1 628.7

11 130.7

2.5

1.0

6月
1 610.0

9 539.0

1.0

0.8

5月
1 623.0

7 928.9

1.0

0.7

4月
1 571.1

6 305.8

0.6

0.6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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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 10.3%[2]。近一年来我国天然气产量月度指标

情况，详见表3。
受疫情影响，我国发电量受到较大的冲击。

根据国家统计局相关数据显示，2020年前 4个月，

我国发电量同比增长和累计增长月度平均为负增

长 ， 尤 其 是 2020 年 3 月 我 国 发 电 量 同 比 增

长 -4.6%、累计增长-6.8%。近一年来我国发电量

月度指标情况，如图1所示。

2 能源企业会计价值创造面临的挑战

2.1 能源企业供应商采购成本升高

受到疫情防控的影响，交通运输业和物流业

受到了极大的影响，一方面全国各地为防控疫情

传播和蔓延设置了重重关卡，极大地影响了物资

采购的便利性，直接加大了物资采购的时间成本；

另一方面，由于能源企业供应商复工复产复商进

度不一，尤其是春节假期之后，大量物资供应出

现了短缺现象，导致上游物资供不应求，进而引

起物资价格上涨，导致能源企业采购成本升高。

2.2 能源企业销售收入下降

受到疫情防控的影响，能源企业下游客户因

社会消费抑制、商业贸易下滑、居民可支配收入

减少等原因，能源企业生产的商品需求量在不断

减少，叠加线下销售渠道因交通运输业和物流业

受到冲击，以及疫情防控措施要求而受到的部分

限制，使能源企业难以保持正常的销售量，甚至

出现商品供过于求的现象，部分能源企业也会因

促销产品或清理库存而降低销售价格，因此受到

商品销售量和销售价格两方面相互作用的影响而

导致销售收入下降。

2.3 能源企业资产运营效率降低

受到物资采购和客户销售两方面的共同影响，

能源企业的商品生产量如果大于商品销售量，或

出现滞销的情况时，企业存货可能会造成积压，

库存压力较大，存货最终转化为收入的时间会延

长，一定时间内存货的周转次数会减少，降低了

存货的周转效率；同时，受到经济下行压力影响，

资金流动减缓，销售环节即时结算付款或应收账

款按期回收较为困难，则应收账款的账期可能会

延长，销售回款速度会减慢，应收账款最终转化

为收入的时间会延长，一定时间内应收账款的周

转次数会减少，即导致应收账款的周转效率降低，

影响能源企业资产运营效率。

表3 我国天然气产量月度指标情况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能源指标

天然气产量当期值/亿m3
天然气产量累计值/亿m3
天然气产量同比增长/%
天然气产量累计增长/%

2020年
4月
161.4
644.2
14.3
10.3

3月
168.6
483.2
11.2
9.1

2月

314.1

8.0

2019年
12月
160.2
1 736.2
7.5
9.8

11月
150.8
1 574.6
8.0
9.2

10月
145.6
1 422.8
8.2
9.3

9月
135.2
1 277.2
10.6
9.5

8月
138.1
1 141.4
6.6
9.3

7月
139.0
1 003.3
6.1
9.7

6月
139.2
864.1
13.1
10.3

5月
144.2
724.9
12.9
9.8

4月
140.8
580.6
7.9
9.0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图1 我国发电量月度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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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能源企业盈利空间受到挤压

在疫情防控背景下，能源企业在采购成本难

以降低、销售收入难有起色的情况下，一方面上

游物资供应成本升高，要维持企业的正常运转，

需要保持正常的采购供应量，并且要保障企业和

员工的正当利益，能源企业的整体生产成本在增

加；另一方面下游客户销售不容乐观，销售量和

销售价格的下降导致销售收入大幅下降。因此，

受到采购成本升高和企业销售收入下降的双重影

响，能源企业的盈利空间逐渐受到挤压。

2.5 管理会计意识不强，人员综合素质有待提高

能源企业会计人员整体的工作仍是财务会计，

管理会计工作相对较少，其职能或多或少地被忽

视，意识相对薄弱，职能还没有牢固建立起来，

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3]。

管理会计相关的职能机制尚未建立起来[4]。能

源企业管理会计职能的发挥，需要建立与之相对

应的组织或职能机制，其特殊职能的发挥需要充

分了解各个方面运营的情况并收集大量的信息，

如果没有管理会计相关的职能机制，相应信息的

全面性与可靠性得不到保障，不利于管理会计工

作的开展。

管理会计人员综合素质有待提高。能源企业

管理会计的应用需要有匹配的专业人才，不仅对

财务知识有较高的要求，还要具备良好的管理知

识，熟悉企业整体运营情况，掌握现代信息技术，

具有较高的综合能力[5]。会计人员在税收筹划能

力、提供决策有用的财税信息等方面仍存在不足。

3 提升能源企业会计价值创造的措施建议

3.1 全面部署开源节流，节支降本提质增效

能源企业要全面加强开源节流各方面、各领

域、各环节工作，制定开源节流方案，坚持全员

参与、全面部署、全方位组织落实，每个员工都

要将开源增收、降本减支工作入脑入心，提升开

源增收和节流节约意识，“积小以高大”，从日常

的一点一滴做起，努力把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降

到最低，切实做到疫情防控和经营工作“两不误、

两促进”。

立足能源产业，全力开源增收增效。一方面，

能源企业要立足能源产业，充分抓住两化融合机

遇，积极协同开拓能源信息化业务，积极利用自

身优势和资源拓展各类咨询服务业务，拓宽增收

增效渠道；另一方面，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运

用低风险且相对收益率较高的金融理财工具，增

加临时闲置资金收益，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树立节约意识，全面实施降本节流。能源企

业要优化融资结构，拓宽融资渠道，探索股权融

资等直接融资方式，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开展资

产证券化等业务，加速资金周转，减少资金占用，

降低财务成本。降低行政办公费用支出，做到办

公区域节水节电，提高办公用品使用率，倡导无

纸化办公，充分利用互联网沟通，提倡绿色出行。

降低中介机构服务采购成本，优化项目谈判方案

设计，考虑在招投标阶段要求中介机构交纳投标

保证金，进一步压降中介机构服务费用；考虑统

一聘请常年法律顾问等中介机构，费用在各公司

间按照一定标准分摊，整体降低中介机构服务费

用，同时提高对中介机构服务的利用效率。建设

开发聚合性办公系统，鼓励线上办公及线上开展

业务，提高业务效率，在保障效果的基础上，营

销、调研、沟通、签约等优先选择线上方式，合

理压降运营费用。

强化管理提升，促进提质增效。能源企业要

发挥预算管理的引导控制作用，力争成本费用增

长低于营业收入增长，加强全业务周期成本费用

管理，动态监控预算执行情况[6-7]。严格管控存货

和应收账款余额，加强供应商和客户关系管理，

通过应收账款保理、资产证券化等方式提高资产

运营效率，加快资产周转效率。加强对重要合同、

重要制度、重大决策的法律审核，创新普法宣传

形式，强化案例剖析，增进对依法合规经营意识

的引导，规避法律风险，避免因法律纠纷给公司

导致的损失。加强对标管理，补短板、促提升，

坚持“与行业优秀对标，争创行业一流；与标杆

企业对标，追求卓越”的对标理念，深入查找与

标杆企业、行业先进的指标差距，持续改进提升，

努力提高企业综合竞争实力。

3.2 增强经营意识，挖掘价值创造潜力

能源企业要增强经营意识，在聚集重点产业

基础上，深度挖掘关联产业潜力，积极开发新的

产品业务线，探寻新的收入和效益增长点[8]；通过

线上互联网、联学共建等方式创新营销模式，加

大市场开拓力度，拓展新客户的同时，开发老客

户的新需求，通过大数据分析，识别、评估并维

护与核心战略客户的良好合作关系。

能源企业要充分利用国家税务总局《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税收优惠政策指引》、中央财政及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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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税费优惠政策、社保补贴扶持、税费返还等

政策支持，用好用足财税优惠政策；加强税收筹

划能力，利用纳税期递延法、转让定价筹划法、

会计处理方法筹划法等方式合法合规合理进行税

收筹划。

建立科学全面的经营绩效考核指标体系，引

入平衡计分卡方法、能力与态度相结合等评价方

法，最大化激励员工，确保员工收入与企业经营

效益相匹配，形成收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收入分

配机制，进而实现企业价值的创造。

3.3 推动管理会计转型，提升会计价值创造能力

推动会计人员理念由会计核算型向管理会计

型转变[9-10]。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发展

以及财务价值创造、业财融合等都对会计人才技

能提出了新的要求，能源企业会计人员理念要由

会计核算型向管理会计型转变，着力提升财务经

营分析能力、预算管理能力、税务筹划能力、信

息系统能力等技能，不断提高管理会计能力。

建立管理会计相关的职能机制。能源企业建

立专门的管理会计职能机构或设置专门的管理会

计职能人员，负责管理会计工作，对财务大数据

进行分析，为管理层决策提供支持；适时建立必

要的管理会计制度或指引，规范管理会计工作行

为，保障管理会计工作更好开展。

加强业财融合，深化管理会计推广应用。能

源企业需要加强财务与业务的深度融合，深化管

理会计推广应用，构建包括战略管理、投融资管

理、营运管理、风险管理四大方面和价值链成本

管理、战略绩效管理、柔性预算管理、管理会计

报告四大工具的“4+4”管理会计推广应用框架，

如图2所示。

图2 管理会计推广应用框架

提高管理会计人员综合素质，提升价值创造

能力。能源企业要通过内外部专业培训、参加职

称或职业资格考试、内部集体学习、继续教育等

方式提升会计人员专业胜任能力，加强人才培养

和发展，适当引进高层次管理会计人才，提高管

理会计人员综合素质，培养懂业务、善分析的复

合型财务人员，打造高素质、有理想、年轻化的

会计人员队伍，提升价值创造能力。

4 结 语

在新冠疫情防控背景下，能源企业面临严峻

复杂的内外部经营环境，能源行业主要产品供给

侧受到冲击，存在供应商采购成本升高、销售收

入下降、资产运营效率降低、盈利空间受到挤压、

管理会计意识不强等影响能源企业会计价值创造

的挑战和问题，建议通过全面部署开源节流、增

强经营意识及创新营销模式、加强税收筹划能力、

强化经营绩效考核激励、推动管理会计转型等措

施提升能源企业会计价值创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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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煤炭产业一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产

业，在今后很长的时期里仍然为我国各项经济发

展提供重要的基础。由于煤炭企业属于重资产企

业，所需资金巨大，周期较长，因此面临较大的

融资压力。煤炭企业所需大量资金很大程度上依

赖于银行贷款等外部融资，加上近年来政府宏观

调控的影响，煤炭企业的融资也遇到了一定的困

难，而改善和提高企业自身的营运资本管理效率

可以一定程度上减缓煤炭企业融资压力，有助于

提高煤炭企业绩效。本文通过利用一定的实证分

析，考察在面临融资约束时煤炭上市公司营运资

本各指标对企业绩效的作用，研究煤炭企业流动

资产及负债的日常管理，从而为提高煤炭上市公

司绩效提供一定的实际意义。

1 研究综述

不同行业其营运资本管理与公司绩效之间的

作用各有差异。袁卫秋[1]在 2013年通过对 644家制

造业上市公司 2006—2010年的数据研究发现，小

型上市公司二者之间的关系为负向作用，而规模

大的公司则为显著正相关，就公司性质来说，民

营类上市企业二者之间呈显著的负相关，而国有

上市企业两个因素则无明显关系。宋玉[2]通过运用

聚类分析发现上市物流企业有 80%的营运资本管

理相对保守，而少数企业其绩效普遍低是因为采

用了激进型营运资本策略。贺琼等[3]发现当交通业

上市公司利用激进型营运资本管理政策时公司绩

效得到显著提高。而针对创业板上市公司，王秀

融资约束下煤炭企业营运资本管理与企业绩效检验

程爱华 1，续慧泓 1，程冠华 2

（1.山西财经大学 实验中心，山西 太原 030006；2.太原广播电视大学，山西 太原 030024）

摘 要：在资金需求量大、融资压力大的双重压力之下，如何利用营运资本管理提高企业绩效是煤

炭企业亟待解决的难题。基于煤炭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使用外部融资成本作为融资约束的分组标

准，运用多元回归的方法分析煤炭企业营运资本管理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得出煤炭企业营运资本与

企业绩效间的关系有不同于其他行业的特征：高融资约束下应收账款周转率与企业绩效成显著正相

关，而其他两个则为负相关；低融资约束下各指标则与企业绩效成负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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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Under the dual pressure of large capital demand and high financing pressure，how to use working capital manage⁃
ment to improve corporate performance is a problem that coal companies need to solve urgently. Based on sample data of list⁃
ed coal companies，external financing costs is used as a grouping criterion for financing constraints，and multiple regression
methods are used to analyze the impact of coal enterprise working capital management on enterprise performance，it is concl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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萍等[4]提出这类公司采取的政策通常是保守性的，

