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导 论 Introduction

现代煤炭产业体系的内涵与特征

山东能源经济协同创新中心主任、教授 刘传庚

党的十九大提出，着力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

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是我国发展的迫切

需求和战略目标。这是我国第一次从党的文件中提出现代

产业体系概念。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推动产业基础高级

化、产业链现代化”，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强调要

“打好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的攻坚战”，十九届

五中全会就“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推动经济体系优化

升级”作了详细阐述：坚持把发展经济着力点放在实体经

济上，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网络强国、数

字中国，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提高经济

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要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统筹推进基

础设施建设，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推进能源革命，加快数

字化发展。“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被纳入到现

代产业体系的内涵之中。

能源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煤炭作为我国能

源的“压舱石”，如何发展现代煤炭产业体系成为我国加快

发展现代经济体系、推进能源革命的重要路径。同时，发

展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对促进煤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

旧动能转换，实现煤炭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现代煤炭产业体系的内涵

根据对现代产业体系内涵的理解与分析，现代煤炭产

业体系应是以高端人才、现代金融、信息技术为支撑，以

高标准煤炭市场体系建设、煤矿安全生产与职业健康、绿

色矿山建设等为约束，以科技自立自强、高科技含量、高

附加值、清洁低碳、安全高效为目标，以煤矿智能化、煤

炭产业基础高级化、煤炭产业供应链现代化为特征的新型

产业体系。构建现代煤炭产业体系，煤炭企业是根基，科

技创新是动力，现代金融是血脉，人力资源是大脑，高附

加值是灵魂，科技创新、现代金融和人力资源均要服务于

煤炭企业发展，服务于煤炭产业高质量发展。

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包含煤矿智能化、煤炭产业基础高

级化和煤炭产业供应链现代化。以煤为基，煤矿智能化在

现代煤炭产业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以煤炭开采为中心，

煤炭供应链将煤炭洗选加工、储运、销售到终端消费和服

务等全过程链接成煤炭产业链和产业集群融入国民经济体

系；煤炭地质勘查、煤炭装备制造、煤炭基础建设、煤炭

运输设施、产业基础软件共同组成煤炭产业的基础。三者

相互促进、相互配合，推动煤炭产业体系的现代化发展。

二、现代煤炭产业体系特征分析

煤矿智能化。。煤矿智能化是现代煤炭产业体系的重要

特征。“十三五”期间，我国已建成200个智能化工作面。

山东省率先推出煤矿智能化建设实施方案，规划了煤矿智

能化时间表和路线图，计划到2025年，全省煤矿基本实现

智能化。国家高度重视煤矿“采、掘、机、运、通”以及

安全、调度、运销的全系统、全过程智能化，2020年初出

台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关于加快煤矿智能化发展的指导

意见》，要求到2025年，大型煤矿和灾害严重煤矿基本实现

智能化，形成煤矿智能化建设技术规范与标准体系，实现

开拓设计、地质保障、采掘（剥）、运输、通风、洗选物流

等系统的智能化决策和自动化协同运行，井下重点岗位机

器人作业，露天煤矿实现智能连续作业和无人化运输。

“云、大、物、智、移”与煤炭产业深度融合，煤炭行业全

面智能化时代即将到来。

煤炭产业基础高级化。。煤炭产业基础高级化是现代煤

炭产业体系的又一重要特征。“十四五”期间，煤炭行业的

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规划好煤炭产业基础高级化的实现路径。

以煤炭地质勘查这一产业基础为例，大型煤炭基地资源勘

查、煤层气储量勘查、冲击地压防治、煤矿应急救援、矿

区采空塌陷沉稳评价和地质灾害防治等均为煤炭产业基础

高级化的重要关注方向，煤炭地质勘查科技水平高低、地

质信息质量精确性等直接决定煤炭产业现代化水平。以煤

炭装备制造为例，煤炭企业作业属性决定其对装备制造及

维修技术具有很高的依赖性，煤炭产业部分大型关键装备、

元器件、传感器和工业软件等短板明显，国产化不足，一

定程度上制约我国煤矿智能化进程，在发展现代煤炭产业

体系时，煤炭装备制造高级化亟待加强。

煤炭产业供应链现代化。。煤炭产业供应链和产业集群

是煤炭现代产业体系的主要组织形式。价值链、技术链、

供需链和煤炭基地布局链的现代化，均属于煤炭产业供应

链现代化。煤炭产业供应链现代化是煤炭产业现代化的外

延和表现形式，是一个动态的、与时俱进的过程。以煤炭

智慧物流为例，我国煤炭供应链信息化水平低，中间环节

多，无法及时采集煤炭运输流程信息，导致坑口到炉口中

间成本过高。我国以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工业互

联网等为代表的软基础产业加速发展，形成了“数字强国”

技术优势。煤炭产业运用软基础产业形成的技术优势，构

建煤炭大数据标准体系，加快煤炭企业数据平台和全国煤

炭数据平台建设，加快煤炭标准二维码（数据源）研制开

发和推广普及，实现煤炭产品可溯源、煤炭物流和交易标

准化、煤炭金融服务，加快物联网、移动互联等先进技术

在煤炭物流领域的应用是必然选择，未来必将形成以智慧

型煤炭交易为主导的煤炭交易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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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我国生产和消费了全球将近一半的煤炭，是

世界第一大煤炭生产和消费国。2019年，煤炭消

费在我国能源消费中的占比虽然降到 57.7%，较

2018年下降 1.5个百分点，但与全球典型国家能源

生产和消费结构相比，我国“一煤独大”的特点

依然非常明显[1]。
煤炭作为我国的基础能源和社会大宗物资，

受政策影响巨大。以最近一个煤炭周期为例，在

2012年 6月至 2016年 2月，煤炭产能过剩严重，煤

炭价格持续下滑。在 2016年 2月，国务院出台

《关于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

见》（以下简称“国发〔2016〕 7号文”），对煤炭

行业实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煤炭价格在 2016年 6
月开始出现明显回升。在煤炭产业政策体系中，

产能调控政策是核心。

针对煤炭产业政策的研究多为定性分析。例

如对作用机制的研究，从时间角度分析，产业政

策对煤炭产能的作用机制分为长期和短期两大

类[2-3]，按照影响力角度分析，产能的调控政策大

多为“直接性”调控政策[4-5]。对国外产能政策研

究发现，美国[6]、俄罗斯[7]、英国[8]等世界主要经济

体更多地关注节能与能效、新能源替代、化石能

源供给安全、能源环境等维度，这些国家的政策

研究为我国政策出台提供了借鉴。

基于DID方法的煤炭产能调控政策影响效应分析

郭建利，孙春升
（煤炭工业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北京 100120）

摘 要：随着煤炭行业高质量发展的不断推进，行业的产能调控也来到了新的阶段。煤炭产能调控

政策有效性评价研究能够帮助检验现有煤炭产能调控政策的影响效果，指导国家行业管理部门煤炭

产业政策的制定。收集了 33家煤炭上市公司的数据，构建了双重差分模型，研究了去产能政策对

行业整体以及主要产煤省煤炭企业的经济效益、创新能力、安全水平以及绿色发展产生的影响。结

果显示，产能调控政策在提升企业经济效益、安全水平及绿色发展水平方面都有显著的积极作用，

主要产煤省和非主要产煤省在各个方面受到的影响略有不同。而创新水平的发展则需要进一步的政

策支撑。

关键词：政策有效性分析；双重差分法；产能调控；煤炭

中图分类号：F420；F426.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9605（2020） 10－0004－10

基金项目：中国煤炭科工集团有限公司科技创新创业资金专项项

目（2020-MS004）

Analysis of the effect of coal production control policies based on the DID method
Guo Jianli，Sun Chunsheng

（Coal Industry Planning and Design Research Institute Co.，Ltd.，Beijing 100120）
Abstract：With the continuous advancement of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coal industry，the industry's capacity con⁃
trol has also come to a new stage. Researching on the effectiveness evaluation of coal production capacity control policies can
help test the impact of existing coal production control policies and guide the formulation of coal industry policies by national
industry management departments. Collecting data from 33 listed coal companies，a double differential model was constructed
and the impact of overcapacity policies on the economic benefits，innovation capabilities，safety levels，and green development
of coal enterprises was studied in the industry as a whole and major coal-producing provinc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produc⁃
tion capacity control policies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in improving the economic efficiency，safety level and green de⁃
velopment level of enterprises. Major coal-producing provinces and non-major coal-producing provinces have slightly different
impacts in various aspects，and the development of innovative levels requires further policy support.
Key words：policy effectiveness analysis；double difference；production capacity control policy

能源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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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定量角度看，对煤炭产业政策评估缺乏工

具和体系。政策有效性分析多集中于新能源等新

兴领域[9-10]。煤炭政策政出多门，很多政策之间不

能协调，造成诸多不良影响[11]。我国一直以来没有

科学、系统、完整地对煤炭产能调控政策进行梳

理和实施效果追踪分析，产业发展缺乏合理规划。

因此，产业政策评估作用重大，可以在评价结果

的基础上修正现有政策研究不足，指导下一步政

策制定并形成定量化评价考核标准。

本研究利用经典的双重差分法（DID） [12]，从

行业效益、创新能力、安全水平和绿色环保 4个煤

炭行业最关注的角度出发，评价了煤炭产能调控

政策的实施效果，并给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1 煤炭产能调控政策影响效应分析的研究

背景与意义

1.1 总结煤炭产能调控政策的阶段性成果

2016 年初，按照党中央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战略部署，结合煤炭产能过剩、企业亏损严重、

矿区转型困难等实际情况，把煤炭行业列为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的试点行业。通过 4年的不懈努力，

煤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了重大进展和显著成

效。过剩产能得到了有效化解，生产结构优化，

市场供需基本平衡，行业效益回升，转型升级取

得新的进展，生产力总体水平大幅提高，上下游

协调发展机制逐步建立，煤炭产业开始迈入高质

量发展的新阶段。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贯彻新发

展理念，煤炭行业要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

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部署和全面完成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的目标任务。回顾和总结已经实施的产能调

控政策，以便于更好的分析煤炭行业深化改革发

展中面临的新问题。

1.2 丰富供给侧结构改革的理论研究

煤炭产能调控政策有效性评价研究可以丰富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成果，为行业管理部门统

筹规划、科学管理提供理论依据。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和方法在新常态下

的具体应用，该理论为我国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

论研究还基本处于概念层面，产业政策应用研究

较少。本研究以煤炭行业为例，针对产业政策对

产能控制、绿色生产、安全生产、技术创新、企

业盈利，构建模型进行定量分析验证研究，是对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的丰富。

2 研究假设

从平均影响效应和分省份异质性影响效应两

个方面入手，选择行业效益、创新能力、安全水

平、绿色发展 4个角度，以 2016年为对比时间点，

在研究中采用 33家煤炭行业上市公司的数据。具

体研究路线如图1所示。

图1 研究技术路线

2.1 平均影响效应假设

去产能政策的实施削减了煤炭行业的过剩产

能，有利于促进煤炭供需平衡，促进煤炭价格回

归至合理区间，改善煤炭行业的经济效益，据此

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一：去产能政策的实施可以提高煤炭行

业的经济效益。

去产能政策淘汰的是落后产能，政策要求关

闭产能小于 30万 t/a且发生重大及以上安全生产责

任事故的煤矿、产能 15万 t/a及以下且发生较大及

以上安全生产责任事故的煤矿以及无法实施技术

改造的煤矿。由于这些落后小煤矿的研发支出水

平和技术创新能力很低，因此，对这些落后的小

煤矿强制淘汰后，剩余的煤矿具有较强的创新能

力。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二：去产能政策的实施可以提高煤炭行

业的创新能力。

去产能政策明确规定要引导具有 3类安全问题

的煤矿有序退出，要严格治理不安全生产，停产

整顿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煤矿，对违法生产行为

进行严厉打击等。随着具有安全问题的煤矿退出

和具有安全隐患的煤矿整顿和改造后，可以提升

煤炭行业整体的安全水平。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三：去产能政策的实施可以提高煤炭行

业的安全水平。

提高煤炭产品质量、提升煤炭行业的环保水

平也是去产能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国发〔2016〕

郭建利等：基于DID方法的煤炭产能调控政策影响效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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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文件提出，要逐步退出产品质量达不到《商品

煤质量管理暂行办法》要求的煤矿，加强对劣质

散煤销售使用的检查力度。随着去产能政策的实

施，落后产能被逐步淘汰，所保留的煤炭产能在

环保、能耗和清洁生产等方面的水平较高，这有

利于提升煤炭行业整体的环保水平。据此提出如

下假设：

假设四：去产能政策的实施可以促进煤炭行

业的绿色发展。

2.2 异质性影响效应假设

由于主要产煤省煤炭资源相对丰富，煤炭产

量和销量远大于非主要产煤省，因此，随着煤炭

价格的回升，主要产煤省煤炭行业经济效益的提

升比例应大于非主要产煤省。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一：去产能政策的实施对主要产煤省煤

炭企业的经济效益产生了更为显著的促进作用。

对于主要产煤省而言，因为煤炭产量大，煤

价回升促进主要产煤省经济效益好转，可能会造

成企业短期内忽视技术创新对企业效能的影响，

导致技术创新乏力。结合煤炭行业发展实际，提

出假设二：

假设二：去产能政策的实施不能对主要产煤

省煤炭企业的创新能力产生更为显著的促进作用。

去产能政策虽然退出了落后产能以及具有重

大安全问题的煤矿，提升了行业整体的安全水平。

但是由于主要产煤省煤炭产量大、矿井多、从业

人员多，因此，煤炭生产所伴随的安全问题也可

能会增多，去产能政策并不能更显著地改善主要

产煤省的安全状况。据此提出假设三：

假设三：去产能政策的实施不能对主要产煤

省煤炭企业的安全水平产生更为显著的提升作用。

主要产煤省煤炭企业规模相对较大，去产能

政策的实施进一步促进了大型煤炭企业兼并中小

型企业，进一步提升了煤炭行业的产业集中度，

这有助于发挥经济的规模效应，促进煤炭生产能

耗量进一步下降，促进绿色发展水平提升。据此

提出假设四：

假设四：去产能政策的实施对主要产煤省煤

炭企业的绿色发展产生了更为显著的促进作用。

3 煤炭产能调控政策的平均影响效应

3.1 模型构建

3.1.1 对行业效益平均影响的模型构建

为研究去产能政策对煤炭行业经济效益的

影响，将利润率作为被解释变量，构建单差法

模型 （1）。

lrlit = α0 + α1 ⋅ dt +∑
k = 2

n

αk ⋅ Xk, it + εit （1）
式中：i代表企业；t代表时间；lrl为利润率；本文

用利润总额与营业收入的比值表示；X表示影响利

润率的因素；d代表去产能政策是否实施的虚拟变

量，政策实施后 d=1（即 2016年及以后），政策实

施前d=0（即2015年及之前）；e为随机扰动项。

模型（1）包含了影响利润率的因素以及政策

因素，在剥离了影响利润率的因素以外，剩余的

变化是由于政策因素造成的，即政策虚拟变量 d的
系数 α1代表了去产能政策对煤炭行业利润的影响

大小和方向。

为研究去产能政策产生的逐年动态影响，构

建模型（2）。

lrlit = β0 + β1 ⋅ d2016 + β2 ⋅ d2017 +∑
k = 3

n

βk ⋅ Xk, it + εit （2）
式中：d2016和 d2017表示逐年虚拟变量；b1和 b2分别

表示去产能政策在 2016年和 2017年对煤炭行业利

润率产生的影响效果。

根据相关文献、理论与现实情况，选取如下

影响利润率的因素作为控制变量加入模型中，见

表1。

变量名称

成本占比（cb）

资产负债率（zc）

净资产收益率（jzc）

含义

在收入一定的状况下，成本越大则利润越

少。营业总成本与营业收入的比值代表成本

所占比例。

负债总额占资产总额的比例，是评价公司

负债水平的综合指标。

反映股东权益的收益水平，体现了自有资

本获得净收益的能力。

变量名称

存货周转率（ch）

总资产增长率（zzc）

资产现金率（zcxj）

含义

销售成本与平均存货的比率，是衡

量企业销售能力及存货管理水平的综

合性指标

企业本期资产规模的增长情况，该

指标反映了企业的发展能力。

反映了企业直接偿付流动负债的能力

表1 行业效益模型控制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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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对创新能力平均影响的模型构建

为研究去产能政策对煤炭行业创新能力的影

响，本文将研发支出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作为被解

释变量，构建基础模型（3）。

rdit = α0 + α1 ⋅ dt +∑
k = 2

n

αk ⋅ Xk, it + εit （3）
其中，rd为研发支出占营业收入的比例；X表

示影响研发支出占比的因素；d代表去产能政策是

否实施的虚拟变量，政策实施后 d=1（即 2016年及

以后），政策实施前 d=0（即 2015年及之前）；e为
随机扰动项。

模型包含了影响研发支出占比的因素以及政

策因素，在剥离了影响研发支出占比的因素以外，

剩余的变化是由于政策因素造成的，即政策虚拟

变量 d的系数α1代表了去产能政策对煤炭行业创新

能力的影响大小和方向。

为研究去产能政策产生的逐年动态影响，构

建模型（4）。

rdit = β0 + β1 ⋅ d2016 + β2 ⋅ d2017 +∑
k = 3

n

βk ⋅ Xk, it + εit （4）
其中，d2016和 d2017表示逐年虚拟变量，其系数

b1和 b2分别表示去产能政策在 2016年和 2017年对

煤炭行业创新能力产生的影响效果。

根据相关文献、理论与现实情况，选取如下

影响研发支出占比的因素作为控制变量加入模型

中，见表2。
表2 创新能力模型控制变量

3.1.3 对安全水平平均影响的模型构建

为研究去产能政策对煤炭行业安全水平的影

响，将百万吨死亡率作为被解释变量，构建基础

模型（5）。

deathit = α0 + α1 ⋅ dt +∑
k = 2

n

αk ⋅ Xk, it + εit （5）
式中：death为百万吨死亡率；X表示影响百万吨

死亡率的因素；d代表去产能政策是否实施的虚拟

变量，政策实施后 d=1（即 2016年及以后），政策

实施前 d=0（即 2015年及之前）；e为随机扰动项。

政策虚拟变量 d的系数α1代表了去产能政策对煤炭

行业安全水平的影响大小和方向。

为研究逐年动态影响，构建模型（6）。

deathit = β0 + β1 ⋅ d2016 + β2 ⋅ d2017 +∑
k = 3

n

βk ⋅ Xk, it + εit（6）
其中，d2016和 d2017表示逐年虚拟变量，其系数

b1和 b2分别表示去产能政策在 2016年和 2017年对

煤炭行业安全水平产生的影响效果。

根据相关文献、理论与现实情况，选取影响

安全状况的因素作为控制变量加入模型，见表3。
表3 安全水平模型控制变量

3.1.4 对绿色发展平均影响的模型构建

为研究去产能政策对煤炭行业绿色发展的影

响，用煤炭企业的吨煤电耗支出作为反映绿色发

展情况的指标。企业的吨煤电耗支出越低，说明

其绿色发展水平越高。构建基础模型（7）。

ecit = α0 + α1 ⋅ dt +∑
k = 2

n

αk ⋅ Xk, it + εit （7）
其中，ec为吨煤电耗支出；X表示影响吨煤电

耗支出的因素；d代表去产能政策是否实施的虚拟

变量，政策实施后 d=1（即 2016年及以后），政策

实施前 d=0（即 2015年及之前）；e为随机扰动项。

政策虚拟变量 d的系数α1代表了去产能政策对煤炭

行业绿色发展的影响大小和方向。

为研究逐年动态影响，构建模型（8）。

ecit = β0 + β1 ⋅ d2016 + β2 ⋅ d2017 +∑
k = 3

n

βk ⋅ Xk, it + εit （8）
其中，d2016和 d2017表示逐年虚拟变量，其系数

b1和 b2分别表示去产能政策在 2016年和 2017年对

煤炭行业绿色发展产生的影响效果。

根据相关文献、理论与现实情况，选取影响

吨煤电耗支出的因素作为控制变量加入模型中，

见表4。

变量名称

企业规模（l）

利润率（lrl）

净资产收益率

（jzc）

总资产增长率

（zzc）

资 产 现 金 率

（zcxj）

含义

用企业员工人数反映企业规模

利润率对研发支出会产生正向影响

较高的获利能力会促使公司从事研发活动

成长性强的企业更加注重企业的长期运营能

力，从而更加关注和支持研发活动开展

反映企业的短期偿债能力越强，越有可能增

加对研发活动的投入

变量名称

采煤机械化程度

（me）

劳动力数量（l）

产量（p）

含义

机器代替了人力开采，减少了井下人员的数

量，有利于降低死亡率

井下人员较多，可能增加事故死亡的人数和概

率

煤炭企业产量越大，其所需劳动力会相应增

加，死亡率就可能增大

郭建利等：基于DID方法的煤炭产能调控政策影响效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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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绿色发展模型控制变量

3.2 实证分析

3.2.1 对行业效益的影响

本文用 Stata软件进行模型估计，根据 3.1.1节
的变量设置逐步添加控制变量，观察结果变化。

产能调控政策对行业整体效益的影响结果见表5。
表5 对行业效益影响的单差法模型估计结果

注：括号中的数值指的是回归系数的标准误差值； *** 、

**、*指的是1%、5%、10%的显著性水平。

回归（1）为基础模型，仅加入了代表去产能

政策是否实施的时间虚拟变量 d；回归 （2） 至回

归（4）逐步加入了其它控制变量。为考察去产能

政策的逐年影响效应，对 2016年和 2017年进行了

逐年效应估计，结果见回归 （5），后续分析皆为

此步骤。根据实证结果，去产能政策的实施促使

各产煤省煤炭企业的利润率平均提高了 2.81%。从

其它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看，成本占比（cb）的估

计系数为-1.078 6，且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说明与其它控制变量相比，成本所占比重对利润

率的影响最强。资产负债率 （zc） 的估计系数为

-0.034 0，虽然并不显著，但反映出较高的资产负

债率会降低企业的利润率。这可能是因为，过高

的资产负债率反映了企业资不抵债的情况，影响

企业的正常运转，进而降低收入和利润；净资产

收益率 （jzc） 的估计系数为 0.012 3，虽然并不显

著，但反映出净资产收益率与利润率为正向影响

关系，净资产收益率越高表明股东资金使用效率

越高，企业盈利能力越强；存货周转率 （ch） 的

估计系数为 0.018 3，虽然并不显著，但反映出存

货周转率与利润率为正向影响关系，存货周转率

越高会带来较高的利润率；资产现金率（zcxj）的

估计系数为-0.830 6，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说明资产现金率增长 1%会导致利润率下降 0.830
6%，因为现金类资产具有较低的获利能力，该指

标过高代表企业的流动资产未能得到合理运用，

进而降低企业盈利能力；总资产增长率 （zzc） 的

估计系数为-0.087 1，且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

著，说明总资产增长率增加 1%会导致煤炭企业利

润率下降 0.087 1%。因为我国煤炭企业的资产规

模扩张主要侧重于数量，而不重视质量，盲目

扩张经营规模反而降低了企业的发展能力和盈

利能力。

3.2.2 对创新能力的影响

根据 3.1.2节的变量设置，分 5个步骤添加控

制变量。产能调控政策对行业整体创新能力的影

响结果，见表6。
表 6中，结果反映出去产能政策的实施没有对

煤炭行业研发支出产生显著性影响，没有促进煤

炭企业研发支出水平提高，说明 2.1节中假设二不

成立。

其它控制变量方面，净资产收益率对研发支

出占比的影响显著为正，反映出企业净资产收益

率的增加会促进煤炭企业研发支出。此外，利润

变量名称

企业规模（l）

管理费用（gl）

科技水平（rd）

含义

企业规模增大有助于发挥经济的规模效应，

从而促进吨煤电耗支出降低

管理费用的投入有助于提升煤炭企业的用电

效率，促进绿色发展

技术水平越高的企业，其生产效率越高，有

助于降低吨煤电耗支出

解释变量

d

d2016

d2017

cb

zc

jzc

ch

zcxj

zzcz

常数项

R2

企业数

样本数

（1）

0.048 9**
（0.026 4）

0.019 3
（0.015 2）
0.017 2
33
198

（2）

0.038 1**
（0.017 9）

-0.621
3***

（0.054 5）

-0.187
2***

（0.056 9）

0.739 9***
（0.048 9）
0.550 4
33
198

（3）

0.036 2**
（0.017 7）

-0.599 7***
（0.055 0）

-0.180 6***
（0.056 3）

-0.049 8***
（0.017 9）
-0.044 1

（0.071 5）

0.724 4***
（0.051 6）
0.568 7
33
198

（4）

0.028 1***
（0.010 1）

-1.078 6***
（0.040 7）

-0.034 0
（0.032 7）

0.012 3
（0.010 6）
0.018 3

（0.040 5）
-0.830 6***
（0.041 7）
-0.087 1***
（0.027 0）
1.143 8***
（0.037 7）
0.863 8
33
198

（5）

0.036 5***
（0.013 2）
0.019 7*

（0.010 2）

-1.086 1***
（0.041 4）

-0.032 3
（0.032 8）

0.013 6
（0.010 7）
0.020 6

（0.040 6）
-0.831 6***
（0.041 7）
-0.085 9***
（0.027 0）
1.149 8***
（0.038 2）
0.864 5
33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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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企业规模、资产现金率的系数虽不显著，但

系数均为正，反映出这些指标均与企业研发支出

呈正相关关系。

表6 对创新能力影响的单差法模型估计结果

注：同上。

3.2.3 对安全水平的影响

根据 3.1.3节的变量设置，逐步添加控制变量。

产能调控政策对行业整体安全水平的影响结果见

表7。
结果说明去产能政策的实施分别促使 2016年

和 2017年百万吨死亡率下降 2.09%和 5.94%，煤炭

去产能对行业安全水平的提升作用逐渐增强，验

证了2.1节假设三。

从其它控制变量来看，采煤机械化程度对百

万吨死亡率的影响最大且十分显著，采煤机械化

程度提高 1%将促使百万吨死亡率降低 0.34%。此

外，劳动力数量与百万吨死亡率呈正相关，劳动

力数量增长会增加百万吨死亡率。

3.2.4 对绿色发展的影响

根据 3.1.4节的变量设置，逐步添加控制变量。

产能调控政策对行业整体绿色发展的影响结果，

见表8。

表7 对安全水平影响的单差法模型估计结果

注：同上。

表8 对绿色发展影响的单差法模型估计结果

注：同上。

结果显示，去产能政策的实施分别促使 2016
年和 2017年吨煤电耗下降 6.09%和 9.47%，煤炭去

产能对行业绿色发展水平的提升作用逐渐增强，

验证了假设四。

解释变量

d

d2016

d2017

lrl

gm

jzc

zcxj

zzcz

常数项

R2

企业数

样本数

（1）
-0.224 4

（0.168 8）

0.854 5***
（0.171 0）
0.062 9
33
198

（2）
-0.187 5

（0.196 0）

-0.150 7
（0.280 8）
0.071 7

（0.059 5）

0.667 4***
（0.236 2）
0.079 3
33
198

（3）
-0.222 4

（0.195 2）

0.345 6
（0.324 5）
0.066 0

（0.057 3）
0.248 3***
（0.089 9）
0.125 2

（0.343 5）

0.675 0***
（0.227 0）
0.148 8
33
198

（4）
-0.222 1

（0.197 9）

0.342 4
（0.339 0）
0.064 6

（0.056 5）
0.248 6***
（0.091 2）
0.109 7

（0.411 7）
0.038 4

（0.420 5）
0.678 4***
（0.223 3）
0.148 9
33
198

（5）

-0.310 1
（0.217 4）
-0.117 1

（0.125 4）
0.226 4

（0.351 7）
0.065 7

（0.055 3）
0.225 8**

（0.093 3）
0.030 1

（0.417 9）
-0.038 0

（0.427 1）
0.682 4***
（0.217 8）
0.170 8
33
198

解释变量

d

d2016

d2017

cm

p

l

常数项

R2

企业数

样本数

（1）
-0.041 3**
（0.011 9）

0.095 6***
（0.018 5）
0.013 9
33
198

-0.328 9***
（0.038 8）

1.573 7***
（0.174 6）
0.403 5
33
198

（2）
-0.030 6**
（0.010 1）

（3）
-0.033 7**
（0.010 8）

-0.305 8***
（0.051 3）
-0.012 4

（0.017 9）

1.579 3***
（0.175 2）
0.406 1
33
198

（4）
-0.039 4**
（0.015 6）

-0.342 6***
（0.056 9）
-0.026 0

（0.022 7）
0.023 0*

（0.009 7）
1.608 3***
（0.246 2）
0.440 3
33
198

（5）

-0.020 9*
（-0.015 0）
-0.059 4*
（0.036 1）
-0.342 4***
（0.057 0）
-0.025 4

（0.022 7）
0.021 4*

（0.009 8）
1.620 0***
（0.246 9）
0.444 4
33
198

解释变量

d

d2016

d2017

gm

rd

gl

常数项

R2

企业数

样本数

（1）
-0.345 7***
（0.089 9）

1.157 1***
（0.181 5）
0.012 5
33
198

（2）
-0.238 4**
（0.070 1）

-0.809 5**
（0.238 8）

1.860 9***
（0.214 6）
0.303 5
33
198

（3）
-0.176 5**
（0.050 8）

-0.905 8***
（0.251 3）
-1.548 8**
（0.704 6）

1.876 5***
（0.275 2）
0.407 8
33
198

（4）
-0.089 8**
（0.025 6）

-0.875 6**
（0.256 9）
-1.576 9**
（0.837 6）
-1.498 6*
（0.905 7）
1.907 6***
（0.282）
0.443 5
33
198

