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导 论 Introduction

我国煤炭发展未来三级版图构思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研究员 刘 虹

绿色安全开发、清洁低碳利用、多元协同发展是我国

煤炭发展的战略方向，未来几十年， 我国煤炭的发展将紧

紧围绕以上 3个方面，实现高质量和跨越式发展。以上 3个

方向可以相辅相成，互为支撑，齐头并进，但在不同阶段，

也应有所侧重，重点突破。如果我们按时间先后，把煤炭

发展下一个十年即 2020—2030年定义为煤炭 3.0版、2030—

2040年阶段定义为煤炭 4.0版，2040—2050年阶段定义为煤

炭 5.0 版。煤炭 3.0 版则可主要以绿色生态开采、煤炭加工

利用提质提效减排、实现降污减排为主；煤炭 4.0版重点以

智能化开采、煤炭加工利用技术产业融合、煤基清洁能源

综合利用，实现超低损害与超低排放为主；煤炭 5.0版以集

中体现煤矿区资源地上地下一体化开采、加工、利用，煤

基清洁能源多元协同发展，实现“近零”损害与“近零”

排放为主。因此，各阶段版本的战略目标与技术路径将有

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煤炭 3.0 版的战略目标是尽快实现煤炭工业产业升级，

减员增效，节能减排，完成煤炭绿色开发利用技术升级与

推广，重点解决燃煤清洁化和污染排放问题，全面推广和

运用煤炭加工利用的低碳减排技术，最大程度减少和消除

煤炭开采及利用过程中的环境负效应，彻底摆脱高污染、

高排放的开发利用模式。其主要特征是通过技术推广与产

业升级，建成较低生态损害、较低排放标准的煤炭绿色开

发利用体系，煤炭开采向井下减员和自动化信息化控制方

向迈进，全面实施绿色生态的充填开采、保水开采，确保

矿区地表生态修复。开展不同煤质和煤层特征的智能化开

采示范与先进煤化工加工示范，完成高效燃煤技术不断升

级换代，实现煤炭加工利用的较低排放。3.0版的绿色开采

技术包括矿区生态恢复及空间综合利用技术、充填开采、

保水开采、地表生态修复等技术；煤炭加工利用技术包括

新一代智能新型煤基发电技术、新一代低能耗二氧化碳捕

集技术、煤化工合成气的高效变换技术和净化技术、超超

临界燃煤发电及 IGCC技术、煤炭分级利用、废弃物处理技

术、矿区绿色植保生态修复技术等。

煤炭 4.0版的战略目标是基本实现煤炭智能化开采、延

长产业链，实现煤炭加工利用的多产业跨界融合发展，建

成超低生态损害、超低排放、智能化的煤炭开发利用体系，

实现煤炭加工与发电超低污染排放。其主要特征是通过技

术突破，建成超低生态损害、超低排放、智能化的煤炭开

发利用体系，全面实现井下少人智能化开采，煤炭加工利

用突破跨界融合产业发展，延长煤炭产业链，清洁煤化工

加工与先进燃煤技术广泛应用。开展不同煤质和煤层特征

的矿区资源一体化协同开采示范，完成煤基清洁能源多元

化综合利用，煤炭加工利用全面实现超低排放。4.0版的煤

炭智能开采技术包括“透明矿井”地质全信息可视化、深

地钻探与精确制导技术、煤炭开发与人工智能、工业物联

网、云计算、大数据、机器人、智能装备深度融合技术；

煤炭加工利用技术包括高灵活性燃煤发电技术、煤与可再

生能源耦合发电技术、清洁转化制取高附加值化工品、新

型煤炭催化气化和加氢气化技术、煤炭温和液化技术、煤

转化与可再生能源耦合制氢技术、高效低成本多污染物联

合脱除技术、低成本二氧化碳矿物转化、固定和利用技术、

多污染物联合脱除等常规污染物和“碳控制”技术等。

煤炭 5.0 版的战略目标是实现对煤炭资源采选、冶炼、

充填、发电、制气最优化的一体化开发和加工利用，煤炭

加工利用过程碳捕集利用与“零碳”技术大规模应用，实

现煤炭加工利用污染物和二氧化碳近零排放。其主要特征

是通过对矿区地上、地下资源一体化开采技术的推广应用，

建成近零排放的煤基多元、开放、协同开发利用的清洁能

源生产供应基地。全面实现井下无人智能化开采，煤炭工

业进入井下无人、地上无煤时代，基本实现对煤矿资源采、

选、冶、充、电、气的原位、实时和一体化开发，颠覆传

统的固体资源开发的开采模式、运输模式和利用模式，同

时碳捕集利用技术和“零碳”技术广泛应用，实现煤基能

源与其他资源多元协同一体化协同发展，煤炭加工利用实

现近零排放。5.0版开采技术包括基于机器深度学习的大数

据处理技术及分布式控制平台、互联网+、井下机器人技

术，矿井固、液、气混合高压流体负压抽采、煤炭地下气

化装备集成控制、井下煤炭开采与流态转化（制气、制油、

发电）远程智能化控制，矿井“煤—水—气—热”多资源

耦合伴生物共采一体化开发技术，煤与可再生能源耦合发

电、制氢技术等；煤炭加工利用技术包括先进的基于富氧

燃烧的超临界发电技术、磁流体发电联合循环发电技术、

煤炭新型燃烧和转化以及与其他能源的耦合开发技术，高

灵活性智慧能源多能互补和协同供应技术、矿区供能网络、

能源交换能源存储技术、二氧化碳安全可靠的封存与监测

及运输技术、多污染物（SO2、NOx、Hg 等）一体化脱除技

术及其关键装置设计与制造技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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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新冠疫情深刻影响了我国 2020年的能源供应

链，一定程度上对行业发展造成巨大经济损失，

也带来了极高的不确定性和全新的挑战。从产业

链角度看，新冠疫情不仅导致能源供应端生产停

工和消费端需求锐减，还对中间的能源深加工和

远洋运输等环节造成深远的影响。产业链概念源

于美国管理学家波特在《竞争优势》一书中提出

新冠疫情对能源产业链的影响与对策

孙华平 1，李 亮 2，王佳妮 1

（1.江苏大学 财经学院，江苏 镇江 212013；2.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商学院，江苏 南京 210044）

摘 要：新冠疫情对我国能源产业链影响较大，维护产业链的稳定运行迫在眉睫。主要从产业链异

质性的视角，基于经济数据剖析新冠疫情对煤炭、油气产业链以及新能源产业链的影响效应。新冠

疫情对煤炭下游产业链的冲击较为巨大；油气产业链的投资需求减少，投资者偏好及预期降低，石

油价格总体将保持较低走势；新冠疫情使得新能源消费进一步下滑，中国、美国、欧盟等市场新能

源汽车销量下降。分析认为，中国需进一步加强科技创新，实施技术立国战略；结合煤炭、油气及

新能源产业链的发展态势和数字经济发展新趋势，提出增强能源产业链韧性与柔性、促进能源产业

链数字化转型及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可行方略。

关键词：新冠疫情；能源产业链；数字化转型；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F41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9605（2020） 04－0004－05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71774071，71911540483）；

江苏省社科基金重点专项 （20ZLA007）；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

（19GLC015）； 江 苏 大 学 “ 青 年 骨 干 教 师 培 养 工 程 ” 项 目

（5521380003）

本刊策划——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能源行业影响研判及应对建议

The influence and countermeasure of COVID-19 epidemic on energy industry chain
Sun Huaping 1，Li Liang 2，Wang Jiani 1

（1. School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Jiangsu University，Zhenjiang 212013，China；2. Business School，Nanjing University of Information Sci⁃

ence and Technology，Nanjing 210044，China）

Abstract：The COVID-19 epidemic has a great impact on China's energy industry chain，and it is urgent to maintain the sta⁃
ble operation of the industry chain. Main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heterogeneity of the industrial chain，based on econom⁃
ic data，the impact of the COVID-19 epidemic on the coal and oil and gas and the new energy industry chain was analyzed.
The impact of the COVID-19 epidemic on the downstream coal industry chain is huge，and the investment demand of the oil
and gas industry chain has decreased， investor preferences and expectations have decreased，and oil prices will generally re⁃
main low. The COVID-19 epidemic has caused new energy consumption to decline further，and sales of new energy vehicles
in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the European Union and other markets have declined. The analysis of the article believes that
China needs to further strength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implement the strategy of nation-building， then combined with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coal，oil and gas and new energy industry chain and the new trend of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it proposed a feasible strategy to enhance the energy industry chain toughness and flexibility， promote the energy industry
chai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gree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Key words：COVID-19 epidemic；energy industry chain；digital transformation；sustainable development

编者按：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对全球经济产生巨大冲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预测2020年全球经济

将萎缩3%左右，我国2020年第一季度 GDP同比下降6.8%，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最差的一个季度。能源是经济发展

的动力源泉，疫情爆发和全球经济衰退，对能源生产、能源运输、能源进出口和能源消耗总量带来直接影响。研究

新冠肺炎疫情对能源行业影响并提出应对建议，既是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也是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煤炭经济

研究》第4期推出“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能源行业影响研判及应对建议”专题，邀请9位专家撰写稿件，为贯彻落

实中央“六稳”“六保”要求，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构建能源高质量发展体系，贡献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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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价值链，他认为产业链涵盖从原材料制造加工

到终端产品消费形成的一整条价值创造链条；产

业链特别强调在价值链的基础上融入企业组织间

的协同合作，也即企业内部价值链的外化衍生[1]。

由于全球外包和专业化分工的持续推进，使得当

代供应链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断链风险。此次疫情

的发生具有一定的突然性，对我国的总体产业链

韧性和供应链柔性造成了较大的影响，由于近期

国外疫情持续严重，我国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又

出现断链的风险。丁任重等[2]分析了产业链视角下

的复工复产路径；洪卫[3]分析了新冠疫情对我国制

造业供应链的影响，并提出了应对策略。也有不

少学者分析了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全球化的影

响[4-5]。赵忠秀等[6]采用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模拟分析

了世界疫情对我国产业链的短期冲击和长期影响。

新冠疫情对我国能源全行业造成了重大的经

济影响。作为国家的战略性支柱产业，能源产业

链条长，多层级多类型的供应商交织分布。近年

来，我国提出了推进能源革命促进能源转型的重

大战略，能源系统的低碳化、清洁化和数字化水

平在不断提高。由于资源禀赋特征原因，煤炭、

石油、风电、水电类企业主要分布在资源丰富的

地区，而火电企业主要分布在电力需求负荷较高

以及煤炭资源较为集中的地区。但是，相比而言，

新能源企业的分布较为分散，因为光伏和风能等

产业本身具有分布式及微网特征，电源的稳定性

相对较差。而且新能源发电总平均成本较高，其

边际成本的降低高度依赖于绿色技术的突破[7]。可

以看出，疫情对不同品类能源产业链的影响具有

一定的异质性，本文将结合疫情对不同类型的能

源产业链的冲击进行具体分析。

2 新冠疫情对能源产业链的影响

2.1 新冠疫情对煤炭产业链的影响

作为三大传统化石能源之一，煤炭在我国的

能源消耗中占据主导地位，虽然近几年有所下降，

仍然稳定在总能耗六成左右的比例。煤炭产业链

涵盖从煤开采加工到工业及居民用户之间的各类

价值链条，包括煤炭上游产业链和中下游产业链，

如图 1所示。从生产要素角度看，煤炭主要分为动

力煤与炼焦煤，多用于发电、炼钢、建材等下游

产业。除新能源发电外，煤炭已成为全球的主要

电力来源。据统计，中国、印度、波兰和南非四

国国内超过三分之二的电力来自燃煤发电。在新

冠疫情期间，由于生活方式的改变，线上办公、

教学以及居民住宅使用电需求显著增加，由于企

业停工、裁员、倒闭，商业和工业用电需求而大

幅减少，因此人类活动明显减少，碳排放量创纪

录下降。2020年第一季度，全球燃烧产生二氧化

碳排放量相比2019年同期下降5.8%；从行业来看，

电力行业的日均排放量下降了 330万 t（-7.4%），

工业行业日均排放下降了 430万 t（-19%）。2020
年很可能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二氧化碳排放

量下降最多的一年。根据英国研究机构 Carbon
Brief报道，预计 2020年全球的碳排放量将下降

4%~8%，大约在20亿~30亿 t。

图1 煤炭产业链

从产业供需角度，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发布的

报告显示，2020年中国煤炭需求减少而供应大幅

增加，导致煤炭价格明显下跌。煤炭行业原有的

供过于求，因新冠疫情显著降低了能源消费需求，

进而加剧了供需不平衡。2020年第一季度，全国

规模以上煤炭企业营业收入同比下降 12.7%；实现

利润同比下降 29.9%。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

《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9年
全国煤炭产量完成 38.5亿 t，同比增长 4.0%；但

2020年第一季度，全国煤炭产量约 8.3亿 t，同比

下降 0.5%。这是由于受疫情影响，大量煤炭企业

停工停产，阻碍了煤炭生产运营；但是，由于

2020年第一季度进口煤炭大幅增长，全国煤炭进

口量约 0.96亿 t，同比增长 14.1%，缓解了煤炭供

应不平稳问题。

新冠疫情对煤炭下游产业链的冲击较为巨大。

煤炭下游产业主要包括高耗能高污染行业，如电

力、建材、钢铁、化工等产业。在当前阶段，我

孙华平等：新冠疫情对能源产业链的影响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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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煤电产业链纵向一体化有利于提升企业全要素

生产率[8]。2020年 1—3月，原本预计国内钢材、建

材等行业会同比增长 5%左右，根据国家统计局显

示，在 2019年，我国钢材产量比 2018年增长 1亿 t
左右。但是受新冠疫情影响，在 2020年第一季度，

制造业投资同比下降 25.2%；2020年 1—4月，我

国水泥产量同比下滑14.4%。这也是导致2020年第

一季度钢材整体需求明显下降的原因之一。同时，

由于煤炭下游企业采购和物流受阻等原因，我国

钢材产量在 2020年 1—3月下滑 3.5%左右，但在

2020年 4月开始反弹增长 3.4%。从中长期来看，

各国政府因疫情推行扩大内需、下调利率等政策，

促使经济增长，煤炭总需求复苏，有利于煤炭上

下游产业整体回暖。

从煤炭产业链的下游电力行业来看，在 2020
年第一季度，受疫情影响，全国火电发电量比同

期减少 7.5%，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电力用量与

同期相比，分别下降了 3.1%和 19.8%[9]，这是由于

我国各个城市实施了“重大突发公共卫生安全事

件防控措施”，采取了交通管制，对石油天然气等

高耗能化工行业的停工，对旅游、酒店、餐饮、

娱乐、零售等行业的经营管制，影响了电力用量。

与此同时，我国第一产业和城乡用电分别出现了

同比增长 4.0%和 5.3%，这是由于在疫情期间，我

国实行民生保障策略，协调打通绿色交通物流供

应链，确保了油粮、畜禽蛋、生鲜乳、蔬菜等基

本生活物资的安全稳定供应，保证了基本粮食和

各类农畜产品等有序运送到各个疫区城市。此外，

由于居民提高了健康安全意识，这也增进了绿色

农产品消费，全国居民在家大量使用电器，一定

程度上增加了城乡用电量。

2.2 新冠疫情对油气产业链的影响

石油是世界工业运行的血液，然而由于石油

和天然气资源的分布相比于煤炭更加不均衡，因

而疫情对石油化工等产业链的影响更为巨大。石

油产业链涵盖从油气勘探开发到中游储运及油气

炼制、石化加工等之间的各类价值链条，如图 2所
示。疫情的影响首先体现在上游的石油产量方面，

沙特、阿联酋、科威特等主要产油国已经开始大

幅减产，相比预测下调 130万桶/日，非OPEC国家

的石油产量与同期相比大幅下调了 200万桶/日。

据预测，2020年 5月，全球石油日产量将下降

1 200万桶。在历史性减产下，预计全球油市将有

所改善。到 2020年底，美国将成为全球石油供应

减少最多的国家之一，较 2019年同期减少 280万
桶/日。

图2 石油化工产业链

在石油需求方面，新冠疫情对石油产业链的

负面影响在消费、投资、进出口方面均有所体现。

新冠疫情期间，全球的旅游、运输、贸易等行业

均受到重创，居民减少出行，全球进出口贸易量

萎缩，航空和远洋货运运输效率降低，导致使用

需求减少。中国、美国、欧盟 2020年第一季度煤

炭销量相比 2019年同期分别下降 8%、30%、20%，

印度在2020年3月石油消费同比下降18%。疫情期

间，主要原油出口国加拿大、俄罗斯等运输效率

降低，石油进口国消费需求收窄，对石油产业链

上下游企业进出口造成冲击。

从短期来看，受新冠疫情影响，石油产业链

供需两端难以实现均衡。石油价格总体将保持较

低走势，疫情恢复后受报复性需求影响，石油价

格会有所回升，可能出现小幅上涨。为加强产业

链的稳定运行，可以基于能源互联网和数字化智

慧平台，设计并推广供应链双向期权契约，有利

于提高石油销售商的采购柔性，并降低市场风险

及供应链脆弱性[10-11]。就中长期而言，因各国推进

清洁绿色能源替代传统化石能源的转型战略，随

着新能源技术的发展，石油缺乏持续增长的需求，

石油产业链将进一步被替代，转型升级迫在眉睫。

国际石油公司正加快数字化步伐，通过物联网系

统建设，重视大数据和云计算及人工智能等最新

技术在石油产业链各环节的深度应用。中国石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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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的跨国公司也纷纷推进生产运行模式变革，

正有序建设智能化油田、炼油厂、加油站等新型

数字化设备。

在石油产业链的投资方面，因需求减少，投

资者偏好及预期降低，自 2020年 1月以来，石油

主要股票市场的估值下降了50%，至少三分之二的

年度投资（1 300亿美元）蒸发。2020年 4月，期

货市场出现石油期货价格一夜暴跌 300%，以每

桶-37.6美元收盘，创历史新低。主要原因是受需

求影响，煤油、汽油、柴油等成品油消费降低使

得石油公司燃料业务量下降，各国石油减产使得

供给相应减少。我国石化产业链国内比重高，产

品较为低端，产能过剩及同质化竞争十分严重。

本次的疫情虽然会一定程度上减缓我国石化企业

走出去的步伐，但疫情也是石油产业链转型升级

的重要契机，相应的石化企业应抓住时机优化供

应链体系，提升应急储备设施建设，打造多元石

油储备体系。

2.3 新冠疫情对新能源产业链的影响

新型绿色清洁能源和提升能源效率的投资一

直是能源系统转型的重要抓手。新能源产业链包

括风电、太阳能、核能等发电行业以及与此高度

相关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等。中国新能源产业链

在全球产业链中处于重要地位，受疫情影响，部

分国家提出“分布式供应链”替代“单一供应

链”，通过在泰国、越南等东南亚和印度、北非等

地区建立产业链，以转移部分位于中国的新能源

产业链，减少对中国制造的依赖，不少“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的新能源重点项目停工，光伏、风

电等新建设周期短的项目因疫情而延误。同时，

新冠疫情使得新能源消费进一步下滑，中国、美

国、欧盟等市场新能源汽车销量下降。2020年 2
月，中国纯电动车销售量环比下降 68.3%，同比下

滑73%。短期内，各国为阻止新冠病毒蔓延而封城

管制，一方面有利于能源系统的低碳化发展，同

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碳排放量，有利于缓解

全球气候变化。2020年 3月，印度出现 40年来碳

排放量首次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约 1.4%。

但全球碳排放量下降以及煤炭产业优化仍需依靠

各国共同努力，应更大力度实施节能减排的政策，

推进风能、太阳能等清洁能源研发，促进知识溢

出与协同，加快推进传统化石产业结构的调整转

型升级，推动能源系统朝数字化、信息化、智能

化方向深度发展。

从新能源产业要素看，新冠疫情导致了用工

复工难和投资减速，进而影响市场参与者的投资

预期。总体来看，新冠疫情对中国乃至全球的新

能源产业链具有一定的冲击。受全球经济增速放

缓及能源需求减速，新能源产业链投资结构更加

分散，但民营企业受疫情影响更大，降低了民间

资本参与新能源发电的投资热情。因此，各国政

府纷纷出台新能源补贴政策，将原有补贴政策期

限延长，缓解新能源产业链资金压力，刺激新能

源行业需求复苏，以减缓疫情带来的影响。如，

新政策推进燃料电池汽车“以奖代补”，以区域为

重点，推动燃料电池汽车上下游产业链集群化，

统筹区域产业链协调发展。相比传统能源产业，

新能源产业受各国政府补贴及利好政策，投资市

场上天然气需求增长引起股票价格小幅上涨，消

费者对天然气、风电、光伏发电等产业偏好相对

传统行业较高。未来，随着新能源技术的逐步突

破，新能源行业市场环境变化，平均发电成本进

一步降低，区域产业链集群效应提升，各国使用

清洁可再生能源的比例也会逐步提升，这有利于

稳定市场预期，推动新能源产业进一步发展。

3 能源产业链应对新冠疫情的对策

3.1 保障能源上下游产业链稳定运行，增强能源

产业链韧性

受新冠疫情的影响，全球经济受到很大冲击。

由于国内各行各业经济受到较大影响，接下来，

各级政府会出台消费激励政策，可以预期未来一

段时间国内煤炭需求会出现增长。同时，国内外

煤炭消费的反弹增长也会带动整体产业链回暖。

由于海外疫情仍然较为严重，全球价值链的双向

循环难以畅通，建议各级政府应该采取财政政策

和产业政策等，尽全力帮扶能源类企业度过经营

困难，组织各类要素协同支持产业链复苏，有序

推动煤炭、石化及新能源企业全面复工复产，保

障国内外能源供应。基于以上新冠疫情对能源产

业链的影响分析，本文认为应努力增强能源产业

链韧性及柔性，具体来说：第一，建立能源上中

下产业链共生发展机制，以全球价值链高端定位

为导向，推进能源产业链中下游稳定运行，建立

煤炭、火电、钢铁、建材、制造业等智能化数据

管理系统，设计煤炭、石油等产业链预警机制，

增强能源产业链韧性。第二，创造尽可能多的就

业岗位，尽量防止企业因经营困难而导致员工大

孙华平等：新冠疫情对能源产业链的影响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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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失业及社会经济不稳定问题。比如在新疆、内

蒙古等区域加大植树造林力度，设立国家碳汇林

建设基地，同时，引进多元化投入机制建设碳储

备基地。同时，在当前低油价的背景下应加大石

油储备力度，合理布局中国战略性能源供应链。

3.2 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加快能源科技创新与

数字化转型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后，欧美各国纷纷在低

碳、高效的清洁能源领域加大资金投入，有利促

进传统能源向清洁低碳化能源转型，同时有效刺

激产业经济复苏，有力保障了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新冠疫情冲击全球能源产业链，传统能源如石油、

煤炭等产业需求均有所收窄，未来各国从新冠疫

情恢复后，国际产业链外移等风险也将对我国新

能源产业链的枢纽地位产生压力，传统化石能源

产业链也将面临资金、市场、运输、关税等各类

型的产业链重构成本。为实现“中国制造 2025”
的战略目标，中国需进一步加强科技创新，实施

技术立国战略。尤其应将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

念，推广应用于能源产业，推动能源产业高质量

发展。疫情的发生对数字经济发展是有利时机，

要利用当前油气需求放缓时机，加快深化油气领

域体制机制改革，进一步研发创新并推广应用新

型清洁能源技术，促使能源产业链向数字化和智

慧化方向转型。另外，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实现能源项目共建与共享，协调传统能源与新

能源需求，推动全球能源产业链一体化协同和数

字化运营。

3.3 深化能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能源产业

链绿色可持续发展

疫情期间，各国产业类能源需求急剧下降，

传统能源产业资金压力及运营成本上升。随着疫

情后生产的逐步恢复，能源产业上下游制造商、

供应商等企业开始复工运营，市场需求回暖，消

费者信心上升，供给矛盾相对缓解。从能源系统

低碳转型的长期视角看，能源产业链上下游企业

需进一步响应国家低碳经济发展政策，在努力化

解过剩产能的同时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利用人工

智能与区块链及大数据等新技术，深化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积极拓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能源

项目，努力推进国际能源战略合作。新冠疫情加

快了世界产业链结构调整步伐，全球价值链正处

于深度重构之中。要推进更深层次的制度型开放，

主动推进全球战略性能源治理，利用已有能源协

作平台及优势，发挥平台潜能，合理利用金融在

能源项目中的效用，缓解能源产业链资金压力，

促进全球能源生产要素流动与合作，积极构建自

主可控的全球能源供应链。同时，我国需加强国

际合作的同时，做深做强区域能源产业链，化危

机为战略契机，在增强国家资源自主能力的基础

上，发挥国内超大市场规模优势，加强产业链集

群效应。另外，应基于绿色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

双轮驱动，加大煤炭等高耗能高污染企业的绿色

转型力度，以绿色转型升级促进能源产业链绿色

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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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新冠疫情在很短的时间内席卷了全球，对全

球经济和电力需求造成短期冲击，从中长期角度

看新冠疫情影响更为深远。我国虽然有“新基建”

对用电需求释放红利，但在消费需求下行的大背

景下，新冠疫情又进一步限制了消费需求和以制

造业为主的出口贸易受限将拉低用电需求。新冠

疫情对电力行业发展带来诸多不确定性。

本文首先对新冠疫情现状进行研究，明确防

疫措施是战胜疫情的唯一法宝。分析新冠疫情对

我国 2020年一季度用电需求的影响，进而根据疫

新冠疫情对电力行业影响评估

袁家海，张 凯
（华北电力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北京 102206）

摘 要：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全球范围内陆续采取“封城封国”的防疫措施，严重影响了居民

的生产生活。从短期来看，疫情对我国三产造成直接冲击的同时，外贸出口受限使得占我国出口

比例较高的二产制造业也遭受重创。从中长期来看，若外部冲击一旦转化为内生性冲击，对供需

侧造成不可修复性打击，对我国造成较为深远的影响。面对严峻的疫情形势和复杂的国际环境，

虽然“新基建”为电力需求释放红利，但疫情后的经济形势和电力需求仍充满不确定性。通过分

析疫情现状和后疫情时代形势，将疫情对电力行业影响分为短期和中长期。预测 2020年全社会用

电量在 7.09万亿～7.38万亿 kWh，增速在-2%～2%；分产业预测 2025年全社会用电量为 8.07万亿

～8.53万亿 kWh，“十四五”期间用电量增速在 2.2%～3.4%。在满足电力需求的条件下，2020年煤

电发电量在 4.3万亿～4.49万亿 kWh区间内，则煤电发电量增速在-5.6%～-1.6%左右，预计 2020
年电力行业煤炭消耗量降为12.6 亿 tce。
关键词：新冠疫情；影响因素；需求预测；电力行业

中图分类号：F416.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9605（2020） 04－0009－08
Evaluation of the impact of the COVID-19 epidemic on the power industry

Yuan Jiahai，Zhang Kai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North China Electric Power University，Beijing 102206，China）

Abstract：Since the outbreak of the COVID-19 epidemic，the epidemic prevention measures of“closing cities and countries”
have been adopted worldwide，which has seriously affected the production and lives of residents. In the short term，while the
epidemic has a direct impact on China's tertiary industry，the limited export of foreign trade has also caused the secondary in⁃
dustry manufacturing industry，which accounts for a high proportion of China's exports， to be hit hard. In the medium and
long term， if external shocks are transformed into endogenous shocks， they will cause an irreparable impact on the supply
and demand side and have a far-reaching impact on China. Facing the severe epidemic situation and the complex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though the“new infrastructure”has released dividends for power demand，the economic situation and power de⁃
mand after the epidemic are still full of uncertainty. By analyzing the status of the epidemic situation and the post-epidemic
era situation， the impact of the epidemic on the power industry is divided into short term and medium and long term. It is
predicted that the electricity consumption of the whole society will be 7.09 trillion to 7.38 trillion kWh in 2020， with a
growth rate of -2% to 2%； the electricity consumption of the whole society is predicted to be 8.07 trillion to 8.53 trillion
kWh by 2025. During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the growth rate of electricity consumption is between 2.2% and 3.4%.
Under the condition of meeting the power demand，in 2020，the coal-fired power generation is in the range of 4.3 trillion to
4.49 trillion kWh，then the growth rate of coal-fired power generation is about -5.6% to -1.6%. It is expected that the coal
consumption of the power industry in 2020 will drop to 12.6 billion tce.
Key words：COVID-19 epidemic；influencing factors；demand forecast；power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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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发展趋势对我国 2020年用电需求进行预测。其

次对后疫情时代的国际形势进行展望，考虑中长

期影响电力需求的关键因素，分产业对“十四

五”期间用电需求进行展望。最后根据 2020年
电力供给侧发展情况，预测 2020年电力行业煤

耗和节煤量。

1 新冠疫情对电力行业短期冲击分析

1.1 疫情现状分析

截至 2020年 4月 21日，我国累计确诊病例

84 271例，现存确诊病例 1 651例。通过严格的政

府防疫措施、集中医疗资源、居民高度配合的动

员能力，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在我国得到基本控制。

虽然国内疫情得到基本控制，但是疫情在国外迅

速蔓延，境外输入病例成为国内防疫新的障碍。

由于我国采取较为严格的疫情防控措施，疫情在

我国第二波爆发的可能性不大。疫情在全球范围

蔓延，国外形势不容乐观，美国、西班牙、意大

利、德国、法国累计确诊病例已超过中国。新冠

病毒具有较强的传染性和较长的潜伏期，疫情发

展呈现指数增长和波形扩张。截至 4月 21日，全

球累计确诊病例 244万例，现存确诊病例 163万
例，继续扩张趋势明显。美国累计确诊 78.8万例，

新冠疫情正以指数增长的形势发展，如果控制得

当预计疫情病例峰值可达 100万例。欧洲由于居民

生活习惯不同、加之老龄化影响，疫情病死率较

高，西班牙和意大利病死率都高达 10%以上，法

国病死率高达 17.67%。美国和欧洲等国吸取中国

疫情防控措施的经验教训，逐渐将疫情控制住，

病例曲线峰值逐渐平缓。全球疫情正面临下一波

巨大冲击，医疗设施基础较好和政府管控力度较

强的国家都受到如此严重的冲击，如中国、美国

和欧洲各国。而非洲、南亚（印度）、拉美这些医

疗设施基础较差的国家面临更为巨大的疫情风险，

这些国家检测能力和卫生防控条件较差，疫情将

呈现波浪式持续蔓延。解决疫情最有效的办法就

是疫苗与特效药，但缺乏临床研究，所以 2020年
在全球缺乏公共卫生政策协同的情况下，疫情防

控前途依然渺茫。

1.2 短期冲击分析

此次新冠疫情的迅速蔓延，我国政府采取及

时有效的防控措施，如部分城市采取了“封城”、

交通管制、禁止人群聚集等措施抑制疫情发展。

随着新冠疫情在我国得到基本控制，各地积极的

进行复工复产，新冠疫情对我国第一季度经济发

展造成巨大冲击。我国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

206 504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下降 6.8%。

第一季度全社会用电量累计 15 698亿 kWh，同比

下降6.5%。分产业看，第一产业用电量167亿kWh，
同比增长 4%；第二产业用电量 9 971亿 kWh，同

比下降 8.8%；第三产业用电量 2 628亿 kWh，同比

下降 8.3%；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 2 932亿 kWh，同

比增长3.5%[1]，如图1所示。

图1 全国第一季度用电量情况

第一产业用电量受影响较小，用电增速基本

稳定在 4%，较 2019年稍有降低。2020年 1—2月
第一产业用电量 114亿 kWh，同比增长 3.9% [2]，3
月第一产业用电量 52亿 kWh，同比增长 4%，如图

2所示。

图2 2020年1—2月与3月用电量对比

第二产业用电量在 2020年 1—2月受影响较为

严重，随着陆续复工复产，在 3月稍有回升但较去

年下滑严重。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疫情影响

最严重的 2020年 1—2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利润下降 38.3%，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

造业下降高达 87%。1—2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下降 13.5%。通用及专用设备制造降幅分别为

28.2%和 24.4%。受新冠疫情影响复工时间推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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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企业在 2020年 2月陆续复工直接导致第二产

业用电量 6 221亿 kWh，同比下降 12.0%，增速比

2019年同期回落 13.2个百分点。3月全国第二产业

复工复产进度加快推进，主要工业经济指标降幅

大幅度收窄，呈现改善趋势。2019年的 3月同比增

长 8.5%，增速也是一年中最高的月份。2020年 3
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下降 1.1%，比 1—2
月大幅收窄了 12.4个百分点，3月规模以上工业产

出水平基本恢复到了 2019年同期水平[3]。3月第二

产业用电量 3 750亿 kWh，同比下降 3.1%，如图 2
所示。未来受国外疫情影响，外贸出口的不确定

会导致二产用电量恢复并不顺利。

第三产业是受新冠疫情冲击最大的产业。严

格的疫情防控措施对交通运输业、住宿餐饮业、

教育文化娱乐业等行业无疑产生巨大的直接影响。

疫情短期内对消费需求打击较大，短期经济发展

停滞。2020年 1—2月，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营业

收入下降 12.2%，主要是由于零售业和餐饮业的消

费断崖式下跌。2019年全国零售和餐饮企业在作

为消费最旺的春节假期期间的销售额超过 1万亿

元，而 2020年餐饮、酒店、旅游、娱乐和交通等

行业出现断崖式下跌。2020年春节假期期间发运

旅客 1.9亿人次，比 2019年春运下降低 73%。根据

宏大研究院的研究来看，疫情给旅游业带来的收

入损失超过 5 000亿元，相当于 2019年一季度GDP
的 2%左右。值得注意的是，餐饮、旅游和酒店的

传统服务业不景气的同时，为新兴服务业带来良

好的发展，2020年 1—2月，互联网和相关服务、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营业收入分别增长 10.1%和

0.7%。疫情影响使得 1—2月第三产业用电量 1 928
亿 kWh，同比下降 3.1%，增速比 2019年同期回落

13.6个百分点。随着 3月各大城市解封，各行业复

工复产，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下降 9.1%，降幅较 1
—2月收窄 3.9个百分点，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1.8%，比 2月回升 21.7个百分点。其中，交通运

输、仓储和邮政业，零售业和货币金融服务等行

业商务活动指数相对较高，分别为 59.3%、60.6%
和 62.9%。从市场预期看，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

数为 56.8%，比 2月回升 17.1个百分点。虽然有向

好趋势，但仍与正常状态的三产情况有一定差距。

这也导致 3月第三产业用电量 702亿 kWh，同比下

降 19.8%，如图 2所示，下滑进一步扩大，未来三

产用电量恢复仍受限制。

城乡居民用电量稍有下降基本恢复正常水平。

2020年 1—2月，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 1 940亿

kWh，同比增长 2.4%，增速比 2019年同期回落 8.7
个百分点。3月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 988亿 kWh，
同比增长5.3%，如图2所示。

1.3 2020年用电需求预测

综上分析，根据疫情防控的进展程度，本文

分3种情景预测2020年电力需求，如图3所示。

图3 分情景预测2020年全社会用电量情况

乐观情景：国内疫情在 2020年 4月末基本结

束，美国、欧洲各国疫情在 6月末得到基本控制，

非洲、南亚、拉丁美洲国家疫情在 2020年年底得

到控制。美国、欧洲等国疫情得到控制，国际贸

易在第三、四季度逐渐恢复正常，外贸出口降幅

收缩，沿海城市制造业用电量高速回弹。与此同

时，国内各企业积极复工，疫情过后政府出台强

力基建投资——“新基建”拉动高耗能行业用电

量。我国政府出台刺激政策鼓励消费扩大内需，

三产服务业在下半年迎来“报复式”回升。预测

此类情景，2020年全年全社会用电量在7.38万亿kWh，
增速为 2%。其中，第一产业用电量增速稳定在

4.5%；第二产业用电量增速随着贸易恢复，基建

投资拉动，回升至 1.4%；刨除极端天气影响，第

三产业用电量增速为 2.5%；城乡居民用电量增速

为5%。

悲观情景：国内疫情在 2020年 5月末基本结

束，美国、欧洲各国疫情在 8月末得到基本控制，

非洲、南亚、拉丁美洲国家疫情在 2020年年底仍

处于爆发阶段。美国、欧洲等国疫情得到控制，

国际贸易在第四季度逐渐恢复。“新基建”政策对

工业用电量起到一定拉动作用，三产服务业稳步

回升。预测此类情景，2020年全年全社会用电量

在 7.23万亿 kWh，增速为 0%。其中，第一产业用

电量增速稳定在 4.5%；第二产业用电量增速随着

贸易恢复，基建投资拉动，降幅收缩至- 0.8%；刨

袁家海等：新冠疫情对电力行业影响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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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极端天气影响，第三产业用电量增速为-1%；城