流动比率对绩效负影响，现金流量比率对企业绩

效为正向作用，应收账款和存货指标等对公司绩

效没有显著作用。房地产上市公司则又有些不同，

如康进军等[5]通过研究发现有着较大融资压力的公

司，其各项营运资本周转率的提高对企业绩效有

显著影响，反之如果其管理不到位则会使企业绩

效降低。李莉等[6]在对我国创业板中制造业企业

2012—2016年的数据研究发现，这类企业现金周

转期和企业绩效曲线关系为倒U型。

综上所述，由于所处行业、公司性质和规模

等的不同，营运资本管理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及作

用关系也会有所差异，根据上述分析发现当前对

煤炭企业营运资本管理方面的研究虽然也较多，

但融资约束条件下的研究相对较少。此外，煤炭

行业目前依然处于转型升级的重要时间段，因此

本文试图对从融资约束的视角下研究煤炭行业营

运资本管理和绩效二者的关系，为煤炭企业的发

展提供一定的参考。

2 研究假设

内外部融资是企业用到的两类融资方式，对

多数公司来说，单纯通过内部融资是没有办法为

企业运营提供足够的各项资金需求，这就促使企

业依靠外部途径来解决自身资金方面的困难。而

假如企业受融资约束的制约比较大时，往往可能

会由于外部融资成本太高，超过了企业的可接受

范围，就会导致企业丢掉投资的机会。在这种情

况之下，企业可以考虑利用对营运资本进行相应

的政策调整，以此来增加企业营运资金的流动性。

融资约束情况有差异的企业营运资本相应的管理

效率也会各有悬殊[1]，企业性质、规模、行业各方

面的差异以及面临不同程度的融资约束对企业绩

效的作用也会出现差异。为解决有融资约束企业

的资金来源，确保公司固定资产的良好投资，促

进企业营利能力的提升，对营运资本的管理就显

得十分必要。据此，本文预期融资约束较高企业

的营运资本管理效率对绩效为正向作用。而融资

约束不严重的企业，没有过多的资金需求困境，

所以无需刻意利用营运资本管理政策和效率来积

累资金，因此，本文预期营运资本管理效率与企

业绩效之间可能呈正向关系，也可能呈负向关系。

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一：高融资约束条件下煤炭上市公司营

运资本管理效率与企业绩效成正相关。

假设二：低融资约束条件下煤炭上市公司营

运资本管理效率与企业绩效关系可能正相关、可

能负相关。

将在后续部分把煤炭上市公司融资约束的相

关指标、营运资本效率的相关指标以及企业绩效

的相关指标引入到相应的模型中作为本文分析的

指标。

3 研究设计

3.1 样本选取

本文的样本数据主要从上海、深圳证交所和

国泰安数据库中获取[5]，研究对象参考国家统计局

网 《2017 年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GB / T 4754 -
2017）》划分的第二产业采矿业中以煤炭开采和

洗选业为主营业务以及制造业中以煤炭生产和销

售为主的煤炭上市公司 2015—2017年公布的合并

报表财务数据[7]。
为了相关研究的需要，对上述数据进行整理

和排除，选出有价值的数据，采取如下方法：首

先抛去一些 ST类公司。其次，由于一些企业的数

据缺乏，还有的企业会出现一些比较显著的非正

常数据，针对这类企业也要相应剔除。最后，选

择的公司要求其主营业务是煤炭业务。根据上述

方法，本文最后遴选出了 36家煤炭企业的有效数

据样本，作为此次研究的有效样本。

3.2 研究变量

本文研究不同融资约束条件下的煤炭上市公

司营运资本管理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研究选取了

控制变量、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 3种变量。企业

绩效是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是营运资本管理效

率，控制变量选择资产负债率和营业收入增长率

两个指标[5]。
在衡量企业绩效上，有很多诸如净资产收益

率（ROE）、市场指标托宾Q值等众多指标[8]。受政

策因素和市场环境影响，煤炭价格也会出现变动，

煤炭企业经营绩效也会随之变化，这就使得企业

绩效会出现波动。而托宾Q值是反映企业市值的，

其数值受市场影响波动较小，因此本文选择托宾Q
值作为考察企业绩效的指标。托宾Q值A=市场价

值A/期末总资产；市场价值A=股权市值+净债务市

值，其中非流通股股权市值用净资产代替计算；

净债务市值=负债总额-应付职工薪酬-应付税费-
应付股利-其他应付款-递延所得税负债[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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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变量是公司营运资本管理能力，包括对

应收应付和存货等流动性资产的管理。这里用应

收应付和存货的周转率作为相应解释变量指标。

其中，应收账款周转率 （RT） =营业收入/平均应

收账款，存货周转率（IT） =营业成本/平均存货，

应付账款周转率 （PT） =营业成本/平均应付账

款[5]。
本文借鉴以往学者的研究文献，选择将资产

负债率和营业收入增长率当作控制变量指标。

1）资产负债率（LEV）。本文用合并报表列示

的期末公司负债比总资产作为度量指标，一般地

衡量企业财务风险程度的高低经常会用到这个指

标[10]。当LEV相对低时，说明企业负债带来的税盾

效应高于其负面效应，相反当它较高时上述二者

的效应正好相反，这也会不利于企业价值的提高。

针对企业财务状况的差别，对企业绩效的不同影

响，本文选用此指标来进行相应控制。

2） 营业收入增长率 （GOR）。通过这个指标

可以较直观的考察企业的发展状况，指标高可以

反应出企业发展情况较好，具有较快的成长。因

此，针对不同规模企业的发展对企业绩效的影

响状况，选用此指标进行控制。上述变量列表

见表 1。
表1 变量设定

3.3 研究方法

本文试图观察在融资约束制约和影响下，煤

炭上市公司营运资本管理和企业绩效的关系，自

变量由流动资产周转率 （包括应收应付和存货）

组成，控制变量选用了 LEV和GOR，因变量则为

托宾Q值，特建立如下模型。

ROE=β0 + β1RT + β2IT + β3PT + β4DEF + β5LEV +

β6GOR+μ
根据实际数据的可获得性以及煤炭上市公司

的特殊性，本文选用外部融资成本（DEF）作为融

资约束的分类标准。依据企业外部融资成本的大

小将样本数据由高到低进行排列，将样本量平均

分成高低两个组别。

4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4.1 描述性统计分析

本文对按外部融资成本分组后的企业样本数

据，利用 spss分析软件进行了相关描述性统计分

析，计算出样本的最大值、最小值及均值见表2。
表2 外部融资成本描述性统计

通过表 2的描述，全部样本数据中外部融资成

本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是 3.429和-0.030，其中

0.015和 0.387分别是低融资约束组和高融资约束组

均值，可以看出高融资约束组和低融资约束组的

外部融资成本最大值和最小值相差较大，分组特

征较为明显，满足分组研究的要求。

4.2 回归分析

1）全部样本组回归分析。计算得出的全部样

本营运资本管理效率的各个考核指标，利用 spss分
析软件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得出全部样本组

进行的回归分析结果见表 3。从表 3得出，应收账

款周转率对企业绩效呈正向作用，在 1%显著性水

平上显著；而存货和应付账款周转率与企业绩效

则成负向作用，并且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上不显

著。从全部样本分析来看，适当提高应收账款周

转率有助于优化企业绩效，而相对降低存货周转

率和应付账款周转率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企

业绩效，但影响程度比较小。

2）低融资约束样本组回归分析。用同样方法

计算得出低融资约束组样本营运资本管理效率的

各个考核指标，利用 spss分析软件进行多元线性回

归分析，得出低融资约束样本组进行的回归分析

结果见表 4。从表中可以看出代表营运资本管理效

率的 3个指标都与企业绩效成反比，但三者在 10%
的显著性水平上影响均不显著。这也验证了假设

二的成立，说明低融资约束下煤炭企业绩效与营

运资本管理效率关系并不显著。

3）高融资约束样本组回归分析。用同样方法

计算得出低融资约束组样本营运资本管理效率的

变量名

托宾Q值

应收账款周转率

存货周转率

应付账款周转率

外部融资成本

资产负债率

营业收入增长率

变量定义

Q
RT
IT
PT
DEF
LEV
GOR

计算公式

市场价值A/期末总资产

营业收入/平均应收账款

营业成本/平均存货

营业成本/平均应付账款

财务费用/[（期初负债+期末负债） /2]
公司负债/总资产

（营业收入 t-营业收入 t-1） /营业收入 t-1

组别

1
2
3

组名

全部样本组

低融资约束组

高融资约束组

样本数量

100
50
50

最大值

3.429
0.026
3.429

最小值

-0.030
-0.030
0.026

平均值

0.201
0.015
0.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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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考核指标，利用 spss分析软件进行多元线性回