（5）

-0.060 9*
（-0.025 0）
-0.094 7**
（0.035 1）
-0.912 6**
（0.257 0）
-1.525 4**
（0.822 7）
-1.421 4*
（0.909 8）
1.642 0***
（0.245 6）
0.445 7
33
198

郭建利等：基于DID方法的煤炭产能调控政策影响效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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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其它控制变量来看，代表企业规模的劳动

力数量的回归系数为负值，说明企业规模的扩大

有利于降低吨煤电耗，这是由于企业规模越大，

越有利于发挥规模效应，从而提高发展效率，降

低吨煤电耗；科技投入的回归系数为负，说明科

技水平的提高促进了企业发展效率提升，有利于

降低吨煤电耗，提高企业绿色发展能力；管理费

用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说明企业管理投入的增

加有助于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从而提高企业的

发展效率，降低吨煤电耗。

4 煤炭产能调控政策的异质性影响效应

4.1 模型构建

我国煤炭生产较为集中，内蒙古、山西、陕

西、贵州、新疆、山东、安徽、河南、宁夏、河

北 10个省份 2016年煤炭产量占全国的比例约为

90%，是我国的主要产煤大省。研究去产能政策是

否对主要产煤省煤炭企业的经济效益、创新能力、

安全水平和绿色发展产生了更为显著的促进作用，

将 10个省份的煤炭企业作为处理组，将其它省份

的煤炭企业作为对照组，构建双重差分模型（9）。

根据公式（9）可得到去产能政策实施前和实施后

对照组和处理组的差异变化，见表9。
yit = c0 + c1 ⋅ du + c2 ⋅ dt + c3 ⋅ du × dt + εit （9）

其中，i代表企业；t代表时间；yit为被解释变

量，包括经济效益（lrl）、创新能力（rd）、安全水

平（death）和绿色发展（ec）四个变量；dt为时间

虚拟变量，对于实施去产能政策之前的年份 dt=0，
对于实施去产能政策之后的年份 dt=1；du为地区

虚拟变量，对于 10个产煤省的煤炭企业而言，du=
1，对于剩余省份的煤炭企业而言 du=0。由于去产

能政策实施前后处理组的差异减去对照组的差异

即是去产能政策对处理组产生的多余影响，因此，

乘积项 du´dt的系数 c3定量测度了实施去产能政策

对于处理组的“净”影响，即异质性影响。异质

性影响也从经济效益、创新能力、安全水平和绿

色发展 4个方面入手。由于各模型原理相同，不再

一一赘述。

表9 差异比较

为了提高模型精度，需要在基础的倍差法模

型（9）中等式右侧加入其它控制变量，构建去产

能政策的异质性影响倍差法模型（10）。

yit = c0 + c1 ⋅ du + c2⋅ dt + c3⋅ du × dt +∑
k = 1

6
αk ⋅ Xk, it + εit （10）

各模型中均需添加控制变量，与3.1节相同。

模型（10）中，交互项 du´dt的系数 c3衡量的

是去产能政策的实施对我国主要产煤省煤炭企业

经济效益、创新能力、安全水平和绿色发展产生

的“净”影响。该系数衡量的是与非主要产煤省

煤炭企业相比，去产能政策的实施对主要产煤省

煤炭企业所产生的多余影响的部分，即去产能政

策实施产生的异质性影响效应。

为研究去产能政策实施产生的逐年异质性影

响，构建模型（11）。

yit = γ0 + γ1 ⋅ du + γ2 ⋅ dt + γ3 ⋅ du × d2016 + γ4 ⋅ du ×
d2017 +∑

k = 1

6
αk ⋅ Xk, it + εit （11）

其中，交叉项 du´d2016和 du´d2017的系数 γ3和 γ4
分别代表去产能政策在 2016和 2017年的逐年异质

性影响。

4.2 实证分析

4.2.1 对行业效益的异质性影响

依据 4.1节构建的模型，本文运用 Stata软件估

计了 2016年去产能政策实施对主要产煤省煤炭企

业利润率的“净”影响，结果见表10。
从结果上看，去产能政策在 2016—2017年并

未对主要产煤省煤炭企业的利润率产生更为显著

的促进作用，但是仅 2017年来看，与非主要产煤

省相比，去产能政策的实施促使 2017年主要产煤

省煤炭企业利润率多上升了 8.47%，验证了 2.2节
假设一。这可能是由于去产能政策的实施，削减

了煤炭企业的产量，造成主要产煤省的煤炭企业

在政策实施的初年 （2016年） 由于煤炭产量的下

降而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利润率，但随着政策实施

时间的延长（2017年及以后），主要产煤省的大型

煤企享有资源赋存、煤炭质量、规模优势和低成

本、高效率优势，煤价的稳步回升促使主要产煤

省的煤炭企业利润率增长更为显著和可观。

4.2.2 对创新能力的异质性影响

2016年去产能政策实施对主要产煤省煤炭企

业创新能力的“净”影响，结果见表11。处理组

对照组

去产能实施前

c0+c1
c0

去产能实施后

c0+c1+c2+c3
c0+c2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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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 对行业效益异质性影响的倍差法模型估计结果

注：同上。

结果反映出，去产能政策的实施并未对主要

产煤省煤炭企业的研发支出占比产生更为显著的

影响作用，验证了2.2节假设二。

4.2.3 对安全水平的异质性影响

2016年去产能政策实施对主要产煤省煤炭企

业安全水平的“净”影响，结果见表12。
结果反映出，去产能政策的实施并未对主要

产煤省煤炭企业的安全水平产生更为显著的提升

作用，验证了2.2节假设三。

表11 对创新能力异质性影响的倍差法模型估计结果

注：同上。

表12 对安全水平异质性影响的倍差法模型估计结果

解释变量

du·dt

D2016·du

D2017·du

du

dt

cb

zc

jzc

ch

zcxj

zzcz

常数项

个体效应

时间效应

R2

企业数

样本数

（1）
-0.048 3

（0.064 0）

0.084 3**
（0.036 9）
0.087 0

（0.056 8）

-0.047 2
（0.032 8）

否

否

0.045 2
33
198

（2）
0.018 9

（0.025 7）

-0.003 2
（0.014 4）
0.013 3

（0.022 6）
-1.074 6***
（0.042 0）
-0.038 4

（0.033 4）
0.011 4

（0.010 7）
0.017 4

（0.040 7）
-0.835 7***
（0.042 3）
-0.087 2***
（0.027 1）
1.145 2***
（0.041 8）

否

否

0.864 3
33
198

（3）
0.013 7

（0.027 2）

0.040 2
（0.035 5）
-0.001 1

（0.033 4）
-1.099 1***
（0.052 9）
0.153 0

（0.148 6）
0.003 4

（0.009 6）
0.095 1*

（0.057 7）
-0.932 1***
（0.166 9）
-0.087 3

（0.059 2）
1.071 1***
（0.065 6）

是

是

0.893 7
33
198

（4）

-0.067 0*
（0.036 2）
0.084 7**

（0.039 3）
0.041 7

（0.035 2）
-0.056 5

（0.041 6）
-1.121 2***
（0.057 1）
0.143 6

（0.131 3）
0.006 8

（0.009 4）
0.089 2*

（0.057 3）
-0.918 4***
（0.151 2）
-0.078 6

（0.053 1）
1.088 1***
（0.060 6）

是

是

0.903 6
33
198

解释变量

du·dt

D2016·du

D2017·du

du

dt

lrl

gm

jzc

zcxj

zzcz

常数项

个体效应

时间效应

R2

企业数

样本数

（1）
-0.160 7

（0.300 5）

0.397 4*
（0.215 9）
-0.130 3

（0.210 0）

0.619 5***
（0.141 1）

否

否

0.035 6
33
198

（2）
-0.480 7

（0.306 5）

0.313 6
（0.246 5）
0.128 8

（0.218 5）
0.471 5

（0.430 1）
0.032 0

（0.039 7）
0.343 1***
（0.088 7）
0.127 5

（0.650 6）
0.901 7

（0.910 4）
0.540 6***
（0.158 2）

否

否

0.089 9
33
198

（3）
-0.223 3

（0.257 5）

0.785 6*
（0.449 9）
0.071 9

（0.245 0）
0.092 9

（0.332 1）
0.103 6

（0.105 9）
0.224 1***
（0.057 6）
0.013 9

（0.339 9）
-0.059 6

（0.326 5）
0.048 2

（0.299 2）
是

是

0.848 4
33
198

（4）

-0.437 3
（0.314 5）
-0.000 3

（0.270 4）
0.789 7*

（0.442 4）
-0.117 3

（0.253 6）
0.058 1

（0.303 3）
0.105 0

（0.106 9）
0.220 8***
（0.053 3）
0.065 6

（0.350 4）
-0.037 1

（0.327 8）
0.042 4

（0.291 5）
是

是

0.851 3
33
198

解释变量

du·dt

D2016·du

D2017·du

du

dt

cm

p

（1）
0.325 2

（0.232 6）

-0.622 9*
（0.323 5）
-0.417 0

（0.379 0）

（2）
0.416 7

（0.320 5）

-0.375 1
（0.255 9）
-0.442 0***
（0.119 2）
-0.174 3*
（0.085 0）
-0.035 9

（0.022 6）

（3）
0.382 0

（0.406 8）

-0.747 8
（0.694 1）
-0.452 4

（0.422 3）
-0.167 6*
（0.079 4）
0.020 4

（0.027 9）

（4）

0.203 1
（0.391 2）
0.547 7

（0.382 2）
-0.649 0

（0.700 6）
-0.605 2

（0.397 5）
-0.109 9*
（0.053 9）
0.015 8

（0.026 8）

郭建利等：基于DID方法的煤炭产能调控政策影响效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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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12

注：同上。

4.2.4 对绿色发展的异质性影响

2016年去产能政策实施对主要产煤省煤炭企

业绿色发展的“净”影响，结果见表13。
表13 对绿色发展异质性影响的倍差法模型估计结果

注：同上。

结果显示，去产能政策的实施促使 2016年和

2017年主要产煤省的煤能耗分别多下降了2.19%和

3.25%，对主要产煤省煤炭企业绿色发展能力的促

进作用正逐年增强，验证了2.2节假设四。

5 结论与建议

5.1 结 论

本文收集了 2012—2017年 33家煤炭上市公司

的数据，构建了静态面板单差法模型和双重差分

模型，研究了去产能政策对行业整体和主要产煤

省份在经济效益、创新能力、安全水平以及绿色

发展产生的影响，得到如下结论。

1）去产能政策的实施提高了各产煤省煤炭企

业的利润率。与政策实施之前相比，去产能政策

的实施促使各产煤省煤炭企业的利润率平均提高

了 2.81%，去产能政策对煤炭企业的经济效益具有

异质性影响。与非主要产煤省煤炭企业相比，随

着政策实施时间的延长，主要产煤省煤炭企业对

整个煤炭行业利润率增长的贡献作用逐渐凸显。

2）去产能政策的实施没有提高各产煤省煤炭

企业的创新能力。去产能政策对煤炭企业创新能

力的平均异质性影响和逐年动态异质性影响均不

显著，去产能政策并没有更为显著地提升主要产

煤省煤炭企业的创新能力。反映出下一步煤炭产

业政策的制定应侧重于提升煤炭企业的技术创新

能力。

3）去产能政策的实施提升了各产煤省煤炭企

业的安全水平。与政策实施之前相比，去产能政

策的实施促使各产煤省煤炭企业的百万吨死亡率

平均降低 3.94%，这一效果在不同规模的产煤省份

中没有明显差距。

4）去产能政策的实施促进了各产煤省煤炭企

业的绿色发展。与政策实施之前相比，去产能政

策的实施促使各产煤省煤炭企业的吨煤电耗支出

平均降低了 8.98%；且在不同规模的产煤省份中具

有异质性影响。从平均影响来看，与非主要产煤

省煤炭企业相比，去产能政策的实施促使主要产

煤省煤炭企业的吨煤电耗支出平均下降 2.95%；从

逐年动态影响来看，去产能政策的实施促使主要

产煤省煤炭企业的吨煤电耗支出在 2016年和 2017
年分别下降 2.19%和 3.25%，对煤炭企业绿色发展

能力的提升作用逐渐增强。

5.2 建 议

据此分析，考虑到政策的有效性特征，产能

调控政策在未来应侧重如下3个方向。

解释变量

l

常数项

个体效应

时间效应

R2

企业数

样本数

（1）

0.683 8*
（0.356 4）

否

否

0.508 8
33
198

（2）
0.025 4*

（0.010 1）
1.270 2**

（0.589 1）
否

否

0.500 3
33
198

（3）
0.199 2

（0.169 9）
-1.942 4

（2.160 1）
是

是

0.575 0
33
198

（4）
0.201 9

（0.170 1）
-1.759 4

（2.166 1）
是

是

0.592 3
33
198

解释变量

du·dt

D2016·du

D2017·du

du

dt

gm

rd

gl

常数项

个体效应

时间效应

R2

企业数

样本数

（1）
-0.031 7***
（0.009 8）

-0.021 9*
（0.013 5）
-0.047 0**
（0.019 0）

0.184 8*
（0.106 7）

否

否

0.408 7
33
198

（2）
-0.030 8***
（0.010 5）

-0.035 1*
（0.015 9）
-0.042 0***
（0.009 2）
-0.674 6**
（0.206 7）
-1.378 6**
（0.775 9）
-1.326 7*
（0.809 6）
1.019 8**

（0.485 8）
否

否

0.439 6
33
198

（3）
-0.029 5**
（0.010 2）

-0.037 5*
（0.021 0）
-0.045 2**
（0.012 3）
-0.598 4**
（0.196 3）
-1.409 6**
（0.801 2）
-1.298 4**
（0.794 5）
1.019 6**

（0.489 9）
是

是

0.476 4
33
198

（4）

-0.021 9**
（0.008 9）
-0.032 5*
（0.018 6）
-0.033 6*
（0.014 8）
-0.046 8**
（0.013 5）
-0.574 9**
（0.181 2）
-1.396 8**
（0.789 1）
-1.356 2***
（0.564 5）
1.125 1***
（0.438 6）

是

是

0.498 7
33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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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加大政策在创新领域的力度，保经济、

环保和安全领域的稳定。政策在创新能力提升方

面效果不够明显，未来的政策条款中应当引导煤

炭企业加大科技投入，应用现代信息技术和先进

适用装备，建设安全高效智能环保的大型现代化

煤矿，不断提升机械化、自动化、信息化和智能

化水平。探索智慧煤矿建设与发展模式，研究煤

炭智能化无人开采、煤矿机器人核心技术与装备

体系，建成一批具有示范作用的绿色智慧矿山和

智能矿井。

二是保持政策在有效领域的稳定性，继续深

入推进。不断完善煤炭产能置换长效机制的法律

体系，建立产能置换比例动态调整的机制，保证

去产能政策的稳定性和持续性。

三是建立健全政策支撑体系。在行政审批上

予以支撑，持续扩大优质增量供给，促进煤炭行

业新旧发展动能转换；强化监督考核，引入第三

方机构对各项工作任务完成情况进行评估；加大

金融支持，鼓励金融机构和社会资本以市场化的

方式参与煤炭经济运行体系；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培养和引进专业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鼓励以科

技创新引领转型升级，大力推动能源技术革命，

推广煤炭安全、高效、绿色开采和清洁、高效、

综合利用技术，合理布局新型煤化工项目，推进

煤炭向燃料与原料并重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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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我国煤炭资源分布呈现北多南少、西多东少

的地理特征[1]。93.6%的煤炭资源分布在昆仑山—

秦岭—大别山一线以北的省份，该线以南的省份

仅占 6.4%的煤炭资源。大兴安岭—太行山—雪峰

山一线以西的省份，煤炭资源占全国煤炭资源总

量的 89%，其余 11%则分布在该线以东的 20个省

份[2]。在煤炭资源集中的三西地区 （山西、陕西、

内蒙古），原煤产量基本能占到全国总产量规模的

三分之二，产量均远大于消费量，而煤炭资源需

求则主要在资源匮乏的东部沿海和华中地区，这

种资源分布和资源需求分布的不协调性决定了我

国煤炭运输“北煤南运、西煤东调”的格局[3]。
浩吉铁路于 2019年 9月 28日建成投运，北起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境内的浩勒报吉南站，途经内

蒙古、陕西、山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西 7个
省（区），是我国规模最大的煤运专线和新的“北

煤南运”战略大通道[4]。随着中部崛起战略的推

进，中南部地区如湖北、湖南、江西等省份对煤

炭资源需求越来越大，由于自身产煤量供应不足，

需要从外省调入来弥补缺口。“两湖一江”地区是

浩吉铁路下游的煤炭承接省份，浩吉铁路开通后，

为“两湖一江”地区输送陕晋蒙地区煤炭提供了

新的运力，大幅度提升煤炭调运能力、缩短调煤

周期，保障“两湖一江”地区的煤炭供应。华中

地区的两种重要电能来源，煤炭基地输煤和煤电

输煤输电经济性比较

——以浩吉铁路为例

赵长红，邱燕妮，袁家海
（华北电力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北京 102206）

摘 要：输煤和输电是解决我国煤炭资源分布不均和消费区域不协调问题的两种能源运输方式。

浩吉铁路的投运大幅提升了北煤南运的运输能力，缩减了运输时间和成本，相对于特高压输电是

否更具有经济性成为关注的焦点。为了比较浩吉铁路输煤和特高压输电的经济性，分别选取了三

种输煤和特高压输电方案，用LCOE模型进行计算，得到各个方案的度电成本，并进行比较。结果

表明，利用浩吉铁路输煤到华中地区，在较短的运距内，输煤更经济，但是运距较大时，输电可

能更具有经济性。

关键词：浩吉铁路；输煤；输电；经济性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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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 comparison of coal transportation and power transmission
——Taking Haoji Railway as an example
Zhao Changhong，Qiu Yanni，Yuan Jiahai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North China Electric Power University，Beijing 102206，China）

Abstract：Coal transportation and power transmission are two energy transportation methods to solve the problems of uneven
distribution of coal resources and uncoordinated consumption regions in China. The commissioning of the Haoji Railway has
greatly increased the transportation capacity of coal transportation from the north to the south，and reduced transportation time
and costs. Compared with UHV transmission，whether it is more economical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attention. In order to
compare the economics of coal transportation and UHV transmission on the Haoji Railway，three coal transportation and UHV
transmission schemes were selected，calculated with the LCOE model，and the cost per kilowatt-hour of each scheme was ob⁃
tained and compar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use of Haoji Railway to transport coal to Central China is more economical in
a shorter distance，but when the distance is larger，power transmission may be more economical.
Key words：Haoji Railway；coal transportation；power transmission；economic compari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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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输电，选择哪种方式成本更低需要进一步探

究，本文着重讨论浩吉铁路输煤和特高压输电两

种方式的经济性比较。

1 输煤输电方案

在本文输煤输电比较的方案中，输煤方案选

取的铁路为 2019年建成投运的浩吉铁路，输电方

案则根据输煤方案路线和特高压路线确定。输煤

方案是通过铁路等交通工具把煤炭资源从产区运

输到负荷中心地区再发电的方式；特高压输电方

案则是指在煤电基地建设坑口电厂，电厂直接发

电，再通过特高压输电线路，把电能输送到负荷

中心的方式。

下面给出输煤和输电方案流程图，包含了从坑

口生产煤炭到最终用电用户的全过程，如图1所示。

图1 输煤输电方案

本文主要是比较两种运能方式的经济性，运

能起点在浩吉铁路前端省份，如内蒙古、山西和

陕西 3个煤炭资源丰富的省份，运能终点则选择在

浩吉铁路末端华中地区的省份，如湖北、湖南和

江西煤炭缺口较大的省份。为了保证两种运能方

案的公平比较，两种方案的路线起始点省份保持

一致。

1.1 浩吉铁路输煤发电方案

“两湖一江”省份是煤炭净调入区域，地区的

供需缺口正逐年扩大。由于陕晋蒙地区煤炭运输

到“两湖一江”地区主要是通过铁路直达和铁水

联运的方式，运输距离长且运费较高，“两湖一

江”地区的电煤价格明显高于全国平均电煤价格

水平。2019年，湖北、湖南、江西平均电煤价格

分别高于全国 21%、28%、33%，处在全国最高梯

队 （除广西外） [5]。2019年正式投运的浩吉铁路，

为运力紧张的华中地区提供了更多新的选择。本

文选取浩吉铁路的中间线路，确定三种输煤方案。

1.1.1 输煤方案一

华中地区的湖北省总人口约 5 917万，排名全

国第九，2019年经济总量 4.58万亿元，排名全国

第七，煤炭在能源消费比重达到54%，但煤炭保有

储量不到全国的 1%，湖北省总体能源供应相对缺

乏[6]。输煤方案一选取线路是从山西运城站到湖北

荆门北站，输煤方式以在山西本地煤矿采煤，经

过场站装车由铁路运送至运城站点，忽略中途的

转运，通过浩吉铁路运输至湖北荆门北站，再经

过其他方式运送煤炭到当地负荷中心发电，再由

电厂上网。

1.1.2 输煤方案二

输煤方案二具体线路为浩吉铁路陕西延安站

到湖北荆门北站。本方案把陕西地区的煤炭经由

浩吉铁路输送到湖北荆门北地区的电厂，再由电

厂发电。此方案与输煤方案一终点相同，但是起

点不同，由此可以比较同一运输铁路不同运距之

间的经济性差别。

1.1.3 输煤方案三

输煤方案三由陕西延安出发，输煤至江西新

余西。江西的煤炭价格处于全国较高水平，浩吉

铁路的建成为江西省的煤炭输入增加新的铁路运

力，可以直接把陕晋蒙地区的煤炭直接运送到江

西，相对于现有的铁水联运方式和多条铁路直达

方式时间周期更短。

1.2 煤电基地外送方案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能源发展战略行

动计划 （2014—2020） 年》，推进煤电基地建设，

采用最先进节能节水环保发电技术，重点建设锡

林郭勒、鄂尔多斯、晋北、晋中、晋东、陕北、

哈密、准东、宁东 9个千万千瓦级大型煤电基地。

发展远距离大容量输电技术，扩大西电东送规模，

实施北电南送工程[7]。根据已确定的输煤方案路

线，提出3种煤电基地外送方案。

1.2.1 输电方案一

9个大型煤电基地中有 3个在山西，分别是晋

北亿吨级动力煤生产基地、晋中亿吨级煤炭基地、

晋东亿吨级无烟煤生产基地。特高压线路和煤电

基地的建设，促进山西形成万千瓦“晋电外送”

能力。近年来，湖北省用电量高增长，用电负荷

连创新高[8]。湖北省整体呈现电力紧平衡、局部有

缺口的供需格局，已投运的晋东南 （长治） —南

阳—荆门 1 000 kV高压交流工程对湖北省构建现

代能源供应安全保障体系、实现能源“多元供给、

多能互补”、提高全省近远期能源安全保障、实现

华中经济区战略意义重大。

山西和湖北两个省份都是浩吉铁路途径的省

份，输电方案一选取晋东南 （长治） —南阳—荆

赵长红等：输煤输电经济性比较——以浩吉铁路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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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 1 000 kV高压交流线路，以晋东亿吨级无烟煤

生产基地为起点，湖北荆门为终点，将晋中煤炭

基地坑口电厂所发电能，通过晋东南 （长治） —

南阳—荆门特高压线路输送到华中地区的湖北荆

门负荷电网，忽略中途的转运。

1.2.2 输电方案二

陕北能源基地是陕西省加快建设的四大基地

之一，该基地将成为西部规模最大的能源基地，

也是国家西电东送、国家大型煤化工和国家大型

商品煤基地。陕北—湖北±800 kV特高压直流工程

于 2020年 2月 28日开工建设。陕北—湖北工程起

于陕西省榆林市，止于湖北省武汉市，途经陕西、

山西、河南、湖北 4省，线路全长 1 137 km。送端

连接陕北能源基地和西北 750 kV交流电网，受端

接入湖北负荷中心和华中 500 kV交流电网，计划

于 2021年建成投运[9]。该工程建成后，将与基地配

套电厂形成西北电力外送通道，会促进陕北地区

煤炭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将陕北基地煤炭资源一

次转化为电能，输送到湖北地区，既有利于提高

陕北煤炭基地电能外送能力、拉动陕北地区经济

发展，又有利于缓解湖北地区电力负荷紧张局面。

本文输电方案二以陕北煤炭基地为起点，由煤电

基地配套电厂发电，经由陕北—湖北±800 kV特高

压直流工程输电到湖北武汉负荷电网。

1.2.3 输电方案三

榆林是一个能源大市，有着“中国的科威特”

的称号。作为能源大市，特高压输电线路的建设

也将成为榆林实施“输电为主、西电东送、电能

替代”重大能源战略关键所在。陕北至江西的

±800 kV特高压线路属于国网“四交四直”特高压

工程中的一个项目，榆林地区是这条特高压输电

线路的重要供电源之一[10]。输电方案三仍以陕北煤

电基地为起点，经由陕北至江西的±800 kV特高压

直流线路，输送电能到江西负荷地区。

2 运能方案经济性比较

发电项目的经济性性测算方法很多，LCOE
（平准化发电成本）是一种透明度高且广泛应用于

计算发电项目成本的方法[11]。因此，本文输电和输

煤经济性比较用LCOE模型进行计算，得到两种方

案的度电成本并进行经济性比较。

输煤方式是把煤炭从煤炭基地经由浩吉铁路

运输到华中地区省份，在目的地省份建设火电厂，

测算火电厂发电度电成本。输电方式是在煤炭产

区建设坑口电厂， 通过合理特高压输电方式把电

能输送到负荷省份，计算输电到负荷省份的度电

成本，即坑口电厂电站输电到特高压上网端输电

成本、特高压输电度电成本与坑口电厂发电度电

成本之和。比较输煤与输电两种方案的度电成本，

若输电方式的度电成本低，则输电方式经济，反

之则输煤方式经济。

2.1 输煤方案度电成本

输煤目的地省份电厂发电的度电成本直接作

为输煤方案度电成本。由起点省份通过浩吉铁路

输煤到目的地省份，在该省份新建火电机组 （假

设机组容量为1 000 MW），煤炭价格为输煤起点省

份 2019平均电煤价格再加上铁路运费（浩吉铁路

运费率按照开通运营初期运价方案），计算得出终

点省份发电的度电成本。具体煤炭价格和运费，

见表1。
表1 输煤方案运费

注：①煤炭价格取起始点省份 2019年平均电煤价格；②为简

化计算，涉及部分倒装费未纳入。

三种输煤方案的运距依次增加，煤炭的运输

费用按照给定运费率计算，根据得到的煤炭终到

价（煤炭始发价+运费），利用LCOE模型计算得出

三种输煤方案度电成本分别是：方案一为 0.269 9
元/kWh、 方 案 二 为 0.318 3 元/kWh、 方 案 三 为

0.335 3元/kWh。
2.2 输电方案度电成本

输电方案的度电成本包括发电成本、坑口电

厂电站上网成本和特高压输电成本。本文假设坑

口发电厂新建机组容量均为 1 000 MW，煤炭价格

采用发电省份 2019年平均电煤价格，计算得出电

厂发电的度电成本，见表2。
根据 LCOE模型，得出山西省电厂发电的度

电成本为 0.233 9元/kWh，陕西发电厂的发电度

电成本为 0.261 2元/kWh，山西省的度电成本相

对较低。

输煤

方案

方案一

方案二

方案三

路线

运城-荆
门北

延安-荆
门北

延安-新
余西

煤炭始发价/
（元·t-1）

352.17

419.07

419.07

运距/km

523

794

1 410

运费/
（元·吨公里-1）

0.202 4

0.202 4

0.174 8

煤炭终到价/
（元·t-1）

458.03

579.78

665.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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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输电方案发电度电成本