乡居民用电量增速为5%。

最坏情景：国内疫情在 2020年 5月末基本结

束，美国、欧洲各国疫情在 10月末得到基本控制，

随着非洲、南亚、拉丁美洲国家疫情处于爆发阶

段，美国、欧洲迎来境外输入第二波爆发，全年

出口贸易持续低迷。“新基建”并未按照预期速度

落实，人均收入下行抑制消费，三产服务业不景

气。预测此类情景，2020年全年全社会用电量在

7.09万亿 kWh，增速为-2%。其中，第一产业用电

量增速稳定在 4.5%；第二产业用电量增速降幅收

缩至- 3%；刨除极端天气影响，第三产业用电量

增速为-3.5%；城乡居民用电量增速为5%。

2 新冠疫情对电力行业中长期影响分析

2.1 后疫情时代形势分析

全球范围为阻止新冠疫情蔓延，采取相应的

防疫措施是战胜疫情的唯一选择。对全球经济产

生短期冲击无疑是巨大的，从中长期的影响来看

更为深远，后疫情时代的全球形势将发生翻天覆

地的变化。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计 2020年全球经

济将急剧跌入负增长[4]，如图 4所示。但此预测的

基线假设是 2021年局部出现经济复苏，而实际情

况具有巨大的不确定性。本文认为在特效药的推

出或者疫苗面世之前，控制疫情的最有效方法就

是“封国封城”。根据历史来看，任何外部冲击对

经济的影响都是短暂的、一次性的，冲击过后，

在政府强力的反周期政策的操作之下，经济和金

融市场都会出现“V”型反转。但根据目前的疫情

来看必须要战胜疫情，这是唯一的选择，为控制

疫情实施的公共卫生措施必然导致经济衰退。如

果形成国际经济金融合力，在疫情冲击后，在政

府强力的反周期政策的操作之下，经济会出现

“V”型反转，正如各机构预测。经济面临衰退，

尚无法判断全球疫情何时能结束，若未形成国际

经济金融合力，对全球经济恢复和供应链的修复

挑战巨大，若外部冲击一旦转化为内生性冲击，

对供需侧造成不可修复性打击，将导致经济大萧

条，所以经济复苏最好的情况是以“U”型回升。

随着疫情的不断发展，中国正面临层出不穷

的“黑天鹅”，民粹主义大抬头、贸易保护、国际

生态恶化等未知的“黑天鹅”随时会升起。中美

关系会更加恶化，美国会更加不择手段针对中国。

疫情发展期间，全世界回到“城堡经济”时代，

产生了切断供应链、产业链和“去全球化”“去中

国化”的效果。进而发展成国际贸易孤立中国、

货币政策孤立中国、供应链断开中国、油气不

供中国，这使中国正面临着外部环境的长期重

大变化。

图4 IMF预测全球经济

2.2 电力需求影响因素分析

2.2.1 电能替代和电气化率提高拉高用电需求

电能替代加速，电气化率攀升。“十三五”电

力规划提出到 2020年，实现能源终端消费环节电

能替代散烧煤、燃油消费总量约 1.3 亿 tce，电能

替代新增用电量达到 4 500亿 kWh[5]。“十三五”期

间，电能替代取得较大进展，如图 5所示。“新基

建”中明确包含新能源充电桩、城际快速铁路和

城市轨道交通等领域，与此同时也将进一步拉动

电能替代量。根据国家有关政策和电网公司的行

动计划，“十四五”期间电能替代会持续抬高电力

消费。但电能替代不过是把未来终端消费要转为

用电的部分能源需求提前释放或实现，因此从长

期来看对拉升电力需求作用不大。电能替代从中

长期看则是电气化的必然趋势，预计“十四五”

期间年均电能替代量可达 2 000亿 kWh，占全社会

用电量的3%左右。

图5 “十三五”期间电能替代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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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新旧动能转换

我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经济由过去高速增

长变为中速增长，由过去 30年的平均 10%下降到

如今的 6%左右。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消费和服

务业取代投资、出口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

力，新经济对于经济增长贡献和重要性日益提高，

但是传统产业仍然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新旧

动能”共同构成新常态背景下支撑经济增长的力

量。要推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加快成长，

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发展新经济。对于“旧动

能”，实行产业转型升级和提升发展效率和质量，

可转换为“新动能”。

新动能开始发轫，旧动能尚未退出。我国第

二产业用电占比在 70%以上，其中四大高耗能行

业用电占二产用电比例达到 40%[6]，因此多年来全

社会电力需求增速走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高耗能

行业。“十三五”期间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落

实，我国处于新旧动能转换时期，以四大高耗能

行业为代表的旧动能用电量增速下降，但用电量

仍处高位徘徊。以高科技及装备制造业 （主要包

括通用及专用设备制造业和交通运输、电气、电

子设备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用电量高速攀升，

但尚未形成规模，如图6所示。

图6 新旧动能用电量及增速对比

“十四五”期间，高耗能行业虽已进入峰值

期，但受“新基建”建设期拉动影响，加上供给

侧改革出清带来的效益改善和电改释放的降本红

利，一定时期内部分行业还有产量上升的势头，

叠加环保治理、重点区域控煤因素，行业用电仍

有增长空间。“新基建”在“十四五”期间将拉动

新动能用电量。但高科技及装备制造业主要分布

在我国沿海城市，受新冠疫情影响，对我国出口

贸易冲击巨大，正如前面介绍，我国出口商品主

要集中于高科技及装备制造业，拉低新动能用电

量。所以新旧动能转化期，旧动能用电量仍有上

升空间，新动能用电量增速不稳定，电力需求易

出现“大起大落”。

2.2.3 数字经济引领用电量新增长点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和交通运输、仓

储、邮政业作为新兴行业的代表，“十三五”期间

用电量增速高速增长，这主要依托于数字经济的

蓬勃发展。2019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服务业用

电量增速 16.2%，如图 7所示。2018年交通运输、

仓储、邮政业用电量增速11.7%，如图8所示。

图7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服务业用电量及增速

图8 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用电量及增速

“十四五”期间，我国“新基建”逐步落实。

从需求侧，新基建有助于扩大有效需求，稳增长

和稳就业，服务于消费升级，更好满足人民美好

生活需要。从供给侧，新基建有助于扩大有效供

给，释放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为中国创新发展特

别是抢占全球科技创新至高点创造基础条件，随

之而来的是对电力行业高能耗的红利。根据实际

检测结果，5G单站功耗是 4G单站的 2.5～3.5倍，

AAU功耗增加是 5G功耗增加的主要原因。单站满

袁家海等：新冠疫情对电力行业影响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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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功率近 3 700 W，需对现网电源、配套进行提前

扩容。以中国移动举例，2018年中国移动的年度

耗电量是 245亿 kWh，在 5G普及后，年均耗电量

将达 800亿 kWh。可见对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服

务业用电量起到的是3～4倍的拉动作用。

我国产业结构正在向高端化、服务化方向调

整，工业加快由资源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

传统高耗能行业的产能和产量趋于饱和，发展趋

缓甚至出现萎缩，而高加工度、高科技含量制造

业以及信息技术、物流快递、文化娱乐等现代服

务业正快速发展，这使得结构效应对用电量增长

的削弱作用逐渐显现，将平抑经济增长和短期因

素带来的电力需求增长大幅增长。

2.3 中长期电力需求预测

“十四五”是我国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

旧动能 （四大高耗能行业） 逐步退出，新动能

（高科技及装备制造业） 发轫。“新基建”作为新

国策，重在引领新兴行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

服务业） 带动经济增长，对我国用电量具有较大

提升。疫情对我国用电量短期冲击巨大，随着疫

情蔓延，全球经济衰退甚至可能出现大萧条，疫

情对我国中长期用电量影响较为深远，带来更多

不确定性。

2.3.1 第一产业用电量预测

“十三五”期间农业生产形势良好。从 2020年
的情况来看，春耕春播有序推进，没有受到疫情

的影响，再加上当前农业生产条件、农业生产形

势总体有利。其中，2020年一季度第一产业增加

值下降，主要是畜牧业拖累的原因。说明我国粮

食供应能力强，市场供求关系总体稳定，第一产

业用电量趋于稳定。预计“十四五”期间第一产

业用电量增速稳定在4.5%。

2.3.2 第二产业用电量预测

“十四五”正是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四

大高耗能行业退出，高科技及装备制造业发轫逐

渐形成规模。我国是制造业大国且出口商品主要

以高科技及装备设备制造业为主，全球经济衰退

和去中国化对我国制造业冲击十分严重，但我国

依然拥有先进的生产线和较低的制造成本优势，

去中国化程度仍具有不确定性。针对复杂的国际

环境，本文通过两种情景对“十四五”期间第二

产业用电量进行预测。

悲观情景：后新冠时代将是一个民粹主义大

抬头，贸易保护，国际生态恶化，未知的“黑天

鹅”（国际贸易孤立中国、货币政策孤立中国、供

应链断开中国、油气不供中国等） 随时会升起，

中美关系更加恶化，我国将面对的是一个恶劣的

国际环境。在缺乏有效的激励政策或新的市场情

况下，外生冲击转变为内生冲击导致供应链断裂，

将对供给侧造成难以修复的损伤。“新基建”作为

推动产业转型和新经济发展的重要国策，对四大

高耗行业和高科技及装备制造业释放红利，单纯

依靠新经济建设拉动用电量效果有限，扩大内需

成为关键。此情景下，预测“十四五”期间第二

产业用电量为 4.88万亿 kWh，年均增速在 0.4%
（在2020年最坏情景下）。

乐观情景：后新冠时代全球经济“U”型回

升，外贸形势逐渐恢复。部分产业链发生迁移，

对整体影响不大，我国制造业保持正常水平发挥，

且“新基建”稳步落实对高耗能行业和高科技及

装备制造业具有一定拉动作用。第二产业用电量

形势低位整体向好发展。此情景下，预测“十四

五”期间第二产业用电量为 5.23万亿 kWh，年均

增速在1.3%（在2020年悲观情境下）。

2.3.3 第三产业用电量预测

“十四五”期间，我国“新基建”逐步落实。

“新基建“主要包括 5G基站建设、特高压、城际快

速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

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领域，其中

5G基站建设、城际快速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新

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

互联网对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和交通运

输、仓储、邮政业等新兴行业拉动三产用电水平。

全球网络流量以每年 25%的速度增长，数据中心

的数据量更是以 40%的速度不断膨胀。数字产业

大约消耗全球电量的 8%，华为公司的研究人员预

计，至 2025年，数字产业可能会消耗全球 20%的

电力。预计 2025年我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服务

业用电量将达到 2 182.4亿 kWh左右，年均增速

15.6%。2025 年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用电

量将达 3 031.2亿 kWh，年均增速 9.7%。”十四五

“期间消费下行，加之疫情影响 2020年用电量基

数，商业、住宿和餐饮业增速较“十三五”期间

增速小幅下滑。全球经济衰退，甚至大萧条，在

“十四五”前两年金融、房地产行业用电量呈现疲

软态势。预计“十四五”期间第三产业用电量在

1.73万亿 kWh到 1.81万亿 kWh，年均增速在 8%～

9%。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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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城乡居民用电量预测

城乡居民用电量增长较为稳定，随着家具智

能和 5G网络应用提升居民用电水平。气候状况不

断恶劣，极端天气现象频出，导致城乡居民用电

量波动较大。预计城乡居民用电量会保持波动稳

定增长，2025年城乡居民用电量在 1.35万亿 kWh
到1.38万亿kWh，年均增速在4.8%～5.3%。

本文认为，在 2020年最坏情景下的全社会用

电量基数下 （7.09万亿 kWh） 2025年全社会用电

量在 8.07万亿 kWh，“十四五”期间用电量增速在

2.2%。在 2020年悲观情景下的全社会用电量基数

下（7.23万亿 kWh），2025年全社会用电量在 8.53
万亿 kWh，“十四五”期间用电量增速在 3.4%。其

中三产及居民用电量占比达38%，二产用电量占比

下降至61%，如图9所示。

图9 2025年全社会用电量及年均增速预测

3 新冠疫情影响下2020年电煤研判

根据“十三五”前 4年各类电源的装机增速和

实际发电项目建设情况，疫情对各类电源装机增

速影响不大。预计 2020年全国发电装机容量为

21.32亿kW，增速6.1%，如图10所示。

图10 2020年预测各电源装机容量

据此测算，在满足不同情景用电需求的情况

下，各类电源取合理利用小时数见表 1，煤电发电

量在 4.3万亿～4.49万亿 kWh，则煤电发电量增速

在-5.6%～-1.6%。在综合以上分析，2020年疫情

对电力需求带来波动时，新能源装机飞速发展的

同时，光伏、风电装机规模和利用率进一步提高，

电力供应完全可以保障需求，煤电发电量负增长

新增电量全由新能源提供。煤电利用小时数进一

步压低表明煤电过剩规模进一步扩大，煤企的经

济效益面临进一步下滑，这预示着煤电资产搁浅

风险加大。在新能源快速发展的同时，煤电对电

力系统灵活性的贡献也存在不足。

表1 预测2020年各电源利用小时情况

采用省间经济调度，基于 2014年数据的研究

表明可贡献 5%～6%的节煤量[7]。可再生能源发电

量占比由 2019年 27.8%增至 29.2%。平均供电煤耗

降至 305 gce/kWh。因此强化供给侧改革措施，通

过进一步提高能效、加强可再生替代、改善弃风

弃光情况、推广经济调度等手段最大程度地控制

煤炭消耗。

通过加强电力需求侧管理控制电力煤炭消

费[8]，加强可再生替代，经济调度替代三公调度降

低平均供电煤耗等手段降低发电煤耗[9-10]。为满足

前文对 2020年高情景用电量的预测 （2020年 7.38
万亿 kWh），结合对其他电源装机及利用率的预

判，合理量化煤电电量空间，本文预计 2020年电

力行业煤炭消耗量约为 12.6 亿 tce；通过需求侧管

理、可再生替代、经济调度等手段在供给侧充分

挖掘节煤潜力，可以实现2020年节约标煤1.078亿 t，
如图11所示。

图11 2020年电力行业煤炭消费量估算

电源

利用小时/h
气电

2 700
其他

1 700
水电

3 700
核电

7 400
风电

2 150
太阳能

1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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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 论

2020年在全球缺乏公共卫生政策协同的情况

下，疫情防控前途依然渺茫，短期内对电力需求

冲击巨大。根据疫情防控的进展程度，本文分 3种
情景预测 2020年电力需求，预计 2020年电力需求

在7.09万亿～7.38万亿kWh。
经济已经面临衰退，若外部冲击一旦转化为

内生性冲击，对供需侧造成不可修复性打击，将

导致经济大萧条，所以经济复苏最好的情况是以

“U”型回升。随着疫情的不断发展，民粹主义大

抬头，贸易保护，国际生态恶化等未知的“黑天

鹅”随时会升起，这使中国正面临着外部环境的

长期重大变化。

电能替代、电气化率、新旧动能转换、数字

经济成为未来影响电力需求的关键因素。预计

2025年全社会用电量在 8.07万亿～8.53万亿 kWh，
“十四五”期间用电量增速在 2.2%～3.4%。高情景

下三产及居民用电量占比达38%，二产用电量占比

下降至61%。

在满足电力需求的条件下，各类电源取合

理利用小时数，2020年煤电发电量在 4.3万亿～

4.49万亿 kWh区间内，则煤电发电量增速在-5.6%
～-1.6%左右。电力供应完全可以保障需求，煤电

发电量负增长新增电量全由新能源提供。煤电产

能过剩、经济效益下滑、灵活性不足和资产搁浅

问题更加突出。预计 2020年电力行业煤炭消耗量

约为 12.6 亿 tce；通过需求侧管理、可再生替代、

经济调度等手段在供给侧充分挖掘节煤潜力，可

以实现 2020年节约标煤 1.078亿 t，预计“十四五”

期间迎来电力煤耗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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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蔓延迅速，在全球的

确诊病例已超过数百万，全球的供应链条和治理

体系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新冠肺炎疫情使

原本就处于下行趋势的世界经济雪上加霜。2020
年春节期间，受到疫情影响，中国的经济活动骤

然降温，进出口贸易明显放缓，各行业都受到了

巨大的冲击，个别行业几乎陷入停摆。春节期间

本就是处于能源消费的低谷，疫情的加持使得中

国能源消费增速明显下降。作为全球最大的能源

消费国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新冠肺炎疫情对中

国造成的影响引发市场对中国经济和石油需求前

景的担忧，导致国际油价承压回落。后期随着疫

情在全球持续大面积的蔓延，国际油价开启了暴

跌模式。

在新冠肺炎疫情扩散以及国际油价暴跌的多

空因素影响下，国际天然气市场也呈现出持续的

低迷状态，供需不平衡局面加剧，北美、西欧、

亚太三大天然气消费市场在 2020年一季度主要天

然气价格均创历史新低。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

新冠肺炎疫情对天然气行业影响评估

李 孥，王建良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经济管理学院，北京 102249）

摘 要：为全面评估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天然气行业造成的影响，从需求、供给和价格 3方面视角

进行了综合研判分析。需求方面，分析了疫情对天然气需求总体变化和各用气终端的影响，并按照

当前国内外疫情的持续时间和防控效果，构建乐观、基准和悲观3种情景假设来预测2020年全年天

然气需求；供给方面，从天然气国内开发、国外进口两方面来剖析新冠肺炎疫情对天然气供应的影

响并给出全年天然气供给走势预判；价格方面，介绍了疫情爆发后全球三大天然气市场价格的走势

变化和价格下跌对国内天然气各行业造成的连带影响，并预判全年天然气价格走势变化。最后，给

出了疫情影响下国内天然气行业发展趋势及机遇。

关键词：新冠肺炎疫情；天然气；需求；供给；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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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essment of the impact of COVID-19 epidemic on the nature gas industry
Li Nv，Wang Jianlia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Beijing 102249，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comprehensively assess the impact of COVID-19 on China's natural gas industry，this paper conducts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demand，supply and price. In terms of demand，the impact of the COVID-19
on the overall change of natural gas demand and each gas consumption terminal is analyzed. According to the duration of the
current domestic and foreign epidemic and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effect， three scenario assumptions of optimism，bench⁃
mark and pessimism are constructed to predict the annual natural gas demand in 2020. In terms of supply，the impact of CO⁃
VID-19 epidemic on natural gas supply was analyzed from domestic development and foreign import of natural gas，and the
trend of natural gas supply for the whole year was predicted. In terms of price，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trend changes of
the world's three major natural gas markets 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COVID-19 and the knock-on effects of the price decline
on the domestic natural gas industry，and predicts the trend changes of natural gas prices throughout the year. Finally，the de⁃
velopment trend and opportunities of domestic natural gas industry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COVID-19 are given.
Key words：COVID-19 epidemic；natural gas；demand；supply；pr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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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气进口国，国际市场的波动将不可避免的对

中国天然气市场产生巨大影响。由此，在国内疫

情和国际市场的双重夹击下，中国天然气市场面

临重大影响。本文将从天然气市场需求、供应和

价格 3个方面分析和研判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天然

气行业产生的影响。

1 疫情对天然气行业需求水平影响评估

1.1 用气需求影响分析

1.1.1 疫情对天然气需求影响总览

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国内各行业几乎陷

入了停滞状态，国家采取了延长假期、道路防控

以及延迟复工复产等一系列防控措施来阻止疫情

的蔓延。天然气作为生产生活的重要能源，多重

因素叠加作用造成国内天然气需求增长动力不足，

消费量客观降低。重庆石油天然气中心公布的数

据显示，在疫情爆发较为严重的 1—2月，全国天

然气表观消费量同比下滑 11.3%。随着疫情的有效

控制，全国各行业开始复工复产，道路管控措施

逐步取消，3月全国天然气消费也随之恢复到 2019
年同期水平，表观消费量同比上升 1.0%[1]。受此次

疫情的影响，中国天然气季度消费历史首次出现

负增长。

从各产业天然气需求来看，新冠肺炎疫情导

致的第二和第三产业在一季度能耗显著下降，并

呈现出行业性和地区性差异[2]。在疫情爆发较为严

重的时段，除医药类和医用类制造业，第二产业

中的其他工业和制造业为配合防疫需要几乎均处

于停滞状态。虽然医用类相关制造业创造出部分

天然气额外需求，但却难以弥补其他行业停摆减

少的消费量。为防控疫情蔓延，人员密集型的第

三产业产能迅速萎缩，餐饮、旅游、文化娱乐、

交通运输等行业需求降至低点，天然气需求也相

应下降。步入 3月，疫情在各方努力下得到了有效

控制，除疫情较重的武汉、黄冈等地外，国内其

他地区开始复工复产，人员流动增加，产业能耗

也相应增加，这使得天然气消耗在该阶段的地区

性差异更为显著。因此，预计 2020年一季度二、

三产业的天然气能耗数据较往年行业性和地区性

差异将会更为突出。

1.1.2 疫情对各用气终端需求影响分析

天然气终端市场可以分为工业燃料终端、城

市燃气终端、发电终端和化工终端四大部分，新

冠肺炎疫情对各终端市场产生了不同的影响。一

季度各终端市场天然气消费环比和同比变化率，

见表1、表2。
表1 2020年一季度各终端市场天然气消费环比变化率

%

数据来源：重庆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

表2 2020年一季度各终端市场天然气消费同比变化率

%

数据来源：重庆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

1）工业燃料。天然气做工业燃料主要用于陶

瓷、玻璃、钢铁、石化、氧化铝等行业，由于受

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各行业企业下游需求受

限，外加物流阻隔，订单相应减少、开工率较低，

工业用气需求显著下降。由表 1可以看出，疫情在

1月下旬开始爆发，外加春节假期影响，1月工业

燃料所需天然气消费明显下降；2月是疫情发展最

为严重的时段，该阶段用气量下降最为明显；3月
随着疫情的控制，多地多行业开始复工复产，用

气量下降比率相较于 2月有所提高。表 2所显示的

各月份同比变化率与环比变化率相似，受疫情影

响，2020年一季度各月份工业用天然气消费均低

于去年同期水平。

2） 城市燃气。受疫情和春节假期的影响，1
—2月城市燃气用气量整体有所下降。其中，居民

家庭炊事、采暖等生活用气量大幅增加，商业、

公服、交通用气显著下降，但相比 2019年同期还

有小幅度上升，这是由于在“煤改气”政策的推

动下，各地新通气用户持续增加，居民日用和采

暖用气逐年攀升。3月，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的地区

的商业、公服和交通逐步恢复，全国城市燃气用

气量相比 2月有较大提升，外加北方各地延长供暖

行业

工业燃料

城市燃气

发电

化工

1月
增长

2

下降

24
2
2

2月
增长

18

下降

43
24
29

3月
增长

44.6
23.9
59.5

下降

13.9

行业

工业燃料

城市燃气

发电

化工

1月
增长

10

11

下降

14

10

2月
增长

5.4

下降

37.3

12.4
8.9

3月
增长

19.6
3.8
27.4

下降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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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3月用气量同比2019年有近20%的提升。

3）发电。2020年 1—2月，受到疫情影响，城

市生活中的商业、公服、交通普遍停摆，部分工

厂延期开工，全社会用电需求减少。虽然因假期

延长使居民居家生活时间较往年平均多，居民生

活用电相对上涨，但仍不足以抵消其他行业用电

需求的下滑，导致天然气发电用气相比去年同期

有所下降。随着 3月疫情的缓解，各行业逐步恢

复，用电需求也随之增加，天然气发电用气量同

比小幅度上升。

4）化工。与上述几个用气终端不同，化工行

业在 2020年一季度用气量逐月增加，仅在疫情较

为严重的2月，用气量同比下降8.9%。国家发改委

等 16部门 2020年 2月 16日发布了《关于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下做好 2020年春耕化肥生产供应工作的

通知》，要求各地要在有效防控疫情的前提下，推

动化肥及原辅料企业复工复产，天然气企业要在保

障民生用气前提下，重点保障化肥生产企业用气

需求。在相关政策推动下，3月化工行业用气量

大幅度上涨，疫情对一季度化工用气终端影响程

度较为有限。

根据《中国天然气发展报告（2019）》显示，

2018年我国天然气消费结构构成，如图 1所示。由

该结构可以得知，工业燃料占天然气消费比例最

高，因此疫情导致的一季度工业燃料用气减少是

此次天然气需求总体下滑的主要原因。

图1 2018年中国天然气消费结构构成

1.2 全年天然气需求水平预判——情景假设

中国石油经济技术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天然

气发展报告 （2019）》显示，预计 2020年天然气

消费量将到达 3 300亿m3，增速 8.6%。但受新冠肺

炎疫情的影响，天然气需求短期内有所下降，一

季度，天然气消费量同比下滑 7.41%。进入 4月，

国内疫情防控取得积极进展，各行业复工复产有

序推进中，人口流动逐步恢复。但全球疫情发展

形势并不乐观，海外输入性病例造成的风险有所

增加。同时，疫情发展严重的多国已采取隔离封

闭措施，经济活动陷入停滞状态，这样的情形必

然会对我国的进出口项目产生影响，进而冲击相

应行业的用气需求。所以，未来仍有许多不确定

性因素冲击着我国的天然气需求市场，为更科学

合理的预判未来我国天然气需求发展状况，本文

按照疫情的持续时间和防控效果，设置乐观、基

准和悲观 3种情景假设，来预测 2020年全年天然

气消费量[3]。
乐观情景：假设国内确诊病例不再新增，海

外疫情得到有效控制，海外输入性病例未发生扩

散，国内各行业复工复产及进出口贸易加快推进。

后 3个季度的天然气需求增长恢复到去年同期水

平，预计 2020年全年天然气消费 3 210亿m3，同比

增长4.7%。

基准情景：假设国内确诊病例不再新增，海

外疫情控制短时间内成效一般，海外输入性病例

产生小范围扩散影响，国内各行业复工复产有序

推进，但受海外疫情影响进出口贸易低于 2019年
同期水平。2020年第二季度天然气需求增长幅度

缓慢，为 2019年同期的一半，2020年第三、四季

度逐步恢复到 2019年同期水平，预计 2020年全年

天然气消费3 174亿m3，同比增长3.5%。

悲观情景：假设海外疫情蔓延短时间内得不

到有效控制，且海外输入性病例造成的扩散范围

有所增大，对各行业复工复产造成冲击，进出口

贸易遭受重创。2020年第二和第三季度天然气需

求增幅均为 2019年同期的一半，2020年四季度增

幅与 2019年同期相当，预计 2020年全年天然气消

费3 140亿m3，同比增长2.8%。

2 疫情对天然气行业供应水平影响评估

2.1 疫情对各类资源供应影响分析

2.1.1 国内产能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 1—2
月国内生产天然气 314亿 m3，同比增长 8.0%；3
月，生产天然气 169亿m3，同比增长 11.2%。一季

度，生产天然气 483亿m3，同比增长 9.1%。这表

明，相比疫情对国内天然气需求方的影响，对国

内供应方的影响并不大。但由于油气勘探行业劳

动力密集、地域分散，疫情的发展还是为上游业

务的安全生产和员工的身体健康带来挑战，在疫

情发展较为严重的 1—2月，国内天然气生产同比

李 孥等：新冠肺炎疫情对天然气行业影响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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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率还是低于去年同期。

疫情期间，在各方能源企业的合力保障下，

全国油气生产形势稳定，供应面相对宽松。2月受

疫情影响天然气消费量和出口量均有所下滑，日

均天然气用量比春节前下降 25%左右，天然气主

要供应企业LNG罐存处在高位[4]。2月初中国石油、

中国石化等主营炼厂开工率为 63%，相比 2019 的

78%下降了 15%左右，一定程度凸显了当前产能

过剩问题[5]。
2.1.2 进口资源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1—2月，

进口天然气 1 780万 t，同比增长 2.8%；3月，进口

天然气 692万 t，同比下降 0.2%。一季度，进口天

然气 2 466万 t，同比增长 1.8%，一季度增速比

2019年同期下降 16个百分点。由此可以看出，新

冠肺炎疫情对进口资源方面造成的冲击较为严重。

在 LNG现货方面，受疫情影响，国内天然气

市场需求有所下降，下游终端用户陆续向 LNG进

口商递交不可抗力的申请，导致进口商无法履约

完成 LNG产品的购买。此前，部分中国进口商已

向LNG生产商发出了因不可抗力不能履约的通知，

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对生产厂商、上游销售方产生

利益冲击。另外，由于疫情期间各省交通都采取

了封闭措施，大宗能源物品的运输和贸易受限，

外加储存能力普遍不足，中国大部分接收站都已

暂停收货，造成中国近海有多船 LNG现货闲置待

售，无法卸货，只能在海上停留，造成 LNG供应

过剩局面的进一步恶化。目前全球疫情正处于高

峰爆发期，多国已实行封锁政策，禁止游客进出，

此举有可能延伸至货物贸易领域，给供给至中国

的LNG增加了不确定性和潜在运输成本。

在长协进口资源方面，疫情的延续可能导致

进口商因不可抗力在 2020年无法履约，对于生产

厂商尚未投产但已经敲定了多年供销合同的项目，

造成的直接影响不大。但对于那些尚未确定 LNG
买家、已完成FID（最终投资决定）的LNG出口商

来说，疫情的出现加剧了交易的不确定性和不可

控性，他们所面临的压力可想而知。对此，出口

商需要推动与进口商的合作谈判，或者考虑是否

推迟项目建设周期。

2.2 全年天然气供应走势预判

2.2.1 国内供应

国内疫情已得到有效控制，短期内并未对国

内天然气供应产生较大影响。近年来，在相关政

策的驱动下，中国天然气开发和产能建设步伐加

快，天然气资源保障能力逐步加强，资源供应呈

现宽松局面。2019年，我国天然气新增产量达

到 1 736亿m3，同比增长 9.8%，增量为 155亿m3，
创历史新高。2020年，中国石油将首次形成 3个
300亿m3以上的大气田，有力的保障了国内天然气

需求，全年供应形势较为宽松。本文预计，尽管

受到疫情和油价暴跌的双重冲击，但国内天然气

产能增长的基本面不会改变，产量增幅将会稳定

在10%左右。

在疫情的冲击下，国际油价大幅度下跌，虽

短期内并未对国内天然气产能造成显著影响，但

油价的低迷将导致国内原油产销亏损。为提高效

益，石油公司将会转战天然气市场，以提高天然

气产量来弥补原油产业链的亏损，实现“以气补

油”。目前，全球疫情仍处于爆发期，全球确诊人

数已超过 300万，为全球经济的发展带来巨大冲

击，国际油价仍在低位徘徊。如果海外抗疫是场

持久战，这将导致石油公司不得不削减勘探开发

投资，对全年国内天然气产能的影响难言乐观。

2.2.2 进口供应

国内疫情防控已取得积极进展，但海外疫情

仍在蔓延，全球天然气需求大幅放缓，供应过剩

局面不断扩大。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天然气进口

国，是拉动亚太地区需求的主要增长点，疫情的

冲击导致中国天然气进口增速下降，亚洲市场用

气需求疲弱，过剩的天然气资源只能集中涌入欧

洲市场。在疫情的影响下，欧洲多国已采取封锁

措施，工业、商业以及居民日常用天然气消费量

均出现大幅下降，预计将会加剧欧洲市场的供应

过剩态势。2020年 4月 9日，“OPEC+”组织达成

原油减产协议，计划减产 1 000万桶/日，以挽救

目前石油暴跌的态势。在这些措施的干预下，天

然气上游生产商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供应。预

计 2020年第二季度天然气产能投产速度会放缓，

下半年全球天然气供应过剩局面将得到一定程度

的缓解。

就中国的进口供应情况而言，2019年底投产

的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于2020年预计供气50亿m3，
2019年受制裁影响导致延期投产的俄罗斯北溪-2
管线也预计将在 2020年中下旬投产[6]，俄气资源在

2020年将会有大幅提升。进口长协资源预计将按

照付不议的最低量执行，LNG现货作为调节和补

充以保障国内的用气需求。但是，根据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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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中国天然气进口量及增长率，如图 2所示，

不同于前几年的疯狂增长，2019年中国对进口天

然气的需求已趋向于平缓，增长率仅为 6.8%。

2020年一季度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进口增

速低于去年同期水平，因此，预计 2020年全年中

国天然气进口增幅将在5%左右。

数据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数据库。

图2 中国2016—2019年天然气进口量统计及增长情况

3 疫情对天然气价格影响评估

3.1 疫情对天然气价格影响分析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大流行对全球

能源市场的供需和价格水平产生了巨大影响，

2020年第一季度，三大天然气市场需求持续疲弱，

天然气价格均出现大幅度下跌。实际上，自 2019
年 11月开始的供暖季至今，由于北半球遭遇暖冬，

天然气产量增长速率已超过了需求增长，外加近

两年全球管道气和 LNG出口能力的提升，在疫情

爆发之前，天然气市场的基本面就已供应过剩，

疫情只是天然气价格下跌的触发点。

北美市场受暖冬和疫情影响，需求增速整体

下滑，供应面宽松程度加大，市场价格持续走低，

2020年第一季度，美国亨利中心（HH）现货均价

1.92美元/MMBtu，同比下跌 33.8%。欧洲市场所面

临的替代能源竞争压力不断增大，外加 3月疫情的

冲击，需求下行走势加剧。疫情导致的亚洲需求

下滑，LNG转口至欧洲增多，加剧了欧洲供应过

剩局面， 2020 年第一季度，欧洲国家平衡点

（NBP） 现 货 均 价 3.26 美 元/MMBtu， 同 比 下 跌

48.1%；荷兰价格中心（TTF）均价3.2美元/MMBtu，
同比下跌 51.1%。亚洲是最先受到疫情冲击的地

区，在受到经济下滑和需求低迷的影响下，东北

亚市场及中国近海有多船 LNG现货闲置待售，市

场供应过剩，2020年第一季度，东北亚 LNG现货

报价均价4.8美元/MMBtu，同比下跌43.9%[7]。

天然气价格下跌也会对上下游各行业造成不

小的连带影响，最直接的是会影响“三桶油”等

上市公司的业绩。对于天然气终端运营商来说，

可以借价格下跌进一步开拓市场；对于天然气设

备商来说，供应增多与价格下跌会刺激 LNG的储

存需求，所需设备随之增多，设备商的业绩也会

有所提升；对于天然气为原料的下游企业，价格

下降意味着成本下降，带来更大的收益空间等。

3.2 天然气价格走势预判

随着国内疫情防控取得积极进展，工业、工

商业开始复工，交通逐步恢复，居民外出活动增

多，天然气需求已得到相应提升，会一定程度上

带动东北亚 LNG现货价格的小幅度回暖。但受限

制于传统需求淡季和供应过剩压力，东北亚现货

价格难有明显回升。由于中国国内的天然气勘探

开发力度不断加大，“煤改气”政策推进速度放

缓，以及中俄东线传输的管道气提量，2020年中

国对于 LNG现货的需求增速将有所下降，同时油

价大幅下跌不可避免带动现货价格下行，进而导

致全年现货价格将持续低位运行。

4 对策建议

4.1 疫情影响下天然气行业发展策略

新冠肺炎疫情在我国已得到控制，但其在全

球范围内的蔓延速度并未减慢，对全人类的身体

健康和经济发展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能源行业

作为人类发展的“基石”，首当其冲的受到巨大影

响，未来的国际能源市场环境难言乐观。中国作

为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气进口国，2020年天然气市

场的建设发展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新冠肺

炎疫情的蔓延以及国际能源市场的动荡，双重影

响极大的冲击着我国现有天然气市场的治理建设

体系。为积极有效的应对复杂的内外环境，提高

自身的生存能力，本文给出以下几点建议。

4.1.1 深化体制改革

受疫情影响，天然气需求有所放缓，反映工

业燃料用气景气度先行指标的国内液化天然气工

厂开工率呈现明显下降[8]，为此应出台巩固天然气

协调稳定发展的改革举措，深化天然气领域体制

机制改革。对于政府方面，应积极建立完善油气

行业对于重大突发危机事件的应急反应机制，保

证油气及上下游行业的顺利运转；对于企业方面，

应提质增效，提高企业效率和管理水平，增加企

业关于产业链结构调整、产品结构升级方面的灵

活性，建立灵活的市场反应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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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加快储气设施建设

国内储气设施不足是影响我国天然气价格大

幅波动的重要原因。由于受到疫情期间全球天然

气供应过剩的影响，我国天然气价格也遭到大幅

下降，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现有储气设施不

足而对进口天然气现货资源依赖程度过高的问题。

加快储气设施建设，虽短期内会增加投资和运营

成本，但从发展的长远角度看，储气设施的增加

可有效保障在特殊时期的供应稳定以及平抑价格

波动，增加价格缓冲空间，节省因储气设施缺乏

造成价格波动而增加的额外成本，保证了我国天

然气市场的供应安全。

4.1.3 加大油气勘探开发支持力度

油价的下跌对各大石油公司的运营收益造成

严重影响，利润持续减少，导致各石油公司对油

气资源勘探开发的投资力度也会相应下降，资源

勘探投资面临瓶颈。但是为了保证油气市场的供

应稳定，石油公司必须不断地进行新的油气资源

开发。因此，建议国家出台支持油气勘探开发行

业的可持续发展措施，通过对油气企业进行减免

税费或降息贷款等方式加大对油气资源勘探的

支持力度，以保证在低油价影响下油气勘探行

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从而保障国内中长期的

能源安全。

4.2 疫情影响下天然气市场发展机遇

复杂的内外环境给出了近似极端的边界条件，

在这其中总结应对重大突发事件的经验，吸取教

训，加以分析、验证和研判，可为我国能源市场

的发展带来新的启示和机遇。天然气市场作为能

源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同样受益。

4.2.1 增加油气储备

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当前国际油气价格

低迷。待疫情结束，全球各地均进行有序复工复

产，需求有所增加后，油气价格会出现反弹。因

此，建议应充分利用当前国际油气价格低位徘徊

的时机，增加油气储备。可以成立由政府牵头、

社会资本参与的石油采购基金，按市场规则择机

增加石油和液化天然气国际采购，并出台相应政

策减免进口过程中所产生的税费，增大油气市场

盈利空间。

4.2.2 抓住“买方市场”良机，复议进口合同价格

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导致天然气需求严

重下滑，加剧了全球天然气供应过剩的局面。随

着天然气产能的不断提升，全球天然气市场已逐

渐转变成为“买方市场”为主导的格局。因此，

建议国内石油公司应抓住此良机，通过价格复议

等手段进行谈判，重新确定计价公式，以此降低

我国天然气进口单价。同时，国内石油公司应合

作统一进口 LNG现货，避免因多方竞争而造成市

场价格的提升，扭转我国高价进口天然气的局面，

打破“亚洲溢价”。

4.2.3 加大交易中心市场化资源投放量

天然气市场供应面宽松以及国家管网公司的

成立，为加快推进我国天然气市场化创造了良机，

有利于形成市场化改革和转型发展新局面。建议

应借此契机，加大交易中心市场化的资源投放量，

加快形成“气气相争”、“气液相争”局面。各区域

的真实市场价格也可通过市场化方式展现出来，由此

合理分配上下游行业利益，有效解决制约我国天然

气产业发展的难题，推动天然气行业高质量发展[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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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本次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球带来的意外性和影