归分析，得出高融资约束样本组进行的回归分析

结果见表 5。其中，应收账款周转率和企业绩效

成正向关系，且在 1%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而存

货和应付账款周转率则与企业绩效为反向作用，

但影响关系在 5%水平上并不显著，这与假设一

的相关假设是不一致的，但与全部样本回归分析

结果一致。

回归分析表明面临高融资约束的煤炭企业更

应加强营运资本的管理，实现应收账款增长率新

突破，可以帮助企业改善其绩效；和本文的假设

相反的是，存货和应付账款周转率对企业绩效作

用为负向，虽然这种影响并不很显著，但是煤炭

企业还是需要适度控制好存货周转率和应付账款

周转率的比例。而导致这种影响的因素可能是煤

炭企业目前存货周转率和应付账款周转率超出了

企业的均衡点，这也从另一方面反映了企业存货

周转率和应付账款周转率不是越高越好，也不

是越低越好，需要结合企业自身实际制定合理

的标准。

从整个回归结果看，煤炭上市公司在面临高

融资约束时，提高企业应收账款周转率有助于改

善企业绩效，与假设不一致的是，煤炭企业存货

和应付账款周转率对企业绩效不仅没有正向影响，

还有少许反向关系，这与其它行业也有明显不同

之处。而面临低融资约束的煤炭企业，其营运资

本效率的各个指标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则统一呈现

反向相关关系，这与假设是一致的。

从以上回归分析列表中可以看出，多重共线

性检验统计量VIF值最大为 2.000（<5），说明样本

中各变量间没有影响分析的多重共线性问题，每

个分组中的D-W值也都在 2.0附近，说明各分组中

残差项没有严重的序列自相关问题，通过分析能

够得出回归模型整体有比较高的质量，根据该模

解释变量

常数

应收账款周转率

存货周转率

应付账款周转率

资产负债率

营业收入增长率

非标准化系数

1.194
-0.011
-0.005
-0.008
-0.003
-0.006

标准化系数

-0.166
-0.069
-0.069
-0.034
-0.194

t值
5.404
-0.927
-0.370
-0.345
-0.226
-1.137

Sig值
0.000
0.359
0.713
0.732
0.822
0.262

VIF

1.610
1.738
2.000
1.111
1.454

R2

0.119

D-W

2.045

解释变量

常数

应收账款周转率

存货周转率

应付账款周转率

资产负债率

营业收入增长率

非标准化系数

1.111
0.002
-0.001
-0.002
-0.785
0.001

标准化系数

0.631
-0.086
-0.017
-0.206
0.045

t值
4.136
5.550
-0.831
-0.163
-1.809
0.420

Sig值
0.000
0.000
0.411
0.871
0.077
0.677

VIF

1.278
1.051
1.102
1.286
1.115

R2

0.555

D-W

2.258

解释变量

常数

应收账款周转率

存货周转率

应付账款周转率

资产负债率

营业收入增长率

非标准化系数

0.874
0.002*
-0.001
-0.016
-0.003
-0.003

标准化系数

0.384
-0.049
-0.144
-0.023
-0.132

t值
8.410
4.112
-0.521
-1.532
-0.244
-1.363

Sig值
0.000
0.000
0.603
0.129
0.808
0.176

VIF

1.018
1.045
1.032
1.041
1.091

R2

0.195

D-W

1.981

表3 全部样本组回归结果

表4 低融资约束组回归结果

表5 高融资约束组回归结果

66



2020年第5期

型和相关指标得出的结论也是比较可靠和可

信的 [1]。

5 结论与建议

5.1 研究结论

1） 本研究以 36家煤炭上市公司 2015—2017
年数据为分析样本，以企业外部融资成本作为企

业融资约束的分组依据，把煤炭上市公司 3年的数

据平均分为高、低两组融资约束组，探讨在融资

约束条件下煤炭上市企业绩效受其营运资本管理

的影响作用。结果表明，煤炭上市公司营运资本

管理对煤炭企业绩效的影响作用需要根据煤炭企

业的融资约束情况分类讨论，面临较大融资约束

的煤炭企业RT和企业绩效成正向关系，而 IT和PT
则对企业绩效成反向关系，企业可以通过提高其

自身RT适度提高企业绩效，而面临较低融资约束

的煤炭公司营运资本管理的各个指标与企业绩效

则为反向相关关系。因此，煤炭上市公司应结合

企业融资约束成本制定适合本企业营运资本管理

的相关举措。

2）煤炭企业的营运资本管理与企业绩效之间

的关系不同于其他行业。在诸如房地产行业、制

造业上市公司以及创业板上市公司等行业的上市

公司中，以往研究者发现在面临高融资约束条件

下，两者之间是正向关系，而在低融资约束条件

下，这些指标对企业绩效为负向作用或者无显著

关系。在煤炭上市公司中，当面临高融资约束条

件下，RT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与其他行业一致，而

PT和 IT则与企业绩效为负向作用，这与其他行业

相比是有区别的；低融资约束条件下煤炭上市公

司与其他行业则一致。

5.2 政策建议

5.2.1 煤炭企业层面

1）在营运资本管理方面。从上述分析可以看

出煤炭企业营运资本管理效率对其绩效有显著影

响，煤炭上市公司应将企业营运资本管理水平合

理控制到最佳均衡点。由于近年来煤炭企业资金

回款周期相对较长，经营活动现金流量降幅明

显[11]，面临高融资约束的煤炭企业筹融资困难较

大，鉴于应收账款周转率对企业绩效成正向的显

著影响，企业应完善应收账款制度，紧密关注应

收账款变化情况，压缩或收回给客户铺底的资金，

以保证企业有充足资金按时偿还到期债务。此外

还需合理制定企业赊销政策，加强企业赊销管理，

对于拖欠账款的企业可以通过诸如现金折扣等一

系列鼓励政策来鼓励欠款企业按时偿还欠款，适

当时也可以制定相应的惩罚措施或手段来促使欠

款企业及时支付货款。

在注重对应收账款回收的同时，煤炭企业还

需关注应收账款坏账准备的管理和补救，合理设

定应收账款坏账准备率，尤其是要特别注意那些

长时间不支付货物款项的公司，拖欠较严重的企

业要适度降低其信用级别。鉴于存货和应付账款

周转率对企业绩效有轻微的反向关系，煤炭企业

同样要根据企业实际情况，合理确定企业最佳存

货和应付账款周转率，以保证企业绩效的提升。

2）在融资渠道和方式方面。煤炭企业相关领

导要时刻掌控企业各类贷款的分配使用状况，保

证企业按照合同条款约定使用资金，并且要和贷

款公司及时沟通保持良好的合作和信用。除此之

外，煤炭企业还需要积极拓展其他融资渠道，一

方面要合理控制企业风险，另一方面要挖掘更多

合作伙伴。其次煤炭企业要不断的腾笼换鸟，保

证资产使用效率和质量。严格监督企业资金的预

算、执行和控制流程，除了要把企业各项成本费

用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还要尽可能的利用各种

合法合理途径享受政府的各项优惠，如税收方面。

结合企业实力和拥有的优势尝试展开多元化经营，

合理配置和利用企业的资源优势，确保企业各类

资产的灵活性。

在融资方式上，煤炭企业可以适当提高股权

融资或者利用债转股的融资方式，也可以鼓励企

业员工持有本企业股份，不仅可以一定程度上缓

解煤炭企业资金压力，还有助于团结企业员工，

更好地为企业发展献策献力。

5.2.2 政府层面

1）首先，政府部门要认真履行其监督和管理

职责，为企业提供合理有序的市场环境，协调好

市场、企业和政府三者之间的关系。煤炭企业和

地方政府要相互协商和沟通，在制定有关煤炭企

业的相关政策时，要处理好煤炭企业发展和地方

政府经济、生态之间的关系，努力健全和完善煤

炭产业政策保障体系，推动煤炭结构调整与转型

升级，加强行业运行分析，推动市场体系建设和

商业模式创新，尽可能提高自身服务质量。

2）其次，在协调好政府和煤炭企业关系的基

础上，政府部门还应该协同相关研究机构不断完

善和构建煤炭企业的融资约束指标，以便更准确

程爱华等：融资约束下煤炭企业营运资本管理与企业绩效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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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度量煤炭企业融资约束状况，在努力着手减轻

企业税收包袱的同时，多方面、多途径的为煤炭

企业筹资、融资提供更多方式和渠道，以求降低

煤炭企业发展中的融资难度。

3）第三，在宏观层面，政府部门要继续完善

国内资本市场，建立股票、债券市场等全方位、

多角度的大型资本市场，对私募资本市场的交易

活动加强监管，制定多种私募发行规则，不同的

规则匹配不同的投资者适当性、募集总额、募集

场所等限制条件，以满足不同的投资和融资需

要[12] ，拓宽资本市场长期稳定的资金来源。对当

前的投资者适当性政策进行进一步细化，并进行

量化评估，定期对相关标准进行调整，以更好满

足煤炭企业现实发展需要[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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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科学地进行煤炭行业绩效评价，可以使股东

更加了解企业的发展概况，从而制定有针对性的

激励措施。经营者要在分析绩效的基础上，充分

利用本企业的竞争优势，不断缩小与其他企业的

差距，扩大市场份额。在同行业竞争当中需要将

自身的优势凸显出来，也要不断保持自身的优势

地位。将上市煤炭企业的信息更为清晰、完整地

呈现给中小投资者、政府及利益相关者等，使企

业能够做出更为精准的决策，保持投资的敏锐性，

助力企业更好的发展。

YZ煤矿在煤炭行业中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在

供给侧改革大背景下，为YZ煤矿带来了更为严峻

的挑战。通过供给侧改革，YZ煤矿要根据自身的

发展方向做出积极的转变，并有针对性地谋划正

确的发展对策。本文在供给侧改革背景下，针对

YZ煤矿的发展实际进行综合绩效评价，并根据

2014—2018年的绩效得分剖析评价结果。

1 理论综述

1.1 供给侧相关理论

2015年，我国首次提出供给侧改革的概念，

供给侧改革应与扩大总需求同步进行。供给质量

不断提升，供给效率不断增加，以此推动煤炭企

业持久、稳定发展。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三去一降一补”政策，为煤炭企业未来发展提供

了正确的战略指导。

“去库存”是指煤炭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造成

库存的严重积压，据此政府出台相关政策，积极

推动煤炭企业的发展。在今后几年里，在政策的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YZ煤矿综合绩效评价

张 倩，王 宇
（黑龙江科技大学 管理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22）

摘 要：合理的绩效评价有利于有效测度现代煤炭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和效果，提升企业核心竞争

力。在供给侧改革背景下以YZ煤矿作为研究对象，从财务、创新和可持续绩效 3个一级指标以及 9
个二级指标，构建综合绩效评价体系，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YZ煤矿的综合绩效进行评价，

并根据剖析的评价结果指导企业实践，对煤炭企业发展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关键词：供给侧改革；财务绩效；创新绩效；可持续发展绩效；煤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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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rehensiv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YZ coal min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sup⁃
ply-side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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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 of Management，Heilongjia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Harbin 150022，China）

Abstract：Reasonabl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is conducive to effectively measure the management level and effect of modern
coal enterprises，and enhance the core competitiveness of enterprises. Taking YZ coal min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from the
three primary indicators of finance，innovation and sustainable performance and 9 secondary indicators，a comprehensive perfor⁃
mance evaluation system is constructed to evaluate the comprehensive performance of YZ coal min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structural reform on the supply side， and guide the practice of the enterprise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results of analysis，
which has important research significa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oal enterprises.
Key words： supply-side reform； financial performanc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erformance； coal
m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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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支持下，煤炭资源的库存积压在一定程度上

会得到一定缓解，从而平衡煤炭市场的供需。

“去产能”是指企业通过不断创新，转变观念

做好细节，提升煤炭企业的质量。严格控制新产

能，有序撤出多余产能，积极发展清洁产能。加

大对税收和财政政策的支持力度，努力解决煤企

人员安置及专项补偿资金的问题，助力煤企脱贫

致富。

“去杠杆”是指煤炭企业为了降低金融风险，

主要包括企业的金融债务、系统性风险等，并且

针对这些风险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以此来对风

险进行事前预测、事中监管及事后防范。在金融

领域创新方面，应重点关注试错风险，不断进行

优化。

“降成本”是指煤炭企业在市场的严峻形势

下，需要更加注重成本控制，优化每个生产环节，

不断压缩成本。在每个生产周期结束时，详细检

查实际发生的成本与定额成本之间的差距，并且

通过技术和管理模式的不断升级改造，推动煤企

转型。

“补短板”是指不同的企业都存在各自的发展

缺陷，但创新能力作为大部分企业普遍存在的问

题，严重制约煤企的发展，深究其原因是过多的

税务负担，导致资金供给严重不足。所以政府要

补齐资金短板，做好制度兜底，为企业发展扫清

障碍。

1.2 绩效评价相关理论

绩效评价是指采用一定的指标体系对企业在

特定时间范围内的整体经营绩效和管理成效进行

的评价。传统绩效评价方法侧重于会计利润的评

估[1]，EVA指标能够更加真实地反映企业的经营业

绩[2-3]，但是依然侧重财务指标的评价。很多学者

提出应该加入非财务指标进行综合测度，综合绩

效评价是指利用相关的数学原理，结合特殊的指

标体系，按照特定的评价标准进行一系列的分析

后，从多维度指标客观综合地评价企业的经营绩

效。本文在供给侧改革背景下，结合煤炭企业的

行业特色从财务绩效、创新绩效和可持续发展绩

效3个维度展开。

1）财务绩效。展示企业在某阶段内的业务成

果同时评价企业的战略实施过程，通过对财务资

料的分析清晰地呈现出企业的业务状况，并且能

使一些利益相关者对企业未来的发展趋势进行预

判，从而得出正确的经济发展策略。

2）创新绩效。技术和产品的创新能够显示企

业研发的指标，并且管理体制和市场创新能够更

为全面地实现企业的商业化，这些内容都构成了

创新绩效的具体分析内容，能够更为多角度、系

统、科学地使创新绩效进行清晰地呈现。

3）可持续发展绩效。煤炭企业在关注自身发

展的情况下，不能只顾着眼前的发展，也要考虑

到未来人类长远的利益。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必

须要紧紧围绕需求和限制，关注资源的有限性，

合理使用，使人类的生存不受损害。

2 基于供给侧改革的YZ煤矿绩效评价指标

选取

2.1 绩效评价指标选取原则

1） 针对性原则。由于煤炭生产过程较为复

杂，危险性大，环境污染问题比较严重等特点，

在经营管理上存在特殊性。因此在选取指标时，

应充分全面考虑并结合供给侧大背景，有针对性

地关注煤企人员的安全性，开展清洁生产，从财

务水平到技术建设各个维度，有针对性地选取更

具代表性的指标评价煤炭企业的综合绩效。

2）全面性原则。煤炭企业的绩效水平仅仅通

过对财务状况不能清晰的展现出来，随着内外部

环境和政策的不断变化，为了煤炭企业的整体运

行得到更好的发展，就要不断地进行指标选取的

更新。将创新、可持续发展与财务指标相结合，

对煤炭绩效进行综合评价，同时也要关注这些指

标之间的关联性。

3）可比性原则。所选取的评价指标应具备一

定的可比性，既要体现其他煤炭企业的发展进度，

同时也要与自身的阶段性发展相匹配，这样才能

够与其他煤炭企业进行相互横向或纵向间的对比，

从而获取更加完善的会计信息，有利于对自身的

绩效做出全面分析并吸取其他企业发展的经验。

4）可操作性原则。要确保这些评价指标能够

直接获取，并且能够在后续的使用过程当中，结

合实际对这些指标进行具体分析。本文的数据来

源于YZ煤矿 2014—2018年间的年报及各项报告的

数据，具有清晰性和直接获取性，因此在后续的

综合绩效评价中可以收集到相关数据资料，具有

一定的可操作性。

2.2 绩效指标选取依据

为了保证煤炭企业综合绩效评价的真实性和

科学性，在指标选取的过程当中应充分结合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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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这一大背景来进行相应指标的获取。仅靠煤炭