特高压输电方案由于路线的不同，对应的度

电输电成本也不同。本文输电方案一的特高压路

线为晋东南 （长治） —南阳—荆门 1 000 kV特高

压线，根据《跨省跨区专项工程输电价格》，这条

特高压线的现执行价格为 0.025 1元/kWh，线损率

为 1.5%，则方案一特高压输电成本（含线损）为

0.028 7元/kWh。输电方案二和输电方案三中的特

高压输电线还处于在建或者规划设计阶段，特高

压输电成本分别估算为 0.035 0元/kWh和 0.040 0
元/kWh。三种方案送出端电站输电至特高压上网

端输电成本均估算为 0.015元/kWh。由此，得出三

种输电方案度电成本，见表3。
表3 输电方案度电成本 元/kWh

3种输电方案的总度电成本，输电方案一最低

为 0.277 6元/kWh，与送出省份电厂发电度电成本

和特高压输电成本较低有关，其次是输电方案二

0.311 2元/kWh，输电方案三总度电成本最高为

0.316 2元/kWh，这与送出省份电厂发电度电成本

和特高压输电成本相对高有关。

3.3 经济性比较

根据输电和输煤方案的度电成本计算结果，

下面进行经济性比较。输煤和输电方案的度电成

本比较，如图2所示。

在方案一中，输煤方案的度电成本比输电方

案的度电成本要低，输煤方案更具经济性；在方

案二中，输煤方案度电成本高于输电方案度电成

本，但是两种方案相差不大；在方案三中，输电

方案的度电成本明显低于输煤方案的度电成本，

输电方案经济性更好。

考虑到两种运能方式对于“两湖一江”地区

现有发电方案是否更加经济，本文加入输煤输电

方案终点省份度电成本并进行比较。三种方案终

图2 输电和输煤经济性比较

点省份的发电度电成本，在方案一和方案二中，

输煤和输电两种方案的度电成本均低于终点省份

发电度电成本，在方案三中，输电方案度电成本

低于终点省份度电成本，而输煤方案度电成本则

高于终点省份度电成本。

3 结论及建议

3.1 结 论

对浩吉铁路中间线路输煤方案以及起始点省

份相同的特高压线路输电方案进行经济性比较，

得出以下结论。

1）通过浩吉铁路输煤到华中地区，在较短运

距里，输煤方案比输电方案更具有经济性，但随

着运距增大，输煤方案经济性在下降，输电方案

经济性明显增加。

2）对比现有本地发电方式，在运距较近的湖

北，浩吉铁路运费有一定优势，输煤方案相对于

现有本地发电度电成本更低，而输煤到距离较远

的江西地区，浩吉铁路运费不具优势，相应的输

煤方案经济性不高。而特高压输电方案相对于现

有本地发电更具有经济优势。随着特高压输电和

煤炭“海进江”等通道日益完善，华中地区能源

输送通道竞争日益激烈，浩吉铁路的投运面临更

多的考验。由以上两个结论可以看出，浩吉铁路

对于湖北地区更有煤价竞争力，为湖北输煤提供

成本更低的选择，有利于补齐湖北地区日益严重

的能源电力供应短板，但对于湖南和江西地区，

通过浩吉铁路输煤没有太大的价格优势，特高压

输电反而是较优选择。

本文只针对特定输煤输电方案进行经济性比

省份

山西

陕西

装机容量/MW
1 000
1 000

煤炭价格/
（元·t-1）
352.17
419.07

度电成本/
（元·kWh-1）

0.233 9
0.261 2

输电

方案

方案一

方案二

方案三

发电度

电成本

0.233 9
0.261 2
0.261 2

输电至上

网端输电成本

0.015
0.015
0.015

特高压

输电成本

0.028 7
0.035 0
0.040 0

总度

电成本

0.277 6
0.311 2
0.316 2

赵长红等：输煤输电经济性比较——以浩吉铁路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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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研究，对于不同输电线路，应具体问题具体分

析，才能确定输煤输电的相对经济性。同时，本

文仅从度电成本方面考虑两种运能方式的比较，

在煤炭运输成本和输电成本上考虑因素还不够全

面，还可以精细考虑这些因素进行更加深入的研

究。希望通过研究可以对浩吉铁路输煤和特高压

输电方案更加经济性的抉择起到理论性作用，为

此类输煤输电问题提供一些参考意见。

3.2 建 议

一是加快推进特高压电网建设，为煤电基地

电能外送增加更多输送路线，优先考虑可再生能

源电力开发消纳，煤电作为配套调峰资源，支持

选择“风光水火储一体化”“源网荷储一体化”的

跨区消纳模式，优化配置全国能源资源。同时，

特高压规划建设也应该明确新能源年输送电量比

例，来提高通道利用率。

二是输煤输电并举，优化输电网络结构，进

一步完善省间交易机制，实现全国各区域资源调

配和电力互济。华中地区各类资源较为均衡，同

时作为“西电东送”的主要受端，煤电装机需求

低，当地煤电要让出部分发电空间。对于距离晋

陕蒙煤炭基地较近的湖北，可以选择较为经济

的浩吉铁路输煤方式，当地发电上网，而对于

距离晋陕蒙煤炭基地较远的湖南和江西，则优

先选择特高压输电方式，承担西北、西南地区

送出的电量。

三是华中地区是未来煤电减量化重点区域，

应适当减少新增煤电装机，进一步弱化煤电的电

量供应主体角色，充分发挥新能源发展潜力，加

强本地电力供应结构优化，明确电源、负荷、储

能等不同电力资源的系统功能定位。西北煤电基

地可以承担未来一部分煤电增量，通过“西煤东

调”和“西电东送”，实现煤电布局的“东退西

进”。因此，对于电力供给不足的问题，考虑通过

特高压输送西南地区水电以及西北煤电、可再生

能源电力的方式解决。陕北—湖北特高压线的建

成，将有利于缓解湖北地区电力供需缺口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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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煤炭是我国重要的基础能源，是国民经济基

础行业的上游产业[1-2]，其价格变动不仅直接影响

煤炭企业的供给、下游行业的经济效益，而且对

国民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3-4]。环渤海港口煤

炭主要来自内蒙古、山西及陕西，这些煤炭通过

大秦线、蒙冀线、朔黄线等运输至港口，装船后

由北向南运往我国东南沿海地区，是我国“北煤

南运”的主要通道。2019年，环渤海港口发运煤

炭 6.94亿 t，约占全国主要港口的 90%，并且 90%
以上的煤种属于动力煤，环渤海动力煤价格往往

成为全国煤炭价格变动的风向标[5]。因此，鉴于环

渤海港口的特殊地位，本文的研究目的是利用当

前的相关经济变量去预测下一阶段的环渤海动力

煤价格，以便把握短期内动力煤价格的变化趋势

和幅度。

近些年国内针对煤价进行预测的研究日益增

多，归纳起来主要有因素分析法和技术分析法两

大类。因素分析法是建立基于供求框架的数学模

型，通过分析供给与需求的变动来预测价格，随

着市场信息的发展，有些学者、机构引进了很多

新的影响因素，构造了一些更为复杂的模型，希

望在理论构造和解释精度上更加完善。张建英[6]利
用协整检验、VAR模型等对 2009—2012年期间影

响我国煤炭价格的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

煤炭价格主要受其自身波动的影响，其次受煤炭

产量等因素影响。张同功等[7]通过运用逐步回归

法，证明影响我国煤炭价格的主要因素为煤炭产

量、进出口量、下游产业产品产量等。而技术分

析方法是利用煤炭价格的历史数据进行趋势分析，

包括时间序列模型等。本文认为在宏观经济较为

稳定的环境中，技术分析方法可能会取得非常不

错的预测结果，但由于假设条件相对理想化，加

上只包含较为有限的信息，一旦外部经济环境发

生重大变化时，不能很好反映市场的波动，例如

近些年的金融危机和煤炭救市措施、供给侧改革

等的连续影响所导致的煤价大幅波动不能及时被

预测出来。所以本文采取的是基本分析法的思路，

首先基于对各影响煤炭市场的因素与煤炭价格进

行相关性分析，利用相关性高且周期稳定、市场

关注度高的因素来搭建一个预测煤价的多因素模

型，用于反映市场上多层次，多角度的信息维度

对煤价的影响效果。

就预测周期而言，目前的研究中包括了周度、

月度、季度和年度价格四大周期跨度。季度和年

环渤海动力煤现货价格预测模型研究

刘 原 奇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物资装备部（国际事业），北京 100029）

摘 要：煤炭是我国重要的基础能源， 环渤海动力煤价格是全国煤炭价格变动的风向标。通过分

析影响环渤海动力煤价格变动的指标，构建出环渤海动力煤现货价格多元线性回归预测模型，并对

下阶段进一步完善模型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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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416.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9605（2020） 10－0019－08

Research on spot price forecasting model of thermal coal in the Bohai Rim
Liu Yuanqi

（Materials and Equipment Department（International Business），Sinopec Group，Beijing 100029，China）

Abstract：Coal is an important basic energy source in China，and the price of thermal coal in the Bohai Rim is a weather
vane for changes in coal prices across the country. By analyzing the indicators that affect the price changes of thermal coal in
the Bohai Rim，a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prediction model for the spot price of thermal coal in the Bohai Rim is construct⁃
ed，and suggestions are made on how to continue to improve the model in the next s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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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价格跨越时间过长，周期内煤价变化幅度会很

大，所以对其预测的实际效果不明显。当前我国

现货煤炭市场的价格行情都以周度为主要发布周

期，市场数据的发布周期也以日度和周度为主，

所以本文选择的价格预测周期为周度。

1 研究方法

煤炭行业作为产业链最上游行业，其直接的

下游行业一般分为火电、钢铁、建材和化工行业

四大行业[8-9]，四大行业耗煤量一般占煤炭消费量

的 85%以上。近几年，火电行业占煤炭消费的比

例为 48%～55%，钢铁行业占煤炭消费的比例为

15%～18%，建材行业占煤炭消费的比例约 12%～

17%，化工行业占煤炭消费的比例是6%～7%。

动力煤的主要下游需求来自于电力行业，我

国电煤需求量占到了动力煤总需求量的 60%以上；

建材用煤约占动力煤消耗量的 20%左右，以水泥

用煤量最大；其余的动力煤消耗分布在冶金、化

工等行业。

火电的主要下游行业：钢铁、水泥、有色、

化工及居民生活用电；钢铁的主要下游行业：房

地产、基建、机械制造、汽车；水泥的主要下游

行业：房地产、基建。

从长期看，经过一系列中间行业的传导，煤

炭的消费端最终指向房地产、基建行业和居民生

活用电。基建投资和地产投资的变动或者变动预

期是引导煤炭行业变动的本源，而这两者又与宏

观政策紧密相关。因此，从政策设计及预期、下

游基建和地产投资变动到中游钢铁、电力等行业

的变动都会影响煤炭。

从短期看，当下游需求好转时，下游用户需

要进行补库存，会派船北上拉煤，随着派船数量

的上升，船东船期趋紧，海运费开始上涨；且随

着船舶数量的增多，港口装运加快，港口库存开

始下降，贸易商囤货惜售意愿增强，导致港口煤

炭价格上涨；当下游需求转弱时，下游用户库存

饱满，采购需求下降，派船数量下降，船东船期

宽松，海运费将会下降，而随着派船数量减少，

港口装运减慢，港口库存开始上升[10]。
在此逻辑基础上，对于环渤海地区现货价格

的预测，选取产业链上运行比较成熟、稳定的数

据，先分析各项数据与环渤海地区现货价格的相

关性，然后选择共同的基期，基点均为 100点，对

各项数据进行指数化处理，部分数据由于假期的

原因相关机构未发布，采用拉格朗日插值法进行

数据插补，分析出各自变量指标与价格间的时间

间隔，然后在此基础上建立模型，模拟环渤海地

区现货价格运行轨迹。最后价格预测，再根据基

期价格折算。

已知在区间 [ a, b ]上 n + 1个不同点 x0, x1,⋯, xn
处的函数值 yi = f ( i )，( i = 0, 1,⋯,n )，求一个至多

n次的多项式为

ϕ ( x ) = a0 + a1x + ⋯ + an xn （1）
使其在给定点处与 f ( x )同值，满足插值条件

即

ϕn ( xi ) = f ( xi ) = yi ( i = 0, 1,⋯,n ) （2）
其 中 ， ϕn ( x ) 称 为 插 值 多 项 式 ， xi ( i =

0, 1,⋯,n )称为插值节点，[ a, b ]称为插值区间。从

几何上看，n次的多项式插值就是过 n + 1个点

( xi, f ( xi ) ) ( i = 0, 1,⋯,n )，作一条多项式曲线 y =
ϕ ( x )近似曲线 y = f ( x )。

在求满足插值条件 n次插值多项式Pn ( x )之前，

先 考 虑 一 个 简 单 的 插 值 问 题 ： 对 节 点 xi ( i =
0, 1,⋯,n )中任一点 xk ( 0 ≤ k ≤ n )，作一 n次多项式

lk ( x )，使它在该点上取值为 1，而在其余点 xi ( i =
0, 1,⋯, k - 1, k + 1,⋯,n )上取值为零，即

lk ( xi ) = {1 i = k0 i ≠ k （3）
式（3）表明 n个点 x0, x1,⋯, xk - 1, xk + 1,⋯, xn都

是n次多项式 lk ( x )的零点，故可设

lk ( x ) = Ak ( x - x0 )( x - x1 ) ⋯( x - xk - 1 )( x - xk + 1 )⋯( x - xn ) （4）
其中，Ak为待定系数。由条件 lk ( xk ) = 1立即

可得

Ak = 1
( xk - x0 )( xk - x1 )⋯( xk - xk - 1 )( xk - xk + 1 )⋯( xk - xn )
故

lk ( xk ) =
( x - x0 )( x - x1 )⋯( x - xk - 1 )( x - xk + 1 )⋯( x - xn )

( xk - x0 )( xk - x1 )⋯( xk - xk - 1 )( xk - xk + 1 )⋯( xk - xn )（5）
由式 （5） 可以写出 n + 1个 n次插值多项式

l0 ( x ), l1 ( x ),⋯, ln ( x )。可以称它们为在 n + 1个节点

x0, x1,⋯, xn上的 n次基本插值多项式或 n次插值基

函数。

利用插值基函数立即可以写出满足插值条件

的n次插值多项式

y0 l0 ( x ) + y1 l1 ( x ) + ⋯ + ynln ( x ) （6）
根据条件 lk ( xi ) = {1 i = k0 i ≠ k，容易验证上面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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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在节点 xi处的值为 yi ( i = 0, 1,⋯,n )，因此，这就

是待求的n次插值多项式Pn ( x )。
y0 l0 ( x ) + y1 l1 ( x ) + ⋯ + ynln ( x )的插值多项式

就是拉格朗日插值多项式，记为Ln ( x )，即

Ln ( x ) = y1 l1 ( x ) + y2 l2 ( x ) + ⋯ + ynln ( x )
= ( x - x0 )⋯( x - xk - 1 )( x - xk + 1 )⋯( x - xn )
( xk - x0 )⋯( xk - xk - 1 )( xk - xk + 1 )⋯( xk - xn )

（7）

2 环渤海动力煤现货价格影响因素分析

2.1 环渤海港口库存

1）港口库存与环渤海动力煤现货价格运行情

况。环渤海港口煤炭库存量是可以衡量市场参与

者预期的重要经济变量。如果煤炭贸易商和消费

者预期煤价上扬，必然会在当期加大煤炭购进，

引起港口煤炭库存的减少；反之，如果预期煤炭

价格下降，就不会急于购进煤炭，导致港口库

存增加，所以两者应成反向关系。本文以环渤

海几个主要港口的合计库存与同期环渤海地区

5 500 kcal价格为例，对港口库存与煤炭价格的

关系进行分析。指数化后环渤海主要港口库存与

5 500 kcal价格运行情况，如图1所示。

从分析结果看， 2015年由于整体供需失衡、

2016年供给侧改革的深入推进等，政策、宏观经

济上的原因导致这段时间两组数据之间的背离关

系不明显； 2016年年末至2019年10月，当港口库

存与煤炭价格的趋势相对明显。不考虑时间上的

间隔，当港口库存上升时，煤炭价格就会有所下

降；港口库存下降时，价格又会上升。整体上，

每当出现港口库存环比变化的波峰时，对应的基

本都是煤价环比变化的波谷，反之亦然。这意味

着当库存增加很多时，往往煤价下降的幅度较大；

当库存增量下降甚至减少时，煤价开始止跌回升，

证明了两者的方向关系。因此，港口库存对煤价

存在较好的先行指示作用。对两组数据进行相关

性分析，得到 R2的值为 0.726 1，说明两组数据在

这段时间内具有较高的关联性。

2） 最优时间间隔。为了模型拟合的准确度，

还需找出两组数据之间的时间间隔。可以对库存

数据进行 T+N处理，多次试验，进行相关性分析，

以其中拟合度最高的那次试验数据所对应的时间N
为两组数据之间的时间间隔。

a.先选择间隔 7天、14天、21天进行分析，R2

的值分别为 0.537 8、0.609 9、0.54，说明数据的

相关性在 7天与 21天之间有个先上升后衰退的过

程。最优间隔可能存在 7～14区间或者 14～21区
间内。库存 T+N处理，港口库存与价格的相关性

分析结果，见表1。
表1 库存T+N处理，港口库存与价格的相关性分析结果

b.在 7～14天间隔内，选择 8天、11天、12
天、13天进行分析，R2的值分别为0.555 9、0.595 6、
0.603 1、0.60 8，两组数据之间的相关性在逐渐增

强，此段时间内相关性没有 14天时高。7～14天间

隔，港口库存与价格的相关性分析结果，见表2。
表2 7～14天间隔，港口库存与价格的相关性分析结果

c.在 14～21天内，选择 15天、17天、19天、

20天进行分析，R2的值分别为 0.607 7、0.593 8、
0.569 6、0.555 6，两组数据之间的相关性在逐渐

时间间隔（N）
R2

7 d
0.537 8

14 d
0.609 9

21 d
0.54

图1 指数化后环渤海主要港口库存与5 500 kcal价格运行情况

时间间隔（N）
R2

8 d
0.555 9

11 d
0.595 6

12 d
0.603 1

13 d
0.608

刘原奇：环渤海动力煤现货价格预测模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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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退。14～21天间隔，港口库存与价格的相关性

分析结果，见表3。
表3 14～21天间隔，港口库存与价格的相关性分析结果

d.从整体来看，通过以上 3步得到，环渤海港

口库存累积或者减少，对 14天之后的价格影响最

为明显。

2.2 电厂库存

1）电厂库存与环渤海动力煤现货价格运行情

况。动力煤最主要的直接消费端为火电厂，电厂

库存直接决定了电厂的采购意愿[11-12]。当电厂库存

低于正常区间下限时，煤炭价格短期存在上涨动

力；当库存高于正常区间上限时，煤炭价格短期

存在下跌压力。此项数据与煤炭价格的逻辑关系

与港口库存一致。关于电厂库存，能获取到的数

据是沿海六大电厂日度库存和全国重点电厂库存。

但前者虽然代表沿海主要电厂，但考虑到数据的

全面性和准确性，本文使用重点电厂相关数据与

环渤海现货价格走势情况进行分析，如图2所示。

同样对重点电厂库存进行指数化处理，并与

同期价格运行情况进行对比，可以发现库存数据

与价格走势比较协同。在相关性分析中，两组数

据的 R2值为 0.780 5，说明两组数据在这段时间内

具有极高的关联性。

2）最优时间间隔。

a.先选择间隔 0天、7天、14天、21天进行相

关性分析，R2的值分别为0.319 5、0.318 5、0.226 8、
0.009 4，说明数据的相关性在间隔 7天之后一直在

衰退。最优间隔应存在 0～7区间内。电厂库存可

用天数与5 500 kcal价格相关系分析结果，见表4。

表4 电厂库存可用天数与5 500 kcal价格相关系分析结果

b.选择间隔 1天、3天、4天、5天、6天进行

相关性分析。0～7天间隔，可用天数与价格相关

性分析结果，见表5。
表5 0～7天间隔，可用天数与价格相关性分析结果

相应的R2的值分别为0.324 5、0.327 2、0.328 6、
0.327 9、0.324 6，说明数据的相关性有一个上升

再衰退的过程，相关系数在间隔 4天时最大，说明

最优间隔为4天。

通过对一系列时间间隔为N的数据进行相关性

分析的结果发现，整体看来，时间间隔为 4天的电

厂库存可用天数与价格的关联性最强。

2.3 煤炭海运价格

1）煤炭海运价格与环渤海动力煤现货价格运

行情况。根据短期逻辑，海运价格与煤炭价格具

有较高的关联性。关于海运价格的指数主要有上

海航运交易所发布的中国沿海煤炭运价指数（CB⁃
CFI） 和秦皇岛煤炭网发布的海运煤炭运价指数

（OCFI）。OCFI是秦皇岛往来华南、华东地区几个

主要中转港口的海运价格，每周二、周五发布。

CBCFI除秦皇岛外还包括环渤海其他几个港口，往

来华南、华东地区主要中转港口的海运价格，每

个工作日发布。海运价格反映了沿海煤炭运输市

场在不同时期的运力、运量等因素综合变动对于

运价的影响。短期考虑，其对煤炭价格的反应较

灵活也比较及时。鉴于发布周期的原因，本文选

择上海航运交易所发布的中国沿海煤炭运价指数

时间间隔（N）
R2

15 d
0.607 7

17 d
0.593 8

19 d
0.569 6

20 d
0.555 6

图2 重点电厂库存与5 500 kcal价格运行情况

时间间隔（N）
R2

0 d
0.319 5

7 d
0.318 5

14 d
0.226 8

21 d
0.009 4

时间间隔（N）
R2

1 d
0.324 5

3 d
0.327 2

4 d
0.328 6

5 d
0.327 9

6 d
0.32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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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CFI）进行相关性分析，如图3所示。

大部分时间沿海煤炭运价指数与环渤海地区

5 500 kcal价格走势都能保持较高的一致性，而且

海运指数的变动幅度比煤炭价格的变动幅度更大。

沿海煤炭运价指数与环渤海地区 5 500 kcal价
格的相关性分析结果，这里是对全部的样本数据

进行相关性分析，得到 R2的值为 0.752 1，说明两

组数据具有较高的相关性。

2）最优时间间隔。

a.先选择间隔 0天、7天、14天、21天进行分

析 ， R2 的 值 分 别 为 0.301 7、 0.49 5、 0.558 6、
0.495 2，说明数据的相关性在 7天与 21天之间有

个先上升后衰退的过程。最优间隔可能存在 7～14
区间或者 14～21区间内。沿海运价与价格的相关

性分析结果，见表6。
表6 沿海运价与价格的相关性分析结果

b.在 7～14天间隔内，选择 8天、11天、12
天、13天进行分析，R2的值分别为0.513 5、0.540 6、
0.556 6、0.56，两组数据之间的相关性先上升后衰

退，到 13天时，相关性最高。7～14天间隔，沿海

运价与价格的相关性分析结果，见表7。
表7 7～14天间隔，沿海运价与价格的相关性分析结果

时间间隔（N）
R2

0 d
0.301 7

7 d
0.495

14 d
0.558 6

21 d
0.495 2

图3 指数化沿海煤炭运价指数与5 500 kcal价格运行情况

c.在 14～21天内，选择 15天、17天、19天进

行分析。14～21天间隔，沿海运价与价格的相关

性分析结果，见表8。
表8 14～21天间隔，沿海运价与价格的相关性分析结果

其 R2 的值分别为 0.552 6、0.533 4、0.514 3，
两组数据之间的相关性在逐渐衰退。

d.整体看来，通过以上 3步得到，沿海煤炭运

价指数与 5 500 kcal价格在时间间隔为 13天时，相

关性最高，也就是说沿海煤炭运价指数对 13天后

的价格影响最为显著。

2.4 普钢指数

1）普钢指数与环渤海动力煤现货价格运行情

况。钢材行业是煤炭主要消费终端之一，也是用

电量极大的行业。同时在煤炭几个直接下游行业

中，钢材市场是市场化程度极高的，相应的钢材

价格变化更加频繁，市场反应相对灵活。

普钢指数是我的钢铁 （Mysteel） 针对国内钢

材市场特征，按照代表性、系统性、稳定性和科

学性的原则，编制钢材价格指数体系。采用每日

市场成交价进行加权，长期跟踪全国各省共 68个
城市的品种钢材价格走势，按照科学化和规范化

的价格采集流程和信息甄别制度，对各城市按照

交易规模选取的主流钢厂和贸易商成交价，进行

及时、准确地跟踪、采集和发布。在指数编制过

程中，充分体现指数对区域、品种的覆盖性，采

用“产”（生产规模）、“销”（库存——交易规模）

和“用”（代理消费） 3个维度进行综合加权。 以

2000年 7月 31日为 100点，作为初始指数基数，

2010年 1月 4日前为每周发布，之后为每日发布，

每周五发布的指数即为本周周指数。在长期逻辑

中，阐述了钢材行业对动力煤价格的影响，可以

用类似的方法寻找两组数据之间的相关性和时间

时间间隔（N）
R2

8 d
0.513 5

11 d
0.540 6

12 d
0.556 6

13 d
0.56

刘原奇：环渤海动力煤现货价格预测模型研究

时间间隔（N）
R2

15 d
0.552 6

17 d
0.533 4

19 d
0.51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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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存在明显的时间间隔。

a.先选择间隔 0天、14天、21天、28天、35
天进行分析。普钢指数与价格的相关性分析结果，

见表9。
表9 普钢指数与价格的相关性分析结果

R2 的值分别为 0.037 7、 0.241 1、 0.376 2、
0.469 3、0.486 18，说明两组数据的相关性在间隔

28天前后有个先上升后衰退的过程。最优间隔可

能存在21～28区间或者28～35区间内。

b.在 21～28天间隔内，选择 22天、23天、25
天、27天进行分析，R2的值分别为0.380 5、0.398 2、
0.430 5、0.457，两组数据之间的相关性在逐渐增

强，无法在本段间隔中找到最优值。21～28天间

隔，普钢指数与价格的相关性分析结果，见表10。
表10 21～28天间隔，普钢指数与价格的相关性分析结果

c.在 28～35天间隔内，选择 29天、31天、32
天、33天、34天进行分析，R2的值分别为0.471 2、
0.480 5、0.481 7、0.480 2、0.476 2，两组数据之

间的相关性在间隔32天时最高。

表11 28～35天间隔，普钢指数与价格的相关性分析结果

d.整体看来，通过以上 3个步骤得到，普钢指

数与 5 500 kcal价格在时间间隔为 32天时，相关性

最高。

3 模型建立

通过以上分析，用环渤海库存指数、重点

电厂库存、沿海煤炭运价指数、普钢指数等数

据，建立环渤海 5 500 kcal现货动力煤价格的短

期模型。

模型设定为：环渤海现货动力煤价格指数

（T） =ω1*环渤海库存指数（T - 14） +ω2*电厂库存

可用天数指数 （T - 4） +ω3*沿海煤炭运价指数

（T - 13） +ω4*普钢指数（T - 32）。

环渤海 5 500 kcal现货动力煤价格=环渤海现

货价格指数*基期环渤海5 500 kcal现货价格。

对 4个参数作多因素方差分析。因变量为环渤

海地区 5 500 kcal现货价格 （煤炭价格），自变量

为煤炭运价指数（海运费）、环渤海主要港口库存

（港口库存）、重点电厂库存可用天数 （电厂可用

天数）、普钢指数。

时间间隔（N）
R2

0 d
0.037 7

14 d
0.241 1

21 d
0.376 2

28d
0.469 3

35 d
0.461 8

间隔。普钢指数与 5 500 kcal价格运行情况，如图

4所示。

对普钢指数和 5 500 kcal价格以共同基期进行

指数化处理，通过图 4发现两者运行的趋势比较

一致。

在相关性分析中，两组数据的R2值为 0.880 1，

说明两组数据在这段时间内具有极高的关联性。

2）最优时间间隔。考虑到前几年钢铁、煤

炭大环境不景气，价格呈现持续下降态势，本

文用 2016年 12月开始的数据来研究普钢指数与

5 500 kcal价格之间的联系及最优时间间隔。从图4
的后半段也可以直观地看到普钢指数与 5 500 kcal

图4 普钢指数与5 500 kcal价格运行情况

时间间隔（N）
R2

22 d
0.380 5

23 d
0.398 2

25 d
0.430 5

27 d
0.457

时间间隔（N）
R2

29 d
0.471 2

31 d
0.480 5

32 d
0.481 7

33 d
0.480 2

34 d
0.47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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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数据进行多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在