响程度超出所有人意料。本次疫情是新中国成立

以来我国遭遇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

防控难度最大的公共卫生事件[1]。疫情给国民经济

各行业运营带来非常大冲击，首当其冲的是线下

服务业，比如餐饮、零售、住宿、旅游、电影等

行业。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 4月，餐饮收入、零

售收入累计同比增长分别为-41.2%、-13.1%。其

次是出口制造业，先后面临复工复产难题、复工

复产后陷入市场销售萎缩的困境，2020年 3月，进

口、出口和进出口总额累计同比增长分别为

-13.3%、-2.9%和-8.5%。同期，投资增速也呈现

下降趋势，截至 2020年 4月，固定资产投资额累

计同比增长-10.3%。2020年第一季度，国内生产

总值同比下降 6.8%。煤炭行业作为资源型基础产

业，处于国民经济运行中的上游环节，与其他行

业紧密相关，疫情对煤炭行业也带来了诸多负面

疫情对煤炭行业影响的传导机制和应对举措

刘满芝 1，2，3，黄晓蓉 1，陈芝芝 1，张诗如 1

（1.中国矿业大学 管理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2.中国矿业大学 大数据营销与绿色创新研究中心，江苏 徐州 221116；3.江
苏省能源经济管理研究基地，江苏 徐州 221116）

摘 要：探究疫情对煤炭行业的影响效应及其传导机制是推进煤炭行业应对危机、推进其高质量

发展的前提。运用比较分析、相关分析、投入产出分析等方法，剖析疫情对煤炭行业的影响及其

传导路径，预测在其他行业不同的变化情景下，煤炭行业未来变化率。研究结果表明：疫情通过

下游的消费、流通和其他工业行业传导到国民经济上游的煤炭行业效力呈现减弱态势，煤炭对疫

情的反应有一定滞后期。疫情通过终端消费路径使煤炭行业增加值减少 1.52%。煤炭行业应从组织

间链接、权变控风险、组织内提质等角度设计优化升级策略。

关键词：新冠疫情；煤炭行业；传导机制；应对举措

中图分类号：F416.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9605（2020） 04－0023－08

Transmission mechanism and response measures of the impact of the epidemic on the
coal industry

Liu Manzhi1，2，3，Huang Xiaorong1，Chen Zhizhi1，Zhang Shiru1
（1. School of Management，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Xuzhou 221116，China；2. Big Data Marketing and Green Innovation
Research Center，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Xuzhou 21116，China；3. Jiangsu Energy Economic Management Research Base，

Xuzhou 221116，China）

Abstract：Exploring the impact and transmission mechanism of the epidemic on the coal industry is the prerequisite for ad⁃
vancing the coal industry's response to the crisis and it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Using comparative analysis， correlation
analysis， input-output analysis and other methods， the impact of the epidemic on the coal industry and its transmission path
were analyzed，and the future change rate of the coal industry was predicted under different change scenarios in other indus⁃
tries.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show that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epidemic transmitted to the upstream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through downstream consumption，circulation and other industrial industries is showing a weakening trend. There is a certain
lag in the reaction of coal to the epidemic. The epidemic reduced the added value of the coal industry by 1.52% through the
terminal consumption path. The coal industry should design optimization and upgrading strategie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inter-
organizational links，contingency control risks，and quality improvement within the organization.
Key words：COVID-19 epidemic；coal industry；transmission mechanism；response measures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71874186）；江苏省高

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 （2018SJZDI084）；中央高校基本科研

业务费专项资金 （2019XKQYMS83）；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基地

项目（19JD010）
23



2020年第4期 煤 炭 经 济 研 究 第40卷

冲击。本次疫情对煤炭行业产生哪些方面的影响？

疫情通过哪些途径传导到煤炭行业，各途径对煤

炭行业影响程度如何？只有破解这些问题，才能

更好地审视煤炭行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

透析煤炭与其他行业的内在关联，更好地应对突

发事件的影响和实现煤炭行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

发展。本文在分析疫情对煤炭行业冲击的结果以

及受疫情影响的行业对煤炭行业影响的基础上，

运用投入产出法，从人们衣食住行用等消费入手，

探究疫情期间消费变化，通过与煤炭行业紧密关

联的电力、钢铁、建材、化工 4个行业影响煤炭行

业的传导路径和效应。通过情景预测，探究不同

策略的干预效果，为煤炭行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对

策建议。

1 疫情对煤炭行业冲击的直接表现

煤炭产业在新冠疫情期间，积极采取疫情防

控和复工复产等措施以保障煤炭稳定供应，而新

冠肺炎疫情依然给煤炭行业造成很大冲击，疫情

造成煤炭需求不足，产量下降，库存增加，价格

下跌，运营效率下降，投资放缓，利润下滑。

1.1 煤炭产量和销量由急剧下降转为缓慢上升趋势

受疫情影响，自 2020年 1月以来，煤炭产量

和销量 1—2月呈现快速下降后转为缓慢上升趋势。

2020年1月，国有重点煤矿原煤销量为13 308.5万 t，
同比下降5.2%，2020年2月，原煤产量累计48 902.6
万 t，同比下降 6.3%。3月，国有重点煤矿原煤销

量累计同比开始止降并呈现缓慢上升趋势，3月
同比上升 2.15%，对下游市场的反应，生产比销

售滞后 1个月，原煤产量累计同比从 3月的-0.5%
上升到 4月的 1.3%，开始止跌回升。从煤炭产销

的历史变化趋势可看出，本次疫情对煤炭行业的

负向影响低于 2015—2016年经济结构调整对煤炭

市场的影响。2016年，原煤产量和国有重点煤

矿原煤销量平均各月累计同比分别为-8.86%、

-5.92%。月度煤炭产量和销量累计变化趋势，如

图 1所示。

1.2 煤炭价格呈现持续下降态势

自 2020年 1月疫情以来，煤炭产销价格呈现

下跌趋势。以综合平均价格指数中环渤海动力煤

（Q5 500K）为例，价格由2020年1月1日的552元/t
缓慢上升到 2月 19日的 559元/t呈现持续下降趋势。

煤炭价格变化趋势，如图2所示。

数据来源：Wind数据库。

图1 2005—2020年月度煤炭产量和销量累计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Wind数据库。

图2 煤炭价格变化趋势

1.3 煤炭库存呈现持续增加态势

从煤炭生产、流通和消费 3个环节看疫情以来

煤炭库存变化情况。数据显示，在生产环节，自

2020年 2月以来，山西省重点煤矿库存量同比显著

增 加 ， 2—4 月 同 比 分 别 增 加 6.50%、 20.15%、

34.91%；内蒙古除了 3月同比增加 81.23%，2月和

4月同比下降；陕西省 2—4月同比均呈上升态势，

尤其是3月同比高达50.47%，新疆同期相比均呈现

下降趋势；在流通环节，秦皇岛港的煤炭库存 2—
4月与同期相比分别为 6.69%、4.93%、-8.98%，4
月呈现下降趋势；在消费环节，重点电厂煤炭库

存量 3月同比增长 6.89%。根据重点企业 1—4月煤

炭库存量显示，中煤集团和国家能源集团同比分

别 为 27.83%、 - 21.73%、 101.80%、 64.65% 和

27.56%、2.52%、-33.66%、-12.06%，两家企业在

3—4月表现有很大差异，中煤集团库存同比增加

较大，而国家能源集团同比呈现下降趋势。煤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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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存变化趋势，如图3所示。

数据来源：Wind数据库。

图3 煤炭库存变化趋势

1.4 疫情对煤炭盈利能力造成负面影响

从煤炭与消费用燃料类上市公司 2020年第一

季度的盈利能力来看，销售毛利率、销售净利率、

净 资 产 报 酬 率 同 比 分 别 下 降 2.51%、 2.83%、

1.02%，从短期偿债能力来看，速动比率与同期相

比分别为 0.80、0.95，表明短期偿债能力下降，从

长期偿债能力看，资产负债率与 2019年同期相比

呈现下降趋势，表明疫情对煤炭行业短期偿债能

力造成负面影响。从煤炭类上市公司 2020年第一

季度盈利能力表现看，在销售毛利率方面，除了

金能科技和大同煤业两家企业同比增长外，其他

煤炭上市公司同比均呈现下降趋势。煤炭上市公

司盈利状况，如图4所示。

2 受疫情影响的其他行业对煤炭行业的影响

疫情主要通过国民经济中下游的消费环节、

流通环节，对上游的煤炭行业产生传导效应。本

部分主要分析疫情冲击下的国民经济消费环节和

流通环节的主要行业与煤炭行业运营表现的关系。

数据来源：Wind数据库。

图4 煤炭上市公司盈利状况

2.1 煤炭行业与4大耗煤行业的关系变化

电力、钢铁、建材、化工是煤炭消费的 4大行

业，这 4个行业耗煤量占煤炭消费总量的 80%以

上。本文选取电力、钢铁、建材、化工 4个行业，

探究该行业与煤炭产量和消费量的关系。从 2020
年 2—4月的各行业工业增加值累计增长率可看出，

除了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3月和 4月、煤炭

开采和洗选业的 4月有小幅增长外，其他行业均呈

下降趋势，不过，化工、建材和电力行业增加值

累计增长率下降趋势放缓，开始止跌回升，向好

的方向发展，可见煤炭产业受疫情影响的冲击还

是低于工业整体水平和四大耗煤行业。2020年 2—
4月，煤炭与电力、钢铁、建材和化工行业增加值

月度累计增加值均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相关系

数分别为 0.637、0.583、0.671、0.599。煤炭行业

与其主要下游行业的相关性，见表1。
2.2 煤炭行业与国内贸易和对外经济的关系

疫情对居民的终端消费 （衣食住行用） 影响

最大，尤其是对住宿、餐饮、旅游等行业负向影

行业类型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一）

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二）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三）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四）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五）

工业增加值（六）

增加值累计增长/%
2月
-8.2
-7.8
-21.1
-2
-7.3
-13.5

3月
-0.6
-8.1
-13.7
0.5
-5.4
-8.4

4月
0.6
-6.3
-7.6
1.7
-3.9
-4.9

相关系数

（一）

1
0.599**
0.671**
0.583**
0.637**
.731**

（二）

1
0.736**
0.461*
0.978**
.954**

（三）

1
0.889**
0.685**
.877**

（四）

1
0.381
.632**

（五）

1
.942**

（六）

1
注：1.**. 在 0.01 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在 0.05 级别（双尾），相关性显。2.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表1 煤炭行业与其主要下游行业的相关性

刘满芝等：疫情对煤炭行业影响的传导机制和应对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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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非常大，疫情期间这些行业与煤炭行业关系如

何，此外，疫情对对外经济也产生负向影响，进

出口总额变化对煤炭行业变化的关系如何，分析

疫情影响下的国内贸易、对外经济与煤炭行业的

关系。餐饮业、商品零售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受疫情影响很大，尤其是餐饮业，2020年 4月累

计增长-41.2%，以 2020年 2—4月的数据为区间，

煤炭行业与三者的相关系数分别为 0.646、0.673、
0.668，相关性也较高。从煤炭行业与对外经济关

系可看出，煤炭行业与出口总值的相关系数为

0.521，有一定的相关性，如果出口总值下降，将

会影响到煤炭行业的运营发展。煤炭行业与国内

贸易和对外经济的相关性，见表2。
2.3 煤炭行业与交通运输业关系

疫情采取的物流、客流等措施对交通运输业

产生一定负向影响，煤炭作为大宗物资需要通过

铁路、公路、水路等运输方式实现长距离运输。

疫情期间的铁路、公路的政策影响到煤炭行业物

流运输。2020年 2—4月，货运量累计增长整体呈

现负增长，负增长程度在下降，说明交通运输业

逐步恢复正常运转，铁路货运量在疫情期间呈现

微弱正向增长，表明铁路受疫情影响较小，疫情

对公路影响最大，其次为水运。煤炭行业与铁路、

公路、水运货运量以及总体货运量的相关系数分

别为0.699、0.626、0.708、0.591，与公路相关系数

最高。煤炭行业与交通运输业的相关性，见表3。
总体而言，2020年第一季度煤炭产业受疫情

影响的冲击低于消费环节的衣食住行用等餐饮、

娱乐、住宿、旅游等行业水平，低于工业整体水

平，也低于电力、钢铁产业。疫情通过消费、流

通和其他行业传导到国民经济上游的资源型行业

效力呈现减弱态势，并且疫情传导到煤炭行业有

一定的滞后性。但长期来看，疫情对国民经济其

他行业影响引起的持续连锁反应，将会在一定时

期内影响到煤炭行业的长期发展。

3 疫情对煤炭行业影响的传导建模与实证

分析

在初步分析疫情影响下的煤炭行业与其他行

业的关系基础上，运用投入产出法进一步探究疫

情对煤炭行业影响的传导路径和效应，并通过情

景预测，探究不同政策干预下疫情对煤炭行业的

影响变化。

3.1 方法与数据

3.1.1 疫情对煤炭行业最终需求影响的估算方法

从消费者生活方式的角度和煤炭主要下游行

业 （电力、钢铁、建材和化工行业） 相结合的视

角，基于 2017年的投入产出表[2]来估计煤炭行业最

行业类型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增加值（一）

餐饮收入（二）

商品零售额（三）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四）

进出口总值（五）

出口总值（六）

累计增长/%
2月
-8.2
-43.1
-17.6
-20.5
-11
-17.2

3月
-0.6
-44.3
-15.8
-19
-8.5
-13.3

4月
0.6
-41.2
-13.1
-16.2
—

—

相关系数

（一）

1
0.646**
0.673**
0.668**
0.341
0.521**

（二）

1
0.996**
0.997**
0.474*
0.660**

（三）

1
0.540**
0.715**
0.540**

（四）

1
0.529**
0.705**

（五）

1
0.960**

（六）

1

表2 煤炭行业与国内贸易和对外经济的相关性

注：1.**. 在 0.01 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在 0.05 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2.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表3 煤炭行业与交通运输业的相关性

注：1.**. 在 0.01 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在 0.05 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2.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行业类型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增加值（一）

货运量（二）

铁路货运量（三）

公路货运量（四）

水运货运量（五）

累计增长/%
2月
-8.2
-21.9
2.1
-27.2
-17

3月
-0.6
-18.4
1.8
-22.2
-15.5

4月
0.6
-13.7
0.7
-15.9
-12.6

相关系数

（一）

1
0.699**
0.626**
0.708**
0.591**

（二）

1
0.749**
0.999**
0.915**

（三）

1
0.758**
0.508**

（四）

1
0.895**

（五）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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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需求受疫情影响程度。从 2017年投入产出表中

可获得完全消耗系数矩阵，揭示部门之间的直接

和间接联系。使用 2020年 4月各行业工业增加值

累计增长率作为变化率，并结合弹性系数转换成

煤炭各个下游行业对煤炭行业的影响，再利用权

重取平均值算出疫情对煤炭行业的影响。有关 36
个消费活动[3]的变化率，根据国家统计局月度数据

2020年 4月行业工业增加值累计增长率[4]与汪寿阳

提出的变化率数据[5]，根据Wind数据计算获取煤炭

与钢铁等下游行业之间关系的弹性系数以及煤炭

行业四大下游行业的煤炭消费量占比即权重，构

建疫情影响下的居民消费方式变化对煤炭行业影

响的传导模型，公式如下。

Etotal =∑
i

1 ∑
j = 1

36
bijΔCj （1）

Ei =∑
j = 1

36
bijΔCj （2）

E' total =
∑
i = 1

4
Ei KiSi

∑
i

4
S i

（3）

其中，Etotal是36个家庭消费活动对煤炭行业最

终需求的影响；Ei是 36个消费活动对煤炭行业的

第 i个下游行业 （电力、钢铁、建材和化工行业）

最终需求的影响；E'
total是利用弹性系数和权重关系

计算煤炭 4个下游行业 （电力、钢铁、建材和化

工行业）对煤炭行业最终需求的影响；bij是完全消

费系数矩阵B中的第 i行和第 j列的元素，意思是当

消费活动 j产生一个单位的最终支出时，部门 i需

要相应地提供 bij单位产值。ΔCj是消费活动 j受疫

情影响变化的工业增加值累计增长率，即变化率；

Ki是煤炭行业与其第 i个下游行业之间生产关系的

弹性系数；Si是煤炭行业第 i个下游行业的煤炭消

费量。

3.1.2 数据和来源

本文使用 2017年中国投入产出表，36个消费

活动的变化率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月度数据

2020年 4月的行业工业增加值累计增长率[4]与汪寿

阳提出的 3种情景[5]。煤炭行业与其四大下游行业

之间关系的弹性系数，作为权重的煤炭四大下游

行业的煤炭消费量占比，计算数据都来源于Wind
数据库。情景预测中 36个消费活动的全年预计经

济增速数据来源于万博新经济研究院。

3.2 结果与讨论

3.2.1 疫情期间衣食住行等方面对煤炭行业的影响

疫情期间，衣食住行等方面对煤炭行业最终

需求的影响分别为 -0.04%、 -0.11%、 -0.09%、

-1.12%和-0.16%，疫情通过最终消费环节的衣食

住行其他等活动对煤炭行业最终需求的影响为

-1.52%，如图 5所示。其中食品和交通等方面对煤

炭行业最终需求的影响较大，根据消费类别将食

品和交通等方面进一步展开，显示每种消费活动

对煤炭行业最终需求的影响。在食品方面，S10
（酒精和酒）、S11（饮料和精制茶加工品）和 S15
（餐饮）对煤炭行业最终需求的影响分别为 0.15%、

-0.03%和-0.22%；在交通方面，S24（道路运输）、

S25（铁路运输）、S26（水上运输） 和 S27（航空

运 输） 对 煤 炭 行 业 最 终 需 求 的 影 响 分 别 为

-0.31%、-0.41%、-0.17%和-0.19%；S30（卫生）

对煤炭行业最终需求的影响为 0.23%，S36（娱乐）

对煤炭行业最终需求的影响为-0.38%。

衣食住行等方面对煤炭下游行业最终需求的

影响为-7.39%，其中交通、食品和居住方面对电

力、钢铁、化工和建材行业最终需求的影响较大，

分 别 为 - 1.12%、 - 0.04%、 - 4.19%、 - 0.16%，

-0.11%、-0.003%、-0.41%和-0.02%，-0.09%、

-0.06%、-0.17%和-0.02%，如图 6所示。将交通、

食品和居住等方面进一步展开，可以看出每种消

费活动对煤炭下游行业最终需求的影响。在交通

方面，S24（道路运输）、S25（铁路运输）、S26
（水上运输） 和 S27（航空运输） 对电力、钢铁、

化工和建材行业最终需求的影响分别为-0.31%、

- 0.01%、 - 0.96%、 - 0.06%， - 0.41%、 - 0.01%、

- 1.99%、 - 0.03%， - 0.17%、 - 0.01%、 - 0.56%、

-0.03%和-0.19%、-0.01%、-0.58%、-0.03%；在

食品方面，S10（酒精和酒）对电力、钢铁、化工

和 建 材 行 业 最 终 需 求 的 影 响 分 别 为 0.15%、

0.002%、0.29%和 0.01%，S15（餐饮） 对电力、

钢铁、化工和建材行业最终需求的影响分别为

-0.22%、-0.01%、-0.59%和-0.03%；在居住方

面，S18（房屋建筑）对电力、钢铁、化工和建材

行业最终需求的影响分别为 - 0.06%、 - 0.06%、

-0.10%和-0.01%。

利用煤炭行业与下游行业生产关系的弹性系

数，算出煤炭下游 4大行业（电力、钢铁、化工和

建材行业）对煤炭行业最终需求的影响，如图 7所
示，分别为-1.43%、-0.11%、-4.92%和-0.20%；

刘满芝等：疫情对煤炭行业影响的传导机制和应对举措

27



2020年第4期 煤 炭 经 济 研 究 第40卷

根据 4大下游行业的煤炭消费量占比利用权重

取平均值算出疫情对煤炭行业最终需求的影响

为-1.29%。

疫情对交通业、旅游业、零售业和娱乐业都

产生较大的影响，冲击了煤炭下游行业的发展，

进而对整个煤炭行业的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图5 疫情期间衣食住行等方面对煤炭行业最终需求的影响

图6 疫情期间衣食住行等方面对煤炭四大下游行业最终

需求的影响

图7 疫情期间煤炭四大下游行业对煤炭行业最终需求的

影响

3.2.2 疫情下衣食住行等方面对煤炭行业最终需

求影响的情景预测

本文根据万博新经济研究院全年预计经济增

速数据预测未来衣食住行各行业的增长率并提出

了 3种情景，分别为低增长率—中增长率—高增长

率，数据见表 4。总结疫情下煤炭行业所受衣食住

行等 5个方面的变化，同时预测未来一段时间经济

复苏带来的煤炭行业回暖过程。

从整体上看，在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前，人们

的交通出行需求与往年同期相比将大大减少，而

国家交通运输管制也将至少覆盖一季度，甚至将

会持续至第二季度。货运市场方面，预计 2020年
第一季度交通运输行业货运市场不容乐观。客运

市场方面，预计 2020年第一季度乃至第二季度初

交通运输行业客运市场将持续低迷态势。

通过情景预测疫情下衣食住行对煤炭行业的

影响，疫情过后，宏观调控的精力将从“控疫情”

转向“稳预期”“稳增长”。同时，考虑到复工周

期长，需求快速提升，供求相对滞后等情况，因

此从长远角度看，每 1个点的 GDP增速对应的电

力、煤炭消费增长应该相较不发生疫情而言要高，

所以根据万博新经济研究院相关数据提出增长率

假设以预测未来经济复苏的煤炭行业与衣食住行

等 5个方面的不同程度的联系。从表 4可以看出，

本文针对中增长率预测 36个衣食住行活动中 S1-
S20（制造业） 增长率为 6.1%，S32（通讯活动）

增长率为 26%，S21-S23（电力热力及水的供应及

生产） 增长率为 4.8%，S18（建筑业） 为 5.4%，

S24-S27（交通运输）为 6.1%，S33（邮政业）为

9%，S15（餐饮业） 为 3.7%，S30（卫生）、S31
（教育）和 S34（文化艺术）及 S36（娱乐业）均为

6%。同时，分别在中度增长率的基础上以 2%的变

化率进行上下浮动，分别形成高增长率与低增长

率，对未来一段时间煤炭行业变化率进行较为全

面的预测。衣食住行其他 5个方面在 3种情景下引

起的煤炭行业增长率情景，如图 8所示，衣食住行

其他 5个方面在低、中、高 3种增长情景下引起的

煤炭行业增长率分别为 5.52%、7.92%、10.32%，

在低增长率情景下，衣食住行及其他等行业对煤

炭 的 影 响 程 度 分 别 为 0.25%、 1.34%、 1.46%、

0.81%、1.66%，中增长率情境下衣食住行及其他

等行业对煤炭的影响程度分别为 0.37%、2.01%、

2.41%、1.21%、1.91%，高增长率情景下衣食住行

及其他等行业对煤炭的影响程度分别为 0.50%、

2.68%、3.37%、1.60%、2.16%。其中，居住类消

费对煤炭行业影响最大，低、中、高 3种增长情景

分别引起煤炭行业增加值增长 1.46%、 2.41%、

3.37%，衣着类消费活动对煤炭行业影响最小。可

以看出，随着后疫情时代消费活动逐步复苏，煤炭

消费量在未来总体呈稳步上升趋势。36种消费活动

增长率的3种情景设定，见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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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36种消费活动增长率的3种情景设定 %

图8 疫情期间衣食住行等对煤炭行业影响的情景预测

4 结论与应对举措

4.1 结 论

本次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社会诸多行业

产生较大负面冲击，对消费、流通、生产等环节

都产生一定影响。本文运用比较分析、相关分析、

投入产出分析等方法，研判疫情对煤炭行业的影

响及其传导路径，预测在其他行业变化的不同情

景下，煤炭行业未来变化率。得出如下主要研究

结论。

1）从短期来看，疫情对煤炭行业需求端和供

给端都造成了较大冲击。疫情通过影响居民的衣

食住行用等消费活动向上游追溯进而传导到煤炭

行业，造成煤炭行业需求不足、流通不畅、生产

受阻、煤价下跌、融资困难、资金紧张、利润下

滑等不利影响。

2）本次新冠疫情低于 2015—2016年整体行业

不景气对煤炭行业带来的负面影响，疫情通过下

游的消费、流通和其他工业行业传导到国民经济

上游的煤炭行业效力呈现减弱态势。疫情的负面

冲击对第二产业伤害最大，其次是冲击第三产业，

煤炭产业受疫情影响的冲击低于消费环节的衣食

住行用等行业水平，低于工业整体水平，也低于

主要用煤行业如电力、钢铁产业。并且疫情传导

到煤炭行业有一定的滞后性，煤炭消费对疫情的

反应比生产环节早1个月左右。

3）阻止新冠肺炎疫情传播人员的隔离措施会

通过产业链传递，造成很多产业的生产停摆与中

断。通过衣食住行其他 5类消费活动，疫情影响煤

炭行业的产供销运营，其中间主要是通过火电、

钢铁、建材、化工 4大耗煤行业实现传导。但长期

来看，疫情对国民经济其他行业影响引起的持续

连锁反应，将会在一定时期内影响到煤炭行业的

刘满芝等：疫情对煤炭行业影响的传导机制和应对举措

食

品

衣

着

居

住

交

通

其

他

代码

S1
S2
S3
S4
S5

S6

S7
S8
S9
S10
S11
S12
S13
S14
S15
S16
S17
S18
S19
S20
S21
S22
S23
S24
S25
S26
S27
S28
S29
S30
S31
S32
S33
S34
S35
S36

商品或服务

谷物磨制品

植物油加工品

糖及糖制品

屠宰及肉类加工品

水产加工品

蔬菜、水果、坚果和其他农

副食品加工品

方便食品

乳制品

调味品、发酵制品

酒精和酒

饮料和精制茶加工品

烟草制品

饲料加工品

其他食品

餐饮

纺织服装服饰

鞋

房屋建筑

家用器具

家具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

燃气生产和供应

水的生产和供应

道路运输

铁路运输

水上运输

航空运输

汽车整车

汽车零部件及配件

卫生

教育

通信设备

邮政

文化艺术

体育

娱乐

低增长率

4.10
4.10
4.10
4.10
4.10

4.10

4.10
4.10
4.10
4.10
4.10
4.10
4.10
4.10
4.10
4.10
4.10
4.10
4.10
4.10
2.80
2.80
2.80
4.10
4.10
4.10
4.10
4.10
4.10
4.00
4.00
24.00
7.00
4.00
4.00
4.00

中增长率

6.10
6.10
6.10
6.10
6.10

6.10

6.10
6.10
6.10
6.10
6.10
6.10
6.10
6.10
6.10
6.10
6.10
6.10
6.10
6.10
4.80
4.80
4.80
6.10
6.10
6.10
6.10
6.10
6.10
6.00
6.00
26.00
9.00
6.00
6.00
6.00

高增长率

8.10
8.10
8.10
8.10
8.10

8.10

8.10
8.10
8.10
8.10
8.10
8.10
8.10
8.10
8.10
8.10
8.10
8.10
8.10
8.10
6.80
6.80
6.80
8.10
8.10
8.10
8.10
8.10
8.10
8.00
8.00
28.00
11.00
8.00
8.00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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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发展。

4.2 应对举措

我国政府和煤炭行业积极采取措施应对新冠

疫情，降低疫情对行业的冲击。本次疫情显示出

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方向，让煤炭行业深度挖掘

自身发展的潜力、进一步降本增效、创新运营模

式和发展路径。同时，本次疫情也让煤炭行业发

现自身的不足和短板。本文建议从以下方面施策

推进煤炭行业高质量发展。

1） 增链接，加强煤炭产业链生态系统建设。

当今社会，行业间关联日益紧密，疫情对通过产

业链传递影响各个行业，传统的链式传递模式导

致各行业对疫情等重大突发事件的反应存在滞后

性，要提高煤炭行业对外部突发事件的应急响应，

需要加强煤炭与各行业之间的交流和关联，变革

传统的煤炭产业组织形式。推进煤炭产业链、供

应链向生态链、生态系统等新型组织方式拓展创

新，构建以顾客为核心的相互链接的价值共同体，

协同供应以快速响应市场和顾客，推进煤炭产业

链现代化发展。

2）思权变，构建煤炭产业链大数据市场分析

和风险预警系统及快速响应机制。传统运营模式

难以适应未来社会经济政治科技等环境的快速变

化，需要煤炭企业研究煤炭产业链、供应链以及

外围环境中各子系统之间的相互联系，分析研判

各组织和它所处的环境之间的联系，从产业链、

生态链全产业链视角和企业内外层等多层次维度，

发挥煤炭市场大数据功能，多主体合作创建基于

大数据的煤炭产业链市场分析平台，构建煤炭产

业链风险预警系统，并建立快速响应机制，做好

风险评估与预警工作，防范煤炭供应链风险，保

证煤炭供应链全过程可控，并与行业、市场做出

有效的互动，以实现对外在环境变化的快速感知、

快速反应和科学决策。

3）强内功，推进煤炭行业深度转型升级。疫

情期间各大煤炭企业积极采取各类强素质措施应

对疫情的负面影响。如大同煤矿集团针对疫情造

成融资难、市场差、资金紧等实际困难，采取狠

抓增收节支，打造“千万吨矿井、大型发电机组、

科技创新”三大优势集群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等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创新举措，兖矿集团探索全新

的权益性融资渠道。煤炭产业高质量发展要坚持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统筹推进强内功、

稳增长、促改革、防风险，通过融入大数据管理、

科技创新、组织创新、市场创新，积极推进精细

化管理，推进企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降本增效，针对疫情后期，结合未来发展方向，

利用好全面推进煤矿智能化的煤炭新基建等机遇，

加快推进企业重组和转型升级，推进产业基础高

级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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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 2020年春节期间集中爆发的新冠病毒肺炎

疫情影响，我国部分煤矿一线工人 2月初未能及时

返岗，造成煤炭产量短期恢复面临一定压力。随

后，在煤炭企业和从业人员共同努力下，我国煤

矿复工复产率于 2020年 3月初恢复到往年同期正

常水平，实现第一季度煤炭产量基本持平，有力

地保障了经济社会发展所需的煤炭供应，践行了

煤炭作为我国能源稳定器和压舱石的使命和担

当[1]。然而，煤炭产能恢复至正常，并不意味着疫

情对煤炭行业的影响已经结束，疫情海外蔓延叠

加国内经济下行周期[2]、国际“逆全球化”浪潮[3]，

新冠肺炎疫情对煤炭行业后续影响研判及对策建议

任世华 1，2，李维明 3，李博康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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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煤炭消费步入平台期、供应已显宽松迹象、企业财务状况尚未根本性改善等行业发展现

状与态势，一定程度决定我国煤炭行业在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后的发展韧性。在战疫情、促复

产背景下，2020年一季度煤炭产量快速恢复，而煤炭消费量没有同步，出现了阶段性供过于求。

预计疫情将一定程度上影响煤炭长期需求，打破煤价正常运行周期，考验煤炭企业生存能力。同

时，疫情也给煤炭行业带来了全面推进煤矿智能化的新基建、加强煤炭储备的全产业链配套要求、

新兴产业领域阶段性降低发展预期和进入门槛等难得机遇。后疫情时期，为有效减轻疫情带来的

不利影响，建议煤炭企业树立底线思维，以生存求发展；强化“瘦身健体”，聚焦核心业务；抢抓

机遇、深化合作，科学布局优势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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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subsequent impact and countermeasures of the COVID-19 epidemic on
the coal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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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oal consumption entering the platform period，the supply has shown signs of easing，and the company's financial
situation has not yet been fundamentally improved， the development status and situation of the industry， to a certain extent，
determine the development resilience of China's coal industry after the impact of the COVID-19 epidemic. In the context of
war epidemic situation and promotion of resumption of production， coal production recovered rapidly in the first quarter of
2020，while coal consumption was not synchronized，and there was a period of oversupply. The epidemic is expected to affect
the long-term coal demand to a certain extent，break the normal operating cycle of coal prices，and test the viability of coal
enterprises. At the same time，the epidemic has also brought rare opportunities for the coal industry to fully promote the new
intelligent infrastructure of coal mines，strengthen the entire industry chain supporting requirements for coal reserves，and grad⁃
ually reduce development expectations and entry thresholds in emerging industries. In the post-epidemic period，in order to ef⁃
fectively mitigate the adverse effects of the epidemic， it is recommended that coal companies establish a bottom line thinking
to survive and develop，strengthen slimming and fitness，focus on core business，seize opportunities，deepen cooperation，and
scientifically deploy advantageous resources.
Key words：COVID-19 epidemic；impact research and judgment；countermeasure suggestions；coal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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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国煤炭行业的影响还在不断深化，煤炭行业

也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系统回顾疫情

前我国煤炭行业发展态势和疫情发生后对行业已

造成的影响，科学研判行业未来发展形势与态势，

有针对性提出后续应对策略，期待为行业企业决

策提供支撑，以减轻疫情对煤炭行业的不利影响。

1 疫情前煤炭行业发展态势

煤炭行业自身状况和面临的中长期形势决定

了煤炭行业在受到疫情冲击后的发展韧性。在疫

情发生前，我国煤炭行业在消费、供给、企业运

营等方面呈现出如下显著特征。

1.1 煤炭消费步入高位平台期

由能源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所处阶段等多重

因素所决定，过去几十年煤炭一直是我国的主体

能源，支撑了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4]。随着经济

增速换挡、能源结构优化和能源革命持续推进，

我国能源消费增速明显放缓[5]。2014—2019年，我

国能源消费增速在1.0%~3.3%范围内波动，平均值

2.4%，较 2008—2013年平均值（5.0%）下降过半。

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均值由 2008—2013年的 0.54下
降到了 2014—2019年的 0.35，经济发展对能源的

依赖有所减弱。

在能源消费增速放缓的同时，煤炭面临越来

越激烈的竞争。煤炭与可再生能源均以发电为最

主要利用方式。随着可再生能源发电平价上网比

例提高，煤电相对优势减弱。在电力需求增速放

缓的背景下，2019年我国风电平均利用小时数基

本持平，弃风率下降到 4.0%[6]；光电平均利用小时

数增长4.8%，弃光率下降到2.0%[7]；而以燃煤发电

为主的火力发电平均利用小时数下降 2%[8]，可再

生能源与煤炭存量竞争态势明显。

尽管越来越多的燃煤电厂、先进燃煤工业锅

炉实现了超低排放，逐步破解了环境因素对煤炭

消费的约束[9]，但在多重因素共同作用下，2014年
以来我国煤炭消费弹性系数在-0.28~0.18范围内波

动，2014—2016年为负值，2017—2019年回正，

2014—2019年均值仅为-0.03；同时，2014—2019
年煤炭消费量维持在 39.5亿~41.2亿 t，波动幅度连

续5年保持在1%以内，呈现出明显的平台期特征。

1.2 煤炭供给已呈现宽松迹象

自 2016年以来，煤炭行业贯彻党中央国务院

关于推进结构性改革、抓好“去产能”任务的决

策部署，落实《关于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

脱困发展的意见》，提升煤炭供给能力和供给质

量。一是加快淘汰落后产能。2016—2019年关闭

煤矿近 3 000处，2018年底提前两年实现去产能目

标任务，2019年超额完成去产能任务。二是着力

建设先进产能。以建设大型现代化煤矿为重点，

推进大型煤炭基地建设。新建、改扩建产能全部

按照先进高效智能煤矿的标准建设，不断克服复

杂地质条件和工程环境带来的安全隐患，实现安

全、高效、绿色开发。2018年以来，内蒙古红庆

河煤矿（1 500万 t/a）、葫芦素煤矿（1 300万 t/a）、

陕西小保当一号煤矿 （1 500万 t/a）、曹家滩煤矿

（1 500万 t/a） 等多个超千万吨级矿井投产或联合

试运转。

截至 2019年底，全国在产煤矿产能 41亿 t/a左
右，建成约 280个智能化采煤工作面，煤炭生产各

项指标大幅度提升。相比 2014年，原煤生产工效

提高超过 20%、百万吨死亡率降低超过 30%。随着

煤炭供给能力提升，煤炭供应形势总体由平衡转

向略有宽松。全国煤炭企业库存自 2019年 7月开

始逐步上升，到 2019年 12月上升到约 6 800万 t，
较2018年同期增长21%，如图1所示。

数据来源：中国煤炭市场网（CCTD）。

图1 2018、2019年全国煤炭企业库存变化趋势

1.3 煤炭企业财务状况尚未根本性改善

2016年以来煤价维持在较为合理水平，带动

煤炭企业盈利能力提升，财务状况略有改善。到

2019 年底，煤炭企业总资产较 2015 年底增长

3.96%，总负债较 2015年底仅下降 0.64%，资产负

债率由 2015年底的 67.9%下降到 64.9%，下降 3个
百分点，如图 2所示。自 2016年以来已化解超过

8.5亿 t的过剩产能，留下了大量关停煤矿，其固定

资产实际价值趋零，人员和债务尚在逐步消化过

程中[10]。一些煤炭企业集团资产负债率原本已超

70%，甚至在 80%以上，若扣除关停煤矿的无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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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资产，可能已资不抵债。