企业的财务绩效并不能系统地反映企业的发展概

况，因此要加入创新和可持续发展绩效。

2.2.1 财务绩效指标选取依据

周劲[4]通过研究产能过剩问题，指出产能利用

率指标能够反映企业是否对资源进行有效合理的

利用，并从存货水平结合企业的供需角度来对此

进行反映。赵玥[5]认为生产能力的利润率能够对产

能过剩的情况进行评估，结合企业的主营业务利

润率来对企业是否存在产能过剩的情况进行评判，

以反映企业财务状况。颜冠鹏等[6]结合供给侧改

革，利用层次分析法来评价国有混合制企业的绩

效，通过相关指标的选取，分析企业的偿债、运

营、发展和盈利能力。本文结合上述学者的研究

对指标进行了综合性的考量，并选出了 3个指标，

见表1。
表1 供给侧改革煤炭企业财务绩效评价体系表

2.2.2 创新绩效指标选取依据

在选取创新绩效指标时，要结合当下发展政

策和煤炭管理，创新绩效根据实际情况去选取具

体指标。由于创新主要反映在人才、技术和管理 3
个维度。因此，本文的创新指标从人才创新、技

术创新和管理创新3个方面进行选取。

1）人才创新能力。创新型人才是指具有创新

创业的精神，具有冒险和开拓意识、社会责任和

崇高的职业道德、社交经验并对经济发展做出贡

献的人才。人才创新能力指标见表2。
表2 人才创新能力指标

2）技术创新能力。技术创新能力以反映煤炭

企业理论创新、煤炭企业是否能将理论创新转化

为技术层面等能力，本文从专利数和资金投入来

反映煤炭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具体指标见表3。
表3 技术创新能力指标

3）管理创新能力。管理创新能力应该符合我

国社会生产力和煤矿现代化的基本要求，本文选

取行政人员比率和员工流失率 2个指标共同进行反

映。管理创新能力指标见表4。
表4 管理创新能力指标

2.2.3 可持续发展绩效指标选取依据

可持续发展绩效指标选取的原则是在关注环

境保护的同时兼顾企业利益。更适宜立足当下、

着眼未来。因此，从安全生产、节能环保、社会

责任3个方面进行选取。

1）安全生产能力。煤炭企业在资源的开采过

程当中是否有足够的能力保障开采人员的生命安

全及设施的安全至关重要。安全生产能力受管理

者对安全生产和资金使用共同影响，安全生产能

力指标见表5。
表5 安全生产能力指标

2）节能环保能力。节能环保能力反映企业在

资源开采过程当中对资源的有效利用程度以及对

环境的保护力度。该能力与较多指标具有相关性，

共同反映企业在环保方面的投入。节能环保能力

指标见表6。
3）社会责任能力。社会责任能力反映煤炭企

业对自身员工的利益是否提供了保障措施。对于

职工的薪资是否按时分发、对社会公益性项目是

指标

类型

资本

成本

发展

运营

收入

质量

指标名称

流动比率

速动比率

资产负债率

销售利润率

总资产周转率

固定资产比率

主营业务利润率

净资产收益率

成本费用利润率

指标计算公式

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速动资产/流动负债

总负债/总资产

利润总额/销售收入

营业收入/资产总额

固定资产/资产总额

主营业务利润/主营业务收入

净利润/平均净资产

利润总额/（营业成本+税金及附加+
期间费用）

序号

1
2

指标名称

人才引进数

吨煤人才资金投入

指标计算公式

本年度新增的中高端人才引入数量

全年人才培养专项资金投入/全年煤炭

总产量

序号

1
2

指标名称

专利授权数

吨煤技术资金投入

指标计算公式

本年度新增的专利、成果数量

全年技术研发专项资金投入/全年

煤炭总产量

序号

1

2

指标名称

吨煤安全生产资金

安全生产培训人次

指标计算公式

全年安全生产专项资金投入/全年

煤炭总产量

全年组织关于安全生产的各种形

式的培训人次

序号

1
2

指标名称

行政人员比率

员工流失率

指标计算公式

当年行政人员/员工总人数

当年离职职工/员工总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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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进行捐助以及是否合理缴纳税费。社会责任能

力指标见表7。
表6 节能环保能力指标

表7 社会责任能力指标

3 基于供给侧改革的YZ煤矿综合绩效评价

3.1 供给侧改革下YZ煤矿绩效评价方法

绩效评价指标包含了财务和非财务指标，通

过建立有效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将财务指标和

非财务指标都包含在其中。非财务指标因为其自

身数量的限制性，需要结合实际情况和政策来进

行选取。本文采取因子分析法展开评价。

3.1.1 因子分析的模型

运用因子分析方法对数据进行正向化和标准

化处理，提取公共因子，最后计算取一个综合得

分[7]。因子分析模型设定为：样本企业为 p，变量

指标为h，构成一个 p×h矩阵（1）。

X =
|

|

|

|

|
||
|

|

|

|

|

|
||
|
X11 X12 ⋯ X1h
X21 X22 ⋯ X2h⋮ ⋮ ⋱ ⋮
Xp1 Xp2 ⋯ Xph

= [ ]X1 , X2 , X3 ,…,Xh （1）

其中，Xij表示第 i个企业中的第 j个变量指标，

其中，i = 1, 2, 3,⋯, p ; j = 1, 2, 3,⋯,h。
Y = [ ]Y1,Y2,…Yh （2）

n个公共因子被提取处理，将 h个变量指标表

示公共因子的线性函数为
Y1 = a11F1 + a12F2 + ⋯ + a1nFn
Y2 = a21F1 + a22F2 + ⋯ + a2nFn
Y3 = a31F1 + a32F2 + ⋯ + a3nFn⋮
Yh = ah1F1 + ah2F2 + ⋯ + ahnFn

（3）

总 结 矩 阵 表 示 为 ： Y = aF， 其 中 ，

F1 , F2 ,…,FN为 n个公共因子，这些公共因子具有

独立性，可以将原始变量的信息概括出来。

3.1.2 因子分析的基本步骤

1）进行正向化和标准化处理为

X '
ij = || Xij - K
X '
ij = 1

Xij
（4）

其中，K为各指标的平均值。采用标准化处理

的模式对选取指标存在的差异进行消除，具体使

用的方法为 Z-Score法为

X '
ij = ( )Xij - -Xi

Si
（5）

其中，
-Xi和Si是第 i个变量的平均值和方差。

2）判断是否使用因子分析法。将公共因子运

用因子分析来清晰呈现企业的经营绩效，并且所

选的指标需具备各自的联系。联系越显著就越能

够清晰地反映企业的经营状况，通过 Bartlett和
KMO进行检验[8]。

3）提取公共因子。利用 SPSS24.0形成的碎石

图进行公共因子的选取，初始因子的特征值要大

于 1，并且观察原始变量是否能够清晰地解释所有

变量。

4）因子旋转与命名公共因子。因子分析的过

程当中要明确地获取每个公因子的具体含义，从

而更好地研究实际问题，采用正交旋转的方式对

因子载荷矩阵进行处理。以此来改变其方差贡献

率，从而将公共因子进行更为清晰的解释。

5）计算因子得分和综合得分。变量的重要性

可用因子得分的函数公式计算，公式如下。

Fn = a1n X1 + a2n X2 + ⋯ + ahnXh （6）
综合得分的计算公式如下。

F =
( )W1F1 + W2F2 + ⋯ + WiFi

( )W1 + W2 + W3
（7）

其中，i为因子个数，Wi ( )i = 1, 2,⋯,n 为旋转

后因子方差贡献率。

3.2 供给侧改革下YZ煤矿绩效评价过程

根据YZ煤矿会计报表，可以计算得出 2014—
2018年包括财务绩效指标、创新绩效指标、可持

续发展绩效指标 3类指标在内的 22个绩效评价指

标，具体绩效评价指标见表8。
1） 测试原有变量是否满足因子分析。利用

SPSS24.0软件对选取的 22个指标进行分析，并选

出几个代表性的因子变量来验证分析法是否合

理[9]，检验结果见表9。
从表9可以看出，KMO适合使用因子分析法进

行数据分析。

序号

1
2

指标名称

煤炭采区回采率

吨煤节能环保资金

指标计算公式

煤矿所开采出的原煤/可采储量

全年节能环保专项资金投入/全年煤炭总产量

序号

1
2
3

指标名称

对外捐赠

吨煤税费

员工工资支付率

指标计算公式

本年度公益捐赠和扶贫支出

全年实缴的各种税费/全年煤炭总产量

全年实发职工薪酬/当年营业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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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 供给侧改革下YZ煤矿KMO和Bartlett检验

2） 描述性统计。对 2014—2018年 YZ煤矿的

流动比率、速动比率、资产负债率、销售利润率、

总资产周转率、固定资产比率、主营业务利润率、

净资产收益率、成本费用利润率、人才引进数、

吨煤人才资金投入、专利授权数、吨煤技术资金

投入、行政人员比率、员工流失率、对外捐赠、

吨煤税费等进行描述性统计，并利用 SPSS24.0软
件进行计算和输出，见表10。

3）标准化处理。需要标准化处理指标才能够

进行数据分析，从而使消除原始数据量纲的影响

来保证评价指标值的科学性[10]。本文选取的指标，

采用上述处理方式消除误差。

4）提取共同因子。本文利用 SPSS24.0提取特

征值大于1的因子，碎石图如图1所示。

图 1 碎石图

由图 1碎石图得出，可以对大部分信息进行很

好的解释，出现了比较大的拐点特征值，最大特

征值大于 10，特征值大于 1的有 4个，所以需要保

留4个因子。

5）主成分提取。选取在碎石图中特征值大于

1的主成分，这里得到 4个主成分，特征根依次为

λ1=10.973，λ2=6.251，λ3=3.157，λ4=1.619。详情

一级指标

财务绩效指标

创新绩效指标

可持续发展绩

效指标

二级指标

资本成本

发展运营

收入质量

人才创新

技术创新

管理创新

安全生产

节能环保

社会责任

三级指标

流动比率

速动比率

资产负债率

销售利润率

总资产周转率

固定资产比率

主营业务利润率

净资产收益率

成本费用利润率

人才引进数

吨煤人才资金投入

专利授权数

吨煤技术资金投入

行政人员比率

员工流失率

吨煤安全生产资金

安全生产培训人次

煤炭采区回采率

吨煤节能环保资金

对外捐赠

吨煤税费

员工工资支付率

2014年
1.35
1.3
0.67
0.09
0.5
0.22
0.18
0.17
0.08
1 005
4.11
28
0.08
0.08
0.5
4.28
97 805
0.52
0.67
7.11
1.77
0.008

2015年
1.17
1.12
0.69
0.09
0.51
0.2
0.18
0.25
0.09
594
4.21
36
0.14
0.07
0.39
5.03

118 741
0.521
6.01
0.78
10.29
0.004

2016年
0.82
0.77
0.65
0.08
0.72
0.2
0.14
0.63
0.09
916
4.33
47
0.62
0.06
0.37
4.8

60 181
0.517
4.7
0.24
9.67
0.032

2017年
1.05
0.98
0.6
0.08
0.89
0.23
0.13
0.11
0.1
1 142
3.12
56
0.29
0.05
0.35
5.02
66 783
0.517
5.16
1.32
3.44
0.016

2018年
1.12
1.03
0.58
0.07
0.82
0.22
0.13
0.11
0.1
885
3.39
48
0.24
0.05
0.35
5.01
61 835
0.527
0.43
0.4
3.36
0.008

表8 YZ煤矿绩效评价的相关指标

检验项目

取样适当性的KMO测量

Bartlett的球形度检验

近似卡方值

Df
Sig.