显著性水平α = 0.05条件下的检验的F统计量结果

为 147.122 1，大于 F检验的临界值 2.379 7，拒绝

原假设H0，也就是说因变量与自变量之间的总体

上线性回归的关系显著，检验的 p值极小也说明检

验的误差极低。

令因变量为环渤海现货动力煤价格指数，海

运费、港口库存、电厂可用天数、普钢指数作为

自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置信度为95%。所以多

元线性回归模型为

y
∧ = 0.263 8x1 + 0.022 8x2 + 0.127 6x3 + 0.539 1x4 （8）

式中：y代表环渤海现货价格指数；x1代表指数化

的海运价格；x2代表指数化的环渤海主要港口库

存；x3代表指数化的电厂可用天数；x4代表指数化

的普钢指数。

4 模型检验

本文用样本外数据来检验模型的稳健性，利

用近期各变量运行数据代入模型，得到 2019年全

年的模型拟合价格，并与 CCTD采集价格进行对

比，结果见表 12。可以发现，大多数时间价格的

偏差仍在在 20元以内，52条模拟结果与实际的偏

差超过 25元的有 11条，偏差超过 40元的有 6条，

整体误差在可接受范围内。模型整体运行情况如

图 5所示，可以看出从 2016—2019年模型模型价

格与 CCTD5 500 kcal现货价格十分贴近，偏差较

大的集中在 2019年 2月底到 3月（图中绿色部分），

主要是榆林、内蒙古事故带来的市场效应，当时

各项数据暂无巨大波动，模型无法反映当时的市

日期

2019-01-04
2019-01-11
2019-01-18
2019-01-25
2019-02-01
2019-02-08
2019-02-15
2019-02-22
2019-03-01
2019-03-08
2019-03-15
2019-03-22
2019-03-29
2019-04-05
2019-04-12
2019-04-19
2019-04-26
2019-05-03
2019-05-10
2019-05-17
2019-05-24
2019-05-31
2019-06-07
2019-06-14
2019-06-21
2019-06-28

模拟

595.7
594.4
586.9
599.5
592.1
601.7
579.1
542.3
551.3
563.5
578.9
596.3
596.7
592.4
586.1
582.3
581.7
589.6
595.9
596.0
594.0
597.4
589.8
589.2
597.1
588.6

采集

587
592
587
593
587
587
594
603
619
641
625
623
621
623
634
623
617
620
617
618
615
598
594
595
594
601

偏差

8.7
2.4
-0.1
6.5
5.1
14.7
-14.9
-60.7
-67.7
-77.5
-46.1
-26.7
-24.3
-30.6
-47.9
-40.7
-35.3
-30.4
-21.1
-22
-21
-0.6
-4.2
-5.8
3.1
-12.4

日期

2019-07-05
2019-07-12
2019-07-19
2019-07-26
2019-08-02
2019-08-09
2019-08-16
2019-08-23
2019-08-30
2019-09-06
2019-09-13
2019-09-20
2019-09-27
2019-10-04
2019-10-11
2019-10-18
2019-10-25
2019-11-01
2019-11-08
2019-11-15
2019-11-22
2019-11-29
2019-12-06
2019-12-13
2019-12-20
2019-12-27

模拟

579.2
582.0
573.4
599.4
593.8
588.3
576.9
567.6
572.8
590.0
587.2
572.8
569.4
568.0
564.2
565.1
576.9
570.0
572.4
562.2
552.3
544.6
541.1
546.8
553.7
553.8

采集

608
602
594
594
594
585
580
585
581
582
585
586
586
586
584
577
570
562
551
552
552
552
552
550
551
555

偏差

-28.8
-20
-20.6
5.4
-0.2
3.3
-3.1
-17.4
-8.2
8
2.2
-13.2
-16.6
-18
-19.8
-11.9
6.9
8
21.4
10.2
0.3
-7.4
-10.9
-3.2
2.7
-1.2

表12 样本外预测价格与采集价格对比

刘原奇：环渤海动力煤现货价格预测模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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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预期变化。

图5 模型整体运行情况

模拟偏差情况如图 6所示，绝大部分偏差在

（-50，40）区间；百分比偏差如图 7所示，整体百

分比偏差在（-10%，10%）区间。

图6 预测模型偏差分布

图7 预测模型百分比偏差分布

5 结 语

本文选取反映煤炭市场各环节运行比较成熟、

稳定的数据作为自变量，根据价格与各数据的互

相关系数，确定模型数据集；进一步建立了环渤

海 5 500 kcal现货动力煤价格的多元回归模型，从

中选取表现最好的模型，各项检验也表现良好，

说明拟合的价格模型是显著有效的。最后样本外

的数据检验中，也说明了模型的稳健性。

煤炭市场在特殊阶段受极个别因素影响较大，

会降低预测模型的有效性和稳定性，这些因素的

量化难度较大或无规律可循，对这些问题分析的

缺失是本文研究的不足，在以后的工作中都需要

深入探讨。数据的准确性、及时性也影响模型的

预测效果，随着市场的发展和数据工作的拓展，

也可以加入新的变量提高模型拟合的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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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第 75届联合国大会上宣布我

国争取于 2060年实现碳中和，这一承诺对我国未

来的低碳发展提出更高要求，IPCC报告中关于人

类活动对气候变化存在影响的结论已成为共识[1]。
虽然当前生产部门的碳减排工作已取得显著成效，

但是在一些发达国家或地区，家庭部门能源需求

逐步接近或已经超过工业能源消费[2]。我国的生活

终端能源消费产生的碳排放也长期处于上升趋势，

已经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在经济发展与民生指

数同步提高的社会环境下，生活能耗碳排放将取

代工业碳排放，成为地区碳排放增长的主要因素。

海内外学者对居民碳排放的影响因素进行了

深入探索。Shigetomi等[3]应用 LMDI指数分解方法

对日本 47个县的家庭碳排放进行分解分析，从分

解所得的 6个驱动因素中辨识出碳排放总量扩增主

要源于人口规模的变化；Nejat等[4]对社会碳排放总

量较大的十个国家的生活碳排放进行研究，认为

人口、城市化以及经济发展是造成居民生活碳排

量增长的三大主力；Ma[5]和 Zha[6]均运用 LMDI方法

我国居民生活碳排放的时空分解和不平等性分析

周丁琳，李爱军，刘雨豪，邓 倩
（华中科技大学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摘 要：运用 LMDI模型与 Theil指数方法，分别对 2005—2017年间我国八大区域代表性省份的城

乡居民生活碳排放进行综合分析。首先对各省份的人均碳排放进行基于时间序列的 LMDI分解分

析，结果表明：收入水平、城镇化主要对该指标具有正向效益，而能源价格与碳排放系数主要起逆

向作用。其次，运用Theil指数测算地区间、地区内居民碳排放的空间不平等性，发现地区间差异

起主导作用。针对两类空间差异，建立指数分解模型，结果表明：能源结构、能源强度、人均收入

是形成地区间人均碳排放差异的主要因子，影响地区内城乡间人均碳排放差异的关键因素是人均收

入。最后，通过中国内地、中国香港、美国的人均用电量对比，推断出中国内地居民的生活能耗及

相关碳排放存有很大上升空间。

关键词：家庭碳排放；LMDI模型；Theil指数；时空分解；不平等性分析

中图分类号：F426.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9605（2020） 10－0027－18
Spatiotemporal decomposition and inequality analysis of household carbon emissions in China

Zhou Dinglin，Li Aijun，Liu Yuhao，Deng Qian
（School of Energy and Power Engineering，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Wuhan 430074，China）

Abstract：Using the LMDI model and Theil index method，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carbon emissions of urban and ru⁃
ral residents in China's eight regional representative provinces from 2005 to 2017 was carried out. First， the temporal LMDI
decomposition analysis of the per capita carbon emissions of each province is carried ou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income
level and urbanization mainly have a positive effect on this indicator，while energy prices and carbon emission coefficients
mainly play a negative role. Secondly， the Theil index is used to measure the spatial inequality of carbon emissions among
and within regions，and it is found that regional differences play a leading role. Aiming at the two types of spatial differences，
an exponential decomposition model is establish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energy structure，energy intensity，and per capita in⁃
come are the main factors that form the difference in per capita carbon emissions between regions. The key factor affecting
the difference in per capita carbon emissions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is per capita income. Finally，by comparing the
per capita electricity consumption of Mainland China，Hong Kong China，and the United States，it is inferred that there is a
lot of room for growth in the energy consumption and related carbon emissions of residents in Mainland China.
Key words：household carbon emission；LMDI model；Theil index；spatiotemporal decomposition；inequality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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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某段时间内的中国居民碳排放进行分解，前者

分离出最大正效应因素为经济产值，后者为收入

水平，而最大逆效应因素均为能源强度，在国家

范围内对某些特定省份的生活碳排放进行研究也

是热点：Zang [7]对山西省居民碳排放的研究结果与

前几项国家层面的研究基本一致，认为人口与收

入是主要的解释变量。张丽峰[8]建立 SITRPAT模型

研究北京市生活碳排放，肯定了经济规模对于生

活碳排放的贡献度。从上述研究可认为：各地区

居民碳排放的基本驱动因素为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经济发展在空间上的

差异激化了生活碳排放的地域分化现象。我国学

者针对居民碳排放的空间差异进行了大量研究，

得到了很多有价值的结果。比如：刘莉娜[9]指出中

国居民的人均生活碳排量呈现自西向东递减的地

域分布特征；Feng[10]指出中国居民直接、间接碳排

放的总量与增长速度表现出城乡二元化规律；万

文玉[11]采用 Theil指数测度我国城市居民能源碳排

放的区域不平等性，表明区域间差异的主导地位。

但以上的研究文献主要以单一行政区域为研究目

标，以时间轴为主线展开研究，较少兼具时空维

度，指标的对比意义不突出。末端直接能源消费

的制约因素繁多，活动个体主观能动性的影响不

断强化，只有全面分析地区居民碳排放的驱动因

素，才可以精准施策，从源头高效控制碳排放。

我国复杂的地理风貌与气候环境造就了居民

生活和能源消费习惯的差异，我国各区域的经济

发展水平和资源禀赋也有很大不同，本文选择中

国各大区域的典型省份为研究对象，建立人均生

活碳排放的分解模型，对生活碳排放的时序差别、

空间差异的影响因素进行综合分析，提出减缓居

民生活碳排放的政策建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在原来的三大经济带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分出八大

经济区（香港、澳门、台湾除外）：东北、北部沿

海、东部沿海、南部沿海、黄河中游、长江中游、

西北、西南综合[12] ，上述分区内的省份空间距离

靠近、用能习惯类似，从中分别选取辽宁、山东、

浙江、广东、内蒙古、湖北、新疆、四川为八大

区域的特征对象进行数据建模。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居民碳排放的核算

居民生活能源消费包括直接能源消费与间接

能源消费[13]。此处，直接能源消费指的是可计量的

商品性能源消费，由此产生的碳排放称为直接碳

排放；而间接能源消费是由居民衣食住行所需的

非能源商品或服务所间接产生的能源消费，由此

产生的碳排放分布于商品或服务生产供应链的碳

质燃料中，称为间接碳排放。本文暂不考虑间接

能源消费，仅将直接能源消费纳入研究范围。与

此相对应，本文仅研究直接碳排放，后续所提及

的碳排放均为直接碳排放。

1.1.1 基于热力学第二定律的等效电法

为便于后续指标的计算，需要先将能源实物

量进行前期处理，换算为可比数值。常规的能源

核算方式是折标煤法，遵循热量等价的思想，即

普遍应用的“当量热值法”。但能源的使用不仅限

于热量的存储与释放，更体现在工业与生活领域

中用于机械设备做功的动力输入，涉及能源品种

的转化、能量的投入产出变化以及效率因素。因

此，在能量的传递过程中，若仅停留于关注数量

的变化，会忽略质量的差异，导致能源评价的片

面性。如何合理架构基于“质”与“量”的综合

性折算标准是推进能源高效利用的关键。南斯拉

夫学者Rant[14]提出关于㶲的思想是反映热力学过程

能源品质的重要概念，㶲是焓和熵等概念相互融

合的充分体现，其根本目的在于核算能量中可转

化为功的份额。由于设备和工艺的多重限制，实

际传递能量效率一般无法达到 1。清华大学江亿院

士[15]建议采用等效电法对能源进行统计核算，以电

力作为最高品位能源衡量其他能源的品位高低，

并考虑能源在实际使用过程中的能量传递效率，

基于热力学第二定律的等效电的计算公式，如式

（1）和（2）所示。

Qe = ηQ （1）
η = 1 - T0

T1 - T0 ln
T1
T0

（2）
式中：Qe为等效电，kWh/kg或kWh/m3；Q为当量电

力表示的能源所含热量，单位为kWh/kg或kWh/m3；
η为能质系数，由能源对外做功温度T1和环境温度

T0计算所得，单位为K。
1.1.2 燃料碳排放系数

在计算商品性能源碳排放时，本文采用由

IPCC提出的碳排放系数法[16]。电力与热力的碳排

放性质较为特殊，与其他油品、煤气等二次能源

不同，它的消费终端无排放耗散，生产供应链中

耗用多种碳质燃料而逸出温室气体。本文从消费

末端处着手考虑碳排量，取该热力、电力生产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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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内各类能源的排放总量除以消费量作为终端消

费的碳排放系数。兼顾该两类能源并非全国统一

生产调度以及相关技术、能源结构不断革新的双

重因素，其排放系数需要因时、因地进行计算。

1.1.2.1 热力碳排放系数

各地区的热力主要由区域内自行生产消费，不

存在调入调出问题，因此可根据公式（3）计算：

COheatr =∑j( )Eheatrj × CO j
Pheatr

（3）
其中，COheatr 为 r省的热力消费碳排放系数，

tCO2/GJ；Eheatrj 为 r省热力生产过程能源 j的消耗量，

kg或 m3；CO j为能源 j的碳排放系数，tCO2/（kg或
m3）；P heatr 为 r省的热力生产量，GJ。热力、电力在

工业生产过程消耗的各类能源均来自历年《中国

能源统计年鉴》 [17]中的能源平衡表。

1.1.2.2 电力碳排放系数

省级电力存在省域调入/调出量、进口/出口

量，且不同省份电力结构存在很大不同，电力生

产的碳排放系数也随之变化。因此，除本地电力

生产碳排放外，需要加入由外部调入的电力所产

生的碳排放，并非不单一考虑“生产地原则”，更

兼具减排责任公平性。本文采用修正法[18-19]对省外

调入的电力采用全国平均电力碳排放系数简化计

算，默认其余来源的电力生产工艺为零碳排过程，

仅考虑火力发电过程中的二氧化碳排放。

COele - Pr =∑j( )Eelerj × CO j
ELEPr

（4）
COeler =

COele - Pr × ( ELEPr - ELEoutr - ELEexr ) + COeler̄ × ELE inr + COeleR × ELE imr
ELEcr

（5）
式中：COeler 为 r省电力消费碳排放系数， tCO2 /
MWh；COele - Pr 为 r省电力生产碳排放系数， tCO2/
MWh；COele

r̄ 为全国电力生产的平均碳排放系数，

tCO2/MWh；COele
R 为电力进口国家或地区电力碳排

放系数，参考 IEA[20]的统计数据进行计算， tCO2/
MWh；Eelerj 为 r省火电生产过程能源 j的消耗量，kg
或 m3；ELEPr 为 r省电力生产量，MWh；ELECr 为 r
省 电 力 消 费 量 ， MWh； ELE inr 、 ELEoutr 、 ELE imr 、
ELEexr 分别为 r省从外省调入、本省调出、进口、出

口电力，MWh。
根据计算公式（3）、（4），各类燃料所需的转

换与测算的热物性参数见表1。

表1 计算所需的热力学参数汇总

注：NCV来源于《中国能源统计年鉴》附录[17]、文献[21-22]；
η来源于文献[15]；单位热值含碳量、碳氧化率来源于文献[21-22]。
1.2 LMDI指数分解

日本教授 Yoichi Kaya提出的 kaya恒等式[23]，
将碳排放与社会因素之间的联系表示为若干影响

因素的连乘，本文的居民人均生活碳排放由Kaya
恒等式进行扩展和改进，如式（6）所示：

D = C
P
=∑∑ij

C ij
P
=∑∑ij

C ij
E ij

E ij
E i

E i
M i

M i
Y i

Y i
P i

P i
P

（6）
式中：C为居民生活中各类能源消费过程所产生的

二氧化碳排放总量；i为城乡区域（i=1为城镇、i=
2为农村）；j为能源消费类型（j=1为原煤、j=2为
其他洗煤、j=3为型煤、j=4为焦炉煤气、j=5为其

他煤气、 j =6为汽油、 j =7为柴油、 j =8为煤油、

j =9为液化石油气、j =10为天然气、j =11为热力、

j =12为电力）；E为能源消费量；M为能源消费支

出；Y为地区可支配收入总额；P为常住人口；Y/P
为人均可支配收入；D为人均生活碳排放。

由此人均生活碳排放可表述为

D = C
P
= DCFij × DSFij × DPFi × DOFi × DIFi × DUFi （7）

式中：令 CFij = Cij

Eij

， SFij = Eij

Ei

，PFi = Ei

Mi

，OFi =
Mi

Yi
，IFi = YiPi

，UFi = Pi

P
，可分别定义为碳排放系

数因素DCF（单位能源消耗产生的碳排放量）、能源

结构因素DSF（各类能源占比）、能源价格因素DPF

（能源消费价格指数的倒数）、能源消费承受能力

DPF （单位收入产生能源支出）、收入因素DIF （人

能源种类

原煤

其他洗煤

型煤

焦炉煤气

其他煤气

汽油

煤油

柴油

液化石油气

天然气

热力

电力

NCV
20 908 kJ/kg
10 454 kJ/kg
17 584 kJ/kg
17 354 kJ/m3
16 970 kJ/m3
43 070 kJ/kg
43 070 kJ/kg
42 652 kJ/kg
50 179 kJ/kg
38 931 kJ/m3
1 kJ/kJ

3 600 kJ/kWh

η/%
50.4
50.4
50.4
65.9
65.9
65.9
65.9
65.9
65.9
65.9
23.2
100

等效电

折算量

2.93kWh/kg
1.46kWh/kg
2.46kWh/kg
3.18kWh/m3
3.11kWh/m3
7.89kWh/kg
7.89kWh/kg
7.81kWh/kg
9.19kWh/ kg
7.13kWh/m3
0.06kWh/106J
1.00kWh/ kWh

单位热值含碳

量/（t · TJ-1）
26.37
25.41
33.6
29.5
12.1
18.9
19.6
20.2
17.2
15.3

碳氧

化率

0.94
0.93
0.9
0.98
0.98
0.98
0.98
0.98
0.98
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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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可支配收入）、城镇化水平因素 DUF （城镇人口

占比）。

Ang[24]在研究中对各类指数分解法的理论背景

与使用条件做出了详尽的解释，相较而言，对数

迪氏指数分解法 （Logarithmic Mean Divisia Index，
LMDI）在避免残差剩余问题和“0”值问题的处理

上均具有极大优越性。LMDI指数分解法对本研究

内容的适用性较强，将其引入此次分解计算，在

加法模式下，现期 t相对于基期 t'的人均生活碳排

放变化量∆Dα可表示为
∆Dα = Dt - Dt'
=∑

i = 1

2 ∑
j = 1

12
( )DCFij

tDSFij
tDPFi

tDOFi
tDIFi

tDUFi
t - DCFij t'DSFij t'DPFi t'DOFi t'DIFi t'DUFi t'

=∑
i = 1

2 ∑
j = 1

12
( )∆DαCFij + ∆DαSFij + ∆DαPFi + ∆DαOFi + ∆DαIFi + ∆DαUFi + ∆Drsd

= ∆Dα
CF + ∆Dα

SF + ∆Dα
PF + ∆Dα

OF + ∆Dα
IF + ∆Dα

UF （8）
式中：∆Dα

CF、∆Dα
SF、∆Dα

PF、∆Dα
OF、∆Dα

IF、∆Dα
UF为前

述各个影响因子的贡献值，∆Drsd=0（残差），下同。

本文的空间分析是针对某个时间节点进行的

横向比较，城镇化水平在同一省份的城乡间不作

区分，价格指数无法空间比较。因此，空间分解

的公式与时间序列略有不同，且不同层次的空间

分解模型也存在差异。因此本文在进行人均碳排

放 LMDI空间分解时需要对式（7）进行一定调整，

具体调整为省份—全国模型与城镇—农村模型。

省份—全国空间分解模型：

D = C
P
=∑ij

Cij
Eij

Eij
Ei

Ei
Yi

Yi
Pi

Pi
P

（9）
将E/Y定义为单位收入消耗的能源，类比于工

业领域的单位产值能源消耗，即为生活部门的能

源强度，令EFi = EiYi。
在加法模式下，各省 r相对全国 r'的人均碳排

放的变化可以表示为
∆Dβ = Dr - Dr'
=∑

i = 1

2 ∑
j = 1

12
( )DCFij

rDSFij
rDEFi

rDIFi
rDUFi

r - DCFij r'DSFij r'DEFi r'DIFi r'DUFi r'

= ∆Dβ CF + ∆Dβ SF + ∆Dβ EF + ∆Dβ IF + ∆Dβ UF + ∆Drsd （10）
城镇—农村空间分解模型：

Di = CiP =∑ij

Cij
Eij

Eij
Ei

Ei
Yi

Yi
Pi

（11）
在加法模式下，农村相对城镇的人均碳排放

的变化可以表示为

ΔDγ =∑
j = 1

12
( )D2j - D1j =∑

j = 1

12
( )DCF2jDSF2jDEF2DIF2 - DCF1jDSF1jDEF1DIF1

=∑
j = 1

12
( )DCF2jDSF2jDEF2DIF2 - DCF1jDSF1jDEF1DIF1

= ∆Dγ CF + ∆Dγ SF + ∆Dγ EF + ∆Dγ IF + ∆Drsd （12）
基于式 （8）、（10）、（12），Ang给出了 LMDI

方法中关于影响因子贡献值的计算公式[24]，X维度

上因素Y的分解贡献值表达式为

∆DY =∑
ij

DX
ij - DX'

ij

ln ( )DX
ij /DX'

ij

ln Y
X
ij

Y X'
ij

（13）
1.3 Theil指数的碳不平等性测算

经济学家 Theil [25]提出的 Theil指数是一种度量

不平等性的方法，可用于衡量区域差异。Theil指
数与基尼系数相同，最初用于经济收入上的不平

等性测度，在学科交叉的背景下逐步引入能源经

济学范畴。本文以生活碳排放占比作为加权系数，

将 Theil指数完全分解，用于测度组内、组间差异

对于总体差异的贡献[26]。当比较区域内的人均居民

碳排放相等时，对数自变量恒为 1，只有各区域内

观察指标不一致时，Theil指数才会产生数值变化，

以此衡量研究目标的差异程度。计算所得的组内

不平等性即为城乡间二元化差异，组间不平等性

即为省份间差异。计算公式如式（14）。

TP =∑
r
∑
i
( )Cri
C
ln ( )Cri × P

C × Pri （14）
式中：Cri、Pri分别为第 r省内第 i个地区的CO2排放

和人口数量，C、P分别为样本总排放量和总人口，

Tp为碳排放总差异。

r省组内碳排放差异（省内城乡差异） Tpr为

TPr =∑
i
( )Cri
Cr

ln ( )Cri × Pr
Cr × Pri （15）

式中：Cr、Pr分别为第 r省内的 CO2排放和人口

数量。

组间差异（省份差异） TBR为

TBR =∑
r
( )CrC ln ( )Cr × P

C × Pr （16）
组内居民碳排放差异（城乡差异） TWR为

TWR =∑
r
( )CrC Tpr （17）

最终TP可表示为

TP = TP =∑r ( )C rC Tpr +∑
r
( )CrC ln ( )Cr × P

C × Pr = TWR + TBR （18）
1.4 数据来源

本文 2005—2017年农村、城镇地区的居民生

活能源消费实物量、香港生活电力用量均来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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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17]。各省区城乡人口、

价格指数、能源消费价格指数、人均可支配收入

等数据来源于历年 《中国统计年鉴》 [27]、《中国

价格统计年鉴》 [28]、《中国城市 （镇） 生活与价

格年鉴》 [29]，美国住宅生活能源消费取自 EIA统

计信息 [30]。

2 数据与结果

各研究省份在研究的时间周期内所产生的生

活碳排放总量及人均生活碳排放量的变化趋势，

如图 1、图 2所示。由此可知：各省份的生活碳排

放总量表现出稳定上升的趋势，而居民生活人均

碳排放则处于曲折上升势态，基本符合我国居民

生活质量日趋提高的客观事实，也从侧面证实控

制居民生活碳排放增长在我国的必要性。在地理

差异方面，南北方省份的居民生活碳排放呈现两

极分化，北方省份的居民生活碳排放表现普遍强

于南方省份，此部分差量主要是北方热力供暖消

耗所引起，以山东省为例，2005—2017年间城镇

居民由热力消耗引起的碳排放占比约 38.7%。从排

放总量上分析，广东、山东居于前列，与当地经

济规模、人口水平大致保持一致；在人均碳排放

的背景上分析，内蒙古、四川两省的表现水平分

别处于最高与最低，且均在 2012年后出现骤减的

情况，不同的是，内蒙古骤减后又出现逐年增加

的现象，而四川自该点后有所上升但又稳定下降。

内蒙古 2013年城镇居民煤炭消费压缩到原来的

5%，农村居民则为 50%，将对煤炭消费产生的能

量需求转移到其他高热值能源，因此，在满足能

源需要的同时显著地降低了碳排放。四川不仅在

人均碳排放这项指标上表现优秀，自 2013年起城

镇居民已不再使用煤炭，其碳排放也在近年来得

到有效控制，加之水电充沛的巨大优势，高污染

的火电比例逐年下降，抵消了电力消费增长带来

的环境负荷。此外，四川盆地作为天然气储量基

地之一，当地充足的产气量拉动了居民的天然气

用量，天然气用量为同时期浙、粤等沿海地区的

近 10倍，为全国各省份在因地制宜推进低碳工作

上树立了良好的标杆。

图1 我国典型省份居民生活二氧化碳排放量

图2 我国典型省份居民人均生活碳排放量

2.1 基于时间序列的因素分解

根据公式 （8），对于地区人均生活碳排放的

基于时间序列的因素分解共有 6个影响因子，较为

复杂，因此将其单独列出分析。

2.1.1 碳排放系数因素

通过对各省份人均生活碳排放时间序列的因

素分解，得到关于碳排放系数因素的贡献值，见

表2。
碳排放系数总体呈下降趋势，忽略其余能源

固定的碳排放因子变化，归因于电力、热力在生

产过程中由技术进步体现的低碳化排放。辽宁、

新疆在某些时期内出现正效应，主要是热力碳排

放系数增量对电力碳排放系数降低产生的有效覆

时间区间

2005—2010年
2010—2015年
2015—2017年

分解因子

∆Dα CF
∆Dα CF
∆Dα CF

辽宁

0.046
-0.007
-0.013

内蒙古

-0.008
-0.108
-0.017

山东

-0.031
-0.067
-0.035

新疆

0.056
-0.086
0.031

湖北

0.005
-0.016
-0.028

浙江

-0.014
-0.068
0.008

广东

-0.021
-0.054
0.008

四川

-0.054
-0.061
-0.017

表2 时间序列因素分解结果-碳排放系数因素 tCO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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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区间

2005
-
2010

2010
-
2015

分解

因子

∆Dα SF
∑i( )∆Dα SFi1
∑i( )∆Dα SFi2
∑i( )∆Dα SFi3
∑i( )∆Dα SFi4
∑i( )∆Dα SFi5
∑i( )∆Dα SFi6
∑i( )∆Dα SFi7
∑i( )∆Dα SFi8
∑i( )∆Dα SFi9
∑i( )∆Dα SFi10
∑i( )∆Dα SFi11
∑i( )∆Dα SFi12
∑j( )∆Dα SF1j
∑j( )∆Dα SF2j

∆Dα SF
∑i( )∆Dα SFi1
∑i( )∆Dα SFi2
∑i( )∆Dα SFi3
∑i( )∆Dα SFi4
∑i( )∆Dα SFi5
∑i( )∆Dα SFi6
∑i( )∆Dα SFi7
∑i( )∆Dα SFi8
∑i( )∆Dα SFi9

辽宁

0.040
-0.132
0.001
0.005
0.000
-0.014
0.057
0.000
0.024
0.000
0.004
0.075
0.020
0.052
-0.012
-0.109
0.004
-0.015
0.002
0.000
0.003
0.020
0.000
0.009
-0.022

内蒙古

0.350
-0.336
0.219
0.002
-0.010
-0.005
0.005
0.000
-0.005
-0.011
0.052
0.404
0.035
0.337
0.012
0.598
-0.301
-0.228
-0.002
0.000
0.000
0.061
0.000
0.049
0.003

山东

-0.013
-0.107
0.000
0.031
-0.003
0.000
0.061
0.000
0.030
-0.031
0.002
-0.020
0.025
-0.004
-0.008
0.033
-0.013
0.000
0.019
0.000
0.000
0.024
0.000
-0.038
-0.030