数据来源：中国煤炭市场网（CCTD）。

图2 2015—2019年煤炭企业资产负债变化

2 疫情对煤炭行业影响及后续趋势研判

煤炭行业克服部分工人未能如期返岗、在岗

工人劳动强度增加等多重困难，加快复工复产步

伐，推动产能复产率由 2月 1日的 38.9%快速恢复

到 3月初的 83.4%[11]（往年同期正常水平），2020年
一季度原煤产量 8.3亿 t，同比仅下降 0.5%。然而，

受煤炭下游复工复产进度制约，煤炭消费并未随

煤炭产量同步恢复，疫情对煤炭行业的影响比预

期的更为严峻。

2.1 长期需求也将受到影响

2020年 1—2月煤炭消费同比下降 6.5%，3月
再扩大 0.5个百分点到 7%。进入 4月，随着下游复

产率提高，煤炭消费量逐步回升。然而，一方面

在存量竞争和技术进步背景下，可再生能源发电

边际成本持续降低，燃煤发电比较优势减弱。以

2020年 3月为例，发电耗煤下降 8%，而风电、光

伏发电则分别增长 18.1%和 8.6%。另一方面，疫

情加速出清技术落后、煤炭单耗较高、盈利水平

低，特别是长期亏损或处于亏损边缘的中小建材、

化工等企业，一定程度拉低煤炭需求；而疫情全

球蔓延则必然会对全球经济增长形成拖累，严重

影响我国出口贸易。这将不仅影响短期需求，也

将影响长期需求。预计，2020年全年煤炭消费量

大概率出现下降，打破 2018—2019年年度 1%的稳

步增长态势。

2.2 打破煤价正常运行周期

长期以来，我国煤炭价格呈 5~8年的周期性波

动。受疫情影响，煤炭供给恢复快于煤炭消费，

以致煤炭供应由偏松迅速演变为供过于求，煤价

快速下行，脱离煤价正常运行轨道。在国际油价

大幅下跌、国内能源价格下行的背景下，短期内

我国煤价难以大幅回升。一方面，疫情加剧全球

石油消费增速放缓，石油输出国加快油气资源变

现意愿强烈，国际油价从财政收支平衡定价 （70
美元/桶左右）向边际成本定价（沙特低于 10美元/
桶、俄罗斯 40美元/桶左右）靠近。虽然不会长期

在 20美元/桶以下 （甚至倒贴运费的负油价），但

油价中间值大概率下移。国际油价将会带动国际

煤价下行，进而影响我国煤价。另一方面，在战

疫情背景下，推动国内经济恢复要求降低能源等

要素价格，以减轻企业负担，煤炭价格大幅回升

缺乏支撑。

2.3 考验煤炭企业生存能力

2020年 1—2月规模以上煤炭企业利润同比下

降 45.6%，行业亏损面已达 42.3%；估测 3月底亏

损面可能已经超过 50%。若煤价降到盈亏平衡价

（470元/t左右）以下，煤炭企业亏损面还将进一步

扩大。化解过剩产能遗留的债务和人员安置问题

尚未完全解决，若再度持续亏损，很多煤炭企业

将面临严峻的生存考验。特别是涉足煤化工企业，

难以避免煤制油、煤制甲醇等项目较长时间减产

或停产，现金流将受到较大冲击。

3 疫情给煤炭行业带来的机遇

3.1 全面推进煤矿智能化的新基建

煤矿智能化程度不仅落后于油气井和可再生

能源电站，也落后于下游的煤炭储运和大规模集

中利用。虽然煤炭企业或多或少认识到智能化的

重要性，但是多处于选择和犹豫阶段。疫情凸显

了煤矿本就存在的一线人员紧缺问题，将激发煤

炭企业自发投入的积极性。国家能源局等八部委

2020年 2月底发布了《关于加快煤矿智能化发展的

指导意见》，国家发改委 4月 20日将包括智慧煤矿

在内的智慧能源基础设施列入新型基础设施

（“新基建”） 范围。在一系列政策扶持下，有

望形成煤矿智能化建设的整体合力，快速提升我

国煤矿整体技术水平。

3.2 加强煤炭储备的全产业链配套建设

我国能源安全稳定供应的压力上升，煤炭基

础能源地位增强。当前总规模 2亿 t左右的煤炭储

备能力，不足以应对局部地区、部分时段供应紧

张问题，提高煤炭供给调节能力是必然要求。疫

情显现了增强煤炭供应柔性的紧迫性，煤价下行

也为增加煤炭产品储备提供了有利条件。探索建

任世华等：新冠肺炎疫情对煤炭行业后续影响研判及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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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资源—产能—产品”三级合理配比的煤炭储备

长效机制是大势所趋，将带动煤炭储备煤矿、智能

煤仓、智能储备中心等上下游配套建设。

3.3 新兴产业阶段性降低发展预期或进入门槛

转型升级是煤炭行业长期主题，但限于人才、

技术等诸多因素，过去一二十年的转型效果不及预

期。许多煤炭企业一直在找寻具有长远前景的转型

方向和投资机会。生命科学、人工智能等前瞻性领

域的一些初创期企业，由于超前于市场需求，疫情

对订单的影响更为严重，产业发展预期会阶段性大

幅度降低，为煤炭企业向这些领域拓展延伸提供了

良好时机。疫情期间，一些大型煤炭企业紧急转产

口罩、酒精等防护物资及其原辅材料（如国家能源

集团生产的高熔指纤维聚丙烯 S2040系列牌号产

品），也为煤炭企业向医疗等领域拓展提供了思路

和机会。

4 后疫情时期煤炭行业应对策略建议

后疫情时期，煤炭行业受到的影响将逐步显

现，需要全面客观分析疫情带来的机遇与挑战，统

筹考虑，周密应对，化危为机。

4.1 底线思维，以生存求发展

在疫情的冲击下充分认识生存和发展的关系，

回归稳妥发展模式，不做好高骛远的不切实际投

入，以打造“百年老店”为目标，树立长周期不景

气底线思维，并切实做好应对准备。要以保生存为

底线，采取兼并重组、交叉入股、签订中长期协议

等多种方式强化上下游一体化；强化需求研判，探

索行业抱团取暖有效途径，稳订单、稳生产、稳价

格；提前筹划债务衔接，确保现金流不断裂，维持

企业正常运转。

4.2 瘦身健体，聚焦核心业务

美澳等国家自 20世纪 70年代以来的发展趋势

表明，煤炭行业进入平台期后将开启以主营业务为

主的极简发展模式。我国煤炭行业刚刚步入平台

期，须结合疫情对市场的冲击，科学识别各业务方

向的市场空间和持续性，集中人力、物力、财力、

智力巩固和提升有长远前景的业务方向，顺势剥离

没有实质性市场或市场持续性弱的业务方向；突出

核心业务，降本增效，保持并提升比较优势。

4.3 抢抓机遇，布局优势资源

围绕未来发展方向，把握全面推进煤矿智能

化的煤炭新基建、加强煤炭储备的全产业链配套

建设、新兴产业领域阶段性降低发展预期和进入

门槛等难得机遇，强化与优势企业合作，适时适

度布局优质智力资源、科技资源和煤炭资源，谋

划长远发展。特别是响应国家扩大就业的号召，

加大招聘煤矿智能化需要的科技型人才和转型升

级需要的高素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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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正值春运人员流动密集之际，新冠肺炎疫情

在武汉市爆发，蔓延至我国其他地区，此次疫情

传播速度快、波及范围广，使得防控工作面临着

严峻挑战。面对这场具有突然性、复杂性、破坏

性以及不可预测性的突发公共卫生安全事件，以

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在 2020
年 2月 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1]，习近平总

书记不仅要求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放在第一位，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坚决遏制疫情

蔓延势头，同时提出在疫情之下要保持经济平稳

运行，并多次做出重要指示，要求统筹好疫情防

控和复工复产，“变压力为动力、善于化危为机，

疫情对煤炭生产经营的影响及提升应急管理的对策

李 爽 1，2，许士春 1，2，张婧男 1，薛广哲 1，2

（1.中国矿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2.中国矿业大学 安全科学与应急管理研究中心，江苏 徐州 221116）

摘 要：新冠疫情蔓延对我国经济和人民生活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整体需求降低，各产业生

产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通过对煤炭企业进行问卷调研收集数据，分析了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

煤炭行业的影响。调研发现，疫情对煤炭企业有一定的冲击影响，调研期间多数煤炭企业均已复

工复产，但员工返工率相对较低。疫情对与煤炭企业经营产生较大影响，其中中小型矿井的资金

压力较大，大型矿井的流动资金储备相对充裕。各企业对未来形势持乐观态度，半数以上企业认

为此次疫情造成的影响仅是短期的，不会造成长期影响。面对疫情，煤炭企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应对疫情，超八成被调研者认为自身企业应对疫情较及时。针对调研结果提出政策建议，对疫情

下煤炭行业发展乃至能源行业发展及国民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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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epidemic situation on coal production and management and countermea⁃
sures to improve emergency management

Li Shuang1，2，Xu Shichun1，2，Zhang Jingnan1，Xue Guangzhe1，2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Xuzhou 221116，China；2. Research Center for Safety

Science and Emergency Management，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Xuzhou 221116，China）

Abstract：The spread of the COVID-19 epidemic has had a huge negative impact on China's economy and people's lives.
Overall demand has decreased，and production in various industries has been affected to varying degrees. Through a question⁃
naire survey on coal companies，the data was collected to analyze the impact of the COVID-19 epidemic on China's coal in⁃
dustry. The survey found that the epidemic has a certain impact on coal enterprises. During the survey，most coal enterprises
have resumed production and production，but the rework rate of employees is relatively low. The epidemic has a greater im⁃
pact on the operation of coal companies. Among them， small and medium-sized mines have greater financial pressure， and
large mines have relatively sufficient liquid capital reserves. All companies are optimistic about the future situation，and more
than half of the companies believe that the impact of the epidemic is only short-term and will not cause long-term impact.
Facing the epidemic situation，coal enterprises have adopted a series of measures to deal with the epidemic situation.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propose policy recommendations based on the survey result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al industry，the
energy industry and the national economy in the epidemic.
Key words：COVID-19 epidemic；emergency management；production and operation；coal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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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序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煤炭是中国主要能源和重要的化工原料，煤

炭企业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占据极其重要的

地位。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2020年 1—
2月，全国原煤产量 4.9亿 t，同比下降 6.3%，铁路

全国煤炭发运量 3.7亿 t，同比下降 6.2%，煤炭开

采和洗选业利润总额下降 45.6%。疫情期间，受铁

路、公路运输管控的影响，云南、贵州、山东、

东北等地区出现煤炭供应紧张现象[2]，造成个别地

区暂时性短缺的原因并非是能源紧缺，而是因疫

情突发造成的暂时性能源供应运输暂停。能源是

城市正常运作的燃料，一旦能源供应短缺，城市

的正常运作将受到严重影响[3]。煤炭生产企业员工

人数众多、人员分布区域广泛，此次疫情波及范

围广泛，传染力极强，正值春节假期人员返乡期

间，这为煤炭企业生产防控带来极大挑战。疫情

对煤炭企业的影响将直接或间接影响整个煤炭供

应链。关于疫情对煤炭行业生产经营的研究成果

较少，为了解新冠肺炎疫情对当前煤炭行业的经

营情况，评判疫情对煤炭行业的影响程度，为煤

炭企业如何应对疫情带来的负面影响献计献策，

中国矿业大学安全科学与应急管理研究中心发挥

行业特色和科学研究优势，积极为抗击疫情做出

自己的贡献，以新冠疫情对煤炭行业的影响为题

展开了调研。同时向相关部门提出政策建议，对

疫情下煤炭行业发展、能源行业发展及国民经济

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样本构成

此次调研时间为 2020年 2月 18日至 2月 23日，

使用网络问卷调查形式，借助问卷星平台采集问

卷，共收集到有效问卷 225份，调研企业覆盖山

西、陕西、新疆、内蒙古、安徽、河南、山东、

宁夏、四川、黑龙江、甘肃、河北、江苏 13个省，

其中，煤炭生产大省山西省占 62.28%。在调研的

煤炭企业中，主要是从事煤炭生产的企业 （占比

83.74%），其他是煤矿安全管理企业和煤炭科技服

务类企业。从规模看，大型矿井占 54.62%，中型

矿井占 38.66%，小型矿井占 8.62%；年产煤 1 000
万 t以上的占 14.29%，年产煤 300万~1 000万 t的
占 31.93%；年产煤 90万~300万 t的占 39.5%，年产

煤90万 t以下的占14.29%。调研煤炭企业的职工人

数情况，如图 1所示，其中万人以上的煤炭企业占

被调研企业的 11.76%，千人以上的煤炭企业占比

71.43%。

图1 调研企业的职工人数分布情况

2 煤炭企业的经营现状

2.1 煤炭企业生产情况

截至 2020年 2月 23日，疫情期间煤炭企业的

复工情况，如图 2所示。3.36%的企业春节假期期

间未停工停产， 10.92%的企业 3月以后复工，

8.4%的企业复工时间无法确定。正常生产的企业

占 33.61%，其中，大型矿井占 40%。34.45%的企

业大部分业务已经开展。25.21%的企业开展部分

业务，其中，50%为小型矿井，如图 3所示。暂时

完全关闭的企业为 6.72%，均为中小型矿井。针对

企业复工面临的问题，32.52%的煤炭企业认为井

下情况变化较大、风险增加，24.39%的煤炭企业

认为面临资金不足，15.45%的煤炭企业面临缺乏

合格员工的问题，11.38%的煤炭企业将面临设备

损坏、需要保养的问题，而 9.76%的企业则认为管

理技术人员将流失。

图2 煤炭企业复工率情况

2.2 煤炭企业员工返工情况

截至 2020年 2月 23日，疫情期间煤炭企业返

工情况，如图 4所示。返工率 90%以上的企业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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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5%，返工率达到 70%~90%的企业占 26.89%，

返工率 30%~70%的企业占 46.19%，返工率低于

30%的煤炭企业占 9.24%。总体来看，调研期间煤

炭企业的返工率仍相对较低。

图3 煤炭企业开工情况

图4 煤炭企业员工返工率情况

2.3 煤炭企业应对疫情措施情况

面对疫情，煤炭企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应对

疫情，主要方式有封闭企业、消毒、控制人员、

采购应急物资、定期报送公司疫情、报送疑似和

确诊病例、设定疫情隔离区域等措施。84.81%的

被调研者认为企业采取措施应对疫情及时，

13.92%的被调研者认为企业应对疫情速度还可以，

仅 1.27%的被调研者认为企业应对疫情速度一般。

有 60.98%的被调研者认为企业采取了足够的措施

应对疫情，24.39%的被调研者认为还有提升的空

间，认为企业采取的措施勉强够格的占 9.76%，

3.66%的被调研者认为企业采取的措施不够，仍需

加强防范，仅有 1.22%的被调研者认为企业所采取

的措施完全不到位。

3 疫情对煤炭行业的影响

3.1 对企业流动资金的影响

在生产受阻的情况下，煤炭企业仍需进行厂

房、租金、员工工资等一系列支出，部分企业存

在一定的资金压力。调查显示，47.06%的企业表

示能支撑半年以上，可以正常运转，如图 5所示，

其中，67.86%的煤炭企业为大型矿井，如图 6所
示。流动资金能支撑 1~3个月的企业占 29.41%，

主要为中小型矿井煤炭企业。已经无法正常运转

的煤炭企业中，小型矿井占 62.5%，中型矿井煤炭

企业占 28.3%，大型矿井仅占 6.2%。根据调研结果

显示，疫情期间，中小型矿井的资金压力较大，

大型矿井的流动资金储备相对充裕。

图 5 煤炭企业资金整体状况

图6 不同矿井的资金状况

3.2 对企业生产经营的影响

疫情对营业收入产生巨大影响的煤炭企业占

比 5.65%，其中，中型矿井占 57.14%，大型矿井占

28.57%，小型矿井占 14.29%。产生较大影响的煤

炭企业占比 45.97%，其中，大型矿井占比 38.6%，

中型矿井占比 52.63%，小型矿井占 8.77%。 产生

影响较小的煤炭企业占 45.97%，其中，大型矿井

占 70.18%，中型矿井占 26.32%，小型矿井仅占

3.51%。其次，仅有 2.42%的煤炭企业认为此次疫

情对营业收入基本无影响，全部为大型矿井。

55.46% 的 煤 炭 企 业 认 为 影 响 是 短 期 暂 时 的 ，

32.77%的煤炭企业认为疫情对企业造成中短期影

响（持续半年），10.08%的煤炭企业认为将造成一

李 爽等：疫情对煤炭生产经营的影响及提升应急管理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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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影响，1.68%的煤炭企业认为会造成 1~2年的

影响。17.65%的煤炭企业认为一季度的营业收入

预计比 2019年同期减少 10%左右，28.57%的煤炭

企业预计比 2019年同期减少 20%~50%，20.17%的

煤 炭 企 业 预 计 比 2019 年 同 期 减 少 超 过 50%，

13.45%的煤炭企业表示疫情对营业收入几乎无影

响，仅有 1.68%的煤炭企业认为营业收入将增加，

如图7所示。

图7 2020年一季度营业收入调查情况

在 对 企 业 全 年 营 业 收 入 目 标 的 判 断 中 ，

16.13%的企业认为能够完全实现，其中，75%为

大型矿井企业，53.23%的煤炭企业认为可以基本

实现全年经营收入目标，认为有较大难度实现全

年营业收入目标的企业占 26.61%，仅有 4.03%的

煤炭企业认为无法实现全年营收目标，其中，80%
的为中型矿井。

3.3 对企业投资计划的影响

受疫情影响，42.02%的煤炭企业投资计划与

2019年持平，29.41%的煤炭企业投资计划增加，

25.21%的投资计划将减少 （主要为小型矿井企

业），3.36%的煤炭企业无投资计划。由于疫情对

煤炭企业的影响，四成以上的企业疫情结束后将

增加职业健康和卫生方面的投资和培训，17.89%
的企业将增加医护人员和医疗物资。

3.4 煤炭企业对2020年第二季度生产形势判断

调查显示，2020年第二季度的经营形势预判，

如图 8所示，煤炭企业第二季度的用工需求方面，

14.63%的企业认为形势将继续恶化，超八成的企

业认为第二季度企业用工形势不变或者转好。在

第二季度的企业投资方面，12.20%的企业认为投

资形势将恶化， 43.09%的企业认为形势不变，

44.72%的企业认为形势向好。在第二季度经营收

入方面，有 13.82%的企业认为形势持续恶化，

23.58%的企业认为形势不变，62.60%的企业认为

形势向好。在第二季度的企业订单方面，仅 8.13%

的企业认为订单量减少，32.52%的煤炭企业认为

订单量保持不变，59.35%的企业认为将增加。 在

第二季度的经营成本方面，43.90%的企业认为可

能降低、形势向好，43.09%的企业认为经营成本

将保持不变，13.1%的企业认为经营成本上升、形

势恶化。在第二季度的企业盈利方面，52.22%的

煤炭企业认为形势将变好，32.52%的企业认为形

势不变，16.26%的企业认为形势恶化。

图8 2020年第二季度形势预判

4 疫情期间煤炭企业计划采取的应对措施

及政策诉求

经过调查，针对现金流短缺的问题，59.35%
的煤炭企业将采取向商业银行贷款的方式解决问

题，33.33%的煤炭企业计划通过降低运营成本

（例如裁员或者降薪） 的方式应对现金流短缺，

14.63%的企业将采用股权融资（新增股东或者原

股东增资）的方式，13.71%的煤炭企业计划改变

经营策略，如涨价、降价或改变经营方向，8.06%
的煤炭企业选择与贷款方协商，希望不要抽贷，

有 8.06%的煤炭企业选择进行企业转型，另有小部

分企业选择向互联网金融贷款、知识产权抵押或

者企业转型以应对流动资金短缺问题，降低企业

不必要支出。

除了疫情为企业带来的生产经营困难外，部

分企业仍存在以下困难：因企业复工需经过复产

程序，但过程较为繁杂，所需时间较长；疫情突

发情况下，企业对于应对疫情的管理标准不清晰，

未能及时制定企业内部管理政策；复工后员工住

宿饮食安全较困难，企业自身防疫压力较大；政

府防疫指导不清晰造成企业防疫迷失；工人工资

低，由于资金紧张，员工工资不能正常发放；因

煤炭生产的特殊性，员工下班后存在清洁方面的

要求，浴室属于聚集性场所，员工洗浴将存在交

叉感染的可能性。

38



2020年第4期

针对此次疫情造成企业面临的困难，煤炭企

业希望政府出台以下措施帮助企业度过难关：

73.17%的企业希望政府可以阶段性免征企业增值

税和附加费，62.6%的企业希望降低企业增值税、

所得税等税率，60.16%的企业希望政府可以提供

稳岗补贴。并且，阶段性减免社保费、允许企业

实行阶段性灵活薪酬方式、帮助企业调配口罩酒

精等复工所需防疫物品、在保障安全前提下允许

企业自行决定复工时间等。在贷款方面，企业希

望可以对现有贷款进行展期、提供贷款贴息和提

供中长期贷款。部分企业希望可以提供房租、水

电费等补贴，希望政府帮助企业协调原辅材料和

产品发货等运输问题。

5 研究结论及煤炭行业提升应急管理的对

策建议

5.1 研究结论

通过调研数据，研究了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对

煤炭企业的影响，结论如下。

1） 此次疫情造成了煤炭企业生产经营困难，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半数以上煤炭企业面临原

材料不能正常供应到位、员工返工率较低、企业

运营成本较高、物流运输受阻的问题，少部分煤

炭企业面临市场订单减少、产品销售渠道受阻、

严格规范措施导致停产或影响效率、资金链紧张、

租金税费压力、企业虽有订单但是无法正常生产

经营、下游用户需求量减少、企业自身疫情防控

无把握和煤炭库存处于高位等困难。

2）总体上，疫情对煤炭企业有一定的冲击影

响，调研期间多数煤炭企业均已复工复产，但是

员工返工率仍然不高，能够正常经营的企业占比

不高。

3）多数企业存在一定资金压力，主要集中在

中小型矿井煤炭企业，对于多数大型煤矿企业，

流动资金较为充裕。

4）多数企业对未来形势持有乐观态度，认为

第二季度企业经营形势向好，半数以上企业认为

此次疫情对企业造成短期影响。

随着疫情情况的好转，煤炭行业基本恢复正

常生产运营，此次疫情对煤炭行业产生的影响是

相对短暂的。由于疫情爆发对煤炭下游行业带来

了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煤炭行业短期会受到一

定的影响，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年，

“稳预期”和“保增长”是宏观经济的重点核心[4]。

因疫情影响，整体需求降低，各产业生产几乎受

到不同程度的影响。疫情后，需求将得到释放，

为刺激经济增长，一波政策红利将被释放，基建

项目将增加，煤炭需求将进一步增加。作为能源

重要支柱之一的煤炭行业，作为电力、供热、冶

金、建材、化工等行业的上游产业，2020年第一

季度，下游产业停工停产，用电量陡降，居民用

电量陡增。2020年第二季度，随着下游产业复工，

为实现全年利润目标，各行业将加快脚步进行生

产运行，能源消耗将增加，这有助于煤炭行业的

经营形势好转，但第三产业整体恢复相对较慢，

针对用电需求较低，需等待进一步释放需求，但

对于煤炭行业影响较小，总体上我国煤炭行业发

展势头向好。

5.2 对策建议

作为突发性的公共卫生安全事件，此次疫情

也暴露出煤炭行业的短板，如运输途径单一导致

煤炭运输障碍、疫情防控无把握导致无法正常生

产，众多员工在密闭环境下作业导致防控困难、

应急预案的不足导致响应机制欠佳。为提升煤炭

行业应对突发性事件的治理能力，疫情后煤炭行

业应注重以下10个方面。

1） 坚定企业发展信心，保持发展信念。《巴

黎协定》后国际与国内大力倡导绿色低碳，鼓励

使用清洁能源，减少碳排放，但煤炭作为能源的

基础，地位在较长时期将不可动摇。针对煤炭行

业“十四五”规划[5]，煤炭行业转型依旧是艰巨任

务，疫情过后，企业仍需坚持发展信念，坚定发

展信心，遵循“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

系构建目标，坚定企业发展信念，顺应转型趋势。

2）升级更新煤炭供应链体系。我国煤炭资源

分布极为不均，造成了北煤南运、西煤东调的供

应链格局[6]。主要煤炭消费地区如广东、江苏、山

东、浙江、河北等地区[7] 疫情防控压力较大，我国

大部分煤炭运输依赖铁路，但储量丰富地区铁路

运力明显不足，如偏远的新疆与内蒙古，运输途

径单一，运力紧张，煤炭运输面临着一定的瓶颈。

疫情期间，多地区实行交通管制，道路设卡等限

制人员车辆流动等措施，严重影响煤炭运输。调

研显示，运输受阻是最主要的问题。疫情期间，

因浩吉铁路途经湖北省襄阳、荆门、荆州三市，

湖北封省为煤炭运输造成障碍，保障煤炭正常外

运是实现煤炭正常生产的重要保障。随着其他国

家出现疫情扩散情况，为防止疫情反向输入，煤

李 爽等：疫情对煤炭生产经营的影响及提升应急管理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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炭贸易受到较大影响。因此，应对重大突发事件，

升级更新现有煤炭的供应链体系至关重要。实施

市场化铁路煤炭运输体系，打破传统煤炭铁路运

输垄断体系，增加市场对煤炭铁路运输的影响，

有助于提高煤炭铁路运输竞争力，促进煤炭铁路

运输效率。建立健全以信息化为支撑的煤炭运输

系统，合理分配运输运力，增加建立枢纽中心和

物流配送中心，融入现代化物流管理模式，开创

新型煤炭物流运输管理模式。

3）有针对性地设立煤炭行业的“疫情专项发

展基金”，支持煤炭企业尽快恢复生产。疫情中受

影响的煤炭企业众多，考虑所有煤炭企业都能得

到金融支持的可能性较小，也不具有战略性意义

与价值。建议有针对性地设立煤炭行业的“疫情

专项发展基金”，重点考虑地域因素和行业贡献因

素，进行疫后恢复支持。

4）允许煤炭企业实行阶段性灵活薪酬和社保

基金缴纳方式，提高大型煤炭企业债券发行的服

务效率，缓解煤炭企业短期经营压力。相关部门

应允许煤炭企业实行阶段性灵活薪酬方式，适当

降低煤炭企业社保缴存率或延缓社保缴存期限，

以应对企业资金压力。同时提高大型煤炭企业债

券发行的服务效率，优化企业债券发行的工作流

程，建立特殊时期的债券发行“绿色通道”，切实

提高债券发行服务效率。

5）因地制宜制定应急预案。煤炭是保障人民

生活、国家正常运营的重要支点。重大突发事件

下，煤炭企业应迅速反应。根据自身特点、区域

特征，运用大数据统筹规划供需平衡，在缓解过

剩产能导致高库存的同时，因地制宜制定各区域

细致的应急预案，并进行区域间协调，形成联动

机制应急预案，进一步保障煤炭安全供应。并且，

应由应急管理部门、煤炭监察部门、煤炭厅（局）

等相关部门，携手共同制定煤炭行业应对突发事

件的应急管理机制，并形成分工协作，以提升煤

炭行业应对公共安全与危机事件的治理能力。

6）警惕疫情后的安全隐患。组织安全风险专

项辨识，开展全矿隐患排查，确保安全生产。复

工复产后的形势较往年更加严峻，无论是井下的

生产条件和设备设施、人员、管理层心态等，都

呈现出一种紧绷状态，因疫情原因 2020年第一季

度产能受到一定影响，随着各大煤矿复工复产，

后续煤矿可能加快生产，使安全风险大幅度增加。

近期全国煤矿所发生的安全事故中，应引起高度

警觉，不可放松安全警惕。在增加产能的同时，

安全隐患往往也会增加，因此应特别注重安全生

产问题，预防安全事故的发生，严格落实煤矿安

全生产责任制度。

7）强化应急预案制定，确保实施有效性。应

急预案的制定与实施是决定煤炭安全生产的重要

保障[8]，是确保安全事故发生时减少损失的重要保

障。煤炭企业应提高安全意识，重视应急预案的

制定与可实施性，切不可只搞“形式主义”，仅以

制定预案而制定预案，应根据煤矿自身情况，深

刻认识自身煤矿问题，进行专业应急人员培训，

制定高质量可操作性的应急预案。并及时进行预

案演练，以此升级应急预案。积极共享信息，进

行外部应急资源共享，制定健全完善的应急管理

预案。并制定分级优先应急保供制度，做好行业

预警与库存管理，优化本地煤炭储备库存管理，

建立多主体协同的区域重点保供机制。

8）重视员工健康和生态环境。煤炭行业仍是

劳动密集型产业，员工人数众多，工作环境密集。

疫情期间，煤炭企业需格外重视员工健康问题，

做到预防为先、责任到人、不断优化防控措施、

强化员工健康管理、加强员工心理疏导和宣传教

育。坚持清洁生产，疫情后增加产能的同时，应

重视生态环境，兼顾生产与生态环境安全，积极

建设生态绿色矿山，不可只注重生产，忽视生态

环境安全。

9）以疫情防控为契机，推动信息化智能化建

设。疫情后期及疫情解除后，将迎接煤矿安全生

产的大考，要抓好办公信息化和事故风险分析平

台与煤矿的联网工作，运用大数据统筹规划全方

位建立可兼容性的信息化平台，围绕信息化制定

规划，尽快实施。智能化矿井[9]能有效的减少作业

过程中的人员密集程度、劳动强度、实现安全防

护，从根本上改变煤矿从业人员的工作方式和条

件，是煤矿从业人员的福祉，并可进一步解决煤

矿行业招工难的窘境[9]。同时，应从基础管理抓

起，瞄准矿井智能化发展趋势，认清自身状况，

发挥聪明才智，根据自身情况统筹规划制定智能

化发展规划，推进信息化智能化建设，提升矿井

整体管理水平，转变管理人员管理理念，提高员

工素质，培养高端人才并提高待遇，实现高质量

发展。增强国际间合作，汲取国外先进经验。煤

炭企业应加强智能化转型意识，坚定智能化站位，

快速转变传统观念，增加投入，不可仅有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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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无行动。

10） 加强专业性应急管理人才培养建设。在

此次疫情中，对于突发性应急事件快速反应处理，

为我国疫情保卫战争取了宝贵时间。我国仍缺乏

相应的专业型应急管理人才，重要行业间应急管

理制度缺失。在疫情防控期间，教育部批准设立

首个应急管理本科专业[10]。我国高校仍然缺乏相应

的专业型应急管理教育，应急储备人才相对西方

发达国家较落后，应急管理制度亟待提高[11]。因

此，为完善我国应急管理制度，应先从高校人才

培养着手，开展学科应急管理人才培养，加强国

内外交流合作，并不断加强实践教学，增加专业

型应急人才储备、突发事件应急反应演练和突发

事件应急模拟训练，完善行业应急管理制度，打

造先进的应急管理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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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全球经济衰退

已不可避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 2020
年全球经济将萎缩 3%左右。疫情发生以来，我国

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进行应对，但疫情已重创

了经济，2020年一季度我国经济全面下滑，GDP
下跌 6.8%，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最差的一个季度。

煤炭作为我国基础能源，与居民生活和各行各业

生产活动密切相关，所受的负面影响也非常明显。

如何看待疫情对煤炭供需、替代能源等的影响，

以及这些因素变化怎样决定煤炭价格未来走势，

不仅关系到煤炭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也关系到我

国整体的能源安全战略目标。

1 疫情对煤炭供给的影响

1.1 国内煤炭生产分析

1.1.1 国内煤炭产能情况

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领域，近年来

煤炭行业去产能成效显著，自 2016年以来，共淘

汰低效、落后产能超 8亿 t[1]。按照国家能源局统

计，2018年末国内证照齐全的煤矿产能 35.3亿 t；
在建煤矿产能约 10.3亿 t，其中有 3.7亿 t进入联合

试运转。据不完全统计，2019年全年去产能约

1亿 t，约有 2.1亿 t新获建产能。据此推算，2019
年末国内煤炭产能约 40亿 t，不过考虑有些煤矿批

小建大等情况，实际总产能要高于此数。煤炭行

业去产能已进入尾声，未来几年，随着在建煤矿

新冠疫情对煤炭行业的影响分析

王 健
（中煤科工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100013）

摘 要：煤炭是我国的基础能源，随着 2020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煤炭供需出现阶段性失

衡，煤炭价格呈现持续下跌态势。首先分析了疫情对煤炭供给和需求的影响，从煤炭生产和进口两

个方面考察疫情对煤炭供给的影响，并深入研究煤炭下游的电力、钢铁、建材和化工行业受疫情的

冲击情况及对煤炭需求的影响，然后分析了疫情对煤炭价格的影响，并对 2020年煤炭价格进行了

预测。研究认为疫情对煤炭供需影响差异较大，在供需失衡、国际油价暴跌等背景下，未来的煤炭

价格将继续承压向下。最后提出了深化煤炭供给侧改革、完善煤炭价格调控机制、加快煤矿智能化

建设等政策建议。

关键词：新冠疫情；煤炭价格；经济增长；供需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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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COVID-19 epidemic on the coal industry

Wang Jian
（CCTEG Financial Leasing Co.，Ltd.，Beijing 100013，China）

Abstract：Coal is China's basic energy source，with the outbreak of the COVID-19 epidemic since the beginning of 2020，
coal supply and demand have become unbalanced，and coal prices have continued to decline. First，it analyzes the impact of
the epidemic on coal supply and demand，and examines the impact of the epidemic on coal supply from the aspects of coal
production and import. And studies the downstream power，steel，building materials and chemical industries in the coal indus⁃
try affected by the epidemic situation and the impact on coal demand in depth， then it analyzes the impact of the epidemic
on coal prices and predicts coal prices in 2020. The study believes that the impact of the epidemic on coal supply and de⁃
mand is quite different.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unbalanced supply and demand and the plunge in international oil prices，
coal prices in the future will continue to be under pressure. Finally，policy recommendations such as deepening coal supply-
side reforms，improving coal price control mechanismsand accelerating coal mine intelligent construction were put forward.
Key words：COVID-19 epidemic；coal price；economic growth；supply and demand relat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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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能的逐步释放及开采效率因智能化不断提高，

我国煤炭总产能有进一步增加的趋势[2]。同时，供

给侧改革后，我国特大型、大型煤矿产量占全部

产量的 80%以上，优质产能占比持续提升，行业

平均成本显著下降[3]。
1.1.2 国内煤炭产量情况

近年来我国煤炭产量较为稳定，如图 1所示，

行业经过去产能后，整体发展更为健康。2019年
我国原煤产量增幅 4.2%至 38.5亿 t，增速略有回

落，主要原因是 2019年年初煤炭主产地陕西神木

特大矿难影响下，前 5个月全国煤炭产量增速较

低，只有0.6%。

数据来源：万得，国家统计局。

图1 我国原煤产量及增速

同时，2015年以来，我国煤炭产业重心西移，

产量进一步向晋陕蒙集中，这 3个省占全部煤炭产

量比例从 2015年的 64%提升到 2019年 10月份的

71%[4]。
1.1.3 疫情对2020年国内煤炭生产的影响

2020年一季度，我国煤炭产量约 8.3亿 t，同

比下降 0.5%。疫情最严重的 1—2月，由于很多煤

炭企业复工延迟，再加上部分道路交通管制，导

致一些煤炭运输和销售受阻，煤炭供给受到了一

定的影响。随着我国疫情得到控制，煤炭企业已

实现全面复工复产。

煤炭产能方面，“总量性去产能”已基本结

束，高成本和低效矿井基本淘汰，随着在建煤矿

的陆续投产，煤炭产能还有进一步提高的可能，

未来产能将不是制约煤炭产量的限制因素。作为

需求决定型的大宗商品，我国煤炭总产量主要是

取决于煤炭总需求的变动。受疫情的影响，预计

2020年煤炭产量会有所下降，但不会很严重，总

体将保持平稳。

1.2 煤炭进口情况分析

1.2.1 我国煤炭进口量的历史数据

在全球性碳排放减少以及清洁能源持续增长

的趋势下，除我国外的主要经济体煤炭需求大幅

下滑，煤炭进口价格优势明显。由于运输便利，

我国沿海电厂对进口煤的购买力较强，2015年后

我国煤炭进口量逐年增长，与国际煤炭价格持续

下滑、进口优势显现有很大关系，2011—2019年
我国原煤进口量及增速如图2所示。

数据来源：万得，国家统计局。

图2 我国原煤进口量及增速

由于进口煤与内贸煤相比存在价格优势，如

果不加限制势必会损害国内煤炭生产企业的利益，

为保护国内煤炭行业，国家每年都会对煤炭进口

额进行总量控制，虽然近年煤炭进口量一直保持

增长，但总量相对稳定。

1.2.2 国际煤炭价格分析

我国是煤炭进口量最大的国家，国内煤炭进

口的变动，将对全球煤炭需求量产生较大影响；

而国际煤炭价格的波动，也将影响进口总量，从

而对国内煤炭价格进行传导[5]，国际与国内煤炭价

格走势如图3所示。

数据来源：万得，中国外汇交易中心。

图3 国际与国内煤炭价格走势

王 健：新冠疫情对煤炭行业的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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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来看，国际煤价与国内煤价有着较强的