数值

0.729
5 844.365

66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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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11。
由表 11解释可以得出，原始数据的大部分信

息能够由这 4个因子进行解释，因此对于原始指标

的评价可以通过他们来进行清晰的呈现[11]。
6）旋转因子进行公共因子命名。采用方差最

大法对矩阵数值进行正交旋转，结果见表12。
通过表 12得出，第一主因子 F1在流动比率、

速动比率、资产负债率、销售利润率、主营业务

利润率上具有较大的载荷，F1能够反映企业的资本

运营；第二主因子 F2在人才引进数、吨煤人才资

金投入、专利授权数、吨煤技术资金投入、行政

人员比率、员工流失率上的载荷较大，称 F2为反

映创新能力的因子；第三主因子 F3在总资产周转

率、固定资产比率、净资产收益率、成费用利润

率指标上的载荷比值较大，说明 F3能够反映企业

的盈利能力；第四主因子F4在吨煤安全生产资金、

安全生产培训人次、煤炭采区回采率、吨煤节能

环保资金、对外捐赠、吨煤税费、员工工资支付

率上的载荷比值比较大，说明F4可以反映YZ煤矿

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YZ煤矿按绩效影响程度进行公共因子命名，

见表13。
通过表 13得出，由流动比率等构成的第一主

因子F1，由人才引进数等构成的第二主因子F2，由

总资产周转率等构成的第三主因子F3，由吨煤安全

生产资金等构成的第四主因子 F4。从表 13得出上

述22个指标能被4个公共因子很好地解释。

4 供给侧改革下YZ煤矿绩效评价结果分析

资本运营、创新、盈利、可持续发展能力因

子经过标准化后的成份得分系数矩阵，见表14。
根据表 14可以得出矩阵的具体得分。YZ煤

矿近 5年的财务综合得分也能够得到较为清晰的

呈现。

F1=0.032N1+0.040N2+…+0.003N21+0.017N22

指标

流动比率

速动比率

资产负债率

销售利润率

总资产周转率

固定资产比率

主营业务利润率

净资产收益率

成本费用利润率

人才引进数

吨煤人才资金投入

专利授权数

吨煤技术资金投入

行政人员比率

员工流失率

吨煤安全生产资金

安全生产培训人次

煤炭采区回采率

吨煤节能环保资金

对外捐赠

吨煤税费

员工工资支付率

有效个案数（成列）

个案数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最小值

0.82
0.77
0.58
0.07
0.50
0.20
0.13
0.11
0.08
594
3.12
28
0.08
0.05
0.35
4.28
60 181
0.517
0.43
0.24
1.77
0.004

最大值

1.35
1.30
0.69
0.09
0.89
0.23
0.18
0.63
0.10
1142
4.33
56
0.62
0.08
0.50
5.03

118 741
0.527
6.01
7.11
10.29
0.032

平均值

1.102 0
1.040 0
0.638 0
0.082 0
0.688 0
0.214 0
0.152 0
0.254 0
0.092 0
908.40
3.832 0
43.00
0.274 0
0.002 0
0.392 0
4.828 0
81 069.00
0.520 40
8.394 0
1.970 0
5.706 0
0.013 60

标准差

0.192 80
0.194 04
0.046 58
0.008 37
0.177 68
0.013 42
0.025 88
0.217 90
0.008 37
202.085
0.540 94
11.000
0.210 19
0.013 04
0.062 61
0.320 89
26 026.997
0.004 099
2.639 76
2.903 27
3.964 12
0.011 171

表10 描述统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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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2=-0.132 1N1-0.124N2+…+0.042N21+0.202N22
F3=-0.018N1-0.021N2+…+0.178N21-0.101N22
F4=-0.005N1+0.013N2+…+0.045N21+0.005N22
根据上面 F1、F2、F3、F4的因子得分值得出模型：

F=（49.876%*F1+28.412%*F2+14.352%*F3+7.360%*F4） /

100%
2014—2018年YZ煤矿每年度的主因子F1、F2、

F3、F4的分别得分和最终得分见表 15，绩效得分名

次见表16。

由表 16可以得出，2017年企业的综合财务绩

效表现最优，而 2015年的表现最差。创新能力因

子F2表现最优的是 2017年，2016年的综合绩效表

现良好，2016年刚刚实行供给侧改革，中央经济

会议中提出“三去一降一补”，煤炭企业应提高创

新水平，推动发展可持续[12]。于是在政策提出之

后，YZ煤矿身体力行地进行资源有序开采，力争

全面实现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能力因子 F4在
2017年排名第一位，说明这一年的创新绩效、可

持续发展绩效都是较好的。

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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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始的特征值

总计数

10.973
6.251
3.157
1.619

6.398E-16
4.908E-16
3.921E-16
3.118E-16
2.703E-16
2.321E-16
1.555E-16
1.192E-16
3.743E-17
-1.171E-18
-4.820E-17
-1.014E-16
-1.315E-16
-1.915E-16
-2.469E-16
-2.851E-16
-3.855E-16
-5.273E-16

方差占比/%
49.876
28.412
14.352
7.360

2.908E-15
2.231E-15
1.782E-15
1.417E-15
1.229E-15
1.055E-15
7.068E-16
5.417E-16
1.701E-16
-5.321E-18
-2.191E-16
-4.610E-16
-5.976E-16
-8.704E-16
-1.122E-15
-1.296E-15
-1.752E-15
-2.397E-15

累积/%
49.876
78.288
92.640
1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提取的载荷平方和

总计数

10.973
6.251
3.157
1.619

方差占比/%
49.876
28.412
14.352
7.360

累积 /%
49.876
78.288
92.640
100.000

表11 解释的总方差

年份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F1

0.400 31
0.486 19
-0.245 84
0.272 68
0.252 62

F2

-1.207 29
-1.469 17
0.741 23
0.821 93
0.761 96

F3

0.971 01
-1.195 69
-0.589 83
0.651 04
0.607 38

F4

-0.628 61
0.953 13
1.032 31
1.814 07
1.501 31

综合绩效得分

-0.050 26
-0.276 38
0.079 31
0.596 48
0.540 15

表12 旋转后的成份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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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Zscore（流动比率N1）
Zscore（速动比率N2）
Zscore（资产负债率N3）
Zscore（销售利润率N4）
Zscore（总资产周转率N5）
Zscore（固定资产比率N6）
Zscore（主营业务利润率N7）
Zscore（净资产收益率N8）
Zscore（成本费用利润率N9）
Zscore（人才引进数N10）

Zscore（吨煤人才资金投入N11）
Zscore（专利授权数N12）

Zscore（吨煤技术资金投入N13）
Zscore（行政人员比率N14）
Zscore（员工流失率N15）

Zscore（吨煤安全生产资金N16）
Zscore（安全生产培训人次N17）
Zscore（煤炭采区回采率N18）
Zscore（吨煤节能环保资金N19）

Zscore（对外捐赠N20）
Zscore（吨煤税费N21）

Zscore（员工工资支付率N22）

成分

1
0.548
0.617
0.872
0.856
-0.948
-0.365
0.926
-0.943
-0.979
-0.291
0.169
-0.949
-0.399
0.197
0.114
-0.782
0.128
-0.188
-0.124
0.144
0.078
-0.236

2
-0.217
-0.202
0.174
0.097
-0.295
-0.782
0.243
0.290
0.110
0.938
0.411
0.489
0.562
0.618
0.363
-0.571
0.219
0.260
0.389
-0.614
0.333
-0.169

3
-0.795
-0.754
-0.131
-0.109
0.119
0.504
-0.267
0.962
0.163
-0.128
0.083
0.107
-0.914
-0.069
-0.144
-0.120
-0.475
-0.534
0.156
-0.255
-0.481
-0.948

4
-0.145
-0.103
0.287
0.497
0.030
0.044
0.112
0.025
0.048
0.135
-0.079
0.221
0.034
0.017
-0.112
0.220
0.262
-0.783
0.825
-0.073
0.263
0.130

公共因子

荷载成份

公共因子命名

F1

N1，N2，N3，N4，N7

资本运营能力因子

F2

N10，N11，N12，N13，
N14，N15

创新能力因子

F3

N5，N6，N8，N9

盈利能力因子

F4

N16，N17，N18，N19，
N20，N21，N22

可持续发展能力因子

表13 公共因子载荷指标

表14 成份得分系数矩阵

YZ煤矿综合绩效得分具体走势如图 2所示，

从图 2可以得出 2014—2015年YZ企业的财务绩效

有明显的下降趋势，主要在于YZ煤矿的业务量呈

现出下降趋势，整体的营业利润也表现不佳，即

使在整体煤炭行业都存在着一定的扩张，YZ煤矿

的市场份额占有量依旧较低。但是之后综合绩效

便开始回升，说明在供给侧改革后成效显著，YZ
煤矿不断改变落后的粗放型生产发展方式，提高

煤炭产品的质量，找准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增长点，

促进绿色能源健康发展。 图2 YZ煤矿综合绩效得分具体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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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5 YZ煤矿绩效各因子得分以及综合绩效得分

表16 YZ煤矿综合绩效得分名次

5 结 语

本文综合运用了主成分分析、因子分析评价

等方法，从财务、创新和可持续分别选取指标并

对其进行综合绩效评价，通过评价不难发现YZ煤

矿在发展过程中还是存在过分注重财务绩效，盲

目追求短期利益，忽视企业长远发展等问题，所

以YZ煤矿要在不断优化自身的财务状况的同时，

拓宽企业未来发展的道路，注入强大的发展动力，

在不断投入创新型产品的同时，努力使企业的各

项能力都得到全面的提升，以促进企业的可持续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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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Zscore（流动比率N1）
Zscore（速动比率N2）
Zscore（资产负债率N3）
Zscore（销售利润率N4）
Zscore（总资产周转率N5）
Zscore（固定资产比率N6）
Zscore（主营业务利润率N7）
Zscore（净资产收益率N8）
Zscore（成本费用利润率N9）
Zscore（人才引进数N10）

Zscore（吨煤人才资金投入N11）
Zscore（专利授权数N12）

Zscore（吨煤技术资金投入N13）
Zscore（行政人员比率N14）
Zscore（员工流失率N15）

Zscore（吨煤安全生产资金N16）
Zscore（安全生产培训人次N17）
Zscore（煤炭采区回采率N18）
Zscore（吨煤节能环保资金N19）

Zscore（对外捐赠N20）
Zscore（吨煤税费N21）

Zscore（员工工资支付率N22）

成份

1
0.032
0.040
0.082
0.073
-0.088
-0.041
0.078
0.049
-0.113
-0.005
0.092
-0.093
-0.006
0.101
0.100
-0.105
0.041
-0.034
-0.030
0.083
0.003
0.017

2
-0.132
-0.124
0.019
-0.040
0.000
-0.091
-0.045
0.202
-0.089
0.055
0.127
-0.009
0.184
0.024
0.036
-0.111
-0.124
-0.070
-0.051
0.014
0.042
0.202

3
-0.018
-0.021
0.052
-0.026
-0.065
-0.179
0.049
0.021
0.059
-0.264
0.072
-0.029
-0.026
-0.017
-0.105
0.164
0.102
0.162
0.060
-0.165
0.178
-0.101

4
-0.005
0.013
0.111
0.277
0.046
0.138
0.055
-0.098
0.053
0.142
-0.136
0.134
-0.062
-0.004
-0.042
0.111
0.152
-0.423
0.423
0.013
0.045
0.005

年份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F1

2
1
5
3
4

F2

4
5
3
1
2

F3

1
4
5
2
3

F4

5
4
3
1
2

F

4
5
3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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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我国经济正迈向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工业化

与城镇化过程还未结束，近几年煤炭行业生产事

故发生频率和死亡人数呈现下降趋势[1]，但煤炭行

业重特大事故仍远远大于其他行业[2]，严重影响了

社会的和谐稳定。国家颁布的一系列促进安全生

产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技术规程，对预防和

减少安全生产责任事故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

并没达到完全理想的效果，仍有部分煤炭企业安

全生产状况不容乐观。外因还需通过内因起作用，

对于煤炭企业，真正治标治本地缓解安全生产形

式，还是要靠企业自身的安全文化建设。安全文

化是煤炭企业不断发展的根本因素，也是企业盈

利的根本保障，只有企业安全文化达到较高的水

平，才能够保障企业的安全生产，所以，明确影

响煤炭企业的安全文化建设的因素等内容，才能

够进一步促进企业的安全化生产、规范提高员工

的安全意识和行为。

陈沅江[3]通过实地考察的方式，对案例企业进

行了调查，经过实际的调查选择了 10个指标作为

考察企业安全文化建设的主要测试内容，并通过

这 10个指标构建评价模型，呈现出企业的安全文

化程度。郝东灵[4]通过深入研究安全文化理论，在

理论基础上，对建筑施工企业文化进行详细研究，

并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建筑企业安全进行了分类，

包括多个层面的安全文化，例如安全制度、安全

投入、安全教育和安全环境等层面，全面构建了

安全文化理论体系。相继又从这 4个方面仔细研究

相关施工建造企业对安全文化建设的运营。徐应

芬[5]以国内外现有安全文化和预警管理的相关研究

理论为基础，通过调研典型的航空公司，不仅包

括国有航空公司，还包括民营的航空公司，发放

了相关调查问卷，通过问卷了解到员工在安全文

化意识等方面存在的不足，根据问卷调查得出的

问题，提出优化建议。王璐[6]总结煤矿安全文化建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煤炭企业安全文化影响因素研究

秦 立 宁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100011）

摘 要：结合煤炭企业安全文化相关领域的研究现状，从 5个方面提出了影响企业安全文化的主要

因素，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各个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以及程度进行探讨。同时运用AMOS17．0对
煤炭企业安全文化影响因素进行验证分析，在对问卷数据结果的分析过程中，验证了 5个影响因素

均对煤炭企业的安全文化具有正向影响，在研究结果中，得出 5个因素对煤炭企业安全文化影响的

程度差异。

关键词：企业文化；结构方程模型；安全生产；煤炭行业

中图分类号：F27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9605（2020） 05－0078－05
Research on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oal enterprise safety culture based on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Qin L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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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Combining with the research status of coal enterprise safety culture-related fields， the main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enterprise safety culture are proposed from five aspects， and the relationship and degree of each influencing factor are dis⁃
cussed using th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At the same time，AMOS17.0 was used to verify and analyze the influencing fac⁃
tors of coal enterprise safety culture. During the analysis of the questionnaire data results，it was verified that all five influenc⁃
ing factors have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safety culture of coal enterprises. In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the differences in the
degree of the influence of the five factors on the safety culture of coal enterprises are obtained.
Key words：corporate culture；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afe production；coal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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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现状及存在问题，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从文本化、