新疆

0.094
-0.111
0.000
0.000
0.000
0.000
-0.004
0.000
-0.002
-0.009
0.020
0.150
0.050
0.091
0.003
-0.054
-0.070
0.000
0.000
0.001
0.000
0.031
0.000
0.008
-0.012

湖北

0.005
-0.050
0.000
0.000
0.001
0.000
0.032
0.002
0.027
-0.008
-0.002
0.011
-0.009
0.020
-0.015
-0.040
-0.083
0.000
0.001
-0.001
0.000
0.009
0.001
0.027
-0.005

浙江

-0.013
0.000
0.000
-0.043
0.000
0.000
0.008
0.000
0.003
-0.013
0.012
0.000
0.019
-0.003
-0.010
-0.004
0.008
0.000
-0.017
0.000
0.000
0.001
0.000
-0.001
-0.023

广东

0.017
-0.008
0.000
-0.004
0.000
0.004
0.026
0.000
0.000
-0.051
0.009
0.000
0.041
0.014
0.002
0.004
-0.004
0.000
-0.002
0.000
-0.005
0.021
0.000
-0.001
-0.025

四川

-0.019
-0.051
0.000
0.000
0.000
0.000
0.025
0.000
-0.001
0.000
0.004
0.000
0.004
-0.010
-0.009
-0.036
-0.098
0.000
0.000
0.000
0.000
0.074
0.000
0.000
0.008

表3 时间序列因素分解结果-能源结构因素 tCO2/人

盖。我国电力生产结构改革情况良好，可再生能

源发电的应用范围持续扩大，由此带来的减排效

益日趋乐观。但热力生产的碳量控制没有引起有

关部门的重视，基础的工业生产原料仍为煤炭，

辅料转变为回收利用的低品位能源，这些能源单

位热值内含碳量较高，大幅拉动热力碳排放的增

加。热力碳排放系数一直处于波动状态，未表现

出明显的上升或下降趋势，因此在电力部门减排

效果不占主导的时期会出现正效应，拉动人均生

活碳排放的增加。浙江、广东在 2015—2017年间

表现出正效应主要是短周期内碳排放因子的变化

波动，其贡献值也较低，作用微弱。湖北有葛洲

坝、三峡等大型水电基站，水力储量充沛，清洁

电力资源优势突出，但其在 2005—2010年间碳排

放系数表现出正效应归因于湖北与外省电力输出

输入都明显增加，本省的水电主要调出给外省，

自身消纳比例减少，导致碳排放系数增加，“十二

五”时期后该比例有所回升，转为负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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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能源结构效应

通过对各省份人均生活碳排放时间序列的因素

分解，得到关于能源结构因素的贡献值，见表3。
能源结构对居民家庭碳排放的作用所呈现的

效果并不统一，除四川表现出稳定的逆向作用规

律，其余省份存在规律变化的情况，与各省的生

活能源结构低碳化、居民用能习惯变动、国家政

策倾向等因素密不可分。本文的因素分解与以往

研究中使用标煤进行统一标量不同，以折算等效

电量表示，可在能源结构上区分品位高低。大部

分城市具备完善的天然气输配管网，居民的生活

能源消费主要依赖于电力的供应，家用电器的多

样化也促使居民大量使用电力，其用量的大幅扩

增将部分抵消煤炭等传统能源减量使用对降低碳

排放的影响。对 2005—2010年、2010—2015年、

2015—2017年间的能源结构因素分解结构进行细

化，原煤、液化石油气等能源用量导致的能源结

构因素主要呈现负效应，而汽油、天然气、电力 3
类能源则主要出现正效应，且从贡献率的角度分

析，原煤、电力、汽油分别为前 3位对能源结构影

响因子最大的能源品种。煤炭是国家大力提倡在

居民家庭领域取缔的能源，在研究的省份中，广

东、浙江对煤炭的控制情况较好，城乡居民对该

类能源的使用差距极小，已被其他较为优质的能

源所替代；汽油用于出行，居民家庭对汽油的依

赖程度不断加剧，导致汽油也成为正效应因素；

电力是居民生活的最大驱动能源，居民对电力的

耗用一直居高不下，因此未来电力将成为居民减

时间区间

2010
-
2015

2015
-
2017

分解

因子

∑i( )∆Dα SFi10
∑i( )∆Dα SFi11
∑i( )∆Dα SFi12
∑j( )∆Dα SF1j
∑j( )∆Dα SF2j

∆Dα SF
∑i( )∆Dα SFi1
∑i( )∆Dα SFi2
∑i( )∆Dα SFi3
∑i( )∆Dα SFi4
∑i( )∆Dα SFi5
∑i( )∆Dα SFi6
∑i( )∆Dα SFi7
∑i( )∆Dα SFi8
∑i( )∆Dα SFi9
∑i( )∆Dα SFi10
∑i( )∆Dα SFi11
∑i( )∆Dα SFi12
∑j( )∆Dα SF1j
∑j( )∆Dα SF2j

辽宁

0.025
-0.105
-0.030
-0.128
0.018
-0.012
-0.021
0.017
-0.008
0.000
-0.010
0.060
0.000
-0.036
-0.017
0.011
-0.017
0.010
-0.006
-0.006

内蒙古

-0.030
0.773
0.272
0.605
-0.008
-0.022
-0.012
-0.003
0.000
0.000
0.001
-0.004
0.000
-0.008
0.014
0.014
0.014
-0.039
0.002
-0.024

山东

0.024
0.012
0.033
0.021
0.012
0.004
-0.017
0.000
-0.004
-0.001
0.000
-0.002
0.000
-0.001
-0.001
0.003
-0.002
0.030
0.006
-0.002

新疆

0.018
-0.032
0.002
-0.045
-0.009
-0.108
0.055
0.000
0.000
0.004
0.000
0.021
0.000
-0.012
-0.001
0.006
-0.139
-0.041
-0.105
-0.003

湖北

0.010
-0.011
0.014
-0.036
-0.004
-0.007
-0.032
0.006
0.008
0.000
0.000
0.009
-0.001
-0.028
0.003
0.000
0.000
0.026
-0.015
0.008

浙江

0.021
0.000
0.007
-0.004
0.001
0.014
-0.003
0.000
-0.007
0.000
0.000
-0.002
0.000
-0.005
-0.026
0.005
0.000
0.052
0.008
0.006

广东

0.013
0.000
0.007
0.004
-0.001
-0.002
-0.001
0.000
0.000
0.000
-0.001
0.019
0.000
0.000
-0.009
-0.002
0.000
-0.008
-0.001
-0.001

四川

-0.028
0.000
0.008
0.006
-0.042
-0.026
-0.036
0.000
0.001
0.000
0.000
0.000
0.000
0.004
-0.001
-0.001
0.000
0.007
-0.002
-0.025

续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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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区间

2005
-
2010

2010
-
2015

2015
-
2017

分解

因子

∆Dα PF
∑j( )∆Dα PF1j
∑j( )∆Dα PF2j

∆Dα PF
∑j( )∆Dα PF1j
∑j( )∆Dα PF2j

∆Dα PF
∑j( )∆Dα PF1j
∑j( )∆Dα PF2j

辽宁

-0.167
-0.125
-0.042
-0.092
-0.081
-0.011
-0.016
-0.014
-0.002

内蒙古

-0.382
-0.291
-0.090
-0.088
-0.071
-0.017
-0.014
-0.016
0.002

山东

-0.100
-0.046
-0.054
-0.037
-0.026
-0.010
-0.009
-0.005
-0.004

新疆

-0.165
-0.085
-0.080
-0.133
-0.121
-0.012
0.007
0.002
0.004

湖北

-0.077
-0.035
-0.042
-0.035
-0.023
-0.012
0.009
0.004
0.005

浙江

-0.052
-0.035
-0.017
-0.030
-0.017
-0.012
-0.014
-0.009
-0.005

广东

-0.072
-0.045
-0.027
-0.010
-0.012
0.002
-0.012
-0.010
-0.002

四川

-0.069
-0.035
-0.034
-0.032
-0.023
-0.009
-0.006
-0.004
-0.002

表4 时间序列因素分解结果-能源价格 tCO2/人

排工作的着重点。其余几类能源具有很强的时间、

空间性质，使用范围并非覆盖全国，使用量弹性

大，不宜分析。

2.1.3 能源价格因素

通过对各省份人均生活碳排放时间序列的

因素分解，得到关于能源价格因素的贡献值，

见表 4。
能源价格因素的表现较为稳定，以负效应为

主。能源价格的上升直接作用于居民在生活能源

消费中的支出，进而间接作用于能源消费习惯以

及消费量，能源价格上浮可有效刺激地区减排工

作。我国由于能源市场的特殊性，政府对能源价

格严格把控，使得消费价格一直保持平稳的上升

趋势，偶尔有个别年份出现降价。政府根据现实

情况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关于能源定价的政策，如

对用户实行峰谷分时电价、阶梯电价、阶梯气价

等制度，其目的并不在于限制居民能源消费，而

在于引导居民从自身需求出发合理进行能源消费。

能源价格处于合理的涨幅区间时，经济压力会促

使居民践行低碳消费观，自觉履行减排责任。

2.1.4 能源消费承受能力因素

通过对各省份人均生活碳排放时间序列的因

素分解，得到关于能源消费承受能力因素的贡献

值，见表5。
一般而言，商品性能源消费占居民收入的比

重会在合理的区间范围内变化波动。该部分比重

低，即能源消费支出占居民收入比重低，居民的

经济基础具备对能源消费的支付能力。尽管该因

时间区间

2005
-
2010

2010
-
2015

2015
-
2017

分解

因素

∆Dα OF
∑j( )∆Dα OF1j
∑j( )∆Dα OF2j

∆Dα OF
∑j( )∆Dα OF1j
∑j( )∆Dα OF2j

∆Dα OF
∑j( )∆Dα OF1j
∑j( )∆Dα OF2j

辽宁

-0.128
-0.118
-0.010
-0.034
-0.014
-0.020
-0.015
-0.017
0.001

内蒙古

0.245
0.126
0.119
-1.214
-1.018
-0.196
0.238
0.086
0.152

山东

0.088
0.038
0.050
-0.181
-0.197
0.016
0.009
0.021
-0.012

新疆

-0.138
-0.021
-0.116
0.087
0.085
0.002
-0.006
-0.189
0.182

湖北

0.110
0.048
0.062
-0.044
-0.078
0.034
-0.046
-0.040
-0.006

浙江

0.090
0.024
0.066
-0.017
-0.020
0.003
-0.009
-0.019
0.010

广东

0.003
-0.040
0.044
0.006
-0.005
0.011
-0.011
-0.011
0.000

四川

0.074
0.022
0.051
-0.056
-0.036
-0.020
-0.011
-0.002
-0.009

表5 时间序列因素分解结果-能源消费承受能力 tCO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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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在计算数据中未表现出统一的作用趋势，但可

大致推测出：居民的基本能源需求得到满足，各

省份已经或正在表现出由正转负的趋势，并且城

镇的转变时间早于农村。能源需求为居民的基本

物质生活需要，虽然该部分会随居民收入的提高

而相应增加，但上升空间有限。主要原因在于科

学技术的进步有力地推动着家电能效的提高；并

且教育环境的改善与第三产业的兴起，驱使收入

可观的中产阶级及以上家庭放弃对物质生活的盲

目追逐，倾向于追求生活品质类的消费，在这两

项因素的作用下，该部分比重趋于下降，对居民

人均碳排放呈现相应的削弱作用。

2.1.5 居民收入因素

通过对各省份人均生活碳排放时间序列的

因素分解，得到关于居民收入因素的贡献值，

见表 6。
收入是衡量居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指标以及活

跃居民日常生活的经济保障，相比于国民生产总

值更能凸显居民对商品性能源的承受能力。稳定

的社会环境与就业市场大幅改善民生问题，而收

入的提高带动居民的生活能源需求，由此成为家

庭领域碳排放增长的重要稳定因素。

2.1.6 城镇化水平因素

通过对各省份人均生活碳排放时间序列的因素

分解，得到关于城镇化水平因素的贡献值，见表7。
城镇化是人口迁移的最终规律，农村的生活

质量与能源供给体系普遍劣于城镇，在人口趋于

城市流动的环境下，大部分省份出现了人均生活

时间

区间

2005
-
2010

2010
-
2015

2015
-
2017

分解

因素

∆Dα IF
∑j( )∆Dα IF1j
∑j( )∆Dα IF2j

∆Dα IF
∑j( )∆Dα IF1j
∑j( )∆Dα IF2j

∆Dα IF
∑j( )∆Dα IF1j
∑j( )∆Dα IF2j

辽宁

0.519
0.435
0.084
0.560
0.454
0.106
0.149
0.123
0.026

内蒙古

0.722
0.559
0.164
0.808
0.615
0.193
0.308
0.250
0.058

山东

0.273
0.175
0.098
0.325
0.176
0.149
0.103
0.059
0.044

新疆

0.333
0.230
0.102
0.566
0.446
0.119
0.192
0.142
0.051

湖北

0.157
0.093
0.064
0.216
0.116
0.100
0.069
0.038
0.031

浙江

0.208
0.110
0.098
0.266
0.137
0.129
0.101
0.054
0.047

广东

0.195
0.123
0.072
0.257
0.149
0.108
0.107
0.065
0.042

四川

0.141
0.071
0.070
0.152
0.075
0.078
0.046
0.027
0.020

表6 时间序列因素分解结果-居民收入 tCO2/人

时间

区间

2005
-
2010

2010
-
2015

2015
-
2017

分解因素

∆Dα UF
∑j( )∆Dα UF1j
∑j( )∆Dα UF2j

∆Dα UF
∑j( )∆Dα UF1j
∑j( )∆Dα UF2j

∆Dα UF
∑j( )∆Dα UF1j
∑j( )∆Dα UF2j

辽宁

0.029
0.045
-0.016
0.061
0.095
-0.034
0.002
0.003
-0.001

内蒙古

0.110
0.172
-0.062
0.089
0.134
-0.045
0.036
0.056
-0.020

山东

0.014
0.035
-0.021
0.014
0.062
-0.049
0.000
0.031
-0.031

新疆

0.064
0.091
-0.027
0.074
0.094
-0.020
0.035
0.052
-0.016

湖北

0.011
0.028
-0.017
0.007
0.040
-0.033
-0.003
0.013
-0.015

浙江

-0.006
0.027
-0.033
-0.011
0.025
-0.037
-0.009
0.015
-0.024

广东

0.002
0.029
-0.027
-0.003
0.016
-0.019
-0.003
0.009
-0.011

四川

0.012
0.031
-0.019
0.012
0.032
-0.021
0.006
0.014
-0.008

表7 时间序列因素分解结果-城镇化水平 tCO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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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排放上升的趋势。但在浙江、广东等沿海发达

地区，城镇化发展效应先后出现稳定的逆效应，

主要是由于当地经济发展程度高，城乡差距小，

居民具备承担能源消费的经济能力；农村居民对

生活能源的选择范围扩大，且供给体系得到保障；

农村独立单元体式的民居使得人均居住面积加大，

带动某些能源的消费增长；浙江、广东两省地处

经济高地长三角、珠三角地区，民营经济发达，

农村“小作坊式”家庭工厂较多，也在一定程度

上拉动能源消费。唐李伟[31]的研究提出城镇化与收

入之间的“门槛效应”，即当收入高达一定程度

后，城镇化对碳排放的影响会由正转负，与本文

所得出的结论基本吻合。除此以外，湖北尽管长

期保持正效应，但在“十三五”前期转为削弱

效应，主要由于该省城镇地区清洁能源投入比

例大，能源消费结构优于农村，因此环境排放

得到有效控制。

2.2 基于空间差异的综合分析

中国自东向西资源和环境差异巨大、经济发

展不平衡，居民生活用能表现出明显的地域化特

征，涉及原因也大多与此有关。因此本文对区域

碳排放的因素分解研究，在时间序列分解的基础

上，引入空间分析。空间分析遵循由宏观到具体

的原则，首先运用 Theil指数测算省份的内外差异

程度，再通过 LMDI模型对碳排放的空间差异进行

分解分析，最后进行综合分析得出结论。

2.2.1 Theil指数不平等测算

本文利用 Theil指数对研究省份之间、城乡之

间的人均碳排放差异进行了测算，将测算结果与

各类差异的占比绘制成图，如图3所示。

图3 Theil指数不平等性测算结果

图 3概况性地描述了基于 Theil指数的人均碳

排放不平等性测算结果：组间差距即省域间差距

（TBR）是造成居民碳排放的主要因素，其对总差距

（TP） 的作用强度远远高于地区内差距 （TWR），即

城乡差距，并且二类差异均存在周期性变化的过

程。组间差距于 2005—2012年、2012—2017年间

处于波动式上升状态，2012—2017年间先降低后

继续回升至原来的数值，组间差距贡献率 （PBR）
虽有波动但基本可认为处于上升的趋势；地区内

差距在研究时间域内基本处于先增加后降低的变

化模式，于 2010—2012年间处于最大值，但其贡

献率（PWR）在 2009年达到最大值后表现出明显的

下降趋势。由此可以推测：尽管城乡间存在人均

碳排放的差异，但由于地理环境相同，用能习惯

类似，导致其差异性并不显著。中国疆土辽阔，

各地的气候环境与人居质量的巨大差异强化居民

生活碳排放问题的复杂性，由于各地人均生活碳

排放不一，针对居民节能减排问题进行研究时，

需要针对性进行分析，结合实际入手。

Theil指数分解公式中所示的 Tpr表示某省内城

乡碳排放的差异，可将其进行提取分析，如图 4所
示。尽管历年的数据变化趋势较为波动，可大致

判断出 3种类型：①城镇居民的人均生活碳排放属

于偏高量，所属地区为辽宁、内蒙古、新疆、山

东、四川；②人均生活碳排放的偏高量由城镇居

民转为农村居民，所属地区为湖北、广东；③农

村居民的人均生活碳排放属于偏高量，所属地区

为浙江。人均生活碳排放的偏高量为城镇的省份

TPi出现峰值后趋于减小，城乡碳排放二元化结构

逐渐改善，但其余省份在农村转为人均碳排放偏

高地区后的不平等度持续增加。出现上述现象主

要是因为农村地区前期因为商品性能源供给问题

得不到解决，而非商品性能源消耗引起的环境问

题未统计在本次研究中，使得人均碳排放“假性”

偏低，但在能源供给体系完善后又因缺乏优质的

能源结构等客观因素导致碳排放的增加。因此，

农村地区将成为能源政策制定、推行的重点调研

区域。

图4 省内城乡碳排放不平等度T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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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居民人均生活碳排放的区域间因素分解

本文以全国平均水平为基准，计算各省人均

生活碳排放相对于全国平均的指数分解，测算结

果见表8。
从表 8的分解结果可知：能源结构、能源强

度、人均收入是影响地区间人均生活碳排放差异

的主要原因，但其相对于全国的作用方向因省份

而异。除湖北与四川外，其余研究省份的人均生

活碳排放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形成的原因不

尽相同。山东、浙江、广东三省造成相对于全国

平均人均生活碳排放偏高主要是由于人均收入，

新疆的主要原因在于能源强度高于全国平均，辽

表8 居民人均生活碳排放的区域间（省份-全国）因素分解结果 tCO2/人
年份

2005

分解因素

∆Dβ CF
∆Dβ SF

∑i( )∆Dβ SFi1
∑i( )∆Dβ SFi2
∑i( )∆Dβ SFi3
∑i( )∆Dβ SFi4
∑i( )∆Dβ SFi5
∑i( )∆Dβ SFi6
∑i( )∆Dβ SFi7
∑i( )∆Dβ SFi8
∑i( )∆Dβ SFi9
∑i( )∆Dβ SFi10
∑i( )∆Dβ SFi11
∑i( )∆Dβ SFi12
∑j( )∆Dβ SF1j
∑j( )∆Dβ SF2j

∆Dβ EF
∑j( )∆Dβ EF1j
∑j( )∆Dβ EF2j

∆Dβ IF
∑j( )∆Dβ IF1j
∑j( )∆Dβ IF2j
∆Dβ UF

∑j( )∆Dβ UF1j
∑j( )∆Dβ UF2j

∆Dβ
∑j( )∆Dβ 1j
∑j( )∆Dβ 2j

辽宁

0.039
0.173
0.032
0.021
-0.015
-0.003
0.006
-0.007
-0.001
-0.003
-0.011
-0.013
0.187
-0.020
0.169
0.005
0.246
0.184
0.063
-0.033
-0.055
0.023
0.063
0.121
-0.058
0.489
0.445
0.045

内蒙古

0.097
0.076
0.324
-0.007
-0.015
0.003
-0.006
-0.005
-0.001
0.005
-0.034
-0.017
0.019
-0.192
0.082
-0.007
0.558
0.381
0.176
-0.074
-0.055
-0.019
0.021
0.037
-0.017
0.677
0.517
0.160

山东

0.050
0.000
0.011
-0.007
-0.013
0.000
-0.006
0.007
-0.001
0.000
0.014
-0.003
0.012
-0.014
-0.013
0.013
0.007
0.006
0.001
0.040
0.006
0.034
0.005
0.012
-0.007
0.103
0.041
0.062

新疆

-0.008
0.128
0.159
-0.007
-0.015
-0.002
-0.006
0.003
0.000
0.003
-0.020
-0.003
0.159
-0.143
0.117
0.012
0.460
0.254
0.206
-0.145
-0.086
-0.059
-0.025
-0.046
0.021
0.410
0.225
0.185

湖北

-0.076
-0.014
0.072
-0.007
-0.015
-0.003
-0.006
-0.007
0.002
-0.003
-0.005
-0.004
-0.048
0.008
-0.015
0.001
-0.008
-0.004
-0.005
-0.034
-0.027
-0.007
0.000
0.001
-0.001
-0.131
-0.094
-0.037

浙江

-0.032
-0.029
-0.100
-0.007
0.028
-0.003
-0.006
0.025
-0.001
0.002
0.047
-0.011
-0.048
0.044
-0.027
-0.003
-0.112
-0.102
-0.009
0.177
0.083
0.094
0.016
0.050
-0.034
0.021
-0.013
0.034

广东

-0.026
-0.061
-0.096
-0.007
-0.011
-0.003
-0.003
0.028
0.000
-0.001
0.071
-0.013
-0.049
0.023
-0.038
-0.023
-0.011
-0.034
0.023
0.128
0.077
0.051
0.026
0.078
-0.052
0.056
0.066
-0.010

四川

-0.046
-0.048
0.038
-0.007
-0.015
-0.003
-0.006
-0.005
0.000
-0.002
-0.031
0.048
-0.048
-0.018
-0.054
0.005
0.050
0.052
-0.002
-0.054
-0.032
-0.022
-0.014
-0.037
0.024
-0.112
-0.099
-0.013

周丁琳等：我国居民生活碳排放的时空分解和不平等性分析

37



2020年第10期 煤 炭 经 济 研 究 第40卷

年份

2010

2015

分解因素

∆Dβ CF
∆Dβ SF

∑i( )∆Dβ SFi1
∑i( )∆Dβ SFi2
∑i( )∆Dβ SFi3
∑i( )∆Dβ SFi4
∑i( )∆Dβ SFi5
∑i( )∆Dβ SFi6
∑i( )∆Dβ SFi7
∑i( )∆Dβ SFi8
∑i( )∆Dβ SFi9
∑i( )∆Dβ SFi10
∑i( )∆Dβ SFi11
∑i( )∆Dβ SFi12
∑j( )∆Dβ SF1j
∑j( )∆Dβ SF2j

∆Dβ EF
∑j( )∆Dβ EF1j
∑j( )∆Dβ EF2j

∆Dβ IF
∑j( )∆Dβ IF1j
∑j( )∆Dβ IF2j
∆Dβ UF

∑j( )∆Dβ UF1j
∑j( )∆Dβ UF2j

∆Dβ
∑j( )∆Dβ 1j
∑j( )∆Dβ 2j
∆Dβ CF
∆Dβ SF

∑i( )∆Dβ SFi1
∑i( )∆Dβ SFi2
∑i( )∆Dβ SFi3

辽宁

0.108
0.309
-0.048
0.036
-0.005
-0.003
-0.001
0.019
0.000
0.002
0.004
-0.039
0.391
-0.046
0.325
-0.015
0.172
0.184
-0.012
-0.011
-0.044
0.032
0.067
0.125
-0.058
0.645
0.672
-0.026
0.123
0.407
-0.007
0.039
0.002

内蒙古

0.205
0.435
0.273
0.192
-0.009
-0.003
-0.008
-0.027
0.000
-0.016
-0.039
-0.021
0.401
-0.308
0.432
0.003
0.927
0.692
0.235
-0.077
-0.057
-0.021
0.041
0.078
-0.036
1.531
1.311
0.220
0.215
0.812
0.086
0.003
-0.008

山东

0.076
-0.014
-0.061
-0.007
0.029
-0.002
-0.006
0.063
0.000
0.018
0.003
-0.021
0.008
-0.039
-0.009
-0.006
0.032
0.061
-0.029
0.057
0.017
0.040
-0.001
-0.002
0.001
0.150
0.106
0.044
0.062
0.023
-0.058
-0.006
0.062

新疆

0.008
0.353
0.112
-0.007
-0.008
-0.003
-0.006
-0.016
0.000
-0.011
-0.021
-0.002
0.467
-0.152
0.350
0.003
0.372
0.365
0.007
-0.217
-0.165
-0.052
-0.045
-0.073
0.028
0.470
0.483
-0.013
-0.046
0.506
0.127
-0.006
-0.008

湖北

-0.092
-0.009
0.103
-0.007
-0.008
-0.002
-0.006
0.006
0.006
0.009
-0.004
-0.025
-0.059
-0.024
0.006
-0.015
0.052
0.055
-0.003
-0.055
-0.052
-0.003
-0.001
-0.001
0.001
-0.104
-0.048
-0.057
-0.115
-0.049
0.077
-0.006
-0.007

浙江

-0.037
-0.048
-0.109
-0.007
0.011
-0.003
-0.006
0.030
0.000
-0.008
0.077
-0.021
-0.061
0.050
-0.030
-0.017
-0.114
-0.126
0.012
0.241
0.106
0.134
0.007
0.062
-0.055
0.050
-0.008
0.058
-0.055
-0.101
-0.114
-0.006
0.003

广东

-0.032
-0.071
-0.104
-0.007
-0.005
-0.003
0.002
0.047
0.001
-0.015
0.065
-0.033
-0.061
0.042
-0.040
-0.031
-0.039
-0.077
0.038
0.127
0.070
0.057
0.011
0.089
-0.077
-0.004
0.023
-0.027
-0.040
-0.102
-0.108
-0.006
-0.005

四川

-0.140
-0.062
0.034
-0.007
-0.008
-0.003
-0.006
0.007
0.000
-0.018
-0.034
0.072
-0.061
-0.038
-0.073
0.010
0.073
0.080
-0.007
-0.072
-0.043
-0.029
-0.009
-0.044
0.035
-0.211
-0.162
-0.049
-0.241
-0.113
-0.036
-0.006
-0.008

续表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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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2015

2017

分解因素

∑i( )∆Dβ SFi4
∑i( )∆Dβ SFi5
∑i( )∆Dβ SFi6
∑i( )∆Dβ SFi7
∑i( )∆Dβ SFi8
∑i( )∆Dβ SFi9
∑i( )∆Dβ SFi10
∑i( )∆Dβ SFi11
∑i( )∆Dβ SFi12
∑j( )∆Dβ SF1j
∑j( )∆Dβ SF2j

∆Dβ EF
∑j( )∆Dβ EF1j
∑j( )∆Dβ EF2j

∆Dβ IF
∑j( )∆Dβ IF1j
∑j( )∆Dβ IF2j
∆Dβ UF

∑j( )∆Dβ UF1j
∑j( )∆Dβ UF2j

∆Dβ
∑j( )∆Dβ 1j
∑j( )∆Dβ 2j
∆Dβ CF
∆Dβ SF

∑i( )∆Dβ SFi1
∑i( )∆Dβ SFi2
∑i( )∆Dβ SFi3
∑i( )∆Dβ SFi4
∑i( )∆Dβ SFi5
∑i( )∆Dβ SFi6
∑i( )∆Dβ SFi7
∑i( )∆Dβ SFi8

辽宁

-0.001
0.008
0.021
-0.001
0.012
-0.030
-0.045
0.498
-0.088
0.401
0.006
0.241
0.273
-0.032
0.013
-0.002
0.015
0.061
0.142
-0.081
0.845
0.894
-0.050
0.137
0.440
-0.016
0.059
-0.006
0.000
0.002
0.073
-0.001
-0.009

内蒙古

-0.001
-0.003
-0.002
-0.001
0.023
-0.054
-0.049
0.972
-0.154
0.827
-0.015
0.414
0.342
0.072
-0.037
-0.017
-0.019
0.030
0.064
-0.033
1.435
1.370
0.065
0.274
0.943
0.121
0.002
-0.006
0.000
-0.001
-0.014
-0.001
0.037