正相关关系，但有时两者的短期变动也不尽相同。

2018年国际煤价要明显高于国内，主要是因为

2017年全球 （尤其是部分亚洲国家） 迎来新一轮

火电装机窗口期，全球煤炭需求同步上升，推动

国际煤价上升。2019年，受全球经济增长前景疲

软导致的需求下降影响，全球能源类大宗商品价

格均大幅下跌，国际煤价震荡下行。

2020年疫情蔓延及国际油价暴跌，必将带

来海外市场需求减少，使国际市场煤炭价格进

一步下降。

1.2.3 2020年煤炭进口量预测

2020年一季度，我国煤炭进口量约 0.96亿 t，
同比大幅增长28.4%，占2019年全年进口总额度的

近 1/3，这与我国一季度受疫情影响煤炭产量减少

有一定关系。虽然一季度煤炭进口量同比大增，

但由于国家的总量控制，预计 2020年剩余时间内

进口量将不会有太多增加，全年煤炭进口仍将维

持在3亿 t左右。

2 疫情对煤炭需求的影响

2.1 煤炭需求总量分析

2019年我国煤炭消费量约 39.4亿 t，在能源消

费总量中占比 57.7%，同比下滑 1.5个百分点，煤

炭需求增速已连续多年低于供给增速，2011—
2019年我国原煤消费量及增速如图 4所示。即使没

有疫情影响，预计 2020年我国煤炭占能源消费的

比例也将持续下降，绝对消费量也不会大幅增长。

数据来源：万得，国家统计局。

图4 我国煤炭消费量及增速

我国煤炭的下游行业主要有电力、钢铁、化

工和建材，合计用煤量占比高达90%，其中，电力

行业用煤量最多，约占 54％，钢铁行业约占 17％，

化工行业和建材行业合计 19%[6]，2015年以来我国

四大行业用煤增速如图5所示。

疫情对我国煤炭需求行业的影响更为严重。

2019年初以来因很多下游产业停产、停工，煤炭

需求大幅下跌，疫情严重的 1—2月，需求进入极

度低迷期。3月我国疫情控制取得较好成效，各行

各业陆续复工复产，带动煤炭需求有所反弹。但

目前需求恢复速度仍较为缓慢，主要原因是经济

受到重创之后难以快速完全恢复，加之海外疫情

蔓延影响了我国商品出口，外向型企业受影响仍

较为严重。

数据来源：煤炭市场网，国家统计局。

图5 我国2015年以来四大行业用煤增速

2020年二季度随着国家各项稳增长逆周期调

节政策的落地，煤炭需求可能会出现一波反弹。

财政政策的着力点会是基建，特别是“新基建”，

第二产业相对第三产业的能耗强度更高，因此，

逆周期政策大概率会刺激煤炭消费增长。

政策推动只能短期刺激煤炭需求，长期需求

还要看我国经济的自我修复。总体而言，受疫情

影响，2020年我国和全球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特

别是重资产行业，煤炭需求整体下滑不可避免，

其程度需视全球疫情发展和国内经济形势而定。

2.2 电力行业煤炭需求分析

2.2.1 发电量历史情况及特征

从煤炭下游行业情况来看，电力行业一直是

煤炭需求的大户，占煤炭消费的比例高达54%，电

煤需求的变动对于煤炭总需求有着至关重要的影

响，2010—2019年我国发电量增速情况如图 6所
示。同时，电力行业也是连接着煤炭与宏观经济

的纽带，电力上游是煤炭行业，而下游直接是国

民经济的各行各业，与生产、生活密切相关。

2019年我国累计发电量同比增长 5.5%，但增

速下降较快，主要与经济增速下行有关。随着经

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我国电力供应结构也正

发生变化，2011—2019年我国各项能源发电量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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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万得，国家统计局。

图6 我国发电量增速情况

比情况如图 7所示。由于国家鼓励清洁能源、限制

火电发展，近年火电在总发电量中占比不断下降，

已从 2010年前的 80%下降到 2019年的不足 70%。

2019年火力发电量增速仅 1.9%，相比 2016—2018
年的 2.6%、4.6%、6.0%，呈加速下降趋势，火电

占比的下降必然会引起电煤需求的减少。

数据来源：万得，国家统计局。

图7 我国各项能源发电量占比情况

2.2.2 疫情对电煤需求的影响

我国月度发电量有着显著的季节性周期特征，

每年的 1—2月因春节假期因素发电量会有所下降，

而 7—8月因暑期用电量高峰，发电量会显著上升。

为更好地研究我国发电量的变动趋势，使用季节

调整法对月度发电量进行调整，得到季节调整后

数据，如图8所示。

从图 8可以看出，在剔除季节因素后，2020年
1—2月月度发电量仍有显著的下降，疫情叠加暖

冬，使得用电量需求大幅下滑，导致电煤需求的

严重下降。

尽管 4月以来各地已基本实现复工复产，但未

来经济增长预期并不明朗，需求尚未恢复，企业

扩大生产的主观意愿不足。另外，海外疫情的蔓

数据来源：万得，国家统计局。

图8 我国季节因素调整后月度发电量

延也影响到了我国的出口，制造业产品占我国出

口的很大比重，同时也是用电大户，外需的减少

必然会影响制造业的用电量[7]。3月，6大发电集团

耗煤量为 1 648万 t，同比下降了 413万 t，这一表

现甚至差于 2020年 1月和 2月的耗煤量下跌（分别

下跌 275万 t、233万 t）。4月初，6大发电集团日均

耗煤量仅为58万 t左右，比去年同期减少10万 t。
预计疫情受到控制后，随着生产生活的逐步

回到正轨，用电量会出现一个短期的反弹，不过

反弹的程度还要看今后国民经济的整体恢复情况。

由于此次疫情影响的范围和程度都较大，工商企

业用电需求的恢复不是短期能够实现的，甚至在

短期反弹后还会继续下降。预计 2020年，随着国

内用电量的减少，电煤需求也将小幅下降。

2.3 钢铁行业煤炭需求分析

2.3.1 煤炭价格指数与钢材综合价格指数的相关性

我国钢铁行业耗煤量仅次于电力行业，占煤

炭消费比重约17%。钢铁冶炼过程中所需煤炭的成

本是其成本的重要构成部分，因此钢材价格与煤

炭价格之间有着很强的相关关系，原煤价格指数

与钢材价格指数如图9所示。

数据来源：万得，国家统计局。

图9 原煤价格指数与钢材价格指数

王 健：新冠疫情对煤炭行业的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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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钢铁行业产能情况

市场需求是钢铁产能走向的最终决定性力量，

只要钢铁市场的需求能够使生产保持盈利状态，

产能扩张是必然的。随着去产能告一段落，钢铁

行业产量又重拾升势，2019年钢材产量又增加了

1亿 t，见表1。
表1 中国钢材产量情况 亿 t

数据来源：万得，国家统计局。

2.3.3 疫情对钢材市场需求的影响

受下游行业需求刺激的影响，2019年我国钢

铁产量同比增长较快，全国生铁、粗钢和钢材产

量分别为 8.09亿 t、9.96亿 t、12.05亿 t，同比分别

增长5.3%、8.3%、9.8%。

2020年一季度，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市场

需求和供给明显收缩，物流管制导致企业采购和

销售受阻，钢厂和社会库存激增，钢价和原材料

价格均大幅下降。从下游行业需求来看，一季度

房地产行业受疫情冲击影响实际完成投资额累计

同比下滑 7.7%。挖掘机、金属切割床等主要工程

机械产销同比增速几乎腰斩，家电、汽车等产销

同比增速均创下历史最差。这些导致一季度钢材

整体需求明显下降。

在国内疫情得到基本控制后，企业生产和基

建施工逐步回归正常，但恢复需经历一段时间，

短期内国内钢铁市场价格仍将维持弱势震荡局面。

随着国家陆续出台支持复工复产的政策措施，预

计第二季度钢铁市场需求形势将逐步好转，钢材

价格有望暂时止跌企稳。整体来看，2020年钢铁

市场需求并不乐观，不过一旦疫情对我国经济形

成较大冲击，超过政府容忍底线，稳就业、保增

长的逆周期政策将继续发力，带动下游行业钢铁

需求反弹。预计 2020年，钢铁行业的煤炭需求将

保持平稳。

2.4 建材行业煤炭需求分析

2.4.1 建材行业2019年产量情况

建材行业耗煤量占煤炭消费比重约 12%，其

中，水泥和玻璃的需求主要取决于房地产投资及

基建投资[8]。2019年，我国房地产投资约 13.2万亿

元，同比增长9.9%，增速较2019年提高0.4个百分

点；基建投资 （不包括电力） 约 15.1万亿元，同

比增长3.8%，增速基本稳定。

2019年国内水泥价格在需求端依然较好而供

给端约束继续的形势之下，全年持续高位运行，

淡旺季价格差别幅度较往年缩小，全年水泥产量

23.3亿 t，增长6.1%，远超市场预期。

2019年我国平板玻璃产量 9.3亿重量箱，同比

上升6.6%，增速较2019年提高4.5个百分点。受益

于需求端边际改善明显，玻璃行业整年均保持着

较高的景气度，全国玻璃价格指数在 2019年创下

近5年来新高。

2.4.2 疫情对建材行业的影响

作为全球最大的建材生产和消费之国，疫情

对我国建材的供给和需求都产生一定影响。供给

方面，一季度建材生产受冲击较大。不过从全年

来看，随着疫情得到控制，企业将通过赶工回补

疫情导致的减产，预计疫情对全年建材行业整体

生产影响较小。

疫情期间，由于物流和人员流动的限制，建

材行业下游的房地产和基建工程开工率下降，预

计二季度开始赶工将拉动需求回补。此外，后续

各项逆周期调节政策的落地，将进一步提振建材

需求。总体而言，受益于逆周期政策对基建需求

的拉动，预计 2020年，建材行业总体煤炭需求将

有小幅增长。

2.5 化工行业煤炭需求分析

2.5.1 化工行业耗煤情况

化工行业煤炭消费量约占 7%，以新型煤化工

为主，包括煤制甲醇、煤制烯烃、煤制乙二醇等。

2019年受化工产品需求较弱影响，甲醇、烯

烃、乙二醇等价格低迷，在产能增长的情况下，

开工率较低，化工行业煤炭消费 2.8亿 t左右，增

量有限，增速已连续多年下滑。

如果没有疫情及油价暴跌的影响，现有产能

开工率的提高加上新建产能投产，预计 2020年化

工行业的煤炭需求将达到 3亿 t，根据现状预判，

化工行业用煤量非但不会增长，还将有所下降。

2.5.2 煤化工产品与石油化工产品的替代关系

由于煤化工产品与石油化工产品有着很强的

替代关系，国际石油价格变动将直接影响煤化工

产品的竞争力以及新建煤化工项目投资进度。在

成本方面，煤化工产品固定成本占比高，而煤炭

作为可变成本的占比仅为 30%左右，而石油化工

产品中石油在总成本中的占比却能达到 80%[9-10]。
因此，即使煤炭价格与石油价格下跌相同幅度，

年份

钢材

产量

2010
8.03

2011
8.86

2012
9.56

2013
10.82

2014
11.25

2015
10.35

2016
10.48

2017
10.46

2018
11.06

2019
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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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煤化工产品，石油化工产品成本也将下跌更

多，更具有竞争优势。

2.5.3 疫情及油价暴跌对化工行业的影响

2020年以来，国际石油价格的暴跌令石油化

工产品竞争力明显提升，煤化工产业的盈利能力

受到极大影响，开工率以及用煤量将出现下降。

据估计，在 20美元/桶以下的油价下，新型煤化工

生产盈亏平衡点已被彻底击穿，处于投产即亏损

的尴尬局面。不过受制于较高的固定成本压力，

大部分煤化工企业仍会开工，但产能扩张积极性

则大为降低。预计 2020年，化工行业整体煤炭需

求将有所下降。

3 疫情对煤炭价格的影响

3.1 疫情下煤炭供需对价格的影响

由于我国资源禀赋，短时间内煤炭还无法被

其他能源取代，煤炭需求的相对稳定，无论价格

如何变化，国民经济的运行都离不开煤炭，所以

煤炭需求价格弹性较小。煤炭市场的供需格局已

经连续 3年表现为供给增速明显大于需求增速，

2017—2019年，煤炭消费同比增长分别是-0.7%、

1%、1%，煤炭供给同比增长则要高的多，分别是

3.4%、4.3%、4.3%。我国煤炭供大于求是长期趋

势，疫情的爆发加速了这一趋势，2011—2020年
煤炭供需增速如图10所示。

数据来源：万得，国家统计局。

图10 煤炭供需增速

从供给的角度分析，总体来说疫情的影响不

大。考虑到大量在建煤矿和试运转煤矿，煤炭总

体产能处于相对过剩常态。煤炭进口方面，受国

家政策制约，预计总进口量不会有太大变化。

从需求的角度分析，疫情对煤炭消费有着更

为深远的影响。从煤炭主要下游行业来看，除建

材行业需求可能因国家以基建为支点逆周期政策

而保持相对稳定外，电力、钢铁、化工等行业需

求都不乐观。而清洁能源替代逐步加快、国际石

油价格暴跌等多重因素叠加之下，煤炭整体需求

将有所萎缩。

总体来看，由于煤炭供给需求阶段性失衡，

煤炭价格快速下行的历史可能又会重演。2020年
以来，煤炭价格已经开启新一轮的下跌。截至 4月
17日，秦皇岛 5 500 kcal动力煤价格跌至 500元/t
以下，早已跌破长协价，为 2016年 9月以来的新

低，长协兑付压力增加，2006—2020年秦皇岛

5 500 kcal动力煤价格走势如图11所示。

数据来源：万得，国家统计局。

图11 秦皇岛5 500 kcal动力煤价格走势

如果煤价进入 470~500元/t的区域，预计政府

会适时采取必要的引导措施，不排除会出台减产、

限产、限制进口煤等调控工具维护供给侧改革的

成果。随着疫情对国内外经济影响的进一步加剧，

预计 2020年煤炭价格可能会呈现震荡下行的走势，

甚至会试探 470元/t的区域下限，但继续大幅大跌

的可能性也不大，预测全年平均价格仍会在 470
元/t附近，CCTD环渤海动力煤现货参考价如图 12
所示。

数据来源：煤炭市场网，国家统计局。

图12 CCTD环渤海动力煤现货参考价

王 健：新冠疫情对煤炭行业的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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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石油等对煤炭价格的影响

作为最主要的两大能源，煤炭与石油之间有

着很强的相互替代性。新冠疫情全球范围的大面

积爆发，影响了全球石油市场的需求，使本因产

量增加而下跌的石油价格有更大幅度的跌落，虽

然短期内还没引起国际煤炭价格大幅波动，但随

着石油与煤炭之间替代作用的逐步显现，全球疫

情引起煤炭需求的萎缩，预计国际煤炭价格不久

将呈现下滑态势，进而推动国内煤炭价格进一步

下跌。

另外，太阳能、风能、天然气以及其他低成

本、低排放新能源技术的出现，将不断替代煤

炭，导致煤炭需求渐渐减少，使得煤炭价格进一

步承压。

4 煤炭行业应对措施

总体而言，煤炭价格下降将对绝大部分煤炭

生产企业产生不利影响，部分原本就处于亏损边

缘的企业更是首当其冲。一旦全年均价落到 470~
500元/t区域甚至以下，预计将有近半数的煤炭企

业跌入亏损的局面。

梳理了两次煤炭企业几乎陷入全行业亏损事

件（1999—2002年、2012—2015年），发现主要原

因为：一是需求低迷，主要是经济增速下滑，房

地产萎靡，焦化和钢铁行业产能过剩，新能源替

代效应等；二是产能过剩，供需总体失衡，国内

很多煤矿存在超产的能力，同时还有大量未经核

准的违规产能；三是国际石油价格下跌引发国际

煤炭价格波动，使国内煤炭价格跟随下跌，同时

对国内煤化工产业形成冲击；四是政府调控力度

减弱，出台的淘汰落后产能政策未能落实到位，

价格调控机制失效。为应对本次疫情给煤炭价格

和煤炭行业带来的影响，建议政府及企业积极采

取相应措施。

1）重点关注能源安全保障，强调煤炭托底保

障作用。鉴于我国的资源禀赋条件，煤炭对于我

国的能源安全至关重要，煤炭在能源供应格局中

的地位相当长时期内都无法被取代。在复杂的国

际政治经济环境下，破坏对方能源供给成为国际

政治和军事角力中的常用手段，近年我国油气进

口量及对外依存度还处于不断上升的态势，此次

疫情导致国际能源市场愈发复杂多变，增加了我

国获取油气能源的难度和不确定性。国家能源

供给安全仍然是未来能源发展的基本要求，要

做到“家中有粮，心中不慌”，根据我国资源状

况，应强化煤炭的托底保障作用，合理安排煤

炭保障产能。

2） 继续深化煤炭供给侧改革，巩固改革成

果。煤炭供给侧改革已完成阶段性任务，但还远

未结束。经过近几年的行业去产能后，今后可退

出的剩余存量产能已经不多，如果政策执行不

严，部分已退出煤矿还有再次复产的可能，因此

必须坚定不移地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依

法依规组织生产，坚决做到不违法违规建设生

产，不超产能生产；加快产业调整转型升级，在

当前的形势下要下决心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坚决

退出不达标的产能，坚决退出安全风险高的产

能，加快企业兼并重组、提高产业集中度和竞争

能力，提高生产力总体水平，巩固煤炭供给侧改

革成果。

3）加强煤炭价格调控，继续做好煤炭中长期

合同工作。以往政府部门出台煤炭价格调控政策

主要是出于抑制煤价上涨过快为目的，在煤炭价

格进入下降通道的情况下，如果价格跌 470元/t区
域下限，应及时启动防止煤炭价格异常波动的响

应机制，实施宏观调控措施，通过采购价格引导、

煤炭产能控制等手段调节市场供需状况与价格走

势。同时，要继续坚持煤炭市场既定的定价机制，

切实有效保障煤炭产业链各方利益，保障煤电、

煤钢产业稳定运行，实现共赢共享发展。

4）加快煤矿智能化建设，促进煤炭工业高质

量发展。智能化开采是煤炭行业未来的发展方向，

对于煤炭企业提升自身核心竞争力至关重要。在

政策层面，国家对煤炭行业智能化建设非常重视，

制定了包括《关于加快煤矿智能化发展的指导意

见》等多项政策，大力推动煤矿智能化建设。技

术层面，5G技术、云计算、AI和工业互联网的

结合为煤炭行业智能化建设提供了可靠的技术支

持。在智能化技术日益成熟的今天，煤炭企业应

积极响应国家政策，主动推进煤矿智能化建设，

实现减员增效、降低开采成本、提升煤价承压能

力，提高企业竞争力，进而实现企业高质量可持

续发展。

5） 大力推进煤炭绿色开采和清洁高效利用，

推动煤炭绿色发展。煤炭绿色开采和清洁高效利

用是煤炭行业未来发展的方向，针对因疫情导致

煤炭价格持续走低以及环保压力日益增大的态势，

“绿色开采，清洁利用”无疑是推进煤炭产业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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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和全面深化的助推器。“绿色开采”聚焦于煤

炭供给端，以对自然环境影响最小为目标在满足环

境承受能力前提下，实现煤炭生产效率最优化和生

态环境影响最小化，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型

能源供给体系。“清洁利用”主要体现在煤炭的消

费端，清洁高效地使用煤炭，既能节约资源又能保

护环境，与发展新能源同样重要，煤炭如果能够实

现无污染或低污染高效使用，自然也就转变为清洁

能源。政府部门应积极引导煤炭绿色开采、清洁高

效利用，加快推动煤炭技术创新和产业化应用，创

造条件促成产学研一体化技术创新平台建设，集中

力量攻破关键共性技术，并建立市场化减排机制以

促使这些先进技术的应用，进而促进生态文明建设

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5 结 语

综上所述，受疫情影响，2020年煤炭总需求

下降不可避免，加之国际油价暴跌，未来的煤炭价

格将持续承压向下。一旦煤炭均价跌至 470元/t区
域及以下，近半数的煤炭生产企业将陷入亏损局

面。因此，必须深化煤炭供给侧改革，加快煤矿智

能化建设，完善煤炭价格调控机制，推进煤炭绿色

开采，从而促进煤炭行业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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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以来，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在世

界 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爆发及蔓延，给全球及我国

经济都带来了巨大影响，经济发展深受其害，短

期内世界经济面临着极大的衰退风险。煤炭作为

经济发展所需的重要能源产品和生产资料，也深

受全球疫情蔓延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冲击，国内、

国际煤炭市场剧烈波动，影响极为深刻。

1 新冠疫情对我国国内煤炭市场的影响

从 2020年年初新冠疫情开始爆发到现在，我

国为防控疫情采取了极为严格的限制人员流动措

施，经济生产活动一度暂停，给煤炭及相关下游

行业均造成较大冲击；随着疫情防控逐步取得成

效后，全国范围内复工复产逐步推进，但由于煤

炭上下游产业复工复产不同步，导致煤炭供需错

配，市场呈现先扬后抑的特点。从 2020年以来煤

炭市场演变过程看，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1.1 第一阶段：煤炭市场短时出现供应紧张、价

格上涨

这一阶段恰逢春节假期刚刚结束，受到春节

假期和新冠疫情的双重影响，尽管当时煤炭需求

不旺，但是由于煤炭生产、运输受影响更大，供

需短时错配，在煤炭主产地区出现了供应偏紧局

面，煤炭价格短时间快速上涨，如内蒙古鄂尔多

斯、陕西榆林等主产地区的坑口煤炭价格在这一

阶段大体波动上涨了40~70元/t；北方主要发运港受

产地价格推动，价格也有小幅上涨，如5 500 kcal市
场动力煤平仓价由 565元/t上涨到 580元/t左右，涨

幅约在 15元/t。这一阶段煤炭生产、运输、需求等

呈现出以下特点。

新冠疫情对国内外煤炭市场影响研究

卢 晓 燕
（中国煤炭经济研究会，北京 100013）

摘 要：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爆发蔓延，对全球及我国经济、能源发展造成重大影响，煤炭

行业上下游均遭到重大冲击。阐述了新冠疫情对我国国内和国外煤炭市场的影响，展望后期煤炭

市场走势，提出了促进煤炭市场平稳运行的建议。研究认为，疫情对煤炭需求的冲击要远大于生

产端，阶段性加剧了国内外煤炭市场供需宽松局面，导致市场价格短期内剧烈下跌。建议煤炭企

业加强对煤炭市场的分析研判，坚持按需组织生产，加快结构调整转型升级，强化企业内部管理，

共同维护煤炭市场平稳运行。

关键词：新冠肺炎疫情；国内外煤炭市场；供需关系；煤炭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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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impact of the COVID-19 epidemic on domestic and foreign coal markets
Lu Xiaoyan

（China Coal Economic Research Association，Beijing 100013，China）

Abstract：With the outbreak of COVID-19 in the world，it has a major impact on the economic and energy development of
the world and China， and the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of the coal industry have been hit hard. The impact of the new
crown epidemic on China's domestic and foreign coal markets is expounded. Looking forward to the trend of the coal market
in the later period，suggestions are made to promote the smooth operation of the coal market. The study believes that the im⁃
pact of the epidemic on coal demand is far greater than the production end，which has exacerbated the loosening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coal market supply and demand，resulting in a sharp decline in market prices in the short term. It is recommend⁃
ed that coal enterprises strengthen analysis and judgment of the coal market，insist on organizing production on demand，accel⁃
erate structural adjustment，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strengthen internal management of the enterprise，and jointly main⁃
tain the smooth operation of the coal market.
Key words：COVID-19 epidemic；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coal market；supply and demand relationship；coal consum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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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人员流动限制使得煤炭生产短时受到明显

制约

由于 2020年春节前煤炭市场行情不佳，一些

地方煤矿停产放假较早，一线工人回乡过节较多，

疫情在春节期间集中爆发，节后一些工人未能如

期返岗，使得煤矿复工复产速度较慢，仅部分国

有大型煤炭企业的春节未停工矿井延续生产。根

据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2020年 2月 1日煤矿复产

率仅有 38.9%；到 2月 10日也仅恢复到 57.8%。同

时，对于部分已经复工的地方大矿，因外地煤矿

工人短期内无法返岗，受到岗人员限制也仅能维

持单班生产，产量只有正常水平的不到一半。受

此影响，煤炭产量较 2019年同期明显偏少，根据

国家统计数据，2020年前 2个月全国规模以上煤炭

企业原煤产量累计完成4.9亿 t，同比减少3 300万 t，
下降6.3%，煤炭供应略偏紧。

1.1.2 煤炭运输受限、主要集散地煤炭库存明显

下降

由于我国煤炭产需逆向分布，铁路、公路及

水路运输共同构成了我国的煤炭运输体系，虽然

近几年“公转铁”政策的推动使得铁路运输比例

逐年提高，但每年仍有部分煤炭需要公路直达运

输，尤其是在区域内的煤炭运输仍以公路运输为

主，晋陕蒙煤炭主产地区尚有相当一部分煤矿需

通过公路短道运输至集装站再上铁路拉运至环渤

海中转港口（我国煤炭市场的主要集散地区）。疫

情爆发后，多地政府为减少人员及车辆流动，对

辖区域内短途集运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致使

煤炭集运受限，主要集散港口存煤明显下降。据

监测，环渤海主要中转港口存煤一度降至1 400万 t
左右，同比下降 30%以上；最具代表性的秦皇岛

港存煤下降到不足 400万 t，明显低于其 600万 t的
合理存煤水平。

1.1.3 全国煤炭需求总体不旺，但区域内补库需

求增加

在疫情防控期间，除部分保供物资生产外，

全国大部分工业生产均暂停，火电、钢铁、建材

等主要耗煤行业产品产量明显下降，据国家统计

局数据，前2个月火电发电量下降8.9%，水泥产量

下降25.9%，钢材产量下降3.4%，由此导致煤炭消耗

明显减少，据测算前2个月全国煤炭消费量5.7亿 t，
同比减少 4 000万 t，下降 6.5%；对煤炭市场敏感

度比较高的沿海六大电厂 2月日均耗煤不足 40万 t，
比2019年同期下降20%。

但在此期间，虽然全国煤炭需求总体不旺，

但是由于部分地区在 2月 10日开始复工，带动了

部分中小煤炭消费企业的补库需求，加之陕西、

内蒙古等地区煤矿配套煤化工生产启动及区域内

电厂煤炭需求，产地煤矿优先地销，区域外煤炭

销售减少，也推动了市场价格的上涨。

1.2 第二阶段：煤炭市场持续下行，价格大幅下跌

在这一阶段，全国复工复产开始逐步推进，

人员流动及公路运输逐渐恢复，由于新冠肺炎疫

情对煤矿生产冲击相对较小而对下游消费行业冲

击更大，上下游复工复产的不同步使得市场供大

于求态势愈加明显，煤炭价格出现断崖式大幅下

跌。内蒙古鄂尔多斯、陕西榆林等主产地区动力

煤价格两个月内普遍下跌 90~100元/t，北方主要发

运港 5 500 kcal市场动力煤平仓价由 580元/t降到

470元/t左右，累计下降 110元/t，价格水平降至

2016年 8月初水平。这一阶段煤炭产运需呈现以下

特点。

1.2.1 煤炭生产快速恢复

由于煤炭是我国经济生产所需的重要物资，

国家有关部门高度重视煤炭供应保障。2020年 2月
1日，国家能源局下发了《关于做好疫情防控期间

煤炭供应保障有关工作的通知》，要求煤炭企业统

筹疫情防控，抓好复工复产工作。加之新冠肺炎

疫情对煤炭生产的影响相对较小，在各方的共同

努力下，全国煤矿复工复产加快推进，疫情对煤

炭产量带来不利影响快速消除，国家能源局相关

数据显示，3月初，除湖北省外全国各产煤省区均

已复工复产，全国在产煤矿产能 34.31亿 t/a，产能

复产率 83.4%，日产量基本恢复到正常生产水平。

在产量恢复的同时，部分国有大矿为保障煤炭供

应还出现有超均衡计划生产，使得全国煤炭产量

总体较快增长，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3月全国规

模以上煤炭企业原煤产量 3.4亿 t，日均产量 1 088
万 t，创近 5年单月产量最高水平，近几年全国煤

炭月均产量变化情况如图1所示。

1.2.2 公路煤炭运输明显增加

随着疫情防控形势好转，交通运输逐步恢复

正常，加之煤炭产量增加、销售量增长，煤炭运

量也逐步回升，数据显示 3月国家铁路煤炭日均装

车完成 6.3万车，环比 2月增长 3.8%。与此同时，

2020年 2月 17日交通运输部下发通知，决定在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免收全国收费公路车辆通

行费，受免费措施的利好影响，通过公路运输直

卢晓燕：新冠疫情对国内外煤炭市场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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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用户的煤炭运输成本明显降低，公路煤炭运量

出现大幅增长。但恰恰是由于运输成本低的优势，

使得用户接收煤炭价格下降，倒逼上游发运港口

及主产地的煤炭价格进一步下跌。

1.2.3 煤炭消费复苏整体较为缓慢

由于疫情给煤炭下游消费行业运行带来的冲

击更大，虽然 3月主要下游行业逐步复工复产，但

步伐明显慢于煤矿生产端的复工速度，且在相当

长一段时间内出现复工但不达产的情况，对煤炭

需求的实际拉动也远不及预期。

在我国煤炭主要耗煤行业中，电力行业耗煤

约占 50%左右，而电力行业耗煤的增长一方面取

决于全社会用电量的增长，另一方面也受到水电、

核电、风电、太阳能发电等的挤压。在复工复产

推进过程中，虽然第二产业迅速复工，但由于上

下游产业链复工无法同步，一时不能实现达产；

而人员密集的第三产业复工复产明显较慢，二三

产业用电的不足导致全社会用电量增长缓慢，加

之风电、太阳能发电等新能源发电的快速增长，

使得火电发电量出现较大下降，电力行业耗煤需

求明显减少。

同时，水泥等耗煤行业在 3—4月也出现虽复

工但迟迟未能达产的情况。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

据显示，3月在原煤生产同比增长 9.6%的情况下，

下游主要耗煤产品火电、粗钢、水泥的产量同比

分别下降了 7.5%、1.7%和 18.3%，由此导致市场

供大于求的态势愈加明显。特别是在 3月取暖用煤

旺季结束后，电厂开始陆续进行春季机组检修，

季节性用煤的减少使得煤炭需求愈发不振。

1.2.4 库存快速累积、市场下行压力凸显

由于下游各耗煤行业需求总体不旺，用户采

购减少，煤炭市场交易整体低迷，如在环渤海地

区港口装船需求严重不足，到港船舶持续处于历

史低位，部分港区甚至出现无船拉运的现象。在

用户采购减少而煤矿生产不减的情况下，煤炭库

存快速向上游累积，主产地和环渤海主要发运港

库存急剧增加，晋陕蒙三省区煤炭企业库存一个

月内增加 1 000万 t以上，部分煤矿由于库存过高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图1 全国煤炭日均产量月度变化情况

出现“顶仓”现象；环渤海主要发运港煤炭库存

由 2月末的 1 500万 t增加至 4月下旬的 2 800万 t左
右，不到两个月内增加了 1 282万 t，增长 89.4%，

达到历史新高，港口“疏港”压力明显加大。

面对用户采购减少、库存高企的情况，煤矿

及贸易商为了促进销售，纷纷采取促销降价措施，

市场恐慌心理加剧，贸易商集中抛售，由此导致

了市场煤价出现了此轮超预期的大幅下跌，环勃

海下水动力煤 （5 500 kcal） 市场价格走势如图 2
所示。

数据来源：汾渭能源。

图2 环渤海下水动力煤（5 500 kcal）市场价格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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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冠疫情对国外煤炭市场的影响

从新冠疫情在全球的发展扩散看，由于疫情

初期国外很多国家重视程度不高，导致疫情防控

初期未能得到有效遏制，随后各国也纷纷出台了

“封国”“封城”“停运”“入境隔离”等限制措

施，但目前看国外疫情扩散蔓延势头仍在持续，

经济衰退压力持续加大，经济复苏周期不确定性

增强。虽然新冠疫情在各国爆发的时间先后不

同，但总体看，疫情对世界煤炭生产的影响要

小于需求，对国际煤炭进口的冲击要明显大于

出口。

2.1 疫情导致全球煤炭需求大幅减少

受新冠疫情影响，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阶段

性中断、需求和消费大幅降低、进出口受限、运

输阶段性受阻、贸易量萎缩、投资预期大幅下降、

失业率大幅上升，全球经济正进入新一轮衰退周

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 2020年全球经济很可

能经历“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衰退，今年经济

将下降 3%，其中欧元区将下降 7.5%。经济下滑导

致全球能源及煤炭需求大幅减少，据国际能源署

（IEA）预计，2020年全球煤炭需求将下跌 8%，将

是二战以来的最大年度跌幅。其中疫情较为严重

的欧洲国家煤炭需求下跌最为显著，德国、意大

利和西班牙的煤炭需求 3月同比下跌 74%、55%、

58%；英国出现连续 24天零需求，创出新的历史

记录。另有研究机构预计亚太地区动力煤需求也

将下降6%左右。

2.2 疫情对世界煤炭生产的影响相对较小

疫情持续蔓延，全球主要产煤国均采取不同

程度“限工限产”措施，但大多数国家都将煤炭

产业作为国民经济运行的“必要”产业，考虑到

煤炭的能源保障作用，对煤炭等能源行业生产限

制较小，一季度全球煤炭产量小幅减少；全年看

可能因疫情导致的需求减少而使得全球煤炭产量

增幅大步放缓甚至下降。从 2020年一季度前几大

主要产煤国的产量看，我国煤炭产量同比基本持

平；印度煤炭产量 2.57亿 t，同比增长 7.9%；印度

尼西亚煤炭产量 1.43亿 t，同比基本持平。但其他

一些产煤国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俄罗斯、

波兰、乌克兰、哈萨克斯坦、蒙古、南非等国煤

炭产量都有比较明显的下降，如美国一季度煤炭

产量 1.5亿 t，同比下降 16.6%；俄罗斯煤炭产量

9 950万 t，同比下降 8.4%。新冠疫情对全球煤炭

需求和生产都带来明显影响，但对煤炭生产的影

响相对较小，疫情的冲击进一步加剧了世界煤炭

供大于求的矛盾。

2.3 全球煤炭进口需求减少，出口供应过剩态势

愈加明显

从世界煤炭进出口区域看，印度尼西亚、澳

大利亚、美国、俄罗斯、南非等是世界主要煤炭

出口国，印度、中国、日本、韩国、欧洲等世界

主要煤炭进口地区，其中印度近年来进口量增长

较为明显。

在新冠疫情影响下，一方面，国际煤炭需求

持续疲软，主要煤炭进口国需求明显减少。如印

度在疫情发生后电力需求下降30%，煤炭需求大幅

降低，为缓解国内煤炭供需矛盾，印度煤炭部提

出增加国内煤炭采购，导致印度煤炭进口量明显

下降，2月和 3月印度煤炭进口量同比分别下降

14.1%和 27.5%，而在疫情前印度是世界煤炭进口

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也是仅此于我国的第二大

进口国，2019年进口量达 2.5亿 t，增长 9.7%。再

如韩国也是较早受疫情影响采取隔离防控措施的

国家，一季度其煤炭进口同比下降了 15.2%。而日

本虽然一季度煤炭进口同比增长 1.3%，但由于其

采取疫情防控措施相对较晚，其影响在 4月才会有

比较明显的表现。

另一方面，全球煤炭出口供应过剩态势愈加

明显。如世界最大的煤炭出口国印度尼西亚，一

季度疫情对印度尼西亚的煤炭生产和出口并未造

成明显冲击，出口煤炭 1.15亿 t，同比基本持平，

但随着新冠疫情的继续扩散和蔓延，预计二季度

的影响将更为明显。再如俄罗斯一季度煤炭出口

已同比下降 9.1%，为 2014年以来最低一季度煤炭

出口量。蒙古国煤炭主要出口向我国，2月时蒙古

为防止疫情扩散，关闭了中蒙边境 4个口岸的煤炭

出口，直至 3月中旬才逐渐恢复，由此导致蒙古国

一季度煤炭出口减少近 6成。另外，如澳大利亚并

没有受到疫情的明显影响，但出口量也受到需求

不足的影响。总体看，与预期的煤炭进口需求量

相比较，煤炭出口供应过剩的态势较为明显。

2.4 国际煤炭市场价格大幅下跌

由于疫情防控导致的世界能源需求不足，加

之国际石油、天然气价格大幅下跌，油气能源对

煤炭的挤出效应增加，全球煤炭供需宽松局面进

一步加剧，国际煤炭市场下行压力凸显，煤炭价

格大幅下跌，多国煤价已跌至纪录低位。从亚太

卢晓燕：新冠疫情对国内外煤炭市场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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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两大主要煤炭出口国的价格走势看，截至 4月
29日澳大利亚纽卡斯尔港（FOB） 5 500 kcal动力

煤价格为 42美元/t，较年初下降 11.55美元/t，同比

下降 20.6美元/t，创 2016年初以来新低；2020年 5
月印度尼西亚动力煤参考价 （Indonesian Coal
Price Reference ，HBA）确定为 61.11美元/t，环比

上月价格降低 5.77美元/t，下降 7.09%，创 2016年
8月以来新低，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动力煤及印度尼

西亚价格走势如图3—4所示。

数据来源：煤炭江湖网站。

图3 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动力煤（FOB） 5 500 kcal价格走势

数据来源：煤炭江湖网站。

图4 印度尼西亚动力煤（FOB） 3 800 kcal价格走势

3 后期国内外煤炭市场展望

3.1 国内煤炭市场止跌企稳

国内外疫情防控和经济形势正在发生新的重

大变化，随着国内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阶段，经

济生产正在逐步恢复，强大的国内需求正在有力

发挥托底支撑作用，煤炭需求正在持续回升，国

内煤炭市场已出现止跌企稳迹象。

从一些宏观经济指标看，3—4月制造业采购

经理指数（PMI）持续处于 50%的荣枯线以上，制

造业生产逐步转向常态；基建审批项目数与投资

额创下历史新高，挖掘机销售实现两位数增长；4
月全社会用电量保持正增长，这些都显示出下一

阶段我国经济将会延续回升改善、持续向好的态

势，对煤炭需求的基本面形成有力支撑。

后期看，随着我国国内经济生产秩序逐步恢

复正常，经济生产对用电的需求将进一步产生拉

动，与此同时，2020年以来大量的基础设施投资

也将对钢铁、水泥等主要耗煤产品产量产生强拉

动，近期水泥生产销售火爆、价格出现较明显回

升，预计二季度后电力、钢铁、建材等主要耗煤

行业产品产量将有望恢复正增长，拉动用煤需求，

国内煤炭市场或将止跌趋稳甚至反弹。

3.2 国际煤炭市场下行压力依然较大

虽然欧美等国疫情逐步得到控制，开始迈入

复工复产阶段，但疫情防控的压力仍然很大；在

亚洲，俄罗斯、印度、日本等国疫情还在发酵，

可能仍需一段时间才能得到基本控制，俄罗斯已

将全国放假延长至 5月 11日，日本将紧急事态宣

言新的期限延长至 5月 31日。总体看各国经济形

势依然不容乐观，不稳定不确定的因素仍然存在，

国际煤炭市场供大于求的态势将进一步延续，煤

价下行的压力仍然很大。

3.3 国内国外煤炭市场将相互影响

近年来，我国煤炭进口量快速增长，自 2014
年以来，我国煤炭进口量连续保持在 2亿 t以上，

2020年前 4个月进口量 1.3亿 t，同比增长 26.9%，

其中我国东南沿海地区是煤炭进口的主要地区，

前 4个月东南沿海地区煤炭进口量超过 8 000万 t。
我国煤炭进口主要来源于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

俄罗斯、蒙古等国，其中从印度尼西亚和澳大利

亚的进口量约占全部进口的80%以上。

大量的煤炭进口使得我国国内与国外煤炭市

场的相互影响不断增加。近期国际煤价持续下跌，

进口煤与国内煤价差扩大，数据显示，5月上旬澳

大利亚 5 500 kcal动力煤到达我国南方港口的到岸

报盘价与国内煤到达南方港口的价格差由 4月中旬

的 25元/t扩大至 120元/t；印度尼西亚 3 800 kcal动
力煤到达我国南方港口的到岸报盘价与国内煤到

达南方港口的价格差也由 4月中旬的 65元/t扩大至

110元/t。近年来，我国加大了对进口煤的管理，

但在如此巨大的价格优势下，后期我国煤炭进口

量或将继续保持较高增长，并在一定程度上冲击

国内煤炭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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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促进煤炭市场平稳运行的建议

1）加强对煤炭市场的分析研判。从新冠疫情

在全球蔓延的形势看，后期疫情发展还存在着高

度不确定性，不排除可能会对煤炭市场造成新一

轮的冲击，因此煤炭行业和企业需要更加密切地

关注新冠疫情的发展，更加精准地研判市场走势，

以便提前采取应对措施。

2）加强自律。从 2012—2015年市场大幅下滑

到此次新冠疫情对煤炭市场造成的巨大冲击都可

以看出，在面对市场需求下降时，煤炭企业往往

采取竞价促销的方式应对，而结果往往导致的是

市场价格溃败式剧烈下跌、企业大面积亏损，

2015年时曾出现全行业亏损，2020年一季度煤炭

企业利润已同比下降 30%，42.9%的企业亏损。煤

炭企业需要进一步树立起“市场”理念，真正做

到“以销定产”“按需组织生产”，从而避免供过

于求，导致市场大幅下跌。

3）加快结构调整转型升级。自 2016年国家推

进煤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来，煤炭企业的结构

调整和转型升级已经有所推进，但从此次新冠疫

情的冲击看，煤炭企业还需要进一步的加快结构

调整，加快淘汰落后的生产能力，坚决退出安全

风险高的产能，加快退出资源枯竭、生产成本高、

煤质差、开采难度大、扭亏无望的落后产能。同

时应抓住机会加快推进企业的兼并重组和转型升

级，加快与上下游及相关能源产业的融合发展，

提高企业竞争能力。

4）强化企业内部管理。煤炭企业需要进一步

提高应对市场风险的能力，在市场下滑时更要苦

练“内功”，深化企业内部改革，降本增效，注重

内部挖潜，努力降低成本费用，强化资金管理，

防范企业风险。

2020年新冠疫情对我国煤炭市场造成了极大

的冲击，近期国内煤炭市场虽出现止跌企稳迹象，

但后期能否真正实现反弹回升，具有标志性的环

渤海 5 500 kcal市场动力煤价格能否回到 500元/t
以上的“绿色区间”合理价位，还需国内煤炭行

业、企业共同努力，团结协作，共同维护煤炭市

场平稳运行。

参考文献：

[1] 中矿（北京）煤炭产业景气指数课题组 .2019—2020年中国煤

炭产业经济形势研究报告[J].中国煤炭，2020，46（3）：5-12.
[2] 郭海涛 .中国能源政策回顾与 2020年调整方向判断[J].国际石

油经济，2020，28（2）：45-54.
[3] 朱险峰 . 2020年一季度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形势分析与展望[J].