业务流程再造、制度化、物化和习惯化 5个阶段建

设安全文化的建议，以期通过转变矿工安全价值

观形成煤矿安全行为习惯。王亦虹[7]根据公司的安

全文化程度，设计了两套安全文化评价指标体系，

该评价框架体系按照不同层面及不同的原则进行

设计，从内部和外部两个方向对企业的安全文化

目标的制定进行明确规定，利用这个评价指标以

及体系模型，对实际的企业进行验证。

综合上述文献，安全文化经历了从单一走向

多元的发展，从起初针对核工业到现在普及众多

行业，尤其是煤矿、化工、建筑等大型高危行业。

研究中关于企业安全文化的视角和方向在不断更

新变化，为本文的研究也提供了一定的思路和研

究基础。所以，本研究尝试将煤炭企业作为主要

研究的对象，将企业管理中的企业安全文化作为

研究的主要内容，明确企业安全文化管理中的企

业安全文化内在机理的重要性，并将其作为安全

文化管理的前提。因此，本文利用结构方程模型，

深究煤炭企业安全文化的内在机理，从而对企业

安全文化有个更深层次的理解。

1 安全文化影响因素与研究假设

1.1 影响因素

1）安全价值。安全价值是衡量企业对于自身

的制造生产的安全文化重视的程度重要内容，安

全价值能够直观的体现体格企业安全文化建设的

实力和潜力。评价安全价值的主要指标是企业对

安全生产的重视程度，同样也是我国对国内企业

安全生产的重要要求。“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

合治理”是各个企业制造生产所要遵循的基本原

则。安全可达性即通过人的行为规范和物理环境

的安全，也就是“一切事故都是可以预防的”“零

事故是一定可以实现的”。该理念反映了如果关于

安全的每个细微问题都妥善解决，那么小事故的

发生概率将会降低，重大事故的概率自然也会降

低。安全效益观是针对企业经济收益以及安全建

设关系之间的观点，企业的安全生产为不断创造

收益提供可能，能够将企业生产中产生的损失控

制在最小范围内，企业的安全生产是减少生产事

故实现经济最大化的根本途径，同时有效的保障

员工的生命安全，降低了企业的财产损失，很大

程度上为企业创造了收益保障。安全意识是反映

员工对安全态度的集中体现，如果员工能够对安

全风险时刻保持警惕的状态，拥有处理安全风险

的能力，那么就能够实现行为本质安全。安全承

诺主要是从态度层面上反映出一个企业对安全生

产的重视，企业实现安全承诺，才能够将安全生

产列入到企业发展的战略之中，有利于实现企业

的安全价值，所以，得到假设。

假设1：安全价值对企业安全文化有显著影响。

2）安全制度。安全制度是企业安全文化建设

在制度层面上的体现，安全制度的建设能够对企

业的安全生产进行较强力度的约束。企业的安全

生产以及安全文化建设需要一定的制度引导，根

据国家政策要求，企业的每一项生产操作都应该

具有明确的规章制度，给予企业员工进行参照引

导，有利于保障企业的安全生产以及保护员工的

生命健康。安全制度也不仅仅局限于操作安全制

度，还会涉及到许多方面，通过责任制的方式让

每个员工真正参与到企业安全文化建设中，是提

高企业安全制度建设的重要手段。安全检查制度

同样是企业安全制度的重要内容，该制度可以实

现安全隐患的规避防范，提高企业的安全文化建

设效率。安全奖惩则是实现企业内部安全制度建设

和监督的重要方式，适当的惩罚能够提供员工对安

全文化建设的重视程度，提升企业的整体安全文化

水平。安全交流制度能够使企业对自身保持着十分

清醒的认识，还能够摸清自身与兄弟企业的差距，

从而采取针对性的措施。因此，得到假设。

假设2：安全制度对安全文化有显著影响。

3）安全行为。安全行为是企业安全文化践行

的落脚点，关乎企业的实际生产以及安全文化建

设水平。安全制度是企业安全文化建设的保障，

但是最终决定企业安全文化水平的仍然是安全行

为。有效率的安全行为是实现企业安全文化水平

提升的重要基础。企业的管理层是推动企业安全

行为落实的主要推动者，企业管理者自身需要具

备一定的安全领导力，才能够不断推动企业文化

建设，也为企业员工的安全行为作出示范带头作

用。安全预警能力能够有效的防范和规避安全事

件对于企业发展带来的消极影响，将安全事故发

生率降到最低，减少安全事故带来的危害。企业

的安全应急能力是直观体现企业应对安全事故问

题处理的能力，企业的安全应急能力越强，安全

状况也会也好。良好的认知能力是员工认识安全

风险和采取安全措施的重要前提，只有保持良好

的认知状态才能使企业降低安全风险。安全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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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系统工程，系统的状态随时改变，保证持续

改进能力是提升安全水平的重要举措。因此，得

到假设。

假设3：安全行为对安全文化有显著影响。

4）安全环境。安全投入是为了防范企业发生

安全事故的人力物力保障，企业安全投入越高的

前提下，企业的安全文化建设水平不一定提高，

但是只要企业的安全存在风险，安全投入就是必

然的。安全会议是企业提高安全文化建设的重要

手段，定期举行安全会议有利于企业减少安全风

险，制定安全管理计划，不断实践企业的安全文

化战略。员工在企业发展中扮演者关键的角色，

是企业面临安全风险的主体人群，管理层要时刻

关注员工的心理健康状态，培养员工良好的安全

意识，让员工对待企业的安全文化建设更具有热

情。完善的安全组织结构能够为企业的安全生产

提供积极的帮助，只有对安全生产工作给予足够

的重视，才能够将企业的组织结构与安全文化建

设相协调。因此，得到假设。

假设4：安全环境对安全文化有显著影响。

5）安全硬件。安全硬件是一个企业开展安全

文化建设的措施和基本物质载体。尤其是对生产

制造业来说，设备安全是企业安全生产的重中之

重，如果企业不能为员工提供安全的设施设备，

那么企业员工的工作态度也会出现消极的情况。

相反，如果企业员工对生产设备的安全满意度较

高，那么员工的工作态度也会较高，企业的安全

业绩也会随之提升。安全载体主要是企业员工的

安全教育和培训宣传，能够实时更新企业员工的

安全理念，提升企业的安全文化水平。安全技术

是企业安全生产在技术层面上的保障，只有不断

更新安全技术，才能够减少企业发生安全事故的

概率。安全标志作为对员工生产作业的警示，能

够提醒员工注意安全，时刻保持安全警醒的状态。

安全防护同样是企业提高安全生产的重要方式，

防护工作做到位，能够很大程度规避企业发生安

全风险。因此，得到假设。

假设5：安全硬件对安全文化有显著影响。

根据上述假设，提出了本研究初始的概念模

型，如图1所示。

2 问卷有效性检验

2.1 量表设计

1）安全价值。安全价值量表主要分为 5个部

图1 安全文化概念模型

分：安全效益观、安全承诺、安全意识、安全可

达性以及安全重要度，量表题项共有 10个题目，

主要根据先行研究以及访谈等方式的结合下制定

该量表。量表题项包括“安全在企业经营中影响

最大、安全管理人员在企业中有较高的地位、我

认为采取措施合理的话伤亡事故是可以避免的、

发生安全事故严重影响企业效益、安全工作有利

于维护企业声誉、我始终把安全贯彻到工作全过

程中、非安全管理人员积极参与企业安全事务、

我认为全员都有承诺每年 0事故，0死亡率的必要

性、我认同领导安全承诺的内容、我认为每年述

职需要陈述安全承诺履行情况”相关内容。

2）安全制度。安全制度量表结合相关文献和

深入访谈进行了参考设计，共分为 6个部分，安全

引导制度、安全责任制度、安全检查制度、安全

奖惩制度、安全培养制度和安全交流制度，共计

题项 14项。量表题项包括“国家安监总局 35号令

规定的 10项规章制度、每个岗位均有较为完善的

安全操作规程、发生安全事故全体员工都有责任、

公司制定了明确的安全连带责任制度、企业制定

了定期的安全检查制度、上级检查安全后公司会

按照意见认真整改、企业制定了较为完善的安全

奖惩制度、在企业晋升中安全行为是必须考虑的

一项因素、企业定期进行有关安全的培训和学习、

企业不定期进行安全测试、企业定期举办安全知

识竞赛与安全演练、企业不定期邀请相关专家进

行讲座、企业不定期会对安全工作开展良好的兄

弟单位进行考察、积极参加应急管理部等国家安

全部门组织的各类座谈会、政策法规学习会”相

关内容。

3）安全行为。安全行为量表结合相关文献和

深入访谈进行了参考设计，共分为 6个部分：法规

落实、安全领导力、安全预警能力、安全应急能

力、风险辨识能力和安全持续改进能力，共计题

项 10项。量表题项包括“企业严格贯彻相关安全

法律法规、领导以身作则，遵守安全行为规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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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经常下现场指出员工的不安全行为、定期定

人定岗进行隐患排查治理、我了解所属行业遇到

紧急情况的正确做法、我了解所在岗位的所有危

险源，并知道怎么防护、同事提醒我违反安全规

定，我会很感激、主要负责人、专职安全员、特

种人员持有效证件率达到 100％、企业是否跟踪国

家安全标准的变化并及时更新企业的规范、规章

制度、标准和技术资料、企业建立了员工与员工

家属的安全信息反馈机制，及时完善安全管理体

系”相关内容。

4）安全环境。安全环境量表结合相关文献和

深入访谈进行了参考设计，共分为 4个部分：安全

投入、安全会议、员工关爱和安全组织结构，共

计题项 6项。量表题项包括“公司非常愿意进行安

全方面的投入、我认为安全投入是必须的，虽然

有时投入不一定立即见到效益、公司定期召开安

全例会、领导经常关心员工的个人生活，能够公

平公正平衡各方面利益、企业专门设置了安全副

总专门分管安全业务、员工对安全会议与活动、

安全报告、安全建议的参与度较高”相关内容。

5）安全硬件。安全硬件量表结合相关文献和

深入访谈进行了参考设计，共分为 5个部分：生产

设备、安全载体、安全技术、安全标志和安全防

护，共计题项 5项。量表题项包括“我认为公司的

设备具有良好的安全性、公司专门开发了手机客

户端学习安全知识、公司在工作地点和宣传栏经

常对安全进行宣传、公司非常愿意采用新的技术

来保证生产安全，即使需要投入较大的成本、领

导重视信息系统建设，特别是在高危的地方尽量

少安排或者不安排员工作业、在高危地点设置了

明显的安全标志、公司会给配备功能较好的安全

防护设备、灭火器材定期更换”相关内容。

2.2 问卷有效性分析

1）信度检验。本研究采用 SPSS22.0统计软件

对问卷的信度进行检验，得出 Cronbach α值为

0.985，说明问卷具有一定的信度和可靠性。

2） 效度检验。本研究的效度检验主要通过

SPSS24.0软件对每一个变量的KMO进行检验，得

出的数值均在 0.9之上，Bartlett球形检验的显著性

Sig.=0.000<0.05，旋转后各个项目的因素载荷值也

都大于0.5，具有良好的收敛性和区分性。

3 模型拟合

5个因素对煤炭企业安全文化的主效应分析，

如图2所示。

图2 因素对煤炭企业安全文化的主效应分析

结构方程模型作为社会科学研究领域重要的

定量研究方法，能够处理多个变量之间的关系，

并且能够包含无法观测的潜在变量，能够弥补传

统统计方法的不足，是多元统计分析的重要工具。

应用结构方程模型软件AMOS24.0构建煤炭企业安

全文化的验证性因素分析模型，并将问卷利用

SPSS22.0导入模型，得到煤炭企业安全文化各因素

对安全文化的影响，如图 2所示。图中 e代表为误

差项，箭头所对应的数值为变量的重要性，根据

图中信息可知，5个假设均得到了验证，从箭头指

向的数值可以知道各个因素的重要程度，各个因

素的影响程度从小到大的排列依次为安全硬件、

安全环境、安全制度、安全行为和安全价值。从

这个因素排列中可以得知，安全价值对于煤炭企

业的安全文化影响之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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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煤炭企业安全文化因素测量量表验证