山东

0.000
-0.003
0.084
-0.001
-0.016
-0.040
-0.006
0.026
-0.019
0.021
0.001
-0.072
-0.052
-0.020
0.044
0.005
0.039
0.001
0.007
-0.007
0.057
0.001
0.056
0.052
0.029
-0.065
-0.006
0.066
0.000
-0.002
0.089
-0.001
-0.009

新疆

0.000
-0.003
-0.014
0.000
-0.004
-0.054
0.009
0.670
-0.210
0.503
0.004
0.526
0.551
-0.024
-0.176
-0.120
-0.056
-0.067
-0.120
0.053
0.744
0.749
-0.006
-0.011
0.464
0.255
-0.006
-0.006
0.005
-0.002
-0.005
-0.001
-0.005

湖北

-0.001
-0.003
0.002
0.010
0.046
-0.021
-0.027
-0.097
-0.023
-0.039
-0.010
0.005
0.001
0.004
-0.036
-0.046
0.010
0.000
0.004
-0.005
-0.196
-0.149
-0.047
-0.156
-0.051
0.062
0.001
0.003
0.000
-0.002
0.006
0.010
0.029

浙江

-0.001
-0.003
0.020
-0.001
-0.010
0.067
-0.014
-0.096
0.053
-0.063
-0.039
-0.140
-0.134
-0.006
0.314
0.132
0.182
-0.011
0.062
-0.074
0.006
-0.032
0.038
-0.039
-0.097
-0.112
-0.006
-0.001
0.000
-0.002
0.013
-0.001
-0.004

广东

-0.001
0.004
0.067
0.000
-0.019
0.054
-0.041
-0.097
0.050
-0.062
-0.041
0.077
-0.010
0.087
0.087
0.045
0.042
-0.006
0.084
-0.091
0.015
0.035
-0.020
-0.020
-0.116
-0.106
-0.006
-0.003
0.000
0.005
0.087
0.000
-0.011

四川

-0.001
-0.003
0.077
0.000
-0.022
-0.047
0.054
-0.096
-0.025
-0.094
-0.019
0.011
0.058
-0.048
-0.063
-0.043
-0.021
-0.006
-0.040
0.034
-0.412
-0.253
-0.160
-0.298
-0.134
-0.070
-0.006
-0.005
0.000
-0.002
0.080
0.000
-0.009

续表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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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2017

分解因素

∑i( )∆Dβ SFi9
∑i( )∆Dβ SFi10
∑i( )∆Dβ SFi11
∑i( )∆Dβ SFi12
∑j( )∆Dβ SF1j
∑j( )∆Dβ SF2j

∆Dβ EF
∑j( )∆Dβ EF1j
∑j( )∆Dβ EF2j

∆Dβ IF
∑j( )∆Dβ IF1j
∑j( )∆Dβ IF2j
∆Dβ UF

∑j( )∆Dβ UF1j
∑j( )∆Dβ UF2j

∆Dβ
∑j( )∆Dβ 1j
∑j( )∆Dβ 2j

辽宁

-0.053
-0.042
0.538
-0.105
0.442
-0.002
0.254
0.301
-0.047
-0.026
-0.033
0.007
0.049
0.120
-0.070
0.854
0.923
-0.069

内蒙古

-0.061
-0.047
1.159
-0.244
0.968
-0.025
0.685
0.469
0.216
-0.048
-0.021
-0.027
0.023
0.060
-0.036
1.878
1.672
0.205

山东

-0.054
-0.007
0.030
-0.012
0.031
-0.002
-0.081
-0.033
-0.047
0.043
0.006
0.037
0.002
0.018
-0.016
0.044
0.038
0.006

新疆

-0.069
0.016
0.587
-0.304
0.435
0.029
0.599
0.467
0.131
-0.195
-0.121
-0.075
-0.046
-0.122
0.076
0.810
0.627
0.183

湖北

-0.026
-0.030
-0.106
0.001
-0.058
0.007
-0.042
-0.033
-0.010
-0.037
-0.045
0.008
-0.001
0.005
-0.006
-0.287
-0.224
-0.062

浙江

0.042
-0.011
-0.106
0.093
-0.062
-0.034
-0.190
-0.171
-0.018
0.355
0.152
0.203
-0.019
0.067
-0.085
0.011
-0.037
0.048

广东

0.045
-0.049
-0.106
0.029
-0.072
-0.044
0.062
-0.021
0.083
0.104
0.056
0.048
-0.012
0.083
-0.095
0.017
0.034
-0.017

四川

-0.060
0.060
-0.106
-0.014
-0.100
-0.034
-0.003
0.065
-0.068
-0.064
-0.047
-0.017
-0.008
-0.039
0.031
-0.507
-0.287
-0.219

续表8

宁、内蒙古主要由能源结构与能源强度两项因素

造成。就能源结构这个因素而言，造成人均生活

碳排放增长主要是煤炭、热力引起：煤炭曾长期

占据居民家庭能源结构，燃烧热值低且存在污染

扩散问题而被诟病，进入新发展阶段后全国推行

“煤改电”“煤改气”，在新旧能源的替换下该能源

的主导地位被动摇，但该影响程度因地区也有一

定差异，南方省份的煤炭利用比例明显低于北方；

热力因素辐射范围仅限于北方地区，目前的热力

生产工业主要依赖煤炭，碳排放系数较大，因此

采暖需求的加大会诱发碳排放的增加。能源强度

表示单位经济收入上产生的能源消费量，本文以

等效电折算各类能源，单位收入上消耗的有效能

源减少表征节能技术的进步，从分解结果上可看

出在该项指标上也存在巨大的地区差异，表现最

优的为浙江省。人均可支配收入对区域间居民人

均生活碳排放的正向作用最为直观，正负效应是

由地区间经济发展程度差异造成。城镇化因素的

作用应该分时期进行观察：2005和 2010年这两个

时间节点，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可促进人均生活碳

排放的增加；在 2015年和 2017年这两个时间节点

的湖北、浙江、广东已出现相反的表现规律，与

时间分解的表现保持一致。

2.2.3 居民人均生活碳排放城乡间因素分解

尽管地区间碳排放差异占主导地位，但能源

的使用与当地地理气候环境、资源储存情况有关，

不宜用同一标准定量分析。而城乡碳排放不平等

性问题同样复杂突出，一般可依托政策支撑与行

为教导进行调节，因此，本文基于 Theil指数计算

结果，利用 LMDI模型对研究省区的城乡居民生活

碳排放进行空间分解，挖掘影响城乡人均生活碳

排放的关键影响因子，提出针对性解决方案。篇

幅所限，本文的分解结果只列出关键时间节点，

碳排放系数在同一省内视为相同量，因此 ∆Dγ CF
（碳排放系数贡献值）为 0，其余因子的贡献值见

表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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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2005

2010

2015

因素

∆Dγ SF
∆Dγ SF1
∆Dγ SF2
∆Dγ SF3
∆Dγ SF4
∆Dγ SF5
∆Dγ SF6
∆Dγ SF7
∆Dγ SF8
∆Dγ SF9
∆Dγ SF10
∆Dγ SF11
∆Dγ SF12
∆Dγ EF
∆Dγ IF
∆Dγ
∆Dγ SF
∆Dγ SF1
∆Dγ SF2
∆Dγ SF3
∆Dγ SF4
∆Dγ SF5
∆Dγ SF6
∆Dγ SF7
∆Dγ SF8
∆Dγ SF9
∆Dγ SF10
∆Dγ SF11
∆Dγ SF12
∆Dγ EF
∆Dγ IF
∆Dγ
∆Dγ SF
∆Dγ SF1
∆Dγ SF2
∆Dγ SF3
∆Dγ SF4
∆Dγ SF5
∆Dγ SF6
∆Dγ SF7

辽宁

-0.344
0.156
-0.013
0.000
0.000
-0.031
0.000
0.000
0.000
-0.015
0.000
-0.563
0.121
0.215
-0.536
-0.665
-0.559
0.037
0.019
-0.008
0.000
-0.012
-0.001
0.000
0.029
-0.002
-0.002
-0.803
0.184
0.301
-0.836
-1.094
-0.564
0.140
0.060
0.023
0.000
-0.020
-0.066
0.000

内蒙古

-0.286
0.127
-0.004
0.000
-0.021
-0.009
-0.002
0.000
0.019
-0.033
-0.004
-0.396
0.036
0.226
-0.935
-0.995
-1.170
0.382
0.050
-0.003
0.000
-0.002
-0.012
0.000
0.021
-0.021
-0.112
-1.510
0.036
0.595
-1.394
-1.969
-1.736
0.471
0.021
0.000
0.000
0.001
0.007
0.000

山东

0.056
0.121
0.000
-0.002
-0.007
0.000
-0.012
0.000
-0.002
-0.057
-0.024
-0.076
0.116
0.172
-0.447
-0.220
0.074
0.032
0.000
-0.002
-0.002
0.000
-0.075
0.000
0.039
-0.030
-0.042
-0.108
0.262
0.247
-0.686
-0.365
0.081
0.049
0.000
0.064
-0.002
0.000
-0.092
0.000

新疆

-0.409
0.468
0.000
0.000
-0.002
0.000
-0.035
0.001
-0.013
-0.053
-0.043
-0.609
-0.123
0.304
-0.597
-0.702
-1.056
0.380
0.000
0.000
-0.001
0.000
-0.018
0.001
-0.004
-0.019
-0.079
-1.344
0.030
0.015
-0.507
-1.548
-1.292
0.479
0.000
0.000
-0.005
0.000
-0.056
0.001

湖北

0.038
0.114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4
0.000
-0.026
-0.017
0.000
-0.037
0.085
-0.244
-0.121
-0.013
0.046
0.000
0.000
-0.003
0.000
0.008
0.013
0.000
0.007
-0.024
-0.022
-0.039
0.181
-0.423
-0.255
0.069
0.151
0.000
-0.001
0.000
0.000
-0.028
0.025

浙江

0.036
0.000
0.000
0.032
0.000
0.000
0.000
0.000
0.004
-0.027
-0.006
0.000
0.032
0.340
-0.335
0.041
0.040
0.000
0.000
0.024
0.000
0.000
-0.002
0.000
0.005
0.010
-0.032
0.000
0.036
0.670
-0.500
0.211
0.069
0.012
0.000
0.013
0.000
0.000
0.017
0.000

广东

0.052
0.025
0.000
0.008
0.000
-0.009
0.014
0.002
0.007
-0.059
0.000
0.000
0.065
0.300
-0.470
-0.118
0.056
0.007
0.000
0.000
0.000
-0.016
-0.012
0.003
0.008
-0.011
-0.013
0.000
0.090
0.602
-0.605
0.054
0.063
0.007
0.000
0.000
0.000
-0.013
-0.034
0.003

四川

0.031
0.205
0.000
0.000
0.000
0.000
-0.001
0.000
0.000
0.000
-0.168
0.000
-0.005
0.001
-0.243
-0.210
0.035
0.277
0.000
0.000
0.000
0.000
0.005
0.000
0.000
0.000
-0.257
0.000
0.010
0.039
-0.235
-0.161
0.024
0.117
0.000
0.000
0.000
0.000
0.016
0.000

表9 居民人均生活碳排放城乡间（城镇-农村）因素分解结果 tCO2/人

周丁琳等：我国居民生活碳排放的时空分解和不平等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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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LMDI法进行城乡间对比分解，可以发

现：农村的人均生活碳排放通常低于城镇，但随

着物质生活的逐渐改善，农村的人均生活碳排放

逐渐上升，甚至在浙江、广东等发达地区的农村

生活碳排放量在 2005—2010年间已超越城镇，湖

北省近几年对于该趋势的表现也较为明显。

能源强度和人均收入对城乡间居民人均生活

碳排放的作用强度最大，能源强度是造成农村居

民人均碳排放高于城镇居民的因素，而人均收入

的作用规律则相反。能源强度作为衡量能源效率

水平的重要指标，城镇居民在单位收入上消耗的

能源低于农村居民，有效地降低了人均碳排放量，

表明城镇居民生活中已提高节能意识并采用较为

丰富的节能技术，是降低人均生活碳排放的正确

方向；与时间序列分解类似，收入是促进能源消

费与碳排放的稳定因素，该因素在两者之间呈现

相同效应主要是因为各省份的城乡居民收入差异

所导致的生活能源需求不同。在推进城乡统筹发

展、消除收入不平等现象、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

设、加大科技节能投入力度的政策背景下，以上

两项因素对城乡间人均生活碳排放差异性会失去

主导作用。

能源结构因素的影响因地区有明显变化，南

方省份农村居民生活能源结构对人均生活碳排放

起拉动效果，而绝大部分北方省份结果相反。造

成各省结果不同的原因较为复杂，利用能源结构

图 5辅助分析：城乡居民的家庭生活能源在品种、

结构上均有较大出入，南北方分化现象明显。北

方地区影响因子最大的能源是煤炭、热力、电力，

其中，煤炭在农村居民家庭能源结构中居于垄断

地位；采暖需要的集中热力供应大多或仅面向于

城镇，农村居民一般采用秸秆、薪柴等生物质燃

年份

2015

2017

因素

∆Dγ SF8
∆Dγ SF9
∆Dγ SF10
∆Dγ SF11
∆Dγ SF12
∆Dγ EF
∆Dγ IF
∆Dγ
∆Dγ SF
∆Dγ SF1
∆Dγ SF2
∆Dγ SF3
∆Dγ SF4
∆Dγ SF5
∆Dγ SF6
∆Dγ SF7
∆Dγ SF8
∆Dγ SF9
∆Dγ SF10
∆Dγ SF11
∆Dγ SF12
∆Dγ EF
∆Dγ IF
∆Dγ

辽宁

0.001
-0.012
-0.043
-0.965
0.317
0.329
-0.985
-1.219
-0.647
0.134
0.048
0.000
0.000
-0.008
-0.056
0.000
0.000
0.003
-0.056
-1.034
0.322
0.371
-1.035
-1.311

内蒙古

0.001
0.006
-0.040
-2.177
-0.025
0.526
-0.886
-2.096
-1.982
0.693
0.022
0.000
0.000
-0.001
-0.008
0.000
0.099
0.016
-0.069
-2.564
-0.169
0.994
-1.121
-2.108

0.006
-0.010
-0.029
-0.135
0.231
0.684
-0.726
0.038
0.052
0.039
0.000
0.083
-0.001
0.000
-0.090
0.000
0.006
-0.008
-0.033
-0.149
0.206
0.678
-0.780
-0.050

山东 新疆

0.007
-0.002
-0.109
-1.720
0.112
0.019
-0.715
-1.988
-0.915
0.817
0.000
0.000
-0.012
0.000
-0.031
0.000
-0.016
-0.003
-0.158
-1.466
-0.046
0.528
-0.907
-1.294

湖北

0.043
-0.008
-0.044
0.000
-0.069
0.449
-0.463
0.055
0.136
0.252
0.004
0.014
0.000
0.000
-0.034
0.027
0.000
-0.009
-0.045
0.000
-0.074
0.492
-0.450
0.178

浙江

0.006
0.036
-0.078
0.000
0.064
0.863
-0.569
0.362
0.083
0.007
0.000
0.005
0.000
0.000
0.018
0.000
0.006
0.050
-0.091
0.000
0.087
1.047
-0.637
0.493

广东

0.011
0.021
-0.039
0.000
0.107
0.894
-0.756
0.201
0.070
0.007
0.000
0.001
0.000
-0.013
-0.040
0.003
0.012
0.024
-0.040
0.000
0.117
1.037
-0.838
0.269

四川

0.000
-0.003
-0.118
0.000
0.012
0.083
-0.260
-0.153
-0.024
0.049
0.000
0.002
0.000
0.000
0.037
0.000
0.001
-0.003
-0.133
0.000
0.023
0.070
-0.264
-0.217

续表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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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以及电取暖的方式满足热力方面的需求；生活

电气化的实现与基础设施建设的落后也在一定程

度上固化了单一的农村能源结构，农村居民的能

源使用逐步依赖于电力，因此热力成为人均碳排

放向城镇倾斜的主要原因，煤炭、电力则相反。

南方地区情况稍显乐观，作用强度较大的影响因

子较多，包括煤炭、电力、汽油、液化石油气，

情况需要分开讨论：浙江、广东城乡之间的生活

能源结构最为接近，最大的区别在于农村地区没

有天然气管网设施，会有部分利用煤炭进行炊事

活动，由此形成城乡生活碳排放的差异；湖北和

四川的农村在研究年份的煤炭使用比例较高，城

镇地区利用的清洁能源与高效碳质燃料比例大，

是造成城镇地区人均碳排放低于农村地区的基本

原因。

图5 2005—2017年居民平均生活能源结构

2.2.4 居民用电潜力分析

由上述分析可知，居民的能源结构因地区现

实情况存在显著差异，居民生活的各类能源消费

受到当地资源储量、经济能力等客观因素的制约，

最需要引起注意的是电力在家庭生活能源结构中

的基础性地位已经凸显。目前居民能源中电力比

重较大，电力会逐渐替代炊事、取暖、出行等方

面的原有能源，表现出生活电力化的格局，成为

未来家庭生活中的主要能源。为评估未来家庭电

力消费的变化趋势，本文以 2005-2017年间家庭人

均生活用电量为衡量指标，将中国内地与中国香

港、美国进行对比，如图 6所示。美国的人均用电

量远高于中国内地、中国香港同时期水平，内地

与香港也存在一定差距。尽管美国人均用电量领

先，但在该期间存在下降趋势，香港的情况较为

稳定，各年间波动范围小，未表现出整体的上升

或下降趋势；尽管中国内地人均用电量较低，但

一直处于攀升阶段，2017年约为 2005年的 3倍。

由于电力消费量与地区经济消费水平的走向呈一

致性，而电力消费占居民生活能源消费的比重也

是持续扩大，可以推断中国内地的居民生活碳排

放将持续攀升。因此，如何提高居民生活领域的

能源效率，推动低碳技术进入家庭生活，将是未

来我国碳减排的重点。

图6 历年居民人均用电量变化

3 结论与建议

3.1 结 论

基于以上计算结果分析，可得出以下结论：

各省人均生活碳排放的时间序列因素分解结果在

不同时期内存在很大的差异，其中居民收入对人

均碳量增长的拉动作用最为显著；我国居民碳排

放存在空间上排放失衡的情况，从 Theil指数的测

算结果表明地区内（城镇-农村）差异性弱于地区

间（省-省）差异性；能源结构、能源强度、人均

收入是影响地区间人均碳排放差异的主要因子，

其中人均收入对地区内城乡间人均碳排放差异的

作用最为突出。

3.2 建 议

新疆、内蒙古、辽宁、山东及其余居民用能

体系相似的北方地区应将重点放在限制粗放型高

碳能源的使用以及清洁可再生能源工程的建设；

浙江、广东应侧重于推进城乡能源供应体系一体

化发展，完善农村天然气基础设施建设，适当外

购高效的清洁能源；四川、湖北进一步优化城乡

居民能源供应体系，统筹城乡能源供应平衡发展；

推广新型的能源利用模式，发挥能源互补与循环

利用优势，如燃料电池热电联产系统是目前发达

国家广泛推广的家庭能源技术，可用于缓解电网

周丁琳等：我国居民生活碳排放的时空分解和不平等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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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紧张与环境负荷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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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在我国传统的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的工

业发展过程中，经济发展对能源产业有极大的依

赖性[1-2]。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产生的资源和环

境的代价也是巨大的。在此背景下，低碳经济成

为学术研究的热点，在 CNKI的检索结果中，仅

2010年发表的低碳经济相关研究文献就达 6 596
篇，涉及工业经济、电力、金融等 20多个学科。

自 2016年推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来，能源结构

一直处于不断优化的过程中，我国的能源结构优

化已经从“去产能”向“调结构”转变，经济增

长也从“粗放型”逐渐转为“集约型”转变，对

能源的依赖性呈现“倒U”型变化[3]。研究的重点

也从能源结构优化的意义、优化方向、政策建议

逐步转变为探索在“集约型”发展中发展效率的

提升路径。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过程中，能源

结构优化对降低碳排放和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至

关重要，但在现有文献中并没有相关测算。基于

此，本文回顾和梳理了能源结构优化的相关政策，

从能源经济的视角，使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 SBM
模型[4]计算我国东部和西部 19个地区的低碳全要素

生产率，以 2016年为时间节点进行双重差分，探

究能源结构优化对低碳经济发展的影响。

1 文献综述

在我国能源经济的发展历程中，伴随能源开

采，运输和使用产生的碳排放给环境造成的压力

不容小觑。能源结构优化的过程，是帮助我国建

立资源友好型、资源节约型发展模式的有效途

径[5-6]。
2015年年底，我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黄群慧[7]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由于供需结构性

矛盾而产生的全要素生产率低下问题所进行的结

构调整和体制机制改革；韩文科[8]站在能源优化的

角度分析石油天然气的低成本绿色开发和煤炭的

能源结构优化对低碳经济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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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减量开发的优化方向；代玉婷[9]研究了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对我国电力行业低碳发展的作用，并

证实了我国各省电力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受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影响均得到了提升；徐孝民[10]计算了我

国区域煤炭市场的供给脆弱性，归纳了 4种能源供

给脆弱性不同的城市类型；邓玉勇等[11]研究了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推行之后，我国节能减排相关技术

的发展对节能减排效率的提升作用。周朝波等[12]使
用双重差分方法探究了碳排放试点政策对低碳经

济的影响，并发现碳排放交易试点在东部地区产

生的“波特效应”更加明显。

在低碳经济效率评价方面，学者们大都采用

全要素生产率来进行经济效率的评价，李玲等[13]基
于 DEA方法将 GDP和 CO2排放量作为产出指标对

内蒙古低碳经济效率进行了评价；何枫等[14]构建了

两阶段投入产出导向的模型，用于计算全要素生

产率计算中的阶段变化；贾登勋[15]使用包含非期望

产出的 SBM模型验证了在我国的不同区域，低碳

经济发展效率存在差异；冯杰等[16]评价了基于DEA
方法的W-DDF、S-DDF、SBM模型，发现 SBM 模

型更加贴合低碳全要素生产率的现实含义。张逸

昕等[17]基于SBM模型对资源型城市的转型进行了评

价，结果表明低碳技术进步和环境管制政策在促

进资源型城市转型中有重要作用。

对现有文献的梳理发现，能源结构的优化尤

其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能源行业的推行，对我

国低碳经济产生了多行业、多维度且程度不一的

影响。基于对文献的研究，本文选取 2012—2017
年的数据指标，依照冯杰等[1]研究，选择包含非期

望产出的 SMB模型计算东部和西部各省全要素生

产率，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推行的 2016年为

时间节点，使用双重差分模型评价能源结构优化

对我国低碳经济的影响程度。

2 分析方法和数学模型

2.1 指标选取和数据来源

模型用到的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2012—2017年各省年度数据，在此基础上进行整

理和计算。固定资产投资、城镇工资总额、国民

生产总值等数据均以 2012年为基期进行平减，通

过计算得到城镇人口比例、能源消费量等数据。

本文所选用指标计算方式如下。

1） 低 碳 全 要 素 生 产 率 （LC-TFP）： 通 过

DEA-SBM模型计算低碳全要素生产率。在DEA-

SBM模型中设定投入为资本投入（K）和劳动投入

（L），以 2012年为基期，将各省固定资产投资金额

用于衡量资本投入，各省城镇工资总额衡量劳动

投入，分别按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平减。设定期望

产出为各省 2012—2017年GDP按国民经济生产总

值指数以 2012年为基期的平减值。非期望产出为

二氧化碳排放量，由于没有能明确测量二氧化碳

排放量的统计数据，故选取各省煤炭、石油、天

然气 3种能源消费总量以标准煤当量为单位换算

值作为碳排放量。DEA方法不直接对数据进行综

合，输出值与投入指标、产出指标的单位无关，

故在使用DEA-SBM模型时输入数据无需进行量纲

化处理。

2）地区固定效应Du：在双重差分模型中设定

地区固定效应 Du，城市对能源的依赖程度不同，

受能源结构调整相关政策的影响程度会有差异，

本文按照徐孝民[10]对煤炭供给脆弱性的划分，选取

对煤炭供给变动较敏感的地区视为实验组，对煤

炭供给变动敏感度较低的地区视为对照组，实验

组取1，对照组取0。
3）时间固定效应Dt：在双重差分模型中设定

时间固定效应 Dt，将 2016年作为时间固定节点，

Dt值在政策实施之后即 2016年之后取 1，2016年
之前的时间取0。

4） 我国各省市经济发展水平 G：使用各省人

均国内生产总值衡量各省市经济发展水平，以

2012年为基期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按居民消费价

格水平进行平减，平减后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越

高，该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

5） 城市化进程 C：用城镇人口比例表示城

市化进程，城镇人口比例等于城镇人口数除以

年末常住人口数，城镇人口比例越高，城市化

进程越高。

2.2 基本模型

在能源结构优化的过程中，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起到了非常大的加速作用，故在探究能源结构

优化对低碳经济影响时，可通过对这一系列调整

能源结构的政策进行评估，来确定能源结构优化

对低碳经济的影响。构建双重差分模型（1）。

lctfp = ∂0 + ∂1Du + ∂2Dt + ∂3Du × Dt + u （1）
其中，因变量 lctfp为我国各省市低碳全要素生

产率，可以用来评价一个城市的低碳经济发展情

况；Du为时间固定效应，其值在 2016年后取 1，
其余时间取 0；Dt为地区固定效应，能源依赖性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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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地区取 1，能源依赖性较低的地区取 0；交叉

项Du × Dt 的系数是双重差分模型关注的重点；∂3
的大小和正负可以衡量政策实施作用的的大小和

方向；u为余值，用来平衡其他因素的影响。在回

归结果中若交叉项系数为正且结果显著，说明政

策的推行对因变量有正向作用，若交叉项系数为

负且结果显著，说明政策的推行对因变量起反向

作用，若回归结果不显著，则很难证明政策有效，

需要通过其他方法验证。

在公式（1）中，低碳经济在 2016年前后的变

化得到了很好的度量，但低碳全要素生产率的变

动可能存在由其他因素产生的影响，故需要引入

控制变量来排除一些因素的影响，本文基于蒋金

荷[18]对低碳经济影响因素的研究，选择经济发展水

平 （G） 和城市化进程 （C） 作为控制变量，构建

模型（2）。

lctfp = ∂0 + ∂1Du + ∂2Dt + ∂3Du × Dt + ∂4G + ∂5C + u
（2）

得到中国各省市低碳全要素生产率的双重差

分模型，排除控制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化进程两

个变量的影响，可以更直观的反映出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的推进对低碳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2.3 测算低碳全要素生产率的DEA-SBM模型

在进行低碳全要素生产率的双重差分模型研

究时，作为核心变量的低碳全要素生产率需要通

过基于非期望产出的数据包络法DEA-SBM计算。

假设有 n个决策对象，每个决策单元都有m种

投入，s种产出，寻找生产前沿面，将决策单元投

影到生产前沿面上，通过比较决策单元的偏离程

度评价其有效性进行计算。在进行DEA模型运算

时，由于其计算方式是将决策单元投影到生产前

沿面上，不直接对数据进行综合，故在进行数据

处理时不需要进行单位的统一，极大地方便了多

维度指标的运算。

DEA-SBM模型相对DEA分析方法，加入了考

虑非期望产出的方向距离函数，将产出调整为 s1种
期望产出和 s2种非期望产出。采用 stata数据包进行

计算，在进行具体数据测算时，对于模型中的决

策对象取 2012—2017年的数据，模型投入指标选

取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两项指标，模型产出指标

选取国民生产总值作为期望产出，碳排放指标作

为非期望产出。

2.4 稳健性检验

对能源结构优化对低碳经济的影响研究中，

为了排除时间趋势的影响，双重差分估计后，采

用安慰剂检验的方式进行样本稳健性检验。

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条件下，在式（2）中将时

间固定效应 Dt变更为年份虚拟变量 Dti （i=2012，
2013，…，2015），当年份大于等于 i时Dti取 1，其

余年份取 0。表示假设在第 i年政策开始产生变化，

得到模型（3）。

lctfp = ∂0 + ∂1Du + ∂2Dti + ∂3Du × Dti + ∂4G + ∂5C + u
（3）

计算每个时间变量条件下的低碳全要素生产

率 lctfp，得到假设不同年份发生趋势变化的回归结

果，重点关注交叉项系数的大小和显著性水平。

若 2016年前年份的双重差分结果均不显著，则表

明检验结果具有稳健性。

3 测算结果与检验

3.1 主要变量及描述性统计值

在进行低碳经济水平评价的过程中，核心变

量为各省市 2012—2017年低碳全要素生产率， 通

过DEA-SBM模型计算得到我国东部地区及西部地

区 19省市低碳全要素生产率，如图 1所示。可以

看出，我国对煤炭供应敏感程度高的城市低碳全

要素生产率相对较低，且大都分布在西部地区，

对煤炭供应敏感程度低的城市低碳全要素生产率

也相对较高的且大部分分布在东部地区。通过对

数据的初步观察做出假设。

假设：我国各省市低碳全要素生产率在 2016
年前后发生波动，且对煤炭敏感度高的城市的波

动大于敏感程度低的城市。我国各省市低碳全要

素生产率的描述性统计值，见表1。
3.2 基本回归结果

基于双重差分基本模型建立式（2）进行OLS
回归，验证能源结构优化对低碳经济的影响，回

归结果见表 2。逐步在模型回归计算中加入时间固

定效应、省份固定效应、删除控制变量等，用于

对比分析相应因素对结果的影响，lctfp（1） -（4）
交叉项Du × Dt 的值均显著为正，lctfp（2）是最终

关注的结果。

如表 2所示，在模型中加入不同控制变量后，

交叉项 Du × Dt始终有正系数，且检验均在 1%的

水平上显著。说明我国能源结构优化对低碳经济

效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再加入省份固定效应

后交叉项变动幅度较大，说明我国不同地区低碳

经济水平有一定的差距且对回归结果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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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程度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均值