中国无价，2020（5）：6-8.
[4] 解美强 . 借疫情“大考”补齐煤企发展短板[N].中国能源报，

2020-04-13（15） .
[5] 熊妍婷 . 疫情下的进口煤爆发会延续吗[J].能源，2020（4）：

71-72.
[6] 董 锋 . 疫情对煤炭行业的影响有多大 [N].中国矿业报，

2020-03-26（002） .
[7] 梁晓云 . 疫情后煤炭供应过剩压力能否继续缓解[N].中国矿业

报，2020-03-25（002） .
[8] 张跃军 . 疫情过后能源供需将迎强劲反弹 [N].中国科学报，

2020-03-25（003） .

作者简介：卢晓燕（1982—），女，河南济源人，主要从事煤

炭经济发展、市场走势等方面的研究，E-mail：lucy963@sina.com

责任编辑：张康宁

卢晓燕：新冠疫情对国内外煤炭市场影响研究

55



第40卷第4期 煤 炭 经 济 研 究 Vol.40 No.4
2020年 4月 Coal Economic Research Apr. 2020

0 引 言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通过疾病传播诱发

公共卫生风险，不仅对医疗卫生体系带来了重大

挑战，也对国民经济造成了较大的直接冲击。以

2003年的 SARS为例，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其对

我国全年GDP的损失大概在 0.8%，疫情横行的第

二季度GDP增速比前后两个季度低 1.5%；交通运

输、住宿餐饮、旅游等行业受到较大冲击，其中，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比前后两个季度平均增

速低 5.4%，住宿和餐饮业比前后两个季度平均增

速低 6.6%。国家统计局 2020年一季度经济数据显

示，受此次新冠疫情影响，主要经济指标下滑明

显，娱乐餐饮行业消费大幅减少，旅游业经济损

失较大。整体来看，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趋势没

有改变，疫情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是暂时且可控的，

我国采取积极的疫情应对措施，同时注重疫情的

国际传播，企业复工复产工作稳步推进[1]。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般呈现“严重、突

然、不寻常、意外、跨国界”的特点，对于各行

各业的影响既包括直接影响，也包括间接影响。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会导致短期内不同程度上

的出行管制，阻滞人员流动及公共场所人群聚集，

在较长时间内降低了消费需求，进而改变消费、

投资、政府购买支出和净出口等经济决策和消费

行为。因此，人员复工困难是企业面临的第一阶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煤炭开采业影响路径与评估

王 兵，吴英东，陈思卿，刘朋帅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能源与矿业学院 可持续发展与能源政策研究中心，北京 100083）

摘 要：新冠疫情对我国经济造成巨大影响，煤炭开采业也受到一定冲击，对其影响路径的分析

有助于制定政策应对疫情。从宏观和微观角度，通过对煤炭产业链、煤炭价格、煤炭运输、企业

微观生产与运作等影响路径进行剖析发现：随着疫情得到控制，煤炭供给全面恢复，而其下游产

业复工复产延迟导致煤炭短期需求锐减；煤炭进口受疫情影响短期暴增，随着供给恢复未来进口

量将下降；煤炭价格受短期内供过于求影响持续走低，形势不容乐观；微观上，疫情并未对煤炭

生产与运作造成严重影响，且对煤炭企业复工复产影响逐步缓解，但宏观形势倒逼煤炭生产企业

调整生产计划和开展中长期订单合同管理，有序释放产能。

关键词：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煤炭开采业；影响机理；新冠疫情；生产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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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path and evaluation of major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on coal mining industry
Wang Bing，Wu Yingdong，Chen Siqing，Liu Pengshuai

（Center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Energy Policy，School of Energy and Mining Engineering，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

gy（Beijing），Beijing 100083，China）

Abstract：COVID-19 has severe impacts on China’ s economy， and the coal mining industry has also been impacted. Impact assessment is of
great importance to implement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to deal with the epidemic. Through the analysis on the main coal supply chain，coal
price and import，domestic coal transportation，enterprise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s management，the macro and micro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 coal
supply side recovered quickly along with the recovery in production，and the resumption delay in the downstream industry is the main reason for the
imbalance between coal supply and demand. The second reason is the short-term coal import by the epidemic. With this background，coal prices con⁃
tinue to fall on the back of stronger supply and weaker demand. On a micro level，the outbreak has not seriously affected the coal enterprise’s pro⁃
duction and operations，and the mining activities are back to the normal situation in the mid-March. However， the current pandemic requires the
whole coal mining industry to adjust their short-term production plan and develop long-term contract management and intelligent coal mining system.
Key words：major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coal mining；influence mechanism；COVID-19 epidemic；production sched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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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问题，资金短缺、供应链中断、原材料不足等

因素也影响着企业的生产恢复。为帮助企业应对

疫情，减少疫情对企业造成的损失，国家出台了

一系列政策举措，如减少企业税费、稳定就业岗

位、缓缴住房公积金及医疗保险等，在一定程度

上缓解了企业的资金压力。同时，各地制定了积

极且安全的复工计划，有效地保障了企业的用工

需求。能源是国民经济运行的基础，在疫情防控

形势不断变化的同时，做好能源供应保障工作具

有重要的意义。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煤炭开采业影响路

径的分析框架，如图 1所示。本文以煤炭生产保障

能源供应为例，采取比较分析和回归分析的方法，

从宏观和微观的视角分析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对煤炭开采业的影响路径。结合新冠疫情与 2003
年非典疫情开展对比分析，宏观层面，从煤电与

煤焦钢产业链、煤炭价格和煤炭进口、煤炭运输

等方面剖析疫情对煤炭开采业的影响机理，微观

层面，从企业复工、日常运作、生产计划、现场

管理等方面综合研究疫情对于煤炭开采企业的影

响，并根据分析结果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1 非典疫情与新冠疫情对煤炭生产企业影

响对比

进入 21世纪以来，依照世界卫生组织对于疾

病的命名，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对我国的影响较大

的就是 2003年的 SARS和 2020年的COVID-19。此

次疫情爆发较为突然，如图 2所示。从图 2（a）的

确诊病例来看，其所造成的影响不亚于 2003年的

非典疫情，因此本文以非典疫情与新冠疫情为例，

分别从疫情变化、煤炭行业特征、疫情影响范围

等角度进行对比分析。

图1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煤炭开采业的影响路径

1.1 疫情发生时间对比

从图 2显示的疫情爆发时间来看，SARS爆发

集中在 2003年 3—5月，此时各煤炭企业工作进展

正常，煤炭生产稳定，只需做好人员之间的防范

隔离，对整个行业生产影响较小[2]；而此次新冠疫

情自春节假期前开始，持续整个农历春节，各大

煤矿复工复产受到一定影响，很多企业生产处于

停滞状态。全国交通出行限制下，2020年 2—3月
人口迁移规模低于 2019年，根据百度迁徙指数显

示，工人返程受阻，人员复工较困难，煤炭行业

产量直到2月底才实现约80%的产能复产率。

1.2 煤炭行业发展周期对比

非典疫情发生在 2003年，而 2002—2012年正

处于我国煤炭行业发展的“黄金十年”，这个阶段

中我国煤炭产量逐年增加，且我国宏观经济高速

增长，煤炭需求空前增加，煤炭行业正处于稳定

的上升时期，疫情的发生并未对煤炭行业上升的

势头产生较大影响[3]。2003年前后的原煤产量并未

出现明显波动，如图 3所示。然而，近几年我国经

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煤炭行业下游需求增长乏力，

煤炭行业正处于深化煤炭供给侧改革的结构去产

能和系统性优化产能的新阶段，行业供给相对宽

松，煤炭行业急需建设现代化煤炭经济体系和走

高质量发展之路，因此与 2003年相比，新冠疫情

对于煤炭生产，特别是行业内部的生产秩序和生

产组织计划将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此外，疫情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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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非典与新冠疫情变化趋势

接冲击且影响较大的行业为第三产业，以 2003年
和 2020年经济结构对比分析可看出，新冠疫情对

于第三产业经济影响较大，其扩散效应可从需求

侧对于煤炭供需平衡造成负面影响[4]。

图3 2000年以来原煤产量及年度增长率

1.3 疫情对煤炭生产的影响范围对比

从影响区域来看，2003年非典疫情主要集中

于北京、广州两地，该地区的煤炭产量占比较小，

因此对整个煤炭开采业而言影响相对较少[5]；而新

冠疫情的传播范围更广，传染性更强，全国各地

区相继启动一级响应，山西、陕西及内蒙古作为

我国煤炭基地受到疫情波及而延迟复工，2020年 1
—2月的原煤产量同比下降6.3%，如图4所示。

图4 2017—2020年一季度原煤产量及GDP增长率

随着新冠疫情防控取得积极进展，煤炭行业

复工复产进程加快，在我国经济增速下滑的情况

下，3月煤炭行业产量逆势而上，同比增长 9.6%，

且 2020年一季度全国累计原煤产量 82 991万 t，同

比仅下降 0.5%，由此可见，全国煤矿复产进程逐

步加快。然而，从经济增长情况来看，经济增速

下降明显，煤炭整体需求并没有增加，煤炭生产

企业需要科学组织煤矿生产，依照市场需求规律

有序释放产能，严禁超能力生产。

2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煤炭开采业的

宏观影响机理

2.1 煤炭供给

从时间角度来看，随着煤炭生产行业的复工

复产，煤炭供给正逐步恢复。新冠疫情爆发初期，

人员出行管制推迟了各行业的复工复产，造成短

期内煤炭供应紧张，随着春节假期结束，各地煤

矿将复工复产提上议程，国企煤矿率先复产，民

营企业随后相继复工复产，及时保证了节后煤炭

供应。数据整理结果显示，2020年 2月 13日，全

国煤矿产能复产率从 2月 10日的 57.8%提高到

63.8%，2月 22日，全国煤矿复产率达到 76.5%，

截至 3月 3日，央企的煤矿复产率已超过 95%，全

国煤矿产能复产率达到 83.4%，且除湖北省外其他

省份均已复工复产，3月底重点煤炭大省山西、陕

西、内蒙古、河南煤矿产能复产率分别约为

95.42%、91.9%、85.6%、97%，且 4月中旬我国煤

炭产能实现了全面复工复产。

新冠疫情确诊人数与煤炭行业的复产率的相

关关系，如图 5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煤炭行业

58



2020年第4期

的复产率与疫情状况的好转有着明显的正相关关

系。随着疫情防控成效的显现，单日新增确诊人

数逐步减少，煤炭开采业的复工复产稳步推进。

图5 疫情确诊人数与煤炭行业复产率回归分析

从区域角度来看，煤炭大省的疫情相对较轻，

对煤炭供应影响较小。此次疫情爆发于湖北武汉，

湖北省在 2016年出台《湖北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

产能实施方案》，计划两年之内关闭所有煤矿，湖

北省煤炭产量较少，对煤炭行业的影响也相对较

小。武汉市采取的“封城”措施，避免疫情更大

范围内传播，对疫情的防控起到重要作用，山西、

陕西、内蒙古、新疆等产煤基地的疫情相对较轻，

截至 4月 24日，山西、陕西、内蒙古和新疆累计

确诊人数分别为 197、194、286、76，处于较低风

险区。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年一季度以来，

山西省原煤累计生产 22 285.2万 t，比 2019年同期

增长 1.1%，内蒙古原煤累计生产 22 143.7万 t，同

比减少 9.1%，陕西省原煤累计生产 13 668.1万 t，
同比增长 20.5%。总体来看煤炭生产大省在疫情初

期影响较大，随着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的推进，

疫情影响逐步减少，煤炭生产处于复产保供状态。

2.2 煤炭需求

从需求端来看，煤炭行业的下游需求行业分

布大致为电力行业 （占 53%）、钢铁行业 （占

16%）、水泥等建材行业（占 13%）、化工行业（占

7%）和散烧煤等（占 12%），因此，电力、钢铁、

建材行业对煤炭需求端的影响最大[6]。本部分主要

通过电力行业和钢铁行业来分析疫情对煤炭需求

侧的影响路径。

发电厂的电煤库存较为充足和第三产业用电

量的减少，导致电力行业短期内的煤炭需求并不

高。随着我国第三产业比重的增加，其占社会用

电量的比例也在逐年上升，而此次疫情严重影响

了第三产业的复工复产，导致其用电量骤减，虽

然居民用电量在疫情期间有一定提升，但考虑到

居民用电所占比例较少，对行业整体影响并不显

著。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年一季度全国发

电量为 15 822亿 kW · h，同比下降了 6.8%，其中，

火电同比下降了 7.5%。另外，节前各大电厂有一

定煤炭库存，疫情开始后又增加了煤炭储存。截

至 2020年 3月 23日，沿海六大电厂的存煤约为

1 708万 t，电煤库存同比增加 150万 t，全国其他

重点电厂与此类似，因此短期内电厂对煤炭需求

不会显著增加。

疫情使钢铁下游产业延迟复工，钢铁需求减

少导致炼焦煤需求下滑。焦炭作为钢铁生产的重

要原料，直接影响钢铁生产，而疫情导致房地产、

建材和汽车等钢铁下游行业的延迟复工，使钢铁

需求量减少，进而影响到焦炭需求，从而导致炼

焦煤需求的下滑。2020年 1—2月，国内焦炭产

量 为 7 064.1万 t，同比下降 4.4%，钢材产量为

16 712.6万 t，同比减少 2.5%，随着未来下游行业

复工复产加快，国内钢材需求逐步恢复，但从国

际疫情发展来看，钢铁行业将面临需求下滑和库

存偏高的长久态势，钢铁行业将稳步推进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因此，钢铁行业对于煤炭的需求也

不会显著增长。

2.3 煤炭价格及进口

由于煤炭生产的恢复和需求的下降，煤炭价

格持续下跌，但随着电厂的去库存及进口量的减

少，有望使煤价稳定在绿色区间。自 2月疫情爆发

初期煤炭价格小幅增长外，2月下旬沿海煤炭市场

煤价下跌 5元/t，3月煤炭累计下跌 35元/t。一方

面，煤炭下游行业复工复产进展缓慢，对煤炭需

求不高；另一方面，煤炭产量随着煤矿全面复工

复产而稳步增加，煤炭市场短期内出现严重供大

于求的现象，造成煤炭价格持续走低。未来煤炭

价格面临各大电厂去库存和煤炭进口量减少的利

好，但国内煤炭市场的回暖需要实施阶段性减量

化生产。

受疫情影响煤炭进口短期暴增，而随着行业

复工复产的加快，未来进口会有所减少。疫情爆

发初期，煤炭企业的延迟复工造成短期供需失衡，

各大电厂和贸易商积极进口存储煤炭，2020年 1—
2月，全国煤炭进口量剧增至 6 806万 t，同比增长

33.1%。3月，进口煤管控措施收紧，4月煤炭进口

船只提前到达，进口量短期内暴增。海关总署数

据显示，2020年一季度原煤进口达到 9 577.8万 t，
较去年同期增长 28.4%。而随着国内煤炭企业的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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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复产，国内煤炭市场供应逐渐宽松，加之疫情

在国外的爆发扩散，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煤炭进口

将会减少。

2.4 煤炭运输

疫情爆发后，全国道路交通受到管制，公路

运输基本停止，部分地区煤炭运输外销受阻，如

榆林地区只允许当地车辆运煤，陕西神木地区停

止了公路运输，只允许内销，煤炭运输效率受到

一定影响。2020年 2月 5日，国家发改委、能源局

召开能源保障工作会议提出保持煤炭运输的通畅，

保障煤炭运输效率，对运输煤炭的车辆开通绿色

通道，确保煤炭供应。2月 23日，榆林、鄂尔多斯

及山西等主要产煤区已经恢复了煤炭运输，受疫

情影响的交通要道全面解除限制，为煤炭运输提

供重要保障。总体来看，煤炭运输安全在疫情期

间得到了有效保障。

3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煤炭开采企业

生产与运作影响路径

煤炭开采行业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人员接

触较多且工作环境相对密闭，煤炭企业防疫工作

面临不小的挑战[7]。随着我国煤矿生产智能化水平

的不断提高，煤炭开采业机械化程度已达到

78.5%，我国煤炭资源主要集中于陕西、山西、内

蒙古、新疆等中西部地区，煤炭总产量占全国的

70%以上，因此，本文选取煤矿区横跨陕晋蒙三省

的M集团为例进行分析。

3.1 煤炭开采业工人复工

为保证煤炭等能源供应，政府相关部门采取

一定的应对措施。国家能源局发布的《关于做好

疫情防控期间煤炭供应保障有关工作的通知》和

国家煤矿安监局发布的《关于切实做好春节后煤

矿复工复产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成为煤矿复工

复产的指导文件，旨在促进疫情期间全国煤炭生

产，保障煤炭供应安全。截至 2月 15日，M集团旗

下煤矿全部开工生产，对于M集团而言，疫情对

工人复工的影响主要包括以下两点。

1）人员返岗标准严格。煤炭生产的返工人员

复岗标准较为严格。根据《煤矿复工复产验收管

理办法》的规定，因疫情不能到岗履行安全生产

职责的煤矿不能复产，因疫情到岗人数较少的，

也必须减少煤炭产量，甚至停止复产。这都使

煤矿企业复产更加艰难，煤炭生产受到一定程

度影响。

2）人员隔离防护困难。由于矿井的工作环境

密闭，且井下人员密集，因此对煤炭生产企业的

防疫工作造成一定挑战。复工人员即使经过医学

隔离观察，其健康状况仍要时刻监测，尤其下井

作业时必须保证人员健康，而隔离检测也会使生

产进度受到影响。

M集团为保障工人安全复工，第一时间成立了

疫情防控指挥组，对返岗人员及其家属进行排查

登记，确保其健康状况；对来往公司的车辆人员

进行登记和体温检测，日常所需消毒液、口罩等

及时分配至返岗人员；领导层深入一线，每日检测

疫情防控情况，对居家观察的员工做到每日巡查，

及时反馈人员健康情况。在M公司的积极防控下，

人员返岗状况良好，公司生产运作有序进行。

3.2 煤炭生产企业运行

3.2.1 疫情对煤炭企业生产计划的影响

从短期来看，疫情影响下企业生产受到一定

影响，原有生产计划按期完成情况不容乐观，而

短期内煤炭需求不变，故煤炭生产企业原生产计

划在春节后的复工时期难以完成，生产煤矿需及

时调整生产计划，为下游行业复工复产提供有力

支撑。宏观数据也反馈了 3月煤炭生产企业复工复

产率逐步提升，煤炭产量迅速增长。从长远来看，

我国煤炭产能过剩的局面没有发生改变，疫情在

全球范围内蔓延，煤炭生产的年度计划需紧密结

合煤炭高质量发展，有序释放产能。

具体对策方面，在疫情背景下，煤炭生产企

业应做好产能评价，尤其在下游需求减缓的情况

下，淘汰落后过剩产能，提高生产质量，根据疫

情的发展态势及时对生产计划进行调整部署。生

产技术方面要紧跟行业前沿，及时更新技术装备，

加快推进智慧矿山、智能化矿井的建设。总体来

看，疫情对煤炭生产企业的生产计划并未造成太

大影响，但疫情倒逼煤炭开采业升级转型，煤矿

产能结构调整，走绿色可持续开采道路[8-9]。
由于M集团为应对疫情及早开展了工作，此

次疫情对其企业生产计划的完成影响不大。为了

应对疫情对企业生产带来的不利影响，M集团先后

制定了《2020年春节期间安全生产组织保障措施》

和《疫情防治期间安全生产应急预案》，对疫情期

间的生产任务进行了科学安排，统筹调配，在保

障安全的条件下做到防疫生产两不误。2020年一

季度以来，M集团产煤达到 4 706万 t，完成生产任

务的同时，超过国家能源集团年度均衡计划57万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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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后期的生产奠定坚实的基础。

3.2.2 疫情对煤炭开采业生产活动和组织方式的

影响

本部分以采煤工作流程为例进行分析，采煤

岗位的工作流程，如图6所示。

图6 M企业的采煤岗位工作简要流程

从图6流程中可以看出3方面的问题。

第一，岗前会议涉及人员众多，即使有一定

的防护措施，仍然不能保证感染风险为零，且井

下生产空间并不宽敞，大量人群聚集极其危险。

第二，交接班工作注意人员防护，交接班是

生产过程中为数不多的人员接触较为频繁的过程，

在保证机器安全的情况下，做好交接防护工作。

第三，停机检查等流程涉及多个工人一起工

作的环节，应考虑单人工作或者适当减少人员，

以避免人多引起的感染。

除此之外，值班人员的轮换，安检人员日常

检查以及工作人员的休息饮食等都会成为企业的

防疫工作的挑战，在保证生产任务的同时，全体

煤炭工人的安全防护需结合煤炭生产的特点进行

布置和规划。

应对措施方面，岗前会议应以线上视频会议

的方式替代，避免大面积人群聚集，人员下井工

作前务必做好健康检查，保证井下工作的安全；

交接班时交接班人员可以对工作环境进行消毒清

理，保证他人安全的同时维护自身安全；涉及双

人或多人操作的环节，应根据需要酌情减少工人

数量，无法减少人数的环节必须保证人员防护到

位，维护井下环境安全。

M集团已经利用数字化平台实现信息的传达，

员工也通过网上办公高效完成煤炭生产任务；

工人的健康状况需实时监测，通过发放健康码

和日常体温测量进行疫情防控，企业复工复产

良好进行。

3.2.3 疫情对煤炭开采业现场管理的影响

现场管理对改善煤炭生产现场和提高生产效

率具有重要作用。在现场管理中，多采用 6S管理

法，即“整理，整顿，清扫，清洁，素养，安

全”。这对维护采煤工作现场环境清洁，保障生产

安全具有重要意义[10]。在疫情期间，煤炭开采对现

场管理的要求应严格执行。首先，生产矿区分为

地面区域和井下区域，地面工业广场由后勤中心

根据卫生管理标准进行清扫整理，而井下区域就

需要井下工作人员负责，对于井下环境的整理直

接关系到人员的安全，要做到区域分配和员工匹

配，矿井漏水和设备积尘及时清理；其次，工人

要时刻关注自身健康，互相监督，如有不适要及

时上报，不隐瞒，不撒谎，遏制病毒传播。

4 结论及政策建议

4.1 结 论

与 2003年“非典”疫情相比，新冠疫情在影

响范围和影响程度上都大于前者，这与疫情发生

时间、波及区域、经济结构密切相关，且国家应

对疫情的应急管理能力，极大地控制了疫情的经

济损失。新冠疫情爆发于春节期间，春运加速了

病毒传播扩散，春节之后全国实行交通管制，工

人复工更加艰难，而“非典”并未造成复工复产

的影响，“非典”期间我国煤炭行业发展正处于上

升期，煤炭需求旺盛，而当前煤炭行业正处于供

给侧改革攻坚阶段，加之此次疫情波及范围更广，

对全国范围内煤炭的产销平衡造成一定影响。

从宏观角度来看，新冠疫情对煤炭需求端的

影响大于供给端，对煤炭价格及进口量的影响相

对较大，对煤炭运输的影响已基本消除。通过对

影响时间范围和区域进行分析，可看出得益于政

府的防控管理和应对措施，各煤炭企业积极复工

复产，煤炭供应及时得到全面恢复。从煤电产业

链和煤焦钢产业链的需求侧分析发现，下游产业

复工复产推迟且正处于产能过剩的阶段，煤炭需

求端增长乏力。而随着煤炭运输与供给端的恢复，

煤炭进口将会减少，需求端的乏力也使煤炭价格

持续下跌，对煤炭市场稳定造成不小影响。未来

随着下游行业复工复产的推进，这些问题都将得

到缓解，但煤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刻不容缓。

从微观角度来看，疫情对煤炭企业的生产运

作影响逐步减弱。煤炭生产企业的生产计划短期

影响逐步消除，相关政策的扶持以及企业内部合

理生产分配使企业按时按量完成生产任务。对于

具体工作流程，企业需要做好人员的防护隔离，

特别是井下工作等人群聚集的监管，而随着采煤

机械化和智能化建设的推进，生产流程可减少工

王 兵等：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煤炭开采业影响路径与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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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数量，且办公信息化建设有助于线上组织生产，

实行数字化复工复产，既保证了人员安全，也提

高了生产效率。

4.2 政策建议

煤炭行业应加快煤矿智能化建设。智能化矿

井在近几年煤炭生产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它不

仅能够减少生产过程中的人员数量，降低人员密

集程度，而且对于一些特定的辅助岗位做到完全

由机器监管，实现无人化管理，在提高生产效率

的同时，也能减少安全事故的发生[11-12]。煤矿的智

能化建设能极大地减少工作人员流动，避免疫情

的感染扩散，也可减少矿井事故的发生，对于煤

炭行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煤炭行业管理需在促进煤炭产能复工复产的

同时，也要协调好下游产业的复工复产工作。疫

情对煤炭需求端的影响明显大于供给端，在煤炭

企业加速复工复产的同时，需结合下游行业的复

工进展做好供需平衡，避免出现供过于求、市场

价格大幅下降现象。同时，煤炭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背景下，煤炭生产企业应该建立中长期订单合

同管理体系，保障企业生产平稳经营。

完善应对突发事件的应急管理体系和运输保

障通道，提高公共安全事件应对能力。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的应急管理体系能最大限度地遏制病毒

的扩散，减少人群大面积感染风险。对煤炭行业

来说，由于其人员的密集性和工作环境的密闭性，

煤炭企业应急管理体系的建设必须制订应急预案，

提升企业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同时对企业员工

进行卫生健康与安全教育，提高工人自我保护意

识。另一方面，煤炭作为我国的主体能源，各级

部门应建立专门的煤炭绿色通道，在发生紧急情

况时能及时保证能源的供给，减少经济损失[13-14]。
煤炭生产企业应加快信息化建设，推进数字

化复工复产。煤炭生产要加强信息化管理平台的

建设，可采用微信、钉钉等线上软件进行工作汇

报、信息分享，实现命令传达，监测企业人员的

健康状况，一旦发现有感染情况，能立刻进行隔

离防护，保障工作人员的安全。另一方面，建立

煤炭企业生产运作网络平台，提高煤炭生产计划、

需求管理、现场管理的信息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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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能源为人类的生存、发展与进步提供了物质

基础，国民经济水平的提升也与能源的消费息息

相关。正因为如此，一直以来，能源消费与经济

增长之间的关系都是经济学领域研究的热点问

题。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社会生产力的显

著提高，煤炭、电力、油气、新能源等多个产业

发展繁荣，在规模和技术上均处于全球领先水

平。能源领域不仅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而且其消

费水平也得到了极大的提升，我国已经成为能源

消费大国。陕西省作为我国能源大省之一，煤

炭、石油、天然气等资源诸量丰富，产量也位居

全国前列。与全国一样，自改革开放以来，陕

西省经济也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 2018 年

GDP达到 24 438亿元，较 1978年的 81亿元增长

了 300.71倍 （图 1）。相应地，陕西省能源消费也

有较快增长，2018年消费了 1.29亿 tce，较 1978
年消费的 0.12亿 tce净增长了 9.75倍 （图 1）。可

见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呈现正向关系，即能源消

费量越大，经济总量也越大。深入研究二者之间

的精准关系，对于实现经济增长与可持续发展之

间的平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此，本文在

借鉴相关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陕西省 1978
—2018年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变动情况进行实

证研究。

陕西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动态关系实证研究

——基于VAR模型

袁显平，朱玉洁
（西安科技大学 管理学院，陕西 西安 710054）

摘 要：为弄清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以 1978—2018年陕西省能源消费总量和生产总值的

实际数据为样本，应用简单散点图、Pearson相关系数法、向量自回归（VAR）模型，利用单位根

检验、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检验和脉冲响应函数等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陕西省能源

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1978—1990年存在能源消费到经济增长的单向因果关系，

而1991—2018年存在经济增长到能源消费的单向格兰杰原因。

关键词：能源消费总量；生产总值；VAR模型；脉冲分析；陕西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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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dynamic relationship between Shaanxi energy consump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Based on VAR model
Yuan Xianping，Zhu Yujie

（School of Management，Xi'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Xi'an 710054，China）

Abstract：To clarif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ergy consumption and economic growth，taking the actual data of total energy
consumption and GDP of Shaanxi Province from 1978 to 2018 as samples，applying simple scatter plot，Pearson correlation co⁃
efficient method，vector autoregressive （VAR）model，using unit root test，co-integration test，Granger causality test and im⁃
pulse response function，an empirical analysis was conducted.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re is a long-term equilibrium rela⁃
tionship between energy consump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Shaanxi Province. From 1978 to 1990，there was a single cause-
and-effect relationship between energy consumption and economic growth，while from 1991 to 2018，there was a single Grang⁃
er cause of economic growth to energy consumption.
Key words：total energy consumption；gross production value；VAR model；pulse analysis；Shaanxi Province

能源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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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来源：历年《陕西省统计年鉴》。

图1 1978—2018年陕西省能源消费总量与GDP

1 相关文献回顾

国外学者对不同国家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之

间的内在关系进行了大量的研究。Hhan等[1]选取了

全球 51个国家 1965—2005年间能源消费与经济增

长的数据，并对其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能源

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对于低

等收入国家而言，GDP 是能源消费的Granger（格

兰杰） 原因，而对于中等收入国家而言，GDP与

能源消费存在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Lee等[2]选取

了一部分发展中国家的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

的数据，并对其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发现

二者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Yu等[3]选取了韩国、菲

律宾为研究对象，发现对韩国而言，经济增长是

能源消费的格兰杰因果原因，而对菲律宾而言，

存在能源消费到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因果原因。

Chang等[4]通过面板因果检验，分析了亚洲 12个国

家 1970—2010年间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之间的关

系，得出二者互为因果关系的结论。

相对于国外，我国关于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

之间关系的研究起步较晚，但依旧取得了丰硕的

成果。李力春[5]选取了我国 1978—2015年能源统计

数据，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拉

动了能源消费的增长。王仲瑀[6]选取了我国京津冀

地区 1995—2014年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的数据，

运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模型研究发现，该地区

经济的快速增长导致了能源消费量的不断增加。

窦睿音等[7]以山西省、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

4个典型资源型地区为例，通过格兰杰因果分析发

现：山西省表现出从经济增长到能源消耗的单向

因果关系，黑龙江省与辽宁省表现出从能源消耗

到经济增长的单向因果关系，吉林省表现出能源

消耗与经济增长的双向因果关系。谢晓冰等[8]通过

研究中美两国能源消费和碳排放的关系，结果发

现能源消费均是支撑两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美国的经济增长对能源消费的依赖程度低于中国。

马莉等[9]选取了 1978—2014年陕西省能源消费与经

济增长的相关数据，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它们互

相之间不构成格兰杰因果关系。马千里等[10]通过

MSIH（2） -VAR（1）模型研究能源消费、技术进

步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结果发现，能源消费

和经济增长呈U型趋势，且现阶段能源消费对经济

增长起到促进作用。

由此可见，国内外诸多学者就能源消费与经

济增长这一问题，选取了不同国家和地区，采取

了不同的研究方法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但由于

计量模型、数据误差、地区经济、能源储备等方

面的影响，导致最终的结论大相径庭，无法概括

出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普适性关系。

2 样本的选取

本文选取 1978—2018年陕西省能源消费总量

（EC）、生产总值 （GDP） 的数据作为样本。数据

来源于《中国国家统计年鉴》《陕西省统计年鉴》

《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国泰安数据库等，

样本数据见表 1，对这些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分析，

并运用计量软件Eviews构建模型。

能源消费总量的最小值和最大值所在年份分

别为 1978年和 2018年。平均值与中位数分别与

2004、1995年的数据较为接近。峰度及偏度显示，

EC的分布图较为平缓且为右偏分布。GDP的最小

指标

EC
GDP

最小值

1 165.42
81.07

最大值

12 900.00
24 438.30

平均值

4 887.80
5 076.77

中位数

3 034.34
1 458.40

峰度

-0.58
0.88

偏度

0.97
1.46

标准差

3 879.06
7 065.03

表1 1978-2018年陕西省能源消费总量与GDP描述统计

注：能源消费总量的单位均为万 tce，生产总值GDP的单位为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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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和最大值所在年份分别为 1978年和 2018年。平

均值与中位数的数据与 2006年的数据较为接近，

中位数的数据与 1983年的数据较为接近。峰度及

偏度显示，GDP的分布图较为尖锐且为右偏分布。

根据标准差来看，GDP相对于EC的分部更为离散。

3 实证分析

3.1 变量间的相关性分析

在构建VAR模型前，首先应该对变量能源消

费总量、生产总值两者之间进行相关性分析，以

便于了解变量 EC和变量 GDP之间可能存在的关

系，进而初步判断二者的相关程度。本文采取

Pearson简单相关系数法进行分析，利用 SPSS统计

软件以国内生产总值为自变量与生产总值之间进

行分析，结果见表2。
表2 Pearson相关分析结果

从表 2来看，P值为 0.000小于 0.05，所以能源

消费总量与生产总值之间相关性显著，可以初步

判定这两个因素关系比较密切，在此基础之上作

出散点图，如图2所示。

图2 能源消费总量与生产总值之间的关系

由图 2可知，在 1978—2018年之间，陕西省

能源消费总量与生产总值存在线性相关关系，且

点状分布前期较为密集，后期较为疏松。基于此，

本文的建模分析分为两个时间段：1978—1990年
（下文称为模型 1）以及 1991—2018年（下文称为

模型2）。

3.2 变量间的平稳性检验

为了减小模型误差，对原变量取对数，为了

避免建立的模型出现伪回归的情况，首先应该对

能源消费总量、生产总值进行平稳性检验。采用

ADF法（Augmented Dickey-Fuller Test）对时间序

列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单位根检验是指检验序

列中是否存在单位根，一旦存在单位根，就是非

平稳时间序列，检验结果见表3、表4。
表3 各变量间的平稳性检验（模型1：1978—1990）

表4 各变量间的平稳性检验（模型2：1991—2018）

从表 3及表 4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序列

lnEC、 lnGDP的 ADF检验值均大于显著性水平为

5%的临界值且 P值均大于 0.05，说明无法拒绝原

假设，认为 lnEC、lnGDP存在单位根，为非平稳序

列；一阶差分序列△lnEC的ADF检验值大于显著

性水平为 5%的临界值且 P值小于 0.05，一阶差分

序列△lnGDP的ADF检验值大于显著性水平为 5%
的临界值且P值大于 0.05，为非平稳序列；而二阶

差分后，△²lnEC、△²lnGDP均通过了5%临界值下

的检验且P值均小于 0.05，说明此时两个变量均平

稳，模型 1、2均符合VAR模型的进入该系统的变

量均为平稳时间序列的要求。

3.3 确定最优滞后阶数

滞后阶数 k的确定在 VAR模型中是十分重要

的。一方面，滞后阶数过少可能无法准确描述出

时间变量的动态关系，而另一方面，随着滞后期

的增大，待估计参数数量增多，模型的自由度也

随之降低。因此，要使得滞后阶数足够大，以便

能够准确、完整地反应出模型的动态特征。在计

量经济学中，一般选取 SC、AIC和HQ的最小值来

变量

lnEC
lnGDP
△lnEC
△lnGDP
△²lnEC
△²lnGDP

ADF统计量

-0.032 2
7.943 9
-2.010 7
-0.937 0
-3.639 4
-5.137 8

临界值（显著性

水平5%）
-3.144 9
-1.974 0
-3.175 4
-1.977 7
-3.212 7
-1.982 3

P值

0.944 0
1.000 0
0.278 5
0.289 1
0.026 4
0.000 2

检验结果

不平稳

不平稳

不平稳

不平稳

平稳

平稳

变量

lnEC
lnGDP
△lnEC
△lnGDP
△²lnEC
△²lnGDP

ADF统计量

-2.140 2
-3.393 8
-2.468 8
-6.313 0
-5.890 5
-6.313 0

临界值（显著性

水平5%）
-3.603 2
-3.612 2
-3.622 0
-3.603 2
-3.603 2
-3.603 2

P值

0.500 0
0.075 9
0.338 6
0.000 1
0.000 3
0.000 1

检验结果

不平稳

不平稳

不平稳

不平稳

平稳

平稳

指标

Pearson相关性 r
显著性P值（双侧）

国内生产总值

1
能源消费总量

0.974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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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模型的最优滞后期 （k）。此外，还可以利用