煤炭企业的安全文化因素影响的评价及验证

结果见表 1，由表 1可知，每个因素在方程模型的

数据中都达到统计需求，得出的拟合度结果较好。

4 结论与建议

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各个因素对煤炭企业安

全文化的效应进行验证分析，丰富了煤炭企业安

全文化研究。通过研究可以得出：影响煤炭企业

安全文化的因素小到大的排列依次为安全硬件、

安全环境、安全制度、安全行为和安全价值。从

这个因素排列中可以得知，安全价值对于煤炭企

业的安全文化影响之深。

1）建设人性化的安全制度文化。科学合理的

制度能够为煤炭企业安全文化建设提供可靠依据

和约束力，规范员工的行为。煤炭企业应该结合

自身的特点和市场环境，制定符合自身发展的安

全文化制度，如建立安全责任制度，将安全文化

建设落实到每位员工身上，将员工的安全文化行

为与绩效考核建立直接联系等，可以很大程度上

减少企业发生安全事故的风险。企业应当坚持

“以人为本”的思想，如果管理制度过于严苛繁

琐，抑制了员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员工的工作

压力和负面情绪增加，工作满意度因此降低，安

全行为意识淡薄，就会导致不安全行为的产生。

这也表明工作满意度在安全制度文化与安全行为

之间存在部分中介作用。

2）建设更加全面的安全物质文化。安全物质

为企业员工提供了物质上的保障，通过安全设备、

安全技术以及智能化的生产操作为员工创设安全

的生产环境。企业安全物质文化与员工对工作的

满意度成正相关的影响关系，安全物质文化水平

越高，员工的工作状态就越积极，反之，则会产

生不满的情绪。

3）加大安全理念的推广力度。安全理念的推

广能够促进员工安全意识的形成，应该注重与员

工的沟通，定期开展交流会议，建立专门的交流

平台，可以在平台上随时与员工进行沟通解决问

题，让每位员工参与到企业安全文化建设中，形

成自身的理念意识，认识到安全理念对企业未来

发展的重要性，培养员工的责任感，并且指导员

工将安全理念转化为安全行为，从而提高煤炭企

业整体的安全文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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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检验量

绝对适配度统计量

c2/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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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我国煤炭企业正值提升发展的阶段，在国家

政策支持下，不少煤炭企业采用重组并购的方式

提高自身竞争力，实现企业规模的扩大和价值的

提升。相比较西方发达国家而言，我国的煤炭企

业存在明显差距，为了缩短这些差距，并购重组

就显得尤为重要。不同企业实施并购重组的目的

有所差异，但根本目的都是为了实现协同效应，

协同效应主要包含 3个方面，即财务、经营和管理

效应的协同。我国大部分煤炭企业的并购重组行

为是在政府主导下进行的，政府的政策和行政行

为直接决定了煤炭企业并购重组后的成功与否。

这样的并购背景决定了我国煤炭企业并购重组的

动机与西方国家企业相比差别显著，实现的财务

协同效应也会存在一定的差距。所以，我国煤炭

行业在实行并购重组后产生的财务协同效应也具

有一定的独特性。

本文在国内外有关财务协同机制研究分析的

基础上，对财务协同的内涵进行了界定和归纳，

论述了我国煤炭企业并购重组的目的和特征，对

财务协同效应机制的 4个主要内容进行重点分析，

4个主要机制为冲突机制、替代机制、互补机制以

及增进机制，通过对 4个主要机制的分析，提出了

实现煤炭企业并购重组财务协同效应的相关对策

和建议。通过煤炭企业财务协同效应机制的研究，

可以提高煤炭企业对并购重组的意识，提升煤炭

行业的整体竞争力，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1 国内外研究现状

1.1 国外研究成果

H·伊戈尔·安索夫对于协同有深入的研究，

并且是第一个从公司战略角度进行研究的人。在

他的代表作《公司战略》中，认为企业战略四大

煤炭企业并购重组财务协同机制研究

孙 明 清
（天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100013）

摘 要：分析煤炭企业并购重组的特点和内因，提出大部分煤炭企业在重组并购后没有产生财务协

同效应。从增进机制、替代机制、互补机制、冲突机制 4方面介绍财务协同机制，提出增进机制是

财务协同的核心模式，替代机制和互补机制是财务协同效应产生的必经之路，冲突机制是财务协同

过程中难以避免的。从被并购企业选择、被并购企业价值评估、提升融资能力和拓宽融资渠道 3方
面提出建议。

关键词：并购重组；财务协同；财务替代；煤炭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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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financial coordination mechanism of coal enterprise merger and acquisi⁃
tions

Sun Mingqing
（Tiandi Co.，Ltd.，Beijing 100013，China）

Abstract：the characteristics and internal causes of coal companies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are analyzed，and it pointed out
that most coal companies have no financial synergy after the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The financial coordination mechanism
was introduced from the aspects of promotion mechanism， substitution mechanism， complementary mechanism and conflict
mechanism，it is proposed that the enhancement mechanism is the core model of financial synergy，the alternative mechanism
and the complementary mechanism are the only way for the financial synergy effect， the conflict mechanism is inevitable in
the process of financial synergy. And suggestions are made in terms of the selection of the merged enterprise， the evaluation
of the value of the merged enterprise，the enhancement of financing capabilities and the expansion of financing channels.
Key words：mergers and acquisitions；financial synergy；financial substitution；coal compan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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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之一是协同[1]。将协同这一战略理念应用到企

业当中，如同像纽带一样把各单元业务相联系，

这样企业在拓展新市场上将会有更多的优势和资

源。整体效应大于局部相加的效应就是协同效应。

他认为投资收益函数的累加也是协同。简单解释

为来源于公司的收益大于两家公司收益的累加之

和。安索夫第一次简单明了地提出了协同这一概

念，让读者理解的协同概念就是“1+1>2”。
管理学家波特认为企业并购协同效应的重要

影响因素是价值链，并且找出了将协同效应进行

量化细分的方法。他指出，企业的协同效应虽然

能够实现企业收益的增加，但是仍要考虑到成本

因素，实现企业的协同效应需要企业一定的成本

投入。从一些企业成功并购的案例中可以得知，

他们之所以实现了协同效应，主要因为将成本控

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2]。在这个理论的分析基础之

上，将协同效应进行了界定和内容分析，为企业

实现协同效应提供一定帮助。

美国的韦斯顿教授则以静态描述为主对企业

协同效应进行分析，他认为企业在进行并购后获

得的价值大于重组前的价值，并且将这种现象用

“2+2=5”的公式进行描述。他将企业的协同效应

看作一个动态的过程，并认为研究企业的协同效

应，必须考虑到企业的竞争环境因素，所以，协

同效应将被并购企业和并购企业二者的资源进行

整合，并且实际的效益大于二者单独效益之和。

J•弗勒德•威丝通在其撰写的《兼并、重组与

公司控制》中提出，企业并购后，主要会产生 5种
影响企业价值增加的因素，即：信息效应、价值

低估效应、管理协同效应、财务协同效应、经营

协同效应[3]。所以，他认为企业的协同效应主要是

由后3个部分构成。

1.2 国内研究成果

我国并购理论研究起步于 20世纪 90年代，最

初研究目的是为了加快企业改革。加入WTO后，

开始产生海外并购的现象，而并购实则源于这一

领域，但是国内的相关研究集中在并购理论等方

面，并且由于起步时间较晚，有关企业并购协同

效应的研究较少，整体来看，还处于探索和发展

阶段。

党云霞等[4]以国美企业为例，通过运用模糊综

合评价法以及层次分析法，对并购后的协同效应

进行评价，综合选取评价指标，建立完善的评价

体系，得出企业并购后对财务协同效应的影响及

相关建议，但是该研究还指出，构建评价指标体

系的方式对于企业并购重组后的财务协同效应状

况是否有积极影响还有待考察。

张瑞稳等[5]采用事件研究法衡量协同效应，所

用样本为 2005年 86家曾经进行并购的上市公司，

计算指标为CAR（累计超额收益率）。经过实证分

析证明，上市公司的并购对所收购公司产生的并

购协同效应并不大，还有可能损害到收购公司的

股东财富，并购的前景反映给市场也不明朗。并

购协同效应不会因所处行业不同而有很大差异，

可能是因为关联交易的存在对系统效应有一定的

影响。

张友棠等[6]从财务视角分析指出，现代企业集

团的先进性体现在 3个维度的财务协同模式上：一

是通过适时控制外部经营环境风险，达到企业集

团环境风险控制的财务协同；二是通过适时调整

内部各类资源匹配的矛盾，形成企业集团资源重

组匹配的财务协同；三是通过适时消解利益相关

者的利益冲突，形成企业集团利益冲突协调的财

务协同。

结合国内外的相关理论分析及研究成果来看，

协同理论在企业决策管理中占据重要位置，是企

业并购后评价的重要指标，这也是当前相关研究

领域中常用的分析假设，即并购是否有价值，主

要依靠协同效应来判断。然而，和西方国家相比，

我国的并购协同研究水平及深度仍存在较大差距，

缺乏研究视角和创新。许多假设建立在并购产生

的协同效应基础上，例如财务协同效应理论、效

率理论、经营协同效应理论、多样化经营理论等。

国内有关财务协同效应的研究具有宏观性，以煤

炭企业为对象的研究较少。并且，由于我国经济

发展水平以及地区经济差异等客观因素，我国煤

炭行业的并购重组在政府指导和行政行为方面具

有明显特征。因此，本文对当前的研究成果具有

一定的丰富和发展作用。

2 煤炭企业并购重组特点及动因分析

2.1 煤炭企业并购重组特点

1）政策性。煤炭作为传统能源，具有不可再

生的特点。煤炭产业在我国能源产业结构中占据

绝对地位，是我国经济平稳和能源安全的重要内

容。煤炭资源的稀缺特点，决定了使用时应该进

行合理配置，以国家政策为导向，根据区域经济

发展和实际需求，进行严格规范的引导和行政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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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我国煤炭企业的并购重组具有很强的政策性

特征。

2） 时代性。早在 20世纪 60年代，我国煤炭

企业就已经开展实施并购重组活动，从历史角度

来看，具有很强的时代性特点[7]。按照时间划分，

可以将煤炭企业的重组并购活动分为 3个时期：一

是计划经济时期，计划性占主导；二是市场化改

革的初期，计划为主，市场机制为辅；三是市场

经济时期，市场行为为主，政府主导和推动。

3）风险性。我国煤炭企业进行并购重组活动

大多都是在政府主导下进行的，存在许多不可控

因素，导致了风险的增加。常见风险如政策风险、

市场风险、投资风险、法律风险等，这些风险都

可能直接导致企业并购活动的失败。这些不确

定的风险因素还会对企业的并购协同效应造成

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进而影响企业重组并购目

标的达成。

2.2 煤炭企业并购动因

我国煤炭企业发展面临生产效率较低、结构

不平衡、中小型煤炭企业散乱差等诸多问题，煤

炭企业的转型发展和现代化建设还需要很长的一

段时间。通过并购重组的方式有助于建立具备主

导性和综合性的大型煤炭集团，促进我国煤炭企

业现代化发展。根据我国煤炭企业并购重组的特

点，并购重组的原因主要有以下3个方面。

2.2.1 整合资源配置，实现产业协同

利用并购重组，能够将小型煤炭企业资源进

行整合，集中于大型企业集团，实现资源的集中

配置，有效避免浪费资源的情况发生，逐渐形成

资源综合利用的格局。煤炭企业也可以通过科学

的管理方法和先进技术的运用，将生产总成本控

制在低水平状态，从而实现规模经济，最终达到

并购协同效应，实现“1+1>2”的目标。

2.2.2 落实安全管理责任，提高安全生产水平

一些小型煤炭企业在安全生产方面投入的成

本较少，开采方式相对传统，技术含量不足，缺

乏高水平的管理技术和能力，生产效率较低，并

购重组是提升煤炭企业安全生产绩效的迫切需

要[8]。企业在进行并购重组的过程中，落实安全监

管和安全生产的主体责任，明确企业瓦斯综合治

理体系，提高企业生产的安全系数和质量，降低

企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风险，同时又能解决企业

投入成本过高、环境污染、市场恶意竞争等问题，

从源头上解决了企业安全生产问题，是经济发展

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内在要求。

2.2.3 延长上下游产业链，提升企业竞争力

充分利用煤炭企业良好的并购重组发展时机，

向与煤炭相关联的产业发展，战略重组到价值链

的上下游，实现资源整合，降低生产运营成本，

提高煤炭企业竞争力。

综上所述，并购重组是企业健康发展的重要

手段，通过并购重组，盘活企业资产，获得资金

和技术上的支持，促进煤炭企业转变经营观念。

利用并购重组，向与煤炭企业相关联的产业发展，

大力推进煤炭新产品的综合利用和深度加工，通

过多元化的发展战略来分散、控制风险。通过并

购重组还可以延长产业链，如煤化工、火电、有

色金属等方向，这样可以实现交易的内部化，减

少市场风险，实现循环经济，最终提高煤炭企业

的竞争力。

3 并购重组财务协同效应实现机制

企业由于发展背景、所在区域等因素，存在

很大的差异性特点，煤炭行业也是如此，不同的

煤炭企业都会有所差异。企业在进行并购重组的

过程中，由于这种差异性特点，会发生许多磨合，

如财务上的差异磨合。但在这之后，并购与被并

购的企业会相互适应，差异转化为融合的动力，

最终形成一个新的企业财务体系。这种资源差异

的相互影响是企业实现财务协同效应必须经历的

过程，实现这一过程中可能产生替代、互补、增

进、互斥等多种非线性作用[9]。另外，并购重组后

产生的新企业，会受到外部环境的巨大影响。总

体来说，企业并购财务协同机制主要包括 4个内

容：一是增进机制；二是替代机制；三是互补机

制；四是冲突机制。

3.1 增进机制

财务协同的增进机制是指并购双方的财务资

源产生效应，不需要以另一方的资源投入为前提

条件。但是如果同时投入双方的财务资源，则会

大大提高并购双方财务资源的利用率和生产效率。

相比互补机制而言，增进机制强调企业资源的补

充增强性。

假设，X为主并购企业，Y为被并购企业。以

μ1、μ2、μ3…表示主并购企业 X拥有的财务资源，

以 β1、β2、β3…表示被并购企业 Y拥有的财务资

源；以 U ( )μ1 表示单一投入 μ1 的效用函数，以

孙明清：煤炭企业并购重组财务协同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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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 )β1 表示单一投入 β1的效用函数，以U ( )μ1,β1 表