低

0.904
0.939
0.924
0.924
0.914
0.911

高

0.798
0.868
0.860
0.880
0.885
0.890

1/4分位数

低

0.879
0.964
0.963
0.976
0.978
0.909

高

0.745
0.753
0.754
0.763
0.759
0.756

中位数

低

0.906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高

0.773
0.915
0.849
0.943
0.972
1.000

3/4分位数

低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高

0.832
0.957
0.949
0.985
1.000
1.000

标准差

低

0.063
0.027
0.045
0.059
0.063
0.062

高

0.085
0.110
0.105
0.112
0.119
0.122

表1 我国各省市低碳全要素生产率的描述性统计值

表2 能源结构优化对低碳经济影响双重差分回归结果

注：***、**、*分别表示 t检验在 1%，5%，10%的水平上显

著，括号中的数据为标准误。

3.3 稳健性检验

通过双重差分的方法对低碳全要素生产率进

行检验得出的结果支持研究假设，能源结构优化

对低碳经济发展有显著影响，为保证结果的准确

性，还需要对数据进行稳健性检验。选取安慰剂

检验的方法验证实验数据的稳健性，分别假设低

碳经济受到影响的时间点为 2013年、2014年和

2015年，即计算修改后的时间固定效应 Dti （i=
2013，2014，2015），观察式 （3） 回归结果的时

间固定效应和省份固定效应交叉项系数的政府和

结果显著性。验证结果见表3。
表3 能源结构优化对低碳经济影响安慰剂检验

注：同上。

表 3可以看出在供给侧改革推行前的数据检验

中，3年R2值均较低，R检验不通过，且交叉项系

数绝对值均较小，2015年交叉性系数为负，2013

图1 我国东部地区及西部地区省市低碳全要素生产率

解释变量

Du × Dt

Con1 (G )

Con2 (C )

时间固定效应

省份固定效应

样本数

R2

lctfp（1）
0.007 1***
（0.096 8）
-0.000 8***
（0.039 3）
2.212 7**
（0.096 8）
YES
NO
114

0.907 2

lctfp（2）
0.084 4***
（0.027 2）
-0.000 6**
（0.000 1）
1.943

（0.111 9）
YES
YES
114

0.906 3

lctfp（3）
0.058 6***
（-0.095 1）

1.306***
（0.034 8）
YES
YES
114
0.82

lctfp（4）
0.925 2***
（0.189 7）

YES
YES
114
0.96

解释变量

Du × Dti

时间固定效应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变量

样本数

R2

lctfp

i=2013
0.008 2

（0.031 3）
YES
YES
YES
114
0.17

lctfp

i=2014
0.002 3

（0.034 3）
YES
YES
YES
114
0.28

lctfp

i=2015
-0.002 3*
（0.037 9）
YES
YES
YES
114
-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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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2014年回归结果未通过 t检验，结果不显著。

即假设政策在 2016年以前的年份推行，根据双重

差分结果，政策未对低碳经济效率产生影响，排

除了数据本身波动对实验结果的影响，表明 2016
年推行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显著的提高了低碳经

济发展水平。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 论

1） 我国大部分地区低碳经济发展势头良好。

在所取样本 19个省市中，有 14个省份的低碳全要

素生产率在逐年递增，说明在能源结构的优化过

程中，我国东西部城市在低碳经济发展稳中有增，

通过优化能源结构建设资源友好型、资源节约型

发展模式是可持续的。

2）我国能源结构优化的推进对低碳经济发展

有较大影响。通过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以东部地

区作对比，排除一些不可观测的因素的发展趋势

的影响之后， 2016年前后西部地区的低碳经济发

展水平出现了明显提升，证明我国能源结构优化

的加速对低碳经济发展产生了正向影响。

3） 我国西部地区受能源结构优化影响较大。

根据徐孝民等[10]对煤炭供给脆弱性的研究，初步假

设判断对能源依赖性较低即自给能力较强的西部

地区在能源结构优化的过程中所受影响较明显。

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假设成立，在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前后西部地区低碳全要素生产率的波动大于

东部地区，验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效的同时也

表明西部地区所受能源结构影响较大。对能源敏

感性不同的地区，可以在能源优化上分类治理。

4.2 政策建议

1）能源结构优化需要继续深化。能源结构优

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我国能源结构优化政策对

各地区低碳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这种作

用会随着能源结构优化的深入逐渐递减。我国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已经从“去产能”向“调结构”

转向，能源结构的优化也应按照这个思路进行深

入调整，使能源结构一直维持在较合理的水平。

2）推行能源结构优化政策时应考虑到地区对

能源的依赖性。在研究过程中发现，我国西部地

区受能源结构优化影响较大，部分地区出现了较

明显的GDP增长放缓，虽然低碳经济增长变化明

显，但在制定政策时还是应选择较为温和的调整

方式，保证地区经济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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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煤炭资源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仍将是我国的主

体能源，“十四五”时期，煤炭行业的发展将是全

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多

年来，煤炭资源的过度开发不仅带来严重的环境

问题，还给煤炭产业自身的发展带来障碍。据有

关统计，煤炭资源型地区的大气污染程度是全国

平均值的 1.5倍以上。因此，要实现煤炭产业的高

质量发展，必须恪守生态环境红线，将绿色始终

贯穿到煤炭产业发展过程中，促进煤炭产业发展

与生态环境建设是实现生态文明建设和提高生态

效率的必要条件，基于此，本文以我国煤炭省份

为研究对象，对煤炭产业绿色发展进行效率测度，

以期为煤炭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实

际借鉴。

国内外很多学者对煤炭产业的绿色发展进行

了研究。刘虹[1]基于我国煤炭产业发展的实际，从

煤炭开采和利用两个维度，提出了我国煤炭产业

绿色发展的战略，并提出了煤炭产业绿色发展路

径；李鹏等[2]对煤炭供给侧改革进行了研究，阐述

了我国煤炭产业的发展现状，对国内外煤炭产业

绿色发展进行了比较，提出了我国煤炭产业绿色

发展的路径；陈红[3]将国家绿色发展战略与能源行

业进行对接，将“经济-环境-健康”纳入煤炭行

业发展框架，提出“绿度”的概念对煤炭产业绿

色发展进行衡量；焦嶕等[4]将 EFE矩阵、IFE矩阵

与层次分析法进行结合，在阐述煤炭产业绿色发

中国省级煤炭产业绿色发展效率测度研究

赵 阳
（煤炭科学研究总院，北京 100013）

摘 要：绿色发展是煤炭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运用EBM模型与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分别

从静态与动态两个维度考察 2013—2017年中国 25省（市、自治区）煤炭产业绿色发展效率。研究

发现： 2013—2017年，所选取的25个省份的煤炭产业绿色发展效率平均值分别为0.698 9、0.642 1、
0.560 6、0.607 3、0.525 7和 0.606 9，表明煤炭产业绿色发展效率呈现一定的波动性。从产煤大省

的煤炭产业绿色发展规模效率来看，规模效率也呈现波动性变化，部分省份规模效率递减，从产

煤大省的煤炭产业绿色发展技术效率看，大部分省份技术效率呈现递增的趋势。

关键词：EBM模型；Malmquist指数；绿色发展；煤炭产业

中图分类号：F416.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9605（2020） 10－0050－05
Research on the measurement of green development efficiency of China's provincial coal

industry
Zhao Yang

（China Coal Research Institute，Beijing 100013，China）

Abstract：Green development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coal industry. The EBM model and
the Malmquist productivity index were used to examine the green development efficiency of the coal industry in China's 25
provinces （municipalities，autonomous regions） from 2013 to 2017 from static and dynamic dimensions.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average green development efficiency of the coal industry in the 25 selected provinces were 0.6989， 0.6421， 0.5606，
0.6073，0.5257and 0.6069 from 2013 to 2017，indicating that the green development efficiency of the coal industry showed a
certain degree of volatil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cale efficiency of green development of the coal industry in large
coal-producing provinces， the scale efficiency also shows volatile changes，and the scale efficiency of some provinces is de⁃
creas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echnical efficiency of the green development of the coal industry in major coal-produc⁃
ing provinces，the technical efficiency of most provinces is showing an increasing trend.
Key words：EBM model；Malmquist index；green development；coal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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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现状基础上，构建煤炭产业绿色发展评价指标

体系，对煤炭产业的最优绿色发展战略进行评价；

王雪芹等[5]首先对煤炭产业绿色GDP进行了核算，

将煤炭产业总 GDP扣除环境成本从而得到绿色

GDP，以山西省为研究对象，将煤炭产业产量与煤

炭产业绿色GDP进行协整研究，结论表明煤炭产

业绿色经济增长对煤炭产量有单向的格兰杰因果

关系；张倩等[6]指出技术创新为煤炭产业的绿色发

展提供了可行的途径，在对煤炭产业绿色发展现

状进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煤炭产业绿色转型

与技术创新的协同发展路径，为煤炭产业的绿色

发展提供了可行的建议；车亮亮等[7]在阐述煤炭企

业绿色发展现状的基础上，提出煤炭企业绿色发

展的概念和内涵，以冀中能源集团为案例，对该

企业的绿色转型进行研究，并对其成功经验进行

了总结。

1 研究方法

1.1 概 述

在效率测算方法方面，DEA模型由于无需设

定参数，能够处理多投入和多产出，受到学者的

广泛推崇。传统的DEA 模型，如 BCC模型、CCR
模型是径向的、角度的，忽略了松弛变量[8-9]。为

此，Tone提出非径向、非角度的 SBM模型，该模

型能够避免径向的、角度的传统DEA模型可能造

成效率测算误差这一不足，且可以处理松弛变量，

但是 SBM模型会使投入和产出无效率最大化，可

能存在线性无解的情况。综上，无论是传统的

DEA模型还是 SBM模型都不能处理投入和产出变

量同时具有径向和非径向特征的情况。鉴于此，

Tone等[10]提出了一种同时包含径向与非径向两类距

离函数的混合模型。由于模型中使用了 ε参数，

Tone称之为 EBM（Epsilon-Based Measure） 模型。

EBM模型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传统 DEA模型和

SBM模型的缺陷，在效率评价领域应用广泛。因

此，本文首先使用 EBM模型对研究对象的煤炭产

业绿色发展效率进行测算，以期通过 EBM模型获

得更接近实际值的效率值，提高数据的精确性和

可靠性，为研究结果提供更可靠的依据。然后，

使用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分析煤炭产业绿色发展

效率的动态演进，探讨煤炭产业绿色发展效率的

驱动因素，为提升煤炭产业绿色发展效率提供有

效的措施。

1.2 EBM模型

本文采用 EBM模型对选取的研究对象的煤炭

产业绿色发展效率进行测算，以期通过 EBM模型

获得更接近实际值的效率值，提高数据的精确性

和可靠性，为研究结果提供更可靠的依据。建立

规模收益不变假设下投入导向的EBM模型（EBM-
I-C）如下式所示。

γ∗ = minθ - εx∑
i = 1

m w-i s-i
xik

（1）
∑
j = 1

n

xijλj + s-i = θxik, i = 1,⋯,m （2）
∑
j = 1

n

yrjλj ≥ yik, r = 1,⋯, s （3）
λj ≥ 0, s-i ≥ 0

其中，γ∗代表 EBM模型的最佳效率值，满足

0 ≤ γ∗ ≤ 1；xik和 yik分别表示第 k个决策单元的第 i

种投入和第 r种产出；下标 k表示被评价的 DMU；
m和 s分别表示投入、产出数量；λ为决策单元的

线性组合系数；θ为径向部分的规划参数；s-i 表示

第 i个投入要素的松弛量；w-i 表示各项投入指标的

相对重要程度，并且满足∑
i = 1

m

w-i = 1( )w-i ≥ 0 ；εx是

一个联系径向和非径向松弛条件的关键参数，并

且满足 0 ≤ εx ≤ 1，它表示效率值计算中非径向部

分的重要程度：取 0时相当于径向模型，取 1时相

当于SBM模型。

1.3 Malmquist指数

Malmquist指数由学者 Sten Malmquist于 1953
年提出，随后 Caves等将其应用到生产率研究中，

Fare等首次提出基于DEA模型测算Malmquist生产

率指数[11-12]。本文在全要素框架下，使用Malmquist
指数衡量煤炭产业绿色发展配置全要素生产率，

定义如下。

TFP =
é

ë

ê
êê
ê

ù

û

ú
úú
ú

Dt ( )xt + 1,yt + 1

Dt ( )xt,yt
×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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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t + 1 ( )xt,yt
1 2

= D
t + 1 ( )xt + 1,yt + 1

Dt ( )xt,yt
×
é

ë

ê
êê
ê

ù

û

ú
úú
ú

Dt ( )xt + 1,yt + 1

Dt + 1 ( )xt + 1,yt + 1
× Dt ( )xt,yt

Dt + 1 ( )xt,yt
1 2
（4）

式中：Dt ( )xt + 1,yt + 1 表示 t+1时期的煤炭产业绿色发

展投入产出组合 ( )xt + 1,yt + 1 在 t时期的技术水平下的

煤炭产业绿色发展效率；Dt ( )xt,yt 表示 t时期的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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炭产业绿色发展投入产出组合 ( )xt,yt 在 t时期的技

术 水 平 下 的 煤 炭 产 业 绿 色 发 展 配 置 效 率 ；

Dt + 1 ( )xt + 1,yt + 1 表示 t+1时期的煤炭产业绿色发展投

入产出组合 ( )xt + 1,yt + 1 在 t+1时期的技术水平下的煤

炭产业绿色发展效率；Dt + 1 ( )xt,yt 表示 t时期的煤炭

产业绿色发展投入产出组合 ( )xt,yt 在 t+1时期的技

术水平下的煤炭产业绿色发展效率。

在规模报酬可变的情况下，煤炭产业绿色发

展全要素生产率可以分解为效率变化指数和技术

变化指数两个方面的乘积，效率变化指数又可以

进一步分解为纯技术效率指数和规模效率指数的

乘积，如下式所示：
TFP = EC × TC

= PE × SE × TC （5）
式中：EC为综合技术效率指数，表示在第 t期到 t+
1期煤炭行业技术效率的变化对煤炭产业绿色发展

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程度；PE为纯技术效率指数，

表示煤炭行业生产管理水平变化对煤炭产业绿色

发展全要素生产率产生的影响，PE>1表示生产管

理水平效率提高，反之则表示效率降低；SE为规

模效率指数，表示煤炭企业规模报酬变动所带来

的煤炭产业绿色发展全要素生产率变化，SE>1表
示生产接近最优规模，反之，则表示远离最优规

模；TC为技术进步指数，表示在第 t期到 t+1期煤

炭企业生产技术的变化程度，TC>1表示煤炭企业

生产技术进步速度有所提高，反之则表示生产技

术进步速度在降低。

2 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2.1 指标选取

煤炭生产过程中会有劳动、资本等投入，也

会有煤炭等期望产出和工业废弃物等非期望产出，

因此，在对煤炭产业绿色发展效率进行测算时，

结合现有学者对煤炭产业绿色发展效率的研究，

并根据投入产出指标的系统性、科学性和可获得

性原则，设定煤炭产业绿色发展效率的投入指标

为煤炭产业固定资产净值、煤炭产业电力消费

量和煤炭产业从业人数，将煤炭产业绿色发展

效率的期望产出指标设定为地区生产总值和煤

矿矿山恢复面积，非期望产出指标设定为工业

固体废弃物。

2.2 数据来源与处理

考虑到数据可得性和各省区煤炭生产情况，

煤炭产业从业人数、固定资产投资、电力消费、

煤炭矿山恢复面积等来源于 2013—2017年《中国

能源统计年鉴》，各省区地区生产总值来源于

2013—2017年 《中国统计年鉴》，非期望产出工

业固体废弃物来源于 2013—2017年《中国环境统

计年鉴》，考虑到各个年份物价水平的不同，其中

煤炭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地区生产总值以 2010
年为基期，折算成不变价格。由于数据的不可得

性，排除西藏自治区的样本，而北京市、上海

市、天津市、浙江省和广东省 5个省 （市） 基本

上无煤炭生产，排除上述 5个省（市），因此选取

黑龙江省、吉林省等 25个省、市、自治区作为研

究对象。

3 实证研究

3.1 综合效率值

利用公式（1）、（2）、（3）对各个样本的煤炭

产业发展绿色测度，除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

广东省、西藏自治区外，2013—2017年 25个省市

自治区的煤炭产业绿色发展效率值见表1。
本文使用投入导向的 EBM模型测算煤炭产业

绿色发展效率，由表 1可见，2013—2017年 25个
省 （市） 自治区的煤炭产业绿色发展效率平均值

分别为 0.698 9、0.642 1、0.560 6、0.607 3、0.525
7和 0.606 9，表明煤炭产业绿色发展效率呈现一定

的波动性。从具体省份来看，福建省的煤炭产业

绿色发展效率排名第一，虽然福建省煤炭产量较

低，但是其煤炭产业绿色效率较高，其次是山东

省和山西省，这两个省份都是产煤大省，表明随

着企业对环境保护的重视，煤炭生产更加向环保

方向转变。煤炭产业绿色效率其余排名分别是安

徽省、江苏省、河北省、四川省、河南省、内蒙

古自治区、浙江省、江西省、青海省、吉林省、

陕西省、重庆市、湖北省、辽宁省、贵州省、甘

肃省、海南省、云南省、湖南省、广西壮族自治

区、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黑龙江省。

3.2 动态效率变化

为了进一步考察 25个省（市、自治区）煤炭

产业绿色发展效率的动态演进特征与驱动因素，

本文利用上述公式，采用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来

测算煤炭产业绿色发展全要素生产率，并将其分

解为技术效率变化指数（EC）与技术进步变化指

数（TC），具体分解结果见表2和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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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2013—2017年25个省级煤炭产业绿色发展规模效率值 续表2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省（市、自治区）

河北

山东

江苏

浙江

福建

青海

海南

辽宁

吉林

黑龙江

湖北

湖南

江西

安徽

陕西

山西

河南

内蒙古

云南

贵州

四川

重庆

广西

甘肃

新疆

均值

2013 年

0.979 7
0.975 5
0.836 9
0.666 9
1.047 4
0.533 1
0.635 7
0.435 8
0.852 3
0.451 0
0.605 1
0.430 6
0.855 4
0.809 3
0.353 6
0.826 7
0.741 7
0.332 4
0.660 5
0.389 6
0.895 0
0.837 3
0.506 5
0.354 2
0.461 0
0.698 9

2014年
0.673 8
0.916 0
0.927 5
0.598 1
0.829 0
0.624 5
0.616 5
0.303 9
0.629 9
0.375 9
0.603 6
0.453 1
0.668 1
0.812 1
0.896 3
0.949 2
0.830 6
0.746 3
0.387 8
0.426 0
0.811 7
0.601 5
0.625 5
0.340 9
0.4039
0.642 1

2015 年

0.736 5
0.901 5
0.713 4
0.620 3
0.471 3
0.685 9
0.483 3
0.297 8
0.749 7
0.220 9
0.459 6
0.450 9
0.523 4
0.869 2
0.342 4
0.739 0
0.716 1
0.835 7
0.452 4
0.4629
0.552 0
0.302 0
0.395 3
0.633 2
0.399 0
0.560 6

2016 年

0.764 1
0.905 9
0.735 8
0.552 6
0.837 8
0.602 6
0.447 6
0.918 0
0.402 0
0.221 0
0.486 1
0.443 8
0.523 4
0.805 1
0.845 5
0.910 5
0.623 8
0.627 7
0.426 2
0.563 0
0.515 0
0.599 0
0.373 5
0.633 2
0.420 6
0.607 3

2017 年

0.676 7
0.790 5
0.809 6
0.571 2
0.340 7
0.522 4
0.149 5
0.511 0
0.262 5
0.188 8
0.412 0
0.532 8
0.400 9
0.846 8
0.378 2
0.847 6
0.559 5
0.836 3
0.389 1
0.586 8
0.771 4
0.402 5
0.372 0
0.427 5
0.556 1
0.525 7

平均值

0.766 2
0.897 9
0.804 6
0.601 8
0.905 2
0.593 7
0.466 5
0.493 2
0.579 3
0.291 6
0.513 2
0.462 3
0.594 3
0.828 5
0.563 2
0.854 7
0.694 1
0.675 7
0.463 1
0.486 2
0.709 0
0.548 5
0.454 5
0.477 8
0.448 4
0.606 9

排名

6
2
5
10
1
12
20
17
13
25
16
22
11
4
14
3
8
9
21
18
7
15
23
19
24

省（市、自

治区）

河北

山东

江苏

浙江

福建

青海

海南

辽宁

吉林

黑龙江

湖北

湖南

2013—
2014年
0.984 5
0.981 4
1.001 6
0.991 0
0.981 4
0.990 0
0.990 0
0.963 7
0.983 2
0.982 0
1.029 4
1.035 5

2014—
2015年
0.955 4
0.977 4
0.998 5
0.976 5
0.996 6
0.990 0
0.990 0
0.988 9
0.925 9
0.953 8
0.961 4
0.970 6

2015—
2016年
0.997 9
0.962 6
0.990 1
1.013 1
0.978 3
0.990 0
0.9900
0.744 6
1.000 7
0.932 4
0.990 8
0.956 6

2016—
2017年
1.001 8
0.952 8
1.000 0
0.981 8
1.000 5
0.990 0
0.990 0
0.993 0
0.945 5
0.964 6
0.950 7
0.969 0

表1 2013—2017年25个省级煤炭产业绿色发展综合效率值

省（市、自

治区）

江西

安徽

陕西

山西

河南

内蒙古

云南

贵州

四川

重庆

广西

甘肃

新疆

2013—
2014年
0.998 2
0.994 5
0.988 6
0.972 2
1.006 7
0.934 4
0.990 0
0.995 0
0.986 1
1.030 0
1.014 1
0.996 0
0.971 6

2014—
2015年
0.934 4
0.970 9
0.935 4
0.972 6
0.989 0
0.943 0
0.990 0
1.002 8
1.020 1
1.026 3
0.966 9
0.917 6
0.902 9

2015—
2016年
0.985 6
0.999 3
0.994 7
1.034 6
0.985 5
0.911 6
3.373 7
0.963 3
0.985 7
1.014 4
0.984 8
1.029 9
0.975 2

2016—
2017年
0.962 5
0.988 6
1.025 8
1.099 3
0.988 6
0.853 6
0.937 7
0.986 0
1.047 5
0.992 3
0.915 8
0.973 2
0.97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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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2可以看出，25个省、市、自治区煤炭产

业绿色发展规模效率值与综合效率值表现类似，

呈现出波动变化的特征。从山西省、山东省、内

蒙古自治区、陕西省、河南省等产煤大省来看，

山西省在考察期内的煤炭产业绿色发展规模效率

呈现递增的趋势，从 2013年的 0.972 2到 2017年的

1.099 3，表明山西省不断重视煤炭产业的绿色发

展。而山东省、内蒙古自治区在考察期内的煤炭

产业绿色发展规模效率递减，陕西省和河南省呈

现波动发展的趋势。因此，煤炭产业绿色发展各

省表现相差较大，与各省的煤炭开采条件、政策

实施效果等有很大的关系。

表3 2013—2017年25个省级煤炭产业绿色发展技术效率值

省（市、自

治区）

河北

山东

江苏

浙江

福建

青海

海南

辽宁

吉林

黑龙江

湖北

湖南

江西

安徽

陕西

山西

河南

内蒙古

云南

贵州

四川

重庆

广西

甘肃

新疆

2013—
2014年
1.000 3
1.074 5
1.047 1
1.014 0
0.991 4
1.060 3
1.009 8
0.997 7
1.003 5
1.001 8
0.985 1
0.988 0
0.993 7
1.006 5
1.012 6
0.997 1
1.005 9
1.055 9
1.014 7
0.998 9
1.001 2
0.987 3
0.998 2
0.985 1
0.994 7

2014—
2015年
1.009 6
1.063 1
1.036 4
1.024 1
0.999 3
1.297 7
0.992 4
1.002 1
1.043 2
1.014 0
1.038 5
1.035 7
1.050 5
1.004 2
1.025 5
1.003 8
1.016 8
1.049 5
1.019 6
0.995 6
1.023 4
0.990 4
1.048 2
1.060 3
1.025 9

2015—
2016年
1.003 6
1.099 4
1.075 1
1.017 7
1.048 9
1.006 7
1.020 2
0.930 8
0.997 0
1.030 0
1.026 9
1.041 0
1.009 3
1.048 0
1.023 1
0.941 0
1.023 3
1.083 3
0.547 7
1.022 8
1.032 7
1.046 5
1.0016
0.9590
0.9780

2016—
2017年
1.016 7
1.098 4
1.064 2
1.049 1
1.037 3
0.990 0
1.017 8
1.040 6
1.032 6
1.036 8
1.048 2
1.050 6
1.025 9
1.036 1
1.041 6
1.052 5
1.015 1
1.048 7
1.057 1
1.026 2
1.040 4
1.045 2
1.049 7
1.003 9
1.010 5

从表 3可以看出，25个省、市、自治区煤炭产

业绿色发展技术效率值与综合效率值、规模效率

值表现不同，技术效率值呈现出递增的态势。从

山西省、山东省、内蒙古自治区、陕西省、河南

省等产煤大省来看，山西省在考察期煤炭产业绿

色发展技术效率从 0.997 1增加到 1.052 5，其余各

省的煤炭产业绿色发展技术效率值也呈现出递增

的态势；山东省的煤炭产业绿色发展效率从 2013
年的 1.074 5增加到 2017年的 1.098 4；内蒙古自治

区的煤炭产业绿色发展技术效率值从 2013年的

1.059 9增加到 2016年的 1.083 3，2017年的技术效

率值为 1.048 7，呈现出一定的动态变化； 陕西省

的煤炭产业技术效率值从 2013年的 1.012 6增加到

2017年的 1.041 6；河南省煤炭产业技术效率值从

2013年的1.005 9增加到2017年的1.015 1。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 论

本研究在阐述我国煤炭产业绿色发展基础上，

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的基础上构建了 EBM模型与

Malmquist 生产率指数，分别运用 EBM 模型与

Malmquist生产率指数从静态与动态两个维度考察

2013—2017年中国 25个省份的煤炭产业绿色发展

效率。得到以下结论：

1） 煤炭产业绿色发展效率呈现一定的波动

性。从实证分析可以看出，2013—2017年，所选

取的 25个省份的煤炭产业绿色发展效率平均值分

别为 0.698 9、0.642 1、0.560 6、0.607 3、0.525 7
和 0.606 9，表明煤炭产业绿色发展效率呈现一定

的波动性。同时也可以看出，煤炭产业绿色发展

效率与煤炭产量并无相关关系，如福建省产煤量

较小，但是其煤炭产业绿色发展效率居全国首位，

产煤大省如山西省、内蒙古自治区、山东省、河

南省等也排在前列，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煤炭绿

色发展效率较低。

2）煤炭产业规模效率呈现动态变化。从煤炭

产业绿色发展规模效率可以看出，各个省份表现

出较大的差异，从产煤大省的煤炭产业绿色发展

规模效率来看，规模效率也呈现波动性变化，部

分省份规模效率递减，产煤大省山西规模效率不

断增加，而内蒙古自治区和山东省则出现递减的

趋势，其他省份如河南省、陕西省则表现出动态

变化的趋势。

3）大部分省份煤炭产业技术效率呈现递增的

趋势。从煤炭产业绿色发展技术效率可以看出，

各个省份的煤炭产业技术发展效率都呈现递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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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表明随着煤炭生产新技术的利用，特别是