LR（似然比统计量）检验来进一步确定。本文通

过 EViews 软件进行滞后性检验，见表5和表6。
从表 5可以看出，当滞后阶数为 1时，显著的

参数最多，所以确定滞后阶数 k为 1阶，因此，模

型 1选择建立滞后期为 1的VAR模型是合理的；同

理，从表 6可以看出，模型 2建立滞后期数为 2的
VAR模型是合理的。

3.4 VAR模型的稳定性检验

在对VAR模型进行建模结果分析之前，还应

对所构建的VAR模型的平稳性进行检验。平稳性

是指对某一个VAR模型的方程施加一个脉冲冲击，

若这个冲击随着时间的推移不会消失，说明构建

的VAR模型不稳定，还需进行改进。本文采用图

示法进行检验，如若特征根全部都落入单位圆内，

则说明所构建的VAR模型是稳定的，如果出现特

征根落在单位圆外的情形，则说明VAR模型不稳

定。Eviews检验结果如图3和图4所示。

（模型1：1978—1990）
图3 滞后1阶的VAR模型单位根检验

（模型2：1991—2018）
图4 滞后2阶的VAR模型单位根检验

在 VAR模型中，共有 nk个根。其中，n表示

变量的个数，k表示最优滞后期。在此文中共有 2
个变量，由表 5可知，模型 1的最优滞后期是 1，
因此在图 3的单位圆内应当出现两个点。观察发现

图 3确有两个点且全部都出现在单位圆内，这可以

说明建立滞后期为 1的VAR模型是稳定的。同理，

由表 6结合图 4可知，模型 2建立滞后期为 2的
VAR模型是稳定的。

3.5 Johansan协整检验

由平稳性检验可知，各个变量均为二阶单整

序列，满足协整检验的前提。下面将通过协整检

验来验证各个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本文采用基于回归系数的 Johansen 协整检验法，

检验的结果见表7和表8。
通过表 7和表 8的结果可以看出， lnGDP、

lnEC两组变量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

None，即变量之间至少有一个协整方程；接受原

假设At most one，这说明变量之间至多有一个协整

滞后期

0
1
2
3

LogL
-18.567 0
72.572 9
82.295 2
82.490 2

LR
NA

160.406 2
15.555 6*
0.280 8

FPE
0.017 8
1.67e-05
1.07e-05*
1.48e-05

AIC
1.645 4
-5.325 8
-5.783 6*
-5.479 2

SC
1.742 9
-5.033 3
-5.296 1*
-4.796 6

HQ
1.672 4
-5.244 7
-5.648 4*
-5.289 9

表6 各变量间的平稳性检验（模型2：1991—2018）

注：*表示在5%的水平下显著。

滞后期

0
1
2
3

LogL
10.569 7
44.267 2
45.446 2
52.786 2

LR
NA

47.176 57*
1.178 9
4.404 0

FPE
0.000 6
1.69e-06*
3.48e-06
2.86e-06

AIC
-1.713 9
-7.653 5
-7.089 2
-7.757 28*

SC
-1.653 4
-7.471 9*
-6.786 6
-7.333 6

HQ
-1.780 3
-7.852 6
-7.421 1
-8.221 9*

表5 各变量间的平稳性检验（模型1：1978—1990）

注：*表示在5%的水平下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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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变量之间的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

（模型1：1978—1990）

表8 变量之间的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

（模型1：1991—2018）

方程。综上所述，两组变量在模型 1和模型 2中均

存在唯一的协整关系。

3.6 格兰杰因果检验

通过上述协整检验，可以发现，在模型 1和 2
中，能源消费总量与国内生产总值均存在协整的

关系，但这并不能说明两组变量之间存在因果关

系。鉴于此，分别对这两组变量进行格兰杰因果

检验。格兰杰因果关系可以用来检验某组变量的

所有滞后项是否对另一组或几组变量的当期具备

预测能力，实质上是利用VAR模型来进行一组系

数显著性检验。检验结果见表9和表10。
由表 9可知，在模型 1中，即在滞后阶数为 1、

显著性水平为5%的情况下，lnGDP不是 lnEC的格

表9 格兰杰因果检验（模型1：1978—1990）

表10 格兰杰因果检验（模型2：1991—2018）

兰杰原因，lnEC是 lnGDP的格兰杰原因。由表 10
可知，在模型 2中，即在滞后阶数为 2、显著性水

平为 5%的情况下，lnGDP是 lnEC的格兰杰原因，

lnEC不是 lnGDP的格兰杰原因。

3.7 脉冲响应分析

本文研究的是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

系，侧重于研究一个变量对另一个变量的整个影

响过程，由于系数只反映出一个局部的动态关系，

而不能完全反映出两者之间全面、复杂的动态关

系，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通过绘制脉冲响应函数来

全面地反映出两个变量之间的动态影响。脉冲响

应函数是捕捉一个变量对另一变量的动态影响路

径，进而衡量不同结果冲击的重要性。基于VAR
模型绘制出脉冲响应函数曲线，如图 5和图 6所

原假设

None
At most one

特征值

0.735 4
0.606 2

迹检验统计量

27.139 3
11.184 0

迹检验临界值

（5%）
25.872 1
12.518 0

P值
0.034 6
0.082 7

结论

拒绝

接受

原假设

None
At most one

特征值

0.464 8
0.061 2

迹检验统计量

17.893 8
1.641 8

迹检验临界值

（5%）
15.494 7
3.841 5

P值
0.021 3
0.200 1

结论

拒绝

接受

原假设

lnGDP不是 lnEC的

格兰杰原因

lnEC不是 lnGDP的
格兰杰原因

滞后阶数

1

1

观察值

12

12

F值
1.281 7

15.230 6

P值
0.286 8

0.003 6

结论

接受

拒绝

原假设

lnGDP不是 lnEC的

格兰杰原因

lnEC不是 lnGDP的
格兰杰原因

滞后阶数

2

2

观察值

26

26

F值
5.600 7

0.879 1

P值
0.011 2

0.429 9

结论

拒绝

接受

（模型1：1978—1990） （模型2：1991—2018）
图5 脉冲响应：lnEC对 lnGDP的冲击

（模型1：1978—1990） （模型2：1991—2018）
图6 脉冲响应：ln GDP 对 ln EC用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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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函数的周期均为 10年，图中虚线表示以实线

为基础，正负两倍的标准差所形成的偏差带。

由图 5可知，模型 1、2的变动趋势大致相同，

即当给能源消费总量一个正方向的冲击，即能源

消费总量增大时，生产总值出现了一个较为平稳

的上升趋势，第 6期影响达到最大，之后影响趋势

保持平稳。这说明能源消费总量的增加对生产总

值起促进作用，然而这种促进并非无休止，当到

达某一临界值时，增加能源消费总量便不会再产

生提高生产总值的效果，这与现实是相符的。在

一定的范围内，能源消费总量的增加意味着产业

的发展，进而带动了经济水平的提升。当能源消

费达到了饱和状态，继续加大消费量不但不会带

动产业发展和经济水平的提升，而且可能会导致

环境污染、能源过度消费的治理等问题进而影响

生产总值。

由图 6可知，在模型 1中，当给生产总值一个

正方向的冲击，即生产总值增大时，不会对能源

消费总量产生影响。在模型 2中，当给生产总值一

个正方向的冲击，即生产总值增大时，能源消费

总量出现上升趋势，第 5期影响达到最大，之后影

响趋势逐渐减弱最终趋于平稳。说明经济增长会

刺激能源消费，但随着生产总值的不断增加，能

源消费总量的增加幅度会不断减少，现实中也是

如此。在一定范围内，经济持续并且稳定的增长

需要不断扩大对能源的消耗，此时经济发展比较

依赖于能源的消耗；当经济水平提升达到一定阶

段后，对能源消费的依赖程度就有所降低。

4 结 论

本文选取了能源消费总量和生产总值两个变

量，通过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分析了

1978—1990年、1991—2018年陕西省能源消费与

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1）陕西省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协整

关系。

2） 1978—1990年，陕西省能源消费是GDP的
单向格兰杰因果原因，说明自改革开放至 20世纪

90年代，陕西省的经济增长依赖能源产业的发

展，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是能源产业的规模

化扩张。

3） 1991—2018年，陕西省GDP是能源消费的

单向格兰杰因果原因，说明在此期间陕西省的经

济增长促进了能源消费的增加，并有可能进一步

导致陕西省能源结构的优化配置、节能降耗、提

升用能效率等，进而促使陕西省能源产业的进一

步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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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煤炭行业作为我国主要能源行业之一，其劳

动对象固定，资源结构单一，产业集中度低，与

其他产业存在较大差异。《煤炭工业发展十三五规

划》中明确提出，到 2020年，大型煤炭企业所占

主体地位突出，煤炭产业的集中度也将进一步提

升。党在十九大报告中也强调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将从质量、效率多角度进行经济变革，优先通过

提升技术创新来革新经济结构，改变传统模式。

关注资源整合背景下煤炭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

变动情况，一方面可作为拉动经济转型和促进

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另一方面通过提升产业

水平和国际竞争力，为后续相关政策的具体实

施提供依据。

能源的供应会从经济、社会与环境多个角度

产生深远的影响。煤炭产业依靠大量消耗能源资

源来拉动粗放型经济增长，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

社会问题，例如矿难。矿难阻碍煤炭产业健康快

大型煤炭基地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因素研究

赵 晟 楠
（延安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陕西 延安 716000）

摘 要：“十三五”规划将煤炭能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主线。为促进煤炭产业以“安全、高效、

绿色、智慧”为标准的高质量发展，提升其全要素生产率成为当下迫切需求。根据WIND咨询金融

数据库中煤炭产业上市公司数据，运用DEA-Malmquist指数法测算煤炭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率及其分

解效率。结果表明，煤炭产业整体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率呈下降趋势。较低的规模效率是造成全

要素生产率下降的主要原因，上中下游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呈波动变化趋势。进而采用OLS模型对

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回归分析。实证结果表明，企业规模扩大不利于促进煤炭产业

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研发投入对企业效率产生显著抑制作用，政府扶持对企业效率产生正面

影响。

关键词：大型煤炭基地；全要素生产率；优化产业结构；跨界融合；DEA-Malmquist指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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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factors influencing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of large coal base
Zhao Shengna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Yan'an University，Yan'an 716000，China）

Abstract：The“13th Five-Year Plan”will upgrade the structural reform of the coal energy supply side to the main line.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coal industry with the standards of “safety，efficiency，greenness，and
wisdom”，it is an urgent need to increase its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According to the data of coal industry listed companies
in the WIND consulting financial database，the DEA-Malmquist index method is used to measure the change rate of coal to⁃
tal factor productivity and its decomposition efficiency.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change rate of the
coal industry as a whole is declining. Lower scale efficiency is the main reason for the decline i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and th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of upstream，midstream and downstream enterprises shows a fluctuating trend. Furthermore，
the OLS model is used to perform regression analysis o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The empirical re⁃
sults show that the expansion of enterprise scale is not conducive to promoting the increase of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of the
coal industry. R&D investment has a significant inhibitory effect on enterprise efficiency，and government support has a posi⁃
tive impact on enterprise efficiency.
Key words： large coal bas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optimiza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cross-border integration；DEA-
Malmquist index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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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发展，政府也在强调加大安全规章制度，保障

煤矿安全生产形势。但是，实施安全规制将使得

原本用于煤炭生产的部分资源转化为安全投入，

导致部分煤炭产出未能实现，从而对煤炭行业的

技术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变动产生影响。科学的

测算煤炭行业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voduc⁃
tivity，简称 TFP），要明晰控制全要素生产率变动

的因素，比如技术效率[1]、职工素质[2]、政府政策

和体制结构[3]。
通过研究发现，理论研究界忽视了煤炭产业

层次划分和影响因素。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

面揭示煤炭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一是全要

素角度，借助DEA框架，构建DEA模型测度 28家
煤炭上市公司全要素生产率，从全样本到分层产

业链多层次进行实证检验。二是理论分析影响因

子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建立多元线性回归

模型，来测算资源整合背景下的煤炭基地全要素

生产率影响效应。

1 大型煤炭基地TFP提升途径

我国经济已经从高速增长的阶段转向了可持

续发展的阶段，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将提升全要素

生产率作为当下的迫切要求。所以，提高全要素

生产率对我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有着亟为重要的意义。

1.1 创新能力提升

煤炭企业为了能获得更多的资源配置，将会

提升创新能力，创新又会带来规模收益的递增。

那么企业能否扩大规模，进而就会获得更多生产

要素的资源，从根本上就决定于它的创新能力。

通过对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创新效率研究发

现，全国的技术创新效率普遍偏低[4-6]。全要素生

产率与技术开发和技术改造呈显著正相关关系[7]，
核心技术缺失是阻碍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主要影响

因素[8]，而技术投入并不能有效的提升全要素生产

率，引进技术才是提升生产率的主要途径[9]。这就

意味着创新竞争带来的资源配置能够提升全要素

生产率，而用单纯扩大企业规模或者其他手段，

都不能满足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要求。

1.2 引入竞争机制

在市场竞争机制下，有竞争力的大企业将不

断壮大，没有竞争力的企业将会萎缩消亡。通常

来说，发展中的企业可以从产业之间资源重新配

置中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而那些有竞争力

的大企业则会从企业之间资源重新配置中得到全

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企业的发展、退出市场以及

生存、消亡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具有重大贡献。

1.3 产业结构优化

产业结构优化意味着产业结构向合理化和高

度化方向演进[10]，通过改变资源在不同产业部门之

间的比例关系，或者技术创新推动产业结构从低

水准向高水准发展，从而影响生产率增长[11]。在产

业结构优化过程中，能源资源会在各产业部门之

间重新配置，由于不同产业部门对能源的利用效

率存在显著差异，因此产业结构优化会对能源效

率产生显著影响 [12-15]。所以，资源在产业间的重

新配置会促进产业结构优化，进而提升全要素生

产率。

1.4 依托政策调控

党的十九大报告围绕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改革，

提出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更好

发挥政府作用”的原则。从宏观角度来看，政府

应该建立以鼓励企业创新和提升效率为导向的市

场激励机制。从微观角度来看，政府无需直接颁

布政策，而是应该营造一种生产要素公平参与，

市场竞争自由进出的公平竞争机制和优胜劣汰的

环境。需要打破行业垄断[16]，同时不断完善全要素

生产率提升的政策机制。如果政策分工不明晰，

运作不协调，财政货币政策存在短期调控问题，

往往会造成产能过剩、高杠杆率等问题[17]。

2 模型研究方法

2.1 DEA-Malmquist指数法

这种指数方法是利用线性规划来测量每一个

决策单元的规模性和相对有效性，选用规模可变

的BBC模型，数学方程表示如下。

Minθ
∑i = 1
m xij λj ≤ θXjk, i = 1, 2,⋯,m

∑r = 1
s yrj λj ≥ yjk, r = 1, 2,⋯, s （1）
j = 1, 2,⋯,n
λj ≥ 0,∑j = 1

n λj = 1
在规模不变的假设下，Fare将Malmquist指数

法用于测量生产效率，数学公式如下。

M ( )xt + 1, yt + 1, xt, yt =
é

ë
êê

ù

û
úú

Dt0 ( xt + 1, yt + 1 )
Dt0 ( xt, yt ) × D

t + 10 ( xt + 1, yt + 1 )
Dt + 10 ( xt, yt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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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t时期、 t+1时期的投入产出量用 （xt，yt）
和 （xt + 1, yt + 1） 表示，在规模报酬可变的条件下，

可以将DEA-Malmquist指数法分解为，技术效率变

化率与技术进步率，技术效率变化再次分解为，

纯技术变化与规模效率变化，分解表示公式如下。

M ( )xt + 1, yt + 1, xt, yt =
Dt + 10 ( xt + 1, yt + 1 /VRS )
Dt0 ( xt, yt /VRS ) ×

Dt0 ( xt, yt )
Dt + 10 ( xt + 1, yt + 1 ) ×

é

ë
êê

ù

û
úú

Dt0 ( xt, yt )
Dt + 10 ( xt, yt ) ×

Dt0 ( xt + 1, yt + 1 )
Dt + 10 ( xt + 1, yt + 1 ) ×

1
2 （3）

2.2 OLS模型

在使用DEA指数法测算大型煤炭基地全要素

生产率变化率和其分解效率后，将全要素生产率

作为被解释变量，影响因素作为回归分析的解释

变量。因为 DEA-Malmquist指数测度的结果大于

0，所以采用最小二乘法 （Ordinary Least Squares，
简称OLS）进行回归分析，模型数学式如下，Y为
被解释变量，βi为参数向量，εi为随机扰动项，服

从正态分布，具体公式如下。
Y = β0 + β1X1j + β2X2j + β3X3j + ⋯ + βiXij + εi, i =

1, 2,⋯,n （4）
3 大型煤炭基地TFP的动态变化分析

运用DEAP 2.1软件对煤炭产业整体情况和产

业上中下游不同层面进行全要素生产率和分解效

率分析。全要素生产率变动测算指标，见表1。
表1 全要素生产率变动测算指标

在获得完善的企业数据后，要按照以下标准

剔除了不符合经济学常识的数据：企业固定资产

净额、企业平均从业人数、企业主营业务收入、

净利润不能为负数，相关数据还需要满足会计勾

稽关系。收集整理的数据中有 35个企业，2 695个
企业观测样本 （不同年份的企业为不同的观测样

本），其中 2008年和 2009年的数据大部份缺失，

我们将其剔除。7家企业数据统计不完善，也给予

剔除，剩下 28家企业为正常样本。经过上述处

理，获得连续 9年的面板数据包括企业 28家，总

计 1 764个观察样本点。

涉及变量中需要对资本投入变量进行时间维

度上的价格指数平减。所有变量平减的基年为

2010年。资本投入的平减指数为固定资产投资价

格指数。依照张军[18]的方法，资本投入平减后：

Kd ( )t = Kd ( )t - 1 + [ ]K ( )t - K ( )t - 1 /IPI10 ( )t （5）
其中，Kd（t）表示为平减后，年份 t固定资产

净值年末平均余额，K（t）表示为当年价格的固定

资产净值年末平均余额，IPI10（t） 表示为以 2010
年为基年，年份 t的投资价格平减指数。劳动投入

为企业雇佣劳动力的数量。在利用企业主营业务

收入和净利润进行分析时，考虑到通货膨胀等外

在因素，需要对企业各年度主营业务收入进行平

减，来消除价格波动的影响，数据处理与固定资

产投资价格指数相同。

3.1 煤炭产业整体TFP变化及其分解

需要测算煤炭产业整理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变

动情况，结果见表2。
技术应用水平的升降通过纯技术效率来表示，

若纯技术效率变动大于 1.000，表明技术应用水平

提高，纯技术效率变动小于 1.000，则代表技术应

变量

资本投入

资本产出

二级变量

资本投入

劳动投入

\
\

单位

元

人

元

元

选取指标

企业固定资产净额

企业平均从业人数

企业主营业务收入

净利润

年份

2010—2011
2011—2012
2012—2013
2013—2014
2014—2015
2015—2016
2016—2017
2017—2018

均值

技术效率变化

1.000
1.000
1.006
0.981
1.006
0.905
0.905
0.961
0.970

技术进步率

0.978
0.988
0.974
1.002
0.993
1.122
1.131
1.046
1.029

纯技术效率

1.071
0.999
1.002
0.988
1.001
0.933
1.023
0.983
1.000

规模效率

1.000
1.001
1.004
0.993
1.006
0.970
0.884
0.977
0.979

TFP变化率

0.980
0.988
0.980
0.983
0.999
1.015
1.023
1.005
0.996

表2 2010—2018年煤炭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率和分解效率

数据来源：WIND咨询金融数据库计算整理所得。

数据来源：WIND咨询金融数据库。

赵晟楠：大型煤炭基地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因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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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水平下降[19]。技术效率是提升科技水平带来的成

效，具体表现在利用现有资源有效的能力。从表 2
可知，2010—2018年煤炭产业 TFP变化率平均变

动率为 0.996，年增长率为-0.40%。TFP变化率分

解后，发现技术进步率均值为 1.029，年增长率为

2.9%，技术效率变化均值为 0.970，年均增长率

为-3.00%。表明煤炭产业整体的规模呈现显著下

降趋势。企业的规模结构不合理，资源利用率低

造成煤炭企业TFP变化率的下降。从每年的数据进

行分析，煤炭企业TFP变动率呈波动趋势。

2010—2011年 TFP变化率下降 2.00%，2011—
2012 年 和 2012—2013 年 TFP 变 化 率 分 别 下 降

1.20%和 2.00%，2014—2015年 TFP变化率依旧下

浮，降低 0.10%，2015—2016年 TFP变化率呈现上

升趋势，上升幅度为 1.5%。2016—2017年 TFP变

化率上升幅度最大，为 2.3%，主要原因为煤炭供

给端恢复正常，去产能顺利推进。2017—2018年
上升 0.5%，技术效率波动是影响煤炭产业 TFP变

化率波动的主要因素，煤炭产业偏低不稳定的技

术变化率阻碍了TFP变化率的增长。

3.2 煤炭上中下游企业TFP变化及其分解

随着“十三五”规划煤炭供给侧改革，下游

煤炭企业除自备电厂外几乎没有库存，该阶段由

于环保要求，堆煤成本增加，多数煤矿采用以销

定产的方式对抗价格下跌[20-22]。因为在煤炭产业主

要划分上，主要分为煤炭开采、化工电力加工和

开采辅助性活动。依据煤炭企业主营行业分布，

将主营煤炭工业的企业划分为上游企业，例如：

产业

上游

中游

下游

年份

2010—2011
2011—2012
2012—2013
2013—2014
2014—2015
2015—2016
2016—2017
2017—2018

均值

2010—2011
2011—2012
2012—2013
2013—2014
2014—2015
2015—2016
2016—2017
2017—2018

均值

2010—2011
2011—2012
2012—2013
2013—2014
2014—2015
2015—2016
2016—2017
2017—2018

均值

技术效率变化

1.006
1.000
0.996
1.002
1.002
0.997
0.995
0.992
0.998
1.003
0.999
1.004
0.982
1.009
0.905
0.902
0.959
0.970
1.035
0.998
1.003
0.997
0.998
1.005
0.998
1.000
1.004

技术进步率

1.008
0.973
1.007
1.003
0.983
1.032
1.020
1.021
1.006
0.981
0.989
0.975
0.999
0.996
1.123
1.135
1.046
1.030
0.950
0.998
0.989
0.992
0.989
1.006
1.014
1.007
0.993

纯技术效率

1.000
1.000
0.998
1.002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10
0.999
1.002
0.992
1.001
0.933
1.018
0.987
0.992
1.014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1

规模效率

1.000
1.000
0.997
1.000
1.002
0.997
0.995
0.992
0.998
0.993
1.000
1.002
0.991
1.008
0.970
0.885
0.971
0.977
1.021
0.998
1.003
0.997
0.998
1.005
0.998
1.000
1.002

TFP变化率

1.014
0.973
1.003
1.006
0.985
1.028
1.015
1.014
1.004
0.984
0.989
0.978
0.981
1.005
1.016
1.023
1.003
0.997
0.983
0.996
0.992
0.989
0.987
1.011
1.012
1.007
0.997

表3 2010—2018年煤炭上中下游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率和分解效率

数据来源：WIND咨询金融数据库计算整理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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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山煤电 （工业营收占比 100%）、ST安泰 （工业

营收占比 99.97%）、恒源煤电 （工业营收占比

95.26%）；将煤炭生产、运输占总营收超半数的企

业划分为中游企业，例如：潞安环能 （采掘业营

收 占 比 85.60%）、 上 海 能 源 （洗 煤 营 收 占 比

75.47%）、 山 西 焦 化 （焦 化 行 业 营 收 占 比

99.54%）、*ST安煤 （煤炭及物资流通营收占比

57.50%） 等；电力、化工占总营收超半数的企业

划分为下游企业，例如：永泰能源 （电力业务营

收占比 49.63%）、开滦股份 （煤化工业营收占比

81.54%）等。汇总分类后得上游企业 3家，中游企

业 20家，下游企业 5家。对 3个细分产业进行 TFP
变化率测算和分解，结果见表3。

从产业分层上来看，上中下游产业TFP变化率

均呈现波动趋势，上游煤炭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为

上升趋势，年平均增长 0.4%，中游煤炭企业与下

游煤炭企业TFP变化率呈现波动状态，并且年均增

长率均为-0.3%。但下游企业的技术进步率较低，

规模效率呈增长趋势，表明下游企业TFP变化率受

到技术进步率的影响。

通过以上数据发现上游和中游煤炭企业规模

不合理，资源配置能力较低，产业集中度低等问

题阻碍全要素生产率。下游企业产业技术创新水

平低，缺少技术和知识创新，产品层次低，企业规

模不合理，制约产业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率。

4 模型研究设计

4.1 变量选择

在使用DEA-Malmquist法测算大型煤炭基地全

要素增长率变化率及其分解效率后，全要素生产

率变化率被作为解释变量，影响因素为回归分析

的解释变量[23]。因为DEA-Malmquist指数测算法的

结果始终大于 0，因而采用 OLS多元线性回归分

析。被解释变量用测算出的全要素生产变化率来

表示，解释变量选用企业规模，研发投入，政府

补助。煤炭上市公司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因素变量

说明，见表4。
1）企业本身在技术、资源、信息和人才等方

面具有比较优势，企业资源整合能力的强弱会对

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率有一个直观的反

映[24-26]，所以选取上市公司资产总计取对数形式来

反映企业规模。

2）企业对研发投入的资金使用效率上可以反

映出技术的自主创新程度[27]。所以，选取上市公司

研发支出合计取对数形式来反映研发投入。

3）大型煤炭基地在资源整合的背景下，开始

向绿色健康能源转型。这一过程就需要政府的政

策支持和资金补贴，来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和生

产效率[28]。所以，选取政府补助取对数形式来反映

政府扶持。

表4 煤炭上市公司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因素变量说明

4.2 模型设计

运用 2010—2018年 28家煤炭上市公司数据建

立 OLS回归模型，如式 （6） 所示。在模型中，

TFP为大于零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率；β0为常数

项；βi为回归系数。I表示为煤炭上市公司企业数，

t为时间，ε为随机扰动项。Si，t表示第 t年第 i个煤

炭上市企业总资产的对数；Ii，t表示第 t年第 i个煤

炭上市企业研发投入的对数；Gi，t表示第 t年第 i个
煤炭上市企业政府补助的对数。

TFPi, t = β0 + β1Si, t + β2 Ii, t + β3Gi, t + εi, t, i = 1, 2, 3,⋯,28
（6）

4.3 描述性统计分析

煤炭上市公司影响因素变量的统计特征，见

表5。
表5 煤炭上市企业影响因素描述性统计分析

数据来源：WIND咨询金融数据库计算整理所得。

4.4 回归结果分析

煤炭上市公司数据OLS模型回归结果，见表6。
1）企业规模的影响。企业规模的系数为

-0.013 3，与煤炭上市公司全要素生产率呈负相

关，产生了负面影响。主要原因是为了解决和缓

和资源匮乏和环境污染等问题，政府开始研发太

阳能、风能等可持续发展的绿色能源[29]，所以单纯

扩大企业规模，对煤炭上市公司全要素生产率的

变量

类型

因变量

自变量

变量名称

全要素生产率的变

化率

企业规模

研发投入

政府扶持

符号

TFP
S
I
G

定义

DEA-Malmquist 指数测得的TF⁃
PCH

上市公司资产总计取对数

上市公司研发支出合计取对数

政府补助取对数

变量

企业规模

研发投入

政府扶持

平均数

10.382 9
7.574 9
7.297 0

标准差

0.543 9
0.983 2
0.711 5

最小值

8.337 5
3.281 0
5.008 8

最大值

11.768 8
9.187 2
8.906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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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率起负相关作用。

2） 研发投入的影响。研发投入的系数为

-0.000 5，与煤炭上市公司 TFP呈现负相关，这说

明研发投入产生了负效应。主要原因是煤炭企业

对研发投入的资金使用效率较低，研发资金并没

有很好的发挥创新和改进的作用，而是用于其他

用途。比如，申请非核心专利，知识成果有较低

的产出效率。

3） 政府扶持的影响。政府扶持的系数为

0.004 6，与煤炭上市公司全要素生产率正相关，

表明政府扶持越大，企业在技术、人才、资源、

信息等多方面具有比较优势，从而推动企业全要

素生产率的提升。

表6 OLS模型回归结果

数据来源：WIND咨询金融数据库计算整理所得。

5 结论与建议

5.1 结 论

文章基于 DEA-Malmquist指数法测算 2010-
2018年煤炭上市公司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情况，

使用OLS回归模型分析企业规模、政府扶持、研发

投入对煤炭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动情况。煤炭产

业全要素生产率呈递减趋势，煤炭上中下游产业

全要素生产率存在差异，企业规模与煤炭企业

TFP呈显著负相关，研发投入与煤炭企业 TFP呈

显著负相关，政府扶持与煤炭企业 TFP呈正相关

影响。

5.2 建 议

煤炭产业在面对新时代、新要求的情况下，

抓住新旧动能转换的重大机遇，坚持高质量和高

效益。煤炭产业作为一种能够改造生产方式的经

济手段，能够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基于以上结

论，为了提升煤炭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和推动产

业升级高质量发展，提出以下建议。

1）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提升质量供给。国家

颁布了严格的环保政策，人民群众对生态环境就

有了更严苛的要求，这将进一步促使煤炭企业提

高供给质量，降低劣质的煤炭供应。为了促使煤

炭产品由燃料属性向原料和燃料属性转换，应该

研究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技术，大力发展现代煤化

工产业。在今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煤炭仍作为

中国能源消费的主体，因此实现煤炭产业结构调

整，资源绿色开发，清洁利用也是当前的主要任

务之一。

2）注重产业战略规划，提高创新能力。创新是

发展的主要能动力，煤炭产业要想通过创新来带

动产业升级，就需要坚定不移的去淘汰落后的产

能，提升工业化、智能化、信息化发展水平，形

成促进煤炭产业发展的核心力量，煤炭企业加大

对创新研发的投入，重视人才培养和人才引进，

大力弘扬工匠精神，重点突破具有重大知识和引

领作用的关键技术，不断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地方政府在制定产业结构调整政策时也应该做到

因地制宜，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来推动产业结构

合理化的发展，从而推动煤炭基地全要素生产率

提升。

3）建立多元产业政策，坚持跨界融合。当下

大多数企业的转型都是向多元化产业方向发展。

利用跨界融合将大数据人工智能在煤炭工业上得

到应用，培育煤炭的新业态。通过研发机器人来

代替人工作业，加快煤炭生产，由机械化向自动

化、智能化的转变。利用创新商业模式来打造煤

炭供应链服务业，形成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链。

伴随着“一带一路”战略有效推进，政府可以吸

引外资落户本土，同时要制定严格的准入制度，

避免由于外资的无差别引入造成全要素生产率的

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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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

入新时代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定位，经济已经从

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推动高质量

发展已经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发展思路、

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经济

社会各个方面都要以高质量发展作为开展工作根

本遵循。煤炭一直是我国的主体能源，是推动实

体经济发展的基础。新中国成立 70年来，尤其是

2000年以来，我国煤炭行业高速发展，煤炭产能

大幅提高，煤炭产量由 2000年的 9.98亿 t增长到

2013年的最高峰 39.7亿 t，有效保障了能源供应、

生产和运行安全，有力支撑了全国经济高速增长。

与此同时，煤炭行业发展也面临产能过剩、生产

开发失序、安全生产与环境保护压力加大、科技

创新能力不足等问题。进入新时代，推进高质量

发展成为煤炭行业首要任务。为此，煤炭领域相

关专家、学者对煤炭高质量发展做了大量有益探

索，王显政[1]立足煤炭工业整体，全面系统地提出

构建现代化煤炭经济体系；张宏[2]总结了煤炭产业

格局的巨大变化，提出煤炭工业转型高质量发展

的未来之路。牛克洪[3]针对煤炭企业层面，提出煤

炭企业转型高质量发展的着力点；孙喜民[4]、王雷

等[5]、李浩荡[6]、李惠云[7]以高质量发展为突破口，

对煤炭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发展目标、指标

体系、发展路径进行了研究。以上探索对煤炭高

质量发展内涵与现代化煤炭工业体系研究具有重

要参考和借鉴价值。

本文通过分析高质量发展概念的提出和发展

煤炭高质量发展内涵与现代化煤炭工业体系研究

刘 闯
（应急管理部信息研究院，北京 100029）

摘 要：推动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经济社会开展工作根本遵循，是煤炭行业发展的首要任务。为研

究确定煤炭高质量发展内涵，建立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现代化煤炭工业体系，采用归纳和类比论

证的方法，回顾高质量发展概念的提出和发展过程，归纳总结了经济高质量发展内涵，研究制约新

时代煤炭行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短板，类比提出煤炭高质量发展基本内涵，并提出建设现代化煤炭

工业的7大体系。研究成果对推动我国煤炭行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理论指导和实践参考价值。

关键词：煤炭行业；高质量发展；现代化煤炭工业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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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connotation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oal and modern coal
industry system

Liu Chuang
（Information Institute of Ministry of Emergency Management，Beijing 100029，China）

Abstract：Promot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s fundamentally followed by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and is the primary task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al industry. To determine the connotation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oal for research and establish a modern coal industry system that meets the requirements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using
the methods of induction and analogy， the generation and development process of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conception
were reviewed，the connotation of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was summed up，the shortcomings that restrict the real⁃
ization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coal industry in the new era was researched， the basic connotation of high-quality
coal development was put forward by analogy，and seven major systems were proposed for building a modern coal industry.
The research results have important theoretical guidance and practical reference value for promo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
ment of China's coal industry.
Key words：coal industry；high-quality development；modern coal industry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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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总结研究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科学内涵和要

义，研究煤炭行业高速增长阶段存在的主要问题，

得出煤炭高质量发展内涵，提出围绕 7大体系建设

现代化煤炭工业体系，研究成果为推动我国煤炭

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一个崭新视角和方法论。

1 经济高质量发展内涵要义分析

经济高质量发展指引着煤矿高质量发展的方

向，了解高质量发展的提出过程，正确认识和把

握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科学内涵和要义，是开展煤

矿高质量发展研究的理论基础。

1.1 高质量发展概念的提出与发展

经济高质量发展概念经历了从萌芽、提出到

丰富完善的过程。早在 2012年，习近平总书记担

任起草组组长的十八大报告中就明确提出：“切实

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

此后，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把“以提高发展质量

和效益为中心”写进“十三五”时期我国发展的

指导思想。2017年 10月 18日，党的十九大报告明

确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

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

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这是“高质量发展”概

念首次正式提出。十九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要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丰富了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为我国经济发展指

明方向。

1.2 经济高质量发展内涵要义

高质量发展概念提出后，社会各界就经济高

质量发展进行了不少研究和讨论，对高质量发展

内涵展开了多层次的分析和解读[8-18]。通过深入分

析经济高质量发展概念的提出背景和发展过程，

综合社会各界关于经济高质量发展内涵的理论成

果，笔者研究认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就是

坚持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更好满足人

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体现新发展理念，

使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

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

本目的的发展。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

发展阶段，要解决经济高速增长阶段存在的供给

侧、结构性和体制性问题，必须以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为主线，以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为主攻方向，

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原则，推动发展质

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建设现代化经济

体系，最终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

更可持续地发展，经济高质量发展内涵关系，如

图1所示。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就是要把推进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作为经济工作的主线，建设现代化经

济体系。其中，现代化经济体系就是由社会经济

活动各个环节、各个层面、各个领域的相互关系

和内在联系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可以概括为以

实体经济为核心的产业体系、市场体系、收入分

配体系、城乡区域发展体系、绿色发展体系、全

面开放体系等 6个体系和 1个经济体制，已经成为

社会共识。

2 新时代制约煤炭行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

短板

长期以来，煤炭一直是我国的主体能源，是

推动实体经济发展的基础。我国能源发展的主要

图1 经济高质量发展内涵关系

刘 闯：煤炭高质量发展内涵与现代化煤炭工业体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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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已经由保障供应向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