示共同投入财务资源 μ1、β1时财务资源 μ1的效用

函数，以V ( )μ1,β1 表示共同投入财务资源 μ1、β1时

财务资源 β1的效用函数。当U ( )μ1 ≈ 0，V ( )β1 ≥ 0，
并 且 U ( )μ1,β1 > U ( )μ1 ， V ( )μ1,β1 = V ( )β1 ≥ 0 时 ，

称财务资源 β1对财务资源 μ1具有增进性。同时，

当 U ( )μ1 > 0， V ( )β1 > 0， 并 且 U ( )μ1,β1 > U ( )μ1 ，
V ( )μ1,β1 > V ( )β1 时，称财务资源 μ1和财务资源 β1

互为增进性。

增进机制在企业并购中主要作用于财务运作

能力的扩散方面，财务运作能力的扩散是一个企

业财务管理意识和手段的实际运用，投资机遇、

金融资产等知识性的理念能力被并购后产生的新

企业运用程度。扩散的财务运用能力不是将原来

企业的财务能力进行消弱、分散，而是通过并购

重组的方式使这种能力得到更好运用，强化了并

购企业的财务运作能力，这种能力的有效扩散需

要并购双方在并购前对财务协同效应产生的条件

进行有效识别。

3.2 替代机制

财务资源的替代主要发生在并购与被并购企

业财务资源高度相似的情况下，企业间的财务资

源不可能完全一致，但是企业财务资源在实现并

购重组后，在效用等方面会具备一定的相同之处。

假设，X为主并购企业，Y为被并购企业。以

μ1、μ2、μ3…表示主并购企业 X拥有的财务资源，

以 β1、β2、β3…表示被并购企业 Y拥有的财务资

源；以U ( )μ1,μ2,μ3… 表示并购后的企业在以（μ1、

μ2、 μ3…） 共 同 组 合 投 入 下 的 效 用 函 数 ， 以

V ( )β1,β2,β3… 表示并购后的企业在以 （β1、β2、β3

…） 共同组合投入下的效用函数，以此类推。当

且 仅 当 U ( )μ1,μ2,μ3… = V ( )β1,β2,β3… 时 ， 组 合

（μ1、μ2、μ3…） 与 （β1、β2、β3…） 具有替代性。

同时，如果 U ( )μ1,μ2,μ3… = U ( )β1,β2,β3… ，称 μ1

和在（μ2、μ3…）的组合中是相互替代的。

财务替代的主要因素有两种：一是减少成本

支出，两个并购企业具有很大程度的相似性，如

经营业务的相似，其财务资源也会存在许多重复

部分，而并购后若将这种重复部分保留，就会造

成成本的浪费，所以企业必然面临着替代的选择。

二是提高效率。虽然两个企业间的财务资源具有

很高程度的相似，但是仍旧会有一些差异。通过

对成本和效益进行分析，重新组合财务资源，选

择效率更高的财务资源组合。

3.3 互补机制

互补性是企业并购重组的重要动机，是指两

个并购企业中，一方投入到另一方的财务资源，

提高了对方的财务资源效率；或者在并购重组后，

需要并购企业双方财务资源共同投入，弥补对方

的劣势和资金缺口，才能实现企业战略目标。

假设，X为主并购企业，Y为被并购企业。以

μ1、μ2、μ3…表示主并购企业 X拥有的财务资源，

以 β1、β2、β3…表示被并购企业 Y拥有的财务资

源；以 U ( )μ1 表示单一投入 μ1 的效用函数，以

V ( )β1 表示单一 投入β的效用函数，以U ( )μ1, β1 表

示共同投入财务资源 μ1，β1时财务资源 μ1的效用

函数，以V ( )μ1, β1 表示共同投入财务资源μ1，β1时

财 务 资 源 β1 的 效 用 函 数 。 当 U ( )μ1 ≈ 0，
U ( )μ1, β1 > 0，并且 V ( )μ1, β1 = V ( )β1 ≥ 0时，称财

务资源 β1 对财务资源 μ1 具有补充性。同时，当

U ( )μ1 ≈ 0, V ( )β1 ≈ 0， 并 且 U ( )μ1,β1 > 0，
V ( )μ1,β1 > 0时，称财务资源 μ1和财务资源 β1互为

补充。

互补机制需要具备两个条件才可以发挥出真

正的效用：一是可输出性，要求企业的财务资源

是能够互相转移的，比如将并购前企业的闲置资

金转入到并购后企业的现金流之中，降低企业发

生财务危机的风险；二是价值性，并购后的企业

吸收利用另一方的财务资源，获得更多的财务信

息价值，实现企业财务资源优化的配置[10]。若被

并购企业存在大规模的非流动资金，并购企业

在不需要大规模的流动资金的情况下，二者的

并购不能产生较大的价值，互补机制就不能够

发挥作用。

3.4 冲突机制

企业都是以利益作为经营的出发点，然而企

业之间具有显著的差异决定了在并购重组过程中

具有不同的定位，因此在并购重组的过程中冲突

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冲突机制是指并购双方企

业各类财务资源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致使

一方企业某种财务资源的使用制约了另一方企业

某种财务资源的利用效率，这种制约可能会导

致并购后出现资源浪费、成本上升、环境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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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现象。

假设，X为主并购企业，Y为被并购企业。以

μ1、μ2、μ3…表示主并购企业 X拥有的财务资源，

以 β1、β2、β3…表示被并购企业 Y拥有的财务资

源；以 U ( )μ1 表示单一投入 μ1 的效用函数，以

U ( )μ1,β1 表示共同投入财务资源 μ1、β1时财务资源

μ1的效用函数，以V ( )μ1,β1 表示共同投入财务资源

μ1、β1时财务资源 β1的效用函数。当U ( )μ1,β1 > 0，
V ( )μ1,β1 > 0， 并 且 U ( )μ1,β1 < U ( )μ1 或 者

V ( )μ1,β1 < V ( )β1 时，称财务资源 μ1和财务资源 β1

具有冲突性。

过 于 激 烈 的 冲 突 （比 如 U ( )μ1,β1 < 0 或 者

V ( )μ1,β1 < 0） 甚至可能导致整个并购行为的失

败[11]。因此，企业在进行财务并购的过程中，必须

要认识到冲突机制的重要性，事前进行科学的评

估，建立有效的应对措施，减少冲突造成的不利

影响，保障财务并购协同效应顺利发挥，实现并

购双方企业共赢局面。

4 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4.1 研究结论

1）我国煤炭企业亟需资源整合，并购重组是

普遍采用的方法。并购重组是煤炭企业做大做强

的手段，而不是目的，获得协同效应才是至关重

要的。财务协同是总协同效应的重要部分，与企

业的经营状况最为密切，了解财务协同的实现机

制也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对并购重组财务协同

效应机制进行了详细研究，根据我国煤炭企业的

特点，结合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企业财务协同

效应中主要的 4个机制，即增进机制、互补机制、

替代机制、冲突机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和对策，

为我国煤炭企业并购重组财务协同效应实现提供

一些借鉴和启示。

2）并购财务协同的过程不是一成不变的，而

是处于动态变化中，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增进机

制是财务协同的核心模式，也是并购双方最希望

获得的财务协同机制，能够使并购双方财务能力

发挥最大的效用；替代机制和互补机制是财务协

同效应产生的必经之路，通过资源替代或者资源

互补，最终实现资源的增进效应；冲突机制是

财务协同过程中难以避免的，它使并购双方能

够更加理性客观地评价并购重组行为，事前进

行科学的评估，事中建立有效的措施，事后不

断消除冲突。

4.2 对策建议

根据财务协同效应实现机制理论，结合我国

煤炭企业并购重组现状，针对煤炭企业在并购重

组财务协同效应实现中存在的问题，本文重点从

以下3方面提出措施和建议。

4.2.1 被并购企业的选择

煤炭企业在并购重组的过程中，对被并购企

业要严格筛选，挑选出的被并购企业能够和自身

进行优势互补，减少冲突的发生。这要求企业不

仅仅要提升甄别能力，还要对自身经营情况进行

合理的评估和分析，找到自身的优势与劣势，取

长补短，尤其是财务资源。

结合财务协同效应的增进与互补机制，从财

务资源的协同和互补因素严格挑选需要并购的企

业。将产业链进行延长，结合自身所需的战略性

资源，对企业进行培育和选择，实现并购双方的

共赢。一方面通过与被并购企业发展方向的协

同，扩展企业的财务运作能力；另一方面，降低

产品和服务同质化现象的出现，节约企业生产运

营成本 [12]。
结合财务协同效应的冲突机制，要对被并购

企业的财务运营情况、发展方向、自身特点、市

场定位等因素进行系统把握，找到并购企业与被

并购企业的财务资源方面的相同点，优先考虑技

术特点相似、资金时间分布互补、存在某一相同

产业发展方向企业，减少并购重组后财务资源转

移过程中由于高度相似性而产生的冲突矛盾。

4.2.2 被并购企业价值评估

从财务协同效应实现机制来分析，合理地评

估被并购企业的价值，恰是冲突机制的反映，高

估或低估都将影响财务协同效应的实现。

在企业并购重组前收集详细、准确的信息，

为企业并购重组的评估起到科学的判断依据，减

少财务资源浪费的可能。成立具备一定专业素养

的评估小组，指定专人进行并购重组相关信息的

收集挑选；聘请相关领域专家对现有搜集到的信

息进行评估分析，尤其是针对并购企业的市场发

展前景、财务资源现状等指标进行详细分析，既

要防止高估收益增加并购成本也要避免低估收益

而错失良机；最后要正确使用财务报表信息，更

要深入发掘表外资源潜在的信息，为企业提供科

孙明清：煤炭企业并购重组财务协同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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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判断。

选择合适的价值评估方法。评估企业价值的

方法主要有收益法、可比公司分析法、股利法、

贴现现金流量法等。企业在选择价值评估方法的

时候，应结合企业并购重组的实际情况，考虑到

企业并购重组的动机以及不同企业之间的差异性，

正确选择价值评估方法；也可以运用一种或多种

评估方式，将企业的价值评估进行多方面、全方

位的分析，提高评估准确程度，降低财务风险，

为财务协同效应的实现奠定基础[13]。
4.2.3 提升融资能力，拓宽融资渠道

煤炭企业要实现互补机制，可以利用财务资

源的互补性扩大融资的途径，利用政策优惠将成

本控制在较低范围内，将闲置的资金投入到被并

购企业收益较高的项目中，通过财务资源的互补

实现财务协同效应。

制定科学合理的融资决策。煤炭企业属于资

本密集性行业，在并购重组中需要大量的资金，

因此并购重组前要准确分析企业自由资金的时间

分布。煤炭企业在制定并购融资决策时，要遵循

以下几个原则：在时间、种类和数量上做到匹配

性原则，即财务协同实现的互补机制；在获得资

金的数量和方式上做到可得性原则，在负债能力

和负债率上做到安全性原则，即财务协同的冲突

机制。因而，煤炭企业实施并购重组时必须要考

虑自身的资本结构和融资后的资本结构，制定正

确的融资决策，在财务风险和财务杠杆的利益之

间寻求平衡，实现财务资源的优势互补，以获得

财务协同效应。

拓宽融资渠道，优化资本结构。煤炭企业要

开阔视野，内外兼顾，从企业内外两方面来拓宽

融资渠道，利用政府有关部门的政策支持，积极

探索不同的融资渠道。内部可以利用企业留存的

利润进行并购重组，这种方式不会导致企业股权

结构的变更；外部可以通过股东投入、银行贷款、

引入社会资本方等方式进行并购重组，这种方式

会导致企业股权结构的变更。煤炭企业应根据自

身特点，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在拓宽融资渠道，

满足并购重组资金需求的前提下，达到优化资本

结构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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