近年来互联网和信息技术在煤矿中的应用，不仅

提高了煤炭生产效率，还对煤炭产业绿色发展提

供了支撑。

4.2 建 议

1） 煤炭企业应加快技术进步，发展循环经

济。技术进步不仅能够带来生产创新，在一定程

度上能够降低煤炭生产投入，增加产出，降低非

期望产出产量。各煤炭企业应当制定更高效的员

工培训制度、薪酬制度等，促进优秀人力资本转

化，加强沟通交流，通过共同组织培训，员工之

间技术优势互补、管理优化学习等方式实现整体

技术进步。在技术进步的同时，还应发展循环经

济，变废为宝，节省生产成本，增加产出，从而

实现煤炭产业绿色可持续发展。

2）政府需加强相关环保政策监督，实现煤炭

产业高质量发展。相关政府在环保政策制定时应

充分考虑煤炭企业发展实际状况，有差异化地制

定相关政策，可以采取个体扶持、重点突破的策

略，充分发挥政策的导向与激励作用。综合运用

税收、金融等政策，促进煤炭企业节能减排，对

煤炭产业科技进步采取扶持政策，使煤炭产业实

现绿色和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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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我国经济已经步入“新常态”，发展的动力正

在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从创新

的视角入手来平衡产业发展模式、提高经济发展

质量，既是新常态的内在要求，也是新常态的重

要内容。结合中国特色情境，在我国煤炭产业创

新体系有待完善、产业内创新引导类政策有待健

全的形势下[1]，引入创新生态系统等科技创新前沿

理论，打造现代矿区新型发展模式，对于推动资

源型城市转型，实现传统矿区产业结构升级，具

有现实意义。

2018年，榆林市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占生

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 6.0%、62.8%和 31.2%，第二

产业中能源工业占全市规上工业产值的比重达

79.2%。由上述数据可知，能源工业的发展是榆林

市第二产业发展乃至经济社会发展的重中之重。

综合三大产业的比重，榆林市依然处在资源型城

市的发展道路上。中国以能源发展为主导产业城

市或区域已经开始面临资源枯竭、生态恶化以及

经济难以持续性发展等问题。榆林市产业发展存

在的主要问题是过度依赖资源驱动，技术与创新

驱动则明显不足，缺乏研发平台、创新氛围和产

业领导能力。榆林市作为西北“煤都”，典型的资

源型城市，从可持续发展角度来看，能源工业的

新旧动能转换是榆林市长远发展的重要抓手。

榆神四期矿区科技创新发展模式与实践路径研究

吴群英 1，陈 劲 2，刘 艳 3，钱 坤 3，江 深 3

（1. 陕西陕煤陕北矿业有限公司，陕西 榆林 719000；2. 清华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北京 100084；3. 北京物资学院，北京

101149）

摘 要：榆神矿区具备成为我国煤炭行业高质量发展示范矿区的理想条件，引入科技创新发展模式

对榆神四期矿区施以高质量开发对我国煤炭产业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基于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

的角度，探讨榆神四期矿区科技创新发展所需的创新理论支撑，表述科技创新发展模式之于榆神四

期矿区的现实价值。提出榆神四期矿区构建产业创新基地、区域协同共同体和国际开放创新平台的

“三步走”建设思路，结合实际情况明确各阶段建设路径，并提出 3个层面的政策建议，为榆神四

期矿区未来建设提供助力支持。

关键词：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榆神四期矿区；煤炭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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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mode and practice path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

tion in Yushen phase IV mining area
Wu Qunying1，Chen Jin2，Liu Yan3，Qian Kun3，Jiang Shen3

（1. Northern Shaanxi mining Co.,Ltd.，Yulin 719000，China；2.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Tsinghua University，Beijing 100084，
China；3. Beijing Wuzi University，Beijing 101149，China）

Abstract：Yushen mining area has ideal conditions to become a demonstration mining area fo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coal industry in China. The introduction of a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development model fo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Yushen phase IV mining area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China's coal industry.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a resource-based city， the innovative theoretical support require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was discussed in the Yushen phase IV mining area，and the practical value of
th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development model was expressed. The“three-step”construction idea of building an industrial in⁃
novation base， a regional synergy community and an international open innovation platform was put forward in the Yushen
phase IV mining area. Combining the actual situation to clarify the construction path at each stage，and three levels of policy
recommendations were propose to provide assistance for the future construction of the Yushen phase IV mining area.
Key words：technological innovation；high-quality development；Yushen phase IV mining area；coal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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辖区内的榆神矿区是国家重点建设的 14个大

型煤炭基地中陕北基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

榆神四期规划区内有可采煤层 14层，共含煤炭资

源量 412.03亿 t，煤质优良，开采条件优越，运输

条件良好，具备成为我国煤炭行业高质量发展示

范矿区的理想条件。基于经济社会发展的角度，

为解决榆林市资源依赖度高、创新动能弱等现实

问题，榆神四期矿区作为陕北最后一块整装未开

发的煤炭资源聚集地，应扭转“资源驱动”的发

展理念，构建能源创新谷，实现城市新旧动能的

顺利过渡。四期矿区打造能源创新谷的科技创新

发展模式，将对榆林市的金融行业、运输行业、

教育行业等多个行业的未来发展产生正向作用，

促进当地企业多元融合、集群发展，满足榆林市

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的现实需求[2]。
综上所述，榆神四期矿区的高质量开发对榆

林市煤炭产业结构升级与城市可持续发展均具备

重要意义。本文将从科技创新角度出发，论证科

技创新发展模式的理论可行性，结合实际情况涉

及能源创新谷建设路径，为榆林市打造世界一流

能源化工基地提供支持。

1 榆神四期矿区科技创新发展模式理论支撑

综合榆林市未来发展与榆神矿区建设需要，

系统梳理现有的创新理论，探讨榆神四期矿区科

技创新发展模式所需的理论支撑。

第一，国家创新系统与创新驱动理论为榆神

四期矿区乃至榆林市提供了科技创新体系的基础

框架。国家创新系统理论是有关技术创新的复杂

的、包容性强的概念体系，是对技术创新与制度

变革进行综合分析的理论[3]。国家创新系统的主要

子系统包括教育、资金、研究开发体系与政府规

制。我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综合国家创新

系统四大要素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榆神四期矿

区既要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也要成为科技创新

的载体。主体是指矿区企业需具备主动创新的热

情、实现科技研发的能力、落实重大项目的资本、

共建科技创新的氛围。鉴于市场对科技创新的发

展局限性，此时政府规制力度的重要性将明显突

出[4]。在发挥政府规制力度的条件下，榆神四期矿

区的科创载体属性将发挥作用，矿区需承载教育

系统、资金系统、研究开发体系的各个组成部分。

在确定榆神矿区科技创新基础框架的前提下，技

术创新理论由国家创新系统向产业创新系统进一

步聚焦。

第二，产业创新系统理论为榆神四期矿区指

明了未来产业创新发展的重点领域与发展方向。

产业创新系统是以技术创新理论和演化经济理论

为知识基础，以国家创新系统为理论来源的一个

以产业为研究边界的创新系统理论[5]。产业创新系

统的建设对创新主体有 3点要求：①要求打造或已

具备一定的环境条件；②要求各行为主体进行有

效交互；③要求行为主体与产业技术供给体系结

成互动网络。结合榆林市资源条件，榆神四期矿

区可以考虑煤炭产业向煤化工产业升级的产业创

新思路[6]。现代煤化工项目的基础投资力度大，产

出成品的附加利润高，对产煤大省而言发展煤化

工产业可显著提高区域经济的发展水平。在榆林

市打造世界一流煤化工基地的建设背景下，榆神

四期矿区可选择以技术为导向策略的工艺创新道

路。矿区企业运用技术研发搭建企业、高校及科

研院所的联系网络，对原煤实施先进煤炭深加工

工艺，既提高煤炭产品附加值，又强化企业核心

竞争力。

第三，企业创新生态系统论[7]为榆神矿区内企

业构建协同创新环境提供了理论支撑。协同创新

相比于传统的产学研合作创新，在创新组织方式

上更为复杂。在榆神矿区四期规划区打造能源创

新谷，最终目的是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实现

榆神矿区高质量发展目标。在这一任务背景下，

榆神矿区需利用协同创新理论来支撑微观层次的

企业创新环境建设。企业通过与外部异质性伙伴

协同来构建基于核心能力的企业创新生态系统，

外部的行为主体包含以高校、研究机构、供应商、

技术与金融服务商等为主体的创新生态系统供给

端成员，以领先用户、消费者、利基市场用户、

竞争对手等为主体的创新生态系统需求端成员，

并以政府和公共机构等为主体的创新生态系统制

度与政策端成员。矿区企业通过建设基于核心能

力的创新生态系统，实现企业内外部创新主体与

资源的协同，提升企业核心能力，最终获得矿区

企业持续的竞争优势。

2 矿区科技创新发展模式设计

榆神矿区四期的建设应以国家发展战略为导

向、以能源化工创新为抓手、以产学研一体化为

驱动、以开放共享理念为导向，建设“产业+载
体+配套”的综合能源创新生态园区——能源创新

吴群英等：榆神四期矿区科技创新发展模式与实践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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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规划区建设需发挥当地领头企业的经济实力

与技术实力，并在满足国家能源需求的基础上，

利用能源产业创新基地、地区发展协同创新中心

和开放创新大平台三步走的建设思路，为解决我

国现阶段能源核心技术缺乏、产学研结合不够紧

密、创新体制机制有待完善等问题[8]贡献力量。因

此，加快建设榆神矿区四期规划区对国民经济可

持续发展、建设陕北能源化工基地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

2.1 榆神四期矿区能源创新谷“三步走”建设思路

第一步，以能源化工创新为抓手，建设能源

产业创新基地。榆神四期矿区设立能源产业创新

基地，依托矿区已形成的领军优势，打造矿区的

产业服务功能，探索产业发展新业态新模式，可

吸引能源产业创新链上的企业集聚，加强数字化、

网络化、智能化等新技术、新装备在煤炭及煤化

工产业的集成应用，成为产业集中、发展集约、

资源共享、功能互补的创新基地。

第二步，以产学研一体化为驱动，打造地区

发展协同创新中心。榆神四期矿区需通过前沿性、

基础性和关键性技术研究、传统能源与新能源的

集成开发等手段打造矿区核心能力。应按照“产

学研一体化”的发展模式，加大高校研究院、人

才培养基地、技术研究中心等新型研发机构引进

力度，建设碳基能源领域的重点实验室、工程研

究中心等公共创新平台，建立完善科研设施与仪

器共享服务平台，并结合产业与地区的特殊性积

极实施生态保护方面的治理技术研发。

第三步，以开放共享理念为导向，构建“一

带一路”开放创新平台。榆神四期矿区位于陕北

榆林市榆阳区和神木县境内，榆林是呼包鄂榆城

市群的重要节点城市，处于国家“一带一路”倡

议发展战略中西部经济走廊重要地带，区位优势

明显。榆神矿区四期规划区谋划设立“一带一路”

碳基能源产业研究院，从区域层面与“一带一路”

国家共建联合实验室，开展科技园区合作，加大

国际专利技术转移转化。加强引智平台建设，积

极实施创新人才交流项目。以国家西部大开发战

略、创新发展战略及“一带一路”倡议为指引，

充分发挥陕西“桥头堡”作用，推进我国向西北

开放，挺进中蒙俄经济走廊，在中亚和西亚的能

源开发、能源贸易和能源技术研发与应用中充分

发挥开放创新平台的引领作用。

2.2 能源创新谷三阶段建设路径

2.2.1 第一阶段 （2020-2025）：能源产业自主创

新基地

在“十四五”时期，榆神矿区要打造能源产

业自主创新先锋，必须聚焦煤炭产业高质量发展，

研究煤炭产业共性关键技术、前沿引领技术、颠

覆性技术，实现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推动能

源技术革命（图 1），构建创新平台是榆神矿区开

展技术创新活动的载体。“十四五”时期，榆神矿

区要重点打造基础研究创新类平台、企业技术创

新类平台、科技创新服务类平台等创新平台。

2.2.2 第二阶段 （2025-2030）：产学研协同创新

共同体

立足榆神矿区能源产业发展，以矿区企业实

际需求为导向，以榆林地区教育、科研力量为依

托，矿区内企业要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以及其

他企业展开产学研用全方位合作，充分发挥榆神

图1 第一阶段技术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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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区创新平台优势，发展能源产业中具有广泛应

用前景的技术（如煤制乙醇技术），进而激发榆林

地区的协同创新发展（图 2），通过进一步孵化一

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有良好的产业发展潜力的

高新技术企业，推动榆林市及陕西省经济发展，

构建产学研协同创新共同体是榆林地区协同创新

发展的必经之路。榆林地区要建立基础合作、拓

展合作、战略合作等模式，激发整个地区的协同

创新能力。

2.2.3 第三阶段 （2030-2035）：“一带一路”开

放创新大平台

充分发挥榆林地区向西向北开放的区位优势、

全面融入“一带一路”、京津冀、长江经济带。促

进矿区企业与沿线国家和地区合作，积极引进人

才、技术、资金和企业，培育扶持优势产业和产

品走出去。在地区协同创新基础上，矿区企业要

牢牢抓住“一带一路”发展机遇，面向国内外开

展开放式合作创新，吸引国内外优质资源，以能

源产业创新发展辐射陕西地区，形成多个优势产

业，催生原始创新能力（图 3）。开放创新大平台

是整个创新生态系统的高级形态，榆神矿区在这

个阶段需要与国际优势资源展开合作，包括设立

国际企业合作机构、国际联合研究中心等方式。

3 政策建议

榆神四期矿区是陕北地区最后一块整装未开

发的煤炭资源聚集地，而科技创新是支撑榆神四

期矿区高质量开发的核心，为保障矿区高质量开

图2 第二阶段技术路线

图3 第三阶段技术路线

吴群英等：榆神四期矿区科技创新发展模式与实践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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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支撑世界一流能源化工基地建设，引领我国

煤炭工业转型发展，从政策引导、资金支持、人

才引进等方面提出以下建议。

3.1 政策引导

建议地方政府为榆林市产业发展提供优惠性

政策支持，支持矿区建立智慧能源产业创新园，

为榆神矿区建设提供土地、资金、财税方面支持。

给予榆神矿区在法律允许范围内自主管理土地等

资源的权利，集约利用提升矿区土地的利用效率。

加强矿区公共配套服务、基础设施建设等用地保

障，优化生产性与生活性服务业用地的比例。为

榆神矿区智慧能源产业创新园区建设提供支持，

给予园区内的高新技术企业一定程度的税率优惠，

在一定时间内免收初创企业的企业所得税和房产

税。给予科技创新平台落地榆林地区相关补贴，

规范科技创新平台的认定工作，给予榆神矿区更

多科技创新项目，拉动形成榆神矿区科技创新体

系建立。出台相应政策，率先推动省内高水平院

校、科研院所与榆神矿区领头企业的协同合作，

促进榆林学院学科建设与能源产业联动发展。

3.2 资金支持

建议给予榆神矿区一定程度的配套资源支持，

用于榆神矿区基础设施建设、招商引资、招才引

智。在教育、医疗领域，引导资源在榆林地区集

聚，为人才、企业落地提供生活保障。发挥榆林

地区区位优势，引导榆林地区建立“一带一路”

合作交流中心，推动“一带一路”人才、资金、

技术等资源在榆林地区落地。在能源创新示范区

试行税收政策，结合成果产出在个人所得税、企

业所得税方面给予一定优惠。

3.3 人才引进

加强招校引研工作，以一流的基础设施，公

共配套引进一批国内外名校资源，批准建设国家

级能源产业研究中心、校企联合技术中心和产学

研结合转化基地，开展定期绩效考评。加大全省

范围内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为能源产业发展营造

良好的知识产权环境。加大力度引进不同类型人

才，放宽人才落户限制，为人才安居提供土地、

资金支持，促进人才公寓等人才安居保障措施的

落实；对全球顶尖人才领衔的高端创业创新团队

或项目实行“一事一议”“特事特办”，给予用人

单位一定程度的资金补贴。加快培育高新技术企

业，对新认定的国家级、省级、市级企业，一次

性给予不同程度的补助。支持入驻矿区的科研机

构和企业开展技术攻关及成果引进。支持入驻矿

区的科研院所、企业申报国家、省、市科技重大

专项、重点研发计划等项目，对获得国家、省、

市科技计划立项，分别给予不同程度的配套资金

支持。在项目管理方面，赋予项目团队更大的资

源支配权、技术路线决策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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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在当好全国能源革命排头兵的要求下，山西

省秉持“转型为纲、项目为王、改革为要、创新

为上”的发展理念，开启了转型发展的新征程。

以往过度依赖资源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导致环

境污染加剧、资源消耗过度等问题出现，山西省

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必须走“减、优、绿”的

道路，通过政策引领山西省煤炭企业进行转型升

级并提升企业节能减排力度，资源税由此迎来了

良好的改革时机。自资源税于 2014年进行改革后，

资源税征收方式由从量计征变为从价计征，山西

省各煤炭企业按照 8%的税率缴纳资源税。资源税

体制在煤炭企业发展过程中已起到了一定的约束

和激励作用，但仍存在一定的弊端。因此，本文

针对资源税改革后对于山西省经济发展和煤炭企

业发展的效益、资源税体制现存的问题进行研究

分析，提出进一步深化资源税改革的政策建议，

为我国制定下一步资源税改革策略提供重要依据。

1 研究背景

1.1 研究目的

山西省作为资源大省，拥有数量较多的煤炭

企业。因此，资源税在山西省的财政收入和各企

业所缴纳的税收中所占份额较大。据 2018年数据

显示，山西省矿产资源税收入占山西省资源税收

入的比重超过 95%，而资源税收入（325.17亿元）

在全省财政税收收入 （1 645.67亿元） 占比达

19.8%。在调节自然资源尤其是矿产资源利用促进

不可再生资源的节约利用与生态环境的保护方面

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山西省资源税收入及占

比情况，见表1。
据 2015—2019年数据显示，大同煤业、阳泉

煤业、西山煤矿 3家煤炭企业所缴纳的资源税每年

山西资源税改革效益与现存问题分析

——以煤炭企业为例
张华明，元鹏飞

（山西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0）

摘 要：重点研究资源税征收方式由从量计征转变为从价计征后，山西省关于资源税征收的改革效

益及现存问题。改革效益包括降低企业综合税负、提高征管效率、提高财政收入与公平以及提高资

源开发利用效率，并针对山西省税制现存税收范围狭窄、生态治理不足、未有效体现资源禀赋差异

以及促进资源转型功能不足等问题，提出提高税率水平、重设税科、扩大征税范围等政策建议。

关键词：资源税改革；煤炭企业；从价计征；山西省

中图分类号：F416.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9605（2020） 10－0061－07
Analysis on the benefits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Shanxi Resource tax reform

——Taking coal companies as an example
Zhang Huaming，Yuan Pengfei

（School of Economics，Shan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Taiyuan 030000，China）

Abstract：The focus is on the reform benefits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resource tax collection in Shanxi Province after the re⁃
source tax collection method has been changed from volume-based to ad valorem. Reform benefits include lowering the compre⁃
hensive tax burden of enterprises，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collection and management，improving fiscal revenue and equity，
and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resourc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In response to the narrow scope of existing taxation in
Shanxi's tax system，inadequate ecological governance，failure to effectively reflect differences in resource endowments，and in⁃
sufficient functions to promote resource transformation，policy recommendations such as raising the tax rate level，resetting the
tax department，and expanding the scope of taxation are proposed.
Key words：resource tax reform；coal enterprise；ad valorem；Shanxi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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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在千万元以上，且在所缴纳的税收总额中占比

均超过10%。以大同煤业为例，该企业所缴纳的资

源税额在所缴纳的不同种类税额占比中位列第 3。
可见，资源税对于山西省煤炭企业的资源开采行

为已经起到了一定的约束作用，有利于促进企业

进一步转型升级，并承担起生态环境治理的责任。

2015—2019年大同煤业、阳泉煤业、西山煤电资

源税缴纳情况，如图1所示。

数据来源：各企业年度报表。

图1 2015—2019年大同煤业、阳泉煤业、西山煤电资源

税缴纳情况

山西省矿产资源开发提升了当地的财政收入，

为企业提供了财政支撑，在环境治理和促进资源

型经济转型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资源税改革

后，资源税制逐渐显现出多种弊端，如征收范围

窄、未体现不同资源禀赋之间的差异等，影响了

资源税资源管理以及税收杠杆功能的发挥。因此，

完善资源税势在必行。在此基础上，本文对资源

税改效益和现存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政策建议。

1.2 文献综述

我国学者对资源税开征以来不同阶段的资源

税改革效益、存在缺陷和资源税改革方向进行了

研究。关于资源税改革前后效益变动，不同的学

者秉持不同的观点。程蕾[1]认为，资源税从量计征

方式没有实现资源税收和市场供求的同步变化。

自从价计征改革后，企业缴纳的资源税数目提升

但企业的综合税负有所下降，“清费减负”作用得

到发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企业资源浪费现象。

袁春生[2]指出，自资源税改革后，企业实际税负提

升，但企业综合税负有所下降，企业负担减轻。

闫娟[3]通过改革前和煤炭企业税负对比分析得出，

由于改革后的从价计征方式使山西省煤炭企业开

采成本增加，使得企业税负不能轻易向下游企业

转移，规范了煤炭企业公平发展，从而倒逼山西

省煤炭企业调整生产结构，推动山西省产业结构

转型。

关于资源税现存问题和改革建议方面，安体

富[4]结合资源税征收现状进行分析，认为不同资源

开采条件导致资源税负不公，且企业无需对资源

浪费现象负责，导致资源浪费无法遏制，应提高

资源税率水平以推动资源开采效率提升。由于煤

炭可持续发展基金的取消，煤炭企业缺少对于生

态环境治理的硬性约束，企业开采过程中的负外

部性仍大量存在。彭月兰[5]认为从价计征方式无法

体现不同资源之间开采难易问题，无法有效提升

资源的回采率。周波[6]针对资源税改革历史进程进

行分析，认为资源价格市场未能反映资源真正的

稀缺性和市场价值，资源税改革应更加重视资源

开采过程中的负外部性问题，鉴于此应实施资源

有偿取得制度并进一步扩大资源征收范围。徐晓

亮[7]认为煤炭资源税改革对于促进企业节能减排，

实现低碳发展影响重大，应选择适当的资源税税

负水平，通过政策引导企业提升节能减排力度。

潘颖[8]以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为背景，基于生态文

明的视角提出在规范税收分配用途、调整税收惩

罚和优惠政策等方面完善资源税。

2 资源税的改革历程及理论分析

2.1 资源税的改革历程

我国资源税自开征以来，其职能定位经历了 3
次演变，征税形式由利润税演变到从量计征再到

从价计征。资源税创立之初，针对不同资源的自

然禀赋不同，为调节资源的级差收入，促进企业

对于资源的合理分配利用，我国设立资源税。根

项目

地方财政税收收入/亿元

地方财政资源税收入/亿元

占比/%

2012年
1 045.22
43.78
4.2

2013年
1 136.89
51.65
4.5

2014年
1 134.34
58.9
5.2

2015年
1 056.6
143.18
13.6

2016年
1 036.67
140.35
13.5

2017年
1 397.43
272.69
19.5

2018年
1 645.67
325.1
19.8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表1 山西省资源税收入及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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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资源消耗程度，对企业的销售利润按照百分比

征税。1994年我国对资源税进行改革，对所征税

额进一步调整。在保持调节级差收入的基本功能

情况下，扩大征税范围，使资源税可以充分发挥

促进当地财政收入的职能。2014年，资源税征收

方式由从量计征变为从价计征的改革在国内全面

推行，在减轻企业税负、提高征管效率、提升财

政收入和企业公平方面有显著成效。

自 2016年国家发布《关于全面推进资源税改

革的通知》后，开始对除煤炭、石油、天然气等

已经实施从价计征的资源之外的其他矿产资源征

税，特别是对水、森林等绿色资源实施全面的资

源税征收，在自然资源的利用和保护、促进社会

经济可持续发展上和企业集约化发展方面发挥着

重要作用。

2.2 资源税征收的理论依据

2.1.1 地租理论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将地租分为级差地租

和绝对地租。绝对地租是指基于土地资源的稀缺

性，只要租种土地就必须缴纳的租金。级差地租

是由于土地的肥沃程度、地理位置和生产率具有

差异，导致在高质量土地上生产出的产品价值不

同于较差土地上生产出的产品价值。我国的矿产

资源所有权归于国家，地租理论作为国家征收资

源税的理论基础，体现国家对于资源的所有权。

根据地租理论，由于不同资源拥有不同的资源禀

赋，应对开采条件好、开采成本低、开采资源质

量高的资源征收更加高额的资源税，来调节级差

收入，为企业创造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

2.1.2 外部性理论

庇古认为由于市场本身的缺陷不能解决外部

性问题，为达到帕累托最优，政府需要对市场进

行宏观调控，例如通过征税的方式来补偿负外部

性，进一步增加社会福利。在矿产资源开采和使

用的过程会产生大量负外部性现象，由于资源开

采过程中产生大量的烟尘污染和废烟废气排放，

矿产资源的开发过程会对地下水资源造成永久性

损伤，资源的过度开采导致地下踩空事故增加，

干扰了生态系统的同时增加了代际成本，不利于

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为补偿负外部性并使负外部性内部化，应采

取征收资源税的方式使具有负外部性的企业承担

社会和私人边际成本的差值，对产生负外部性的

行为进行惩罚，对产生正外部性的行为予以奖励

和补贴，可通过改变资源税率和征收方式来鼓励

企业对资源的集约式开采和利用，更有效地体现

社会公平。

2.1.3 可持续发展理论

时间是资源配置问题的关键因素，可持续发

展理论强调面对石油等可耗竭资源时，既要满足

当代人需求，又要满足后代需求。由于可耗竭资

源的稀缺性和有限性，人类在开发资源的过程中

需要考虑到资源跨期配置问题，可持续发展理论

既为征收资源税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还充

分体现了资源的稀缺性。

可持续发展理论指导下的资源税税制设计，

需要将现在资源开采、利用以及后代开发资源的

代际成本考虑在内，尽量使资源跨期配置过程中

实现代内和代际公平，避免资源无限度开采。

1996年我国确立可持续发展战略，十九大会议将

可持续发展战略作为七大战略之一实施，明确要

站在保护自然资源环境的基础上发展经济，以此

为理论基础征收资源税，有利于政府对资源开采

过程中市场失灵现象进行宏观调控，更有利于国

家实现可持续发展。

3 资源税改革效益

资源税改革成效体现在很多方面，有清费减

负、提高资源税的调控功能，更有效地发挥税收

杠杆作用，提高政府对企业的征管效率，转变税

收分配方式以提高社会公平。从山西省资源税改

革成效来看，由从量计征改革到从价计征征收方

式后的改革成效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

3.1 企业实际税负加重但综合税负减轻

自 2014年资源税计征方式改为从价计征后，

由于山西省煤炭资源税在资源税所占比例超过

95%，考虑到煤炭企业经营状况不良，产业结构需

要调整以及产能过剩问题的出现，政府对各煤炭

企业征收 8%的资源税。虽然山西省各企业的资源

税实际税负有所提高，但是山西省资源型企业综

合税负有所下降。以阳泉煤电为例，资源税改后，

资源税额和所占比例大幅度提高，由 2010年占比

仅 2%上升至 2019年占比达 40%，反映出从量计征

的方式没有充分体现资源的价值、发挥调节税收

的作用。虽然企业实际税负有所提升，但综合税

负自 2014年后大体来看有所下降，2019年总税额

只有 3.37亿元，资源税改后清费减负作用愈发凸

显。阳泉煤电资源税税负情况，如图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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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国泰安数据库。

图2 阳泉煤电资源税税负情况

2015年后煤炭价格一路下跌，尽管 8%的资源

税税率对于煤炭企业的经营还是会带来一些压力，

但从价计征的低税率帮助山西省众多企业大幅减

轻负担。2017年后煤炭价格开始回升，资源税改

的清费减负作用并没有因此消失。可见，山西省

资源税在税改后的清费减负功能得到有效发挥，

省内各企业尤其是煤炭企业的综合税负水平在很

大程度上有所下降。

3.2 提升征管效率

在从量计征的方式下，资源开采与资源市场

的价格、供需之间不能保持高效的同步变化。同

时，政府对企业的征管效率不高，很难发挥出资

源税调节税收和经济杠杆的作用。资源税改革后，

企业所缴纳的资源税额变为应税销售额乘适用税

率，通过增值税一票管控，对企业的征管效率明

显提升。尽管监管空隙仍然存在，企业偷税避税

的现象不能完全消除，但新的税收制度降低了企

业的缴税成本，提高了优惠程度。同时避免煤炭

企业使用价格优势抵消所征资源税额，抛弃中等

和质量较差的矿产