长的美好生活用能需要转变。在高速增长阶段，

煤炭行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煤炭高质量发展

创造了有利条件。然而在资源开发、供应结构、

开发布局、安全生产、矿区环境保护和清洁消费

利用、科技创新和国际合作等方面不平衡不充分

的发展也日益凸显，已经成为制约煤炭行业在新

时代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短板。

1） 可供高质量开发资源较少。从煤炭种类

看，我国煤炭资源从褐煤、低变质烟煤到高变质

无烟煤均有分布，种类齐全，但主要以动力煤为

主，稀缺煤炭资源量少，炼焦煤全国保有资源量

约为 1 505亿 t，仅占保有资源量的 8.5%，且主要

分布在山西省。从资源分布看，我国煤炭资源分

布广泛，呈西多东少、北多南少的格局。我国东

部和南部水资源较为丰富，西部及北部地区水资

源严重短缺，生态环境十分脆弱，煤炭资源与水

资源、生态环境逆向分布，严重制约煤炭资源开

发。从开采条件看，我国煤炭开采条件中等偏复

杂，多数煤炭资源埋藏较深，适合露天开采的资

源少，已采用露天开采或可划归露天开采的资源

储量共计 412亿 t，仅占全国煤炭保有资源量的

4.1%。从资源开发强度看，多数省份资源开发强

度大，保有未利用资源量超过 100亿 t的仅有山西、

陕西、内蒙古、宁夏、贵州、云南和新疆 7个省

区，且受地质条件、安全生产、生态环境保护和

物流运输的约束，开发潜力有限。

2）区域性供需矛盾突出。煤炭生产开发加速

向晋陕蒙“三西”地区集中，生产和消费逆向布

局加剧。虽然总体上全国产能基本可以保障煤炭

供应需要，但区域供需矛盾不断显现，除华北、

西北地区以外，全国其他地区煤炭基本处于净调

入状态，特别是华东、中南和东北等地区域内供

给明显不足，对“三西”地区煤炭供应依赖程度

极高。大型煤炭基地中的冀中、河南、鲁西、两

淮和云贵等基地产能也开始大幅下降，由原来的

煤炭调出区、自给区转变为调入区，未来区域性、

时段性供应紧张将常态化。

3）煤炭供给结构亟待调整。一是露天煤炭占

比较低。世界煤炭生产以露天开采为主，国外主

要产煤国家露天开采的比重均超过60%，其中，澳

大利亚、德国、印度露天煤矿产量比重超过了

80%，而我国露天煤矿产量只占全国煤炭产量的

15%左右，造成我国煤矿安全总体水平不高。二是

大型现代化煤矿和落后煤矿并存。我国 30万 t以下

煤矿数量仍然占有相当比例，根据国家煤监局数

据，截至 2019年 4月，全国共有 30万 t以下小煤矿

还有 1 700多处、占全国的 33%左右，其中 9万 t以
下小煤矿还有 330多处、占全国的 6%左右。此类

矿井平均单产小，科技装备水平落后，生产效率

低下，安全生产得不到有效保障。三是人才流失

与采掘一线招工接替问题凸显。一方面，煤矿现

代化迫切需要大量高素质员工，而近几年煤炭企

业人才流失严重，煤炭院校采矿专业招生也很困

难；另一方面煤矿存在大量富余人员的同时，部

分煤矿一线职工年龄偏大，招工难，职工新老接

替问题突出。

4）科技创新能力不强，智慧矿山发展相对滞

后。煤炭科技创新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行业和

企业科技创新内在动力不足，技术开发经费投入

短缺，高技术人才缺乏，创新水平低。一系列煤

炭资源开发利用基础理论还没有得到根本性突破，

重大装备智能化技术研发存在关键技术瓶颈，露

天采矿设备与美国、澳大利亚相比智能化水平仍

然较低。国产煤矿设备能够满足基本生产需要，

但在现场使用的耐用性、可靠性、安全性方面与

进口设备相比还有明显的技术差距。我国煤炭企

业科技投入总额占全部销售收入比重较低，国有

大中型煤炭企业研发投入只占营业收入 1%以下，

而外国跨国公司却普遍达到5%，甚至10%以上。

5） 煤矿灾害依然严重，安全理念有待提高。

我国煤矿灾害依然严重，随着开采深度增加，灾

害日益严重，每年死亡人数仍然较大。小煤矿比

例过大、煤矿安全条件差、开采设备与技术较为

陈旧落后等问题依然突出，致使灾害事故风险增

大。受传统煤矿管理思维影响，我国煤矿安全管

理重点仍然停留在遏制死亡事故，而在改善工作

环境、预防工伤事故和职业病方面关注不够，煤

矿管理理念亟待改进。职工安全素质整体偏低，

我国煤矿职工整体文化水平不高，特别是一线职

工文化水平较低，截至 2017年底，我国煤矿从业

人员中高中以上学历仅占 49.1%，不到半数，而在

美国煤矿职工中，高中以上学历超过了煤炭行业

全体从业人员的78%，比例远超我国。

6）环保要求日趋提高，环境保护能力有待加

强。部分老矿井受限于经济、技术等原因，环保

历史欠账问题突出，要解决历史欠账问题难度依

然较大。部分矿区废弃物排放大、处置能力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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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有大量新增的煤矸石、矿井涌水和抽采瓦斯

无法得到有效利用。“三西”“三北”地区煤炭资

源开发过程的环境保护难度加大，对环保技术、

资金投入和环境监管的要求大大加强。矿区环境

管理机制不健全，环境保护效果不尽如人意。

7） 煤炭产业集中度低，企业竞争能力不强。

与美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煤炭行业相比，我

国煤矿企业数量众多，企业结构不合理，产业集

中度低，2019年 CR4只有 28%左右，远低于美国

前四家企业约 50%的集中度，不利于市场稳定和

安全生产。企业现代化管理水平低，市场竞争力

不强。传统煤炭企业与金融、互联网融合程度较

低，企业杠杆高企。对高素质人才的吸引力较弱，

发展后劲不足。

8） 电煤消费占比不高，散煤燃烧污染严重。

燃煤发电具有利用效率高、污染物控制和减排力

度大、治理水平高的突出优点，是世界工业国家

主要的煤炭利用方式。美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

家一般 80%以上的煤炭消费用于发电，欧盟约 2/3
的煤炭用于发电。而我国电煤消费占比仅为 57%
左右，差距较大。我国工业锅炉和民用燃煤依然

量大且分散，污染控制难度大。

9）煤炭企业走出去挑战巨大。随着中国国际

能源合作的深入与多样化，尤其是“一带一路”

倡议的实施，煤炭企业“走出去”面临“政治风

险”较大，缺乏国际化人才保障，特别缺乏懂经

营、会管理、懂煤炭专业技术或有丰富的煤炭企

业工作经验、会语言的人才。我国煤机装备制造

经历了从效仿到创新的飞跃，但煤机产品在稳定

性、可靠性和使用寿命方面与进口煤机设备仍有

较大差距，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3 煤炭高质量发展内涵

煤炭高质量发展是经济高质量发展在煤炭行

业的具体表现，因此其内涵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内

涵要义一脉相承，同时，又具有煤炭行业自身鲜

明特征，与当前煤炭行业发展主要矛盾密切相关。

我国煤炭行业发展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活需要与煤炭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矛盾。

要化解这一矛盾，必须要提高煤炭行业发展质量

和效益，解决我国煤炭行业发展中存在的不平衡

不充分问题，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生命安全、健

康保障、环境安全、高效能源等社会性需要和心

理性需要[19]，实现高质量发展。

本文在研究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要义、分

析煤炭行业发展短板的基础上，提出煤炭工业高

质量发展内涵，就是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

念，落实能源革命战略要求，坚持以提高质量和

效益为核心，以结构优化升级促进效率提升，以

创新发展强化动力支撑，建设现代化煤炭工业体

系，推进煤炭工业实现安全、创新、绿色、高效、

开放发展。煤炭工业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

发展阶段，要解决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的安全生产、

环境保护、科技进步和供给结构问题，必须提高

质量和效益，优化煤炭开发布局和产业结构，实

施创新驱动战略，建设现代化煤炭工业体系，最

终实现高质量发展，煤炭高质量发展内涵关系，

如图2所示。

4 建设现代化煤炭工业体系

推动煤炭工业高质量发展，就是要把推进供

图2 煤炭高质量发展内涵关系

刘 闯：煤炭高质量发展内涵与现代化煤炭工业体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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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贯穿煤炭工作的主线，推进

煤炭生产和消费革命，建设现代化煤炭工业体系。

现代化煤炭工业体系包含7大体系。

1）资源保障体系。要以煤矿安全、高效开采

和绿色、清洁利用为重点，建立煤矿高质量发展

资源评价体系。利用现代化的探测、成像技术实

现对煤炭资源的精查和详查，精确地确定煤炭资

源的赋存定位、资源储量、有无伴生资源、地质

构造、地质灾害，提高煤炭资源保障水平，为精

准、智能化开采创造条件。加强煤炭资源保护和

节约，合理开发共伴生矿物，资源节约水平显著

提升，井工煤矿工作面回采率达到 95%以上，露

天煤矿资源回收率达到95%以上。

2）生产供应体系。根据资源、市场、环境承

载力和安全生产要求，优化煤炭生产布局，加快

淘汰资源条件差、开采成本高、安全风险大和环

境业绩差的落后产能，鼓励煤炭资源较少的省、

自治区和直辖市退出煤炭生产领域，促进煤炭生

产区域进一步集中。加快煤炭生产战略西移，加

强煤炭远距离输送通道和输电线路建设，打造富

有竞争力的煤炭生产和供应体系。重点建设煤炭

大基地和大型现代化煤矿，鼓励煤炭企业兼并重

组，提高煤炭生产集约化程度。围绕我国 14大煤

炭基地，按照资源、环境和市场条件，收缩东部、

优化中部、发展西部，有序推进煤炭生产战略西

移，煤炭生产主要集中在全国14大煤炭基地。

支持发展一批特大型现代化矿井和露天煤矿，

扩大优质增量供给，生产规模在 120万 t/a以上的

大型煤矿产量占比达到85%，露天煤矿产量占比达

到 30%。全国生产煤矿数量控制在 3 000座左右，

机械化率达到100%，矿井综合单产达到20万 t/a以
上，全员劳动工效达到 5 000 t/人·a以上。实施煤

炭企业集团化、现代化发展，进一步提高煤炭行

业集中度，继续推动大企业兼并重组，行业前 6家
企业市场占有率达到50%，鼓励大型煤炭企业借助

现代金融体系，提高发展效益。建立上下游合作

共赢发展机制，建立煤炭生产、消费企业间长期

战略合作和互相参股控股，实现煤炭上下游合作

共赢。

3）科技创新体系。要围绕煤炭安全智能高效

开发、绿色开采与生态矿山建设、煤炭清洁高效

利用 3个重点发展方向，加强科技创新，推动互联

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煤矿勘探、生产以及煤

炭运输、消费深度融合，为煤炭工业高质量发展

提供动力支持。要培养造就一批具有国际水平、

行业领军的科技人才队伍，建设知识型、技能型、

创新型劳动者大军，煤炭专业技术人员 85%以上

达到大专以上学历，为煤炭工业高质量发展提供

高素质人力资源支持。重点提高煤矿信息化水平，

因地制宜采用重型化、自动化、高可靠性的工艺

装备。加强煤矿智能化建设，使智能化开采成为

主流，全国多数煤矿采用智能化无人工作面，新

建煤矿全部安装智能化工作面。

4） 环境保护体系。推动资源开发与环境保

护、资源保护相协调，最大限度减少对自然环境

的扰动和破坏，做到环境友好。因地制宜选择对

矿区生态破坏小的减排保护开采技术。贯彻“边

开采、边治理、边恢复”原则，及时治理恢复矿

山地质环境，建设绿色矿山，实现资源开发、经

济、生态和社会效益的和谐统一。矿区实现“采

煤不见煤”，新建煤矿按《煤炭行业绿色矿山建设

规范》建设。科学利用“三废”，煤矸石处置率、

矿井水处置率达到 100%，煤层气利用率达到 80%。

原煤入选率不低于 75%，煤炭产品质量显著提高。

按照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及时进行

环境治理和土地复垦，塌陷土地治理率达到 90%，

土地复垦率达到90%。树立节能环保意识，矿山生

产能耗持续下降。

5）安全保障体系。要树立以人为本、生命至

上、安全发展的理念，健全安全生产长效机制，

深化煤矿灾害防治，坚持“无人则安、少人则

安”，减少井下用人。加强职业健康监护，提升煤

矿从业人员素质，推动安全管理由“防事故”向

“控风险”、由“保生命”向“保健康”、由传统管

理向科学化、系统化管理转变，全面提升煤矿安

全保障能力。煤矿安全水平要大幅提高，基本实

现零死亡，百万工时伤害率小于 20，煤矿职业病

危害防治取得明显进展，职业健康检查率 100%，

煤矿职工健康状况显著改善，职业病危害因素检

测达标率95%。

6）加工利用体系。推进将煤炭由燃料向燃料

与原料并重转变，加强煤炭清洁转化利用技术研

发和推广应用，调整煤炭消费结构，提高电煤消

费占比到 60%以上；推动传统煤化工绿色发展，

大力发展现代煤化工，建设煤化工循环经济产业

园，废气达到超低排放标准，废水实现零排放，

固体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率达到75%；推进选煤厂大

型化、集约化、高效化、智能化发展，大幅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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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煤消费。

7）国际合作体系。要抓住“一带一路”建设

的重大机遇，加强国际交流合作，形成先进的理

念和技术标准体系，建设沿线国家煤炭清洁高效

开发利用的技术输出平台，引领高水平对外开放。

加强国际产能合作，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

两个市场，保障高质量煤炭需求，进口煤炭占消

费比重要达到 10%以上。借鉴国外先进产煤国家

煤矿管理理念和经验，促进我国煤炭高质量发展。

5 结 论

推动煤炭高质量发展是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适应煤炭供给由高速

增长向结构优化转变、解决煤炭行业发展不平衡

不充分问题的需要。本文在总结经济高质量发展

内涵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煤炭行业发展短板，提

出煤炭高质量发展内涵，提出了现代化煤炭工业

体系建设内容，主要结论如下。

1）在研究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要义，分析

煤炭行业 9个方面发展短板的基础上，提出了煤炭

工业高质量发展内涵，为推动煤炭高质量发展提

供理论依据。

2）提出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建设现

代化煤炭工业体系就是实现煤炭高质量发展的具

体举措。提出了建设现代化煤炭工业体系的具

体内容，包括资源保障、生产供应、科技创新、

环境保护、安全保障、加工利用、国际合作 7大
体系。

3）研究结果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内涵要义一脉

相承，又具有煤炭行业自身鲜明特征，为推动我

国煤炭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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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近年来，极端天气和自然灾难发生率显著增

加，2019年 11月澳大利亚发生持续 4个多月的火

灾，与此同时蝗灾蔓延、病毒肆虐，这一切均与

人类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不无关系。生产力的快速

发展，导致温室气体大量排放，造成大气环境污

染，产生的温室效应使得全球逐渐变暖，如何应

对这一问题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联合国于

1992年和 1997年先后通过《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

公约》和《京都议定书》，强制规定各发达国家必

须达到相应的碳减排目标。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

温室气体的排放总量却位居世界前列。为改善这

一现状，国务院自 2008年起每年发布《中国应对

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白皮书，总结我国政府

在应对气候变化上的主要工作努力、未来的目标

及在气候变化国际谈判中的基本立场。十九大以

来，“两山理论”和“绿色发展”理念成为我国经

煤炭行业上市公司碳信息披露质量评价研究

杨 森 1，2 ，王文晴 1

（1.宿迁学院 商学院，江苏 宿迁 223800；2.中国矿业大学 管理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

摘 要：随着温室气体的大量排放，全球气候变暖的速度逐渐加快，作为负责任的大国，我国企业

有责任承担碳减排的艰巨任务。为顺应世界潮流，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要求企业进行碳信息披露

的呼声越来越高。梳理了国内外碳信息披露质量评价的有关文献，针对高排放的煤炭行业公司设计

了以低碳战略和政策、减排举措、低碳绩效 3个维度为基础的碳信息披露质量评价新体系，并运用

层次分析法（AHP），选取了 28家煤炭行业上市公司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从纵向看，碳信息

披露质量整体水平逐年增长，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绿色发展理念的效果；从横向看，煤炭行业上市公

司整体碳信息披露质量多在“中”等级及以上，但存在较大差异，表现出与资产规模呈现明显的相

关性。最后从政府、企业和社会等多个角度提出针对性建议，力图提高煤炭企业的碳信息披露水平。

关键词：煤炭行业上市公司；碳信息披露；碳绩效；质量评价；层次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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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evaluation of carbon information disclosure quality of listed companies in
coal industry

Yang Sen1，2，Wang Wenqing1
（1. Business School of Suqian University，Suqian 223800，China；2. School of Management，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Xu⁃

zhou 221116，China）

Abstract：Relevant literature on the quality evaluation of carbon information disclosure at home and abroad was integrated，a
new carbon information disclosure quality evaluation system was designed based on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low-carbon strate⁃
gies and policies，emission reduction measures，and low-carbon performance for coal companies with high emissions. And us⁃
ing AHP，28 listed companies in the coal industry were selected for empirical research.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from a verti⁃
cal perspective， the overall level of carbon information disclosure quality has increased year by year，reflecting the effective⁃
ness of the green development concept to a certain extent. From a horizontal perspective，the overall carbon information disclo⁃
sure quality of listed companies in the coal industry is mostly at the“medium”level or above，but there are large differences，
showing a clear correlation with the asset size. Finally， targeted suggestions were put forward from various angles of the gov⁃
ernment，enterprises and society，and striving to improve the carbon disclosure level of coal enterprises.
Key words：listed companies in coal industry；carbon information disclosure；carbon performance；quality evaluation；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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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发展的主流思想，碳信息作为环境信息的一种，

日益受到包括投资者在内的社会各界重视。

国际层面和国家层面对碳排放问题的重视得

到了企业层面的积极响应。近年来，已经有越来

越多的公司积极参与到应对气候变化的组织与讨

论中，将气候变化视为一种“机遇”而不是“负

担”，碳信息披露因而成为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的

重要课题，国际上较为流行的是成立于英国的非

政府组织碳信息披露项目（Carbon Disclosure Proj⁃
ect，CDP）。CDP采用问卷的形式采集信息并进行

相应的评价，由于问卷回复率低及信息采集模式

的原因，企业之间信息披露的可比性不高，难以

向投资者提供有用的决策信息。本文以碳信息披

露为核心，结合我国的研究现状和企业发展现状，

设计新的评价体系以准确评价煤炭行业上市公司

碳信息披露质量。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一是建

立了适合我国煤炭行业上市公司的碳信息披露质

量评价体系，针对性、适用性更强；二是采用层

次分析法建立评价模型，并采用内容分析法对碳

信息披露质量水平进行量化处理，评价结果可比

性、有用性更强。

1 文献综述

1.1 关于碳信息披露质量现状的研究

碳信息曾作为环境信息的一部分，两者的发

展有相似之处，许家林等[1]尝试对环境会计和环境

信息披露进行研究。余新培[2]、陈国辉[3]分析了我

国的财务报告体系，认为财务报告中应当有更多

反应企业发展情况的非财务信息。肖序[4]认为企业

应考虑环境绩效对碳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Jane
Andrew等[5]认为会计准则制定的相关组织应参与碳

信息披露框架的制定。李丽等[6]认为金融碳信息披

露和非金融碳信息披露分别与股权融资成本呈显

著的负相关关系。

1.2 关于碳信息披露质量评价方法的研究

关于碳信息披露的方法，黄帅[7]采用内容分析

法分析公司披露的碳信息。何玉等[8]利用声誉法研

究碳信息披露质量对企业资本成本的影响。李慧

云等[9]基于 Java语言和文本挖掘技术，利用计算机

对企业的碳信息披露质量进行研究。郑伟[10]等建立

层次分析法和熵权法综合模型，运用因子分析法，

发现问题进而提出针对性建议。张亚萍[11]设计及时

性、可靠性、可理解性、可比性、完整性 5个指标

体系，通过层次分析法研究发现河南省上市公司

碳信息披露质量水平不高。李世辉等[12]将变权理

论、贴近度原则与物元可拓模型相结合，有效解

决了评价主观性问题。刘宇芬[13]采用内容分析法与

熵权—TOPSIS法，以电力业上市公司为例，发现

披露存在大量问题。

1.3 关于碳信息披露框架

Henri等[14]阐述了利用绩效指标来对环境质量

进行评价的方法。Prakash[15]提出要具体到企业的

产业层次方面。赵选民等[16]以低碳战略、碳减排管

理与碳减排核算等为指标构建体系。钟凤英等[17]从
核算、报告、管理、审计与应用这 5个方面建立披

露框架。罗喜等[18]等从经济、能源和环境 3个方面

建构三角模型，提高碳信息的有效性。王梦翔[19]对
企业地点、规模、盈利水平、流通股票比率、行

业类型进行探究，发现碳披露质量受行业、盈利

能力的影响。贺源[20]将及时性、可靠性、相关性、

可理解性、可比性作为指标，探索企业的碳减排

发展道路。

综上，通过对国内外有关文献的研读，可以

发现碳信息披露常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有声誉法、

内容分析法、CDP法等方法。声誉法的运用要求的

条件较为严格，否则评价结果不具备精准性和客

观性，且这种方法主观性较大，不合适对大样本

进行研究。内容分析法常用于分析企业的社会责

任信息，只能研究记录下来的信息内容，且效度

和信度方面存在不足。本文在充分考虑我国煤炭

行业发展现状的基础上，基于 CDP框架构建相应

的评价指标体系，并选用层次分析法和内容分析

法，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使得评价结果

更加客观、真实、有用。

2 构建煤炭行业上市公司碳信息披露质量

评价指标体系

2.1 指标体系

尽管 CDP问卷项目每年都有所修正，但其基

本框架始终包含战略管理、风险与机遇和排放 3个
方面，考虑到 CDP框架在碳信息披露领域的权威

性以及国内公司鲜有披露风险与机遇的现实，并

征询中国矿业大学管理学院、中国矿业大学环境

学院、宿迁学院、宿迁市环保局 5名专家意见后，

确定煤炭行业上市公司碳信息披露 3个一级指标和

9个二级指标，具体见表1。
2.2 确定各级指标权重

根据层次分析法，确定权重主要有以下几个

杨森等：煤炭行业上市公司碳信息披露质量评价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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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首先，用 1—9标度法两两相互比较构造判

断矩阵，见表 2。其次，利用MATLAB计算最大特

征根。最后，对矩阵进行一致性检验，若小于 0.1
则通过检验。对判断矩阵最大特征根所对应的特

征向量归一化处理，即可得到各指标的权重。

表2 1—9标度法

邀请上述 5位专家按照表 2的说明对表 1的指

标体系两两进行重要性比较，综合大家意见后，

构造了各级判断矩阵，计算结果如下。

2.2.1 一级指标权重的计算

构造判断矩阵。

S =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1 1/4 1/2
4 1 3
2 1/3 1

用MATLAB计算得出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根

λmax = 3.02。为了对判断矩阵进行一致性检验，需

要求出一致性指标。

CI = λmax - n
n - 1 = 3.02 - 33 - 1 = 0.01

平均一致性指标RI=0.58。随机一致性比率为

CR = CI
RI
= 0.010.58 = 0.0172 < 0.10

因此得出的结果符合一致性检验，特征向

量为

U = ( )0.218, 1, 0.382 T

再做归一化处理得

U = ( )0.137, 0.625, 0.239 T

2.2.2 二级指标权重的计算

同理可得二级指标的判断矩阵，依次分别为

S1 =
é

ë

ê

ê
êê
ê

ê
ù

û

ú

ú
úú
ú

ú
1 1 3 2
3 1 5
1 2 1 5 1

最大特征根 λmax = 3.003 7，通过一致性检验，

特征向量归一化后为

U = ( )0.230, 0.648, 0.122 T

S2 =
é

ë

ê

ê

ê
êê
ê

ù

û

ú

ú

ú
úú
ú

1 1 4 1 2
4 1 2 3
2 2 3 1

最大特征根 λmax = 3.009 7，通过一致性检验，

目标层

碳 信 息

披 露 质

量 评 价

指标

一级指标Ui
（权重）

低碳战略和政策 U1
（0.137）

减排举措U2
（0.625）

低碳绩效U3
（0.239）

指标涵义

是否把低碳作为

公司发展战略，是

衡量其可持续发展

的重要指标

是企业落实低碳

战略的具体方法，

也是实现低碳目标

的核心

衡量企业低碳效

果的评估方法，使

得低碳成果具有可

比性

二级指标Uij
（权重）

碳减排目标U11
（0.230）
碳减排计划U12
（0.648）
碳减排准则U13
（0.122）
碳信息管理体系U21（0.147）
碳减排实施措U22
（0.531）
碳减排项目U23
（0.322）
碳减排数据U31
（0.164）
碳减排核算U32
（0.539）
碳减排激励和考核机制U33
（0.297）

指标涵义

企业低碳战略的具体化，是在未来企业想

达到的预期效果

根据企业目标对计划进行制定、执行，有

效组织企业各方面力量实现绿色发展

根据国家方针政策和要求，遵循国家低碳

大方向制定应遵守的低碳准则

主要是指管理机构的设置和碳排放权交易

碳排放的实施强度以及公司对碳排放的资

金投入，促进企业碳排放的发展的措施

专门设立碳减排项目以实现预期的碳减排

目标

碳减排成果具体化以便于衡量

运用具体的核算方法探究碳减排成效，计

算企业的低碳绩效

设置具体的奖惩和考核方式，奖励碳减排

行为

表1 煤炭业上市公司碳信息披露评价指标体系及其权重

重要性级别

1
3

5

7

9
2、4、6、8

含义

同样重要

稍微重要

明显重要

非常重要

极端重要

——

说明

两因素比较，具有相同的重要性

两因素比较，一个因素比另一个因素

稍微重要

两因素比较，一个因素比另一个因素

明显重要

两因素比较，一个因素比另一个因素

重要的多

两因素比较，一个因素比另一个因素

极端重要

上述相邻判断的中间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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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向量归一化后为

U = ( )0.147, 0.531, 0322 T

S3 =
é

ë

ê

ê
êê
ê

ê
ù

û

ú

ú
úú
ú

ú
1 1 3 1 2
3 1 2
2 1 2 1

最大特征根 λmax = 3.009 3，通过一致性检验，

特征向量归一化后为

U = ( )0.164, 0.539, 0297 T

2.3 综合评价模型

依次将低碳战略和政策U1、减排举措U2、碳

减排目标U33个一级指标的权重定义W1、W2、W3，
得出煤炭行业上市公司碳信息披露质量综合评价

模型为
R = U1W1 + U2W2 + U3W3

根 据 权 重 系 数 表 ， 可 知 ： R = 0.137U1 +
0.625U2 + 0.239U3

其中：

U1 = 0.230U11 + 0.648U12 + 0.122U13
U2 = 0.147U21 + 0.531U22 + 0.322U23
U3 = 0.164U31 + 0.539U32 + 0.297U33

2.4 构建评价等级集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崔也光、闫华红两位教授

在构建碳信息披露指数时，采用爬虫抓取年报或

社会责任报告中相应的文字，通过字数的多少并

量化后对公司的碳信息披露质量进行评价，解决

了以往评价过于主观的问题，却无法有效识别企

业的“漂绿行为”。因此，本文按照“无”“有”

和“量化”3个标准并分别量化赋值 0、1、2，以

期能够使评价结果更加客观真实，具体见表3。
由于二级指标的值域都为[0，2]，并且有不同

的权重系数，故综合指标的取值也在[0，2]。为简

化分析，本文定义碳信息披露质量等级集为差、

中、良、优 4个等级，分别对应的分值区间为：

[0，0.5]、（0.5，1]、（1，1.5]、（1.5，2]，分值越

高，碳信息披露质量水平就越高。

U11
U12
U13
U21
U22
U23
U31
U32
U33

0分
没有披露碳减排目标

没有披露碳减排计划

没有披露碳减排准则

没有披露碳减排管理体系

没有披露碳减排实施措施

没有披露碳减排项目

没有披露碳减排数据

没有披露碳减排核算

没有披露碳减排激励和考核机制

1分
文字描述碳减排目标

文字描述碳减排计划

文字描述碳减排准则

简单披露碳减排管理体系

简单披露碳减排实施措施

简单披露碳减排项目

间接披露碳减排数据

文字描述碳减排核算

文字描述碳减排激励和考核机制

2分
具体数据衡量碳减排目标

具体数据衡量碳减排计划

具体数据衡量碳减排准则

详细披露碳减排管理体系

详细披露碳减排实施措施

详细披露碳减排项目

直接披露碳减排数据

具体数据衡量碳减排核算

具体数据衡量碳减排激励和考核机制

值域

[0，2]
[0，2]
[0，2]
[0，2]
[0，2]
[0，2]
[0，2]
[0，2]
[0，2]

表3 指标的赋值标准及其值域

序号

1
2
3
4
5

证卷代码

000723
600546
601088
601225
600188

公司简称

美锦能源

山煤国际

中国神华

陕西煤业

兖州煤业

R
2017年
1.000
0.695
0.932
1.482
1.436

2018年
1.201
0.695
1.252
1.585
1.635

2019年
1.201
1.000
1.648
1.482
1.764

3年均值

1.134
0.800
1.277
1.516
1.612

资产规模/亿元

2019年
186.207
465.911
55 848.400
1 218.508
2 023.926

表4 样本公司碳信息披露质量评价情况

3 实证研究

煤炭开采、洗选和深加工过程中会产生大量

的“三废”物质，煤炭企业属于典型的高排放高

污染企业，在美丽中国建设进程中饱受舆论压力，

在融资、再融资方面也受到诸多限制。因此，本

文选取煤炭行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具有一

定的代表性。按照证监会的分类标准，煤炭行业

共有 35家上市公司，剔除上市不足 3年及数据不

连续的公司后剩余 28家，分别搜集数据并按照前

述评价模型进行评价，结果见表4。
根据表 4的计算结果对照评价结果集，可以得

到 2017—2019年煤炭行业上市公司碳信息披露质

量等级及其分布情况，见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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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碳信息披露等级数量及其分布情况

通过表 4和表 5可以看出，煤炭行业上市公司

碳信息披露质量总体上不错，近 3年优良率合计数

字均在 60%以上，其中：2018年样本公司中共有

23家公司达到良好及以上等级，表明高排放的煤

炭行业公司对环境信息披露相对较为充分，这可

能与煤炭行业受到的环境规制及我国商业银行推

行的绿色金融政策有关。但从公司个体来看，3年

均值得分最高的是兖州煤业，为 1.612分，得分最

低的是平庄能源，为 0.442分，年度数据中其他等

级为“优”的公司得分也仅略微超过 1.5分，因

此，煤炭行业公司碳信息披露的质量虽然整体较

好但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为进一步探究煤炭行

业上市公司近 3年碳信息披露质量的变化情况，将

表4数据整理如图1所示。

图1 2017—2019年煤炭行业上市公司碳信息披露水平变

化趋势

序号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证卷代码

002128
000983
601699
600395
601666
600740
603113
600348
601011
601898
600997
600123
601015
000937
601001
601918
600408
000552
601101
600508
600792
000780
900948

公司简称

露天煤业

西山煤电

潞安环能

盘江股份

平煤股份

山西焦化

金能科技

阳泉煤业

宝泰隆

中煤能源

开滦股份

兰花科创

陕西黑猫

冀中能源

大同煤业

新集能源

ST安泰

靖远煤电

昊华能源

上海能源

云煤能源

平庄能源

伊泰Ｂ股

R
2017年
1.242
1.127
0.865
0.699
1.486
1.264
1.441
0.719
1.031
0.791
1.049
1.402
1.031
1.130
0.905
1.201
1.233
1.231
1.425
0.332
0.865
0.332
1.264

2018年
1.242
1.287
0.565
0.699
1.517
1.491
1.441
1.070
1.232
1.031
1.059
1.402
1.434
1.130
1.523
1.470
1.233
1.231
1.232
0.625
1.293
0.332
1.356

2019年
1.242
1.487
1.233
0.889
0.994
1.402
1.441
0.901
1.031
1.233
1.191
1.526
1.434
1.218
1.434
1.434
1.233
1.231
1.232
0.874
0.936
0.663
1.649

3年均值

1.242
1.300
0.888
0.762
1.332
1.386
1.441
0.900
1.098
1.018
1.100
1.443
1.300
1.159
1.287
1.368
1.233
1.231
1.296
0.610
1.031
0.442
1.423

资产规模/亿元

2019年
337.921
645.601
642.826
143.345
520.313
203.621
86.629
446.964
107.537
2 724.832
244.826
251.161
147.387
457.275
266.124
297.401
54.278
108.913
206.440
166.556
59.059
53.701
944.185

续表4

等级

差

中

良

优

2017年
公司数

量/个
2
9
17
0

比例/%
7
32
61
0

2018年
公司数

量/个
1
4
19
4

比例/%
4
14
68
14

2019年
公司数

量/个
0
7
17
4

比例/%
0
25
61
14

数据来源：根据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社会责任报告和年报手工整理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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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3年各公司的平均得分分别是 1.056、1.188
和 1.250，呈逐年增加的态势。从图 1可以看出，

2019年的碳信息披露水平整体高于前两年，呈现

出稳定上升趋势，侧面反映了企业对低碳经济

发展的重视；近 3年各个企业碳信息披露水平没

有大幅度的变化，整体较平缓，但煤炭行业上市

公司的碳信息披露水平之间存在着较大差异。打

分过程中发现，煤炭行业上市公司对于计划、准

则的制定和激励和考核机制设置方面较为薄弱。

加强考核机制的制定对于企业发展有着促进作

用，而计划和准则的制定，则有利于每一步措施

实施到位。此外，在数据搜集过程中发现，社会

责任报告中披露的碳信息要多于年报中所披露

的，且披露水平参差不齐，各个企业的侧重点也

有所不同。

为观察碳信息披露质量与企业资产规模之间

的关系，将 28家样本公司根据资产总额分为大中

小 3种类型。假设资产总额小于 150亿元为小规模

企业，150~1 000亿元中等规模企业，大于 1 000
亿元为大规模企业，各类型公司中碳信息披露质

量情况，如图2所示。

图2 资产总额与碳信息披露水平关系

由图 2可知，在中小规模企业中，分别有 4%
和 7%的公司评价等级为“差”，而规模较大的企

业没有等级为“差”的，显然随着企业资产总额

的增大，碳信息披露质量水平也随之提高，说明

大规模企业更能认识到碳信息披露的必要性，积

极披露碳信息，但也有可能是中小规模企业难以

承担相应的信息披露成本导致的。

4 研究结论及对策建议

4.1 研究结论

从总体来看，煤炭行业上市公司碳信息披露

质量基本合格，呈现出稳定上升趋势，且与资产

总额呈正相关关系。但通过深入分析，发现我国

煤炭行业碳信息披露仍然存在着不少问题：一是

关于碳减排目标和计划，大多数公司都是以文字

描述为主，具体数字量化衡量的较少，缺乏准确

性需要进一步完善。二是碳信息披露没有固定的

框架模式，杂乱无章，缺乏层次感和权威性，因

此需要建立统一的碳信息披露质量评价体系，使

各个公司之间具有可比性。三是煤炭行业上市公

司因污染排放量较其他行业高，因此对碳信息披

露较重视，但其披露内容和披露方式各不相同，

有的穿插在年报中，有的则在社会责任报告中披

露，缺乏完整性。大部分内容均以文字描述的形

式披露，定量分析较少，因此主观随意性较大。

四是煤炭行业上市公司对碳减排体系的设置，数

据的披露和核算以及激励考核机制的建立不重视，

尤其体现在碳减排激励和考核机制的设立方面，

这表明我国的碳信息披露质量评价研究体系需要

进一步的提高。

4.2 提升碳信息披露质量的对策建议

4.2.1 加强政府管理

我国的碳信息披露遵循自愿性原则，因此有

不少煤炭行业上市公司不直接披露碳信息质量。

未来，政府应当将碳信息的披露由自愿逐步过渡

到强制，只有这样，上市公司才能充分参与到碳

减排中，政府才能履行相关职责，做好对碳减排

的监督与管理。由于煤炭行业上市公司的碳排放

量较大，为更好进行监督，政府可以设立专门机

构监督管理企业，充分发挥政府的职能，在保证

生产力稳步发展的同时实现企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为了保证监管的高效，政府应对相关人员进行系

统的培训，并定期对他们的专业能力进行考察，

这样有利于提高监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4.2.2 宣传碳减排理念

政府要加大宣传教育力度，使公民对于碳减

排有一定的了解，这一方面有利于企业管理者重

视碳信息披露，另一方面也能带来更高的经济利

益。宣扬碳减排理念，使企业管理者意识到碳减

排是与企业的经济收益相挂钩的，与社会效益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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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比。上市公司应遵循国家碳减排相关政策和发

展战略，结合企业自身发展情况，制定本公司的

发展战略，以正确的理念指导行动，积极响应国

家号召。企业利益相关者碳减排理念的提高，有

利于其监督煤炭行业上市公司碳减排情况，促使

企业加强碳信息披露。

4.2.3 建立统一的碳信息披露框架

由于很多公司在披露碳信息时，缺乏层次感

和完整性，并且披露的方式复杂多样，混杂在年

报中或者以社会责任报告的形式披露，这既不利

于碳信息的披露，也不利于企业间相互比较，因

此建立统一的碳信息披露框架，固定披露方式就

显得尤为重要。在构建碳信息披露框架时，应注

意结合我国煤炭行业上市公司的发展情况，以国

外研究为基础，多方面多层次建立指标，尽可能

的使指标多元化全面化，以促进企业碳信息质量

水平的提高。

4.2.4 强化碳排放激励和考核机制

我国碳减排激励和考核指标在企业中很少披

露，因此强化碳减排激励和考核机制势在必行。

这样可以激励上市公司积极披露碳信息，也使得

披露内容更加清晰明了。企业应定期对本公司的

碳信息披露情况进行检查，将制定的奖惩措施落

实到员工个人，这样有利于公司对碳信息披露的

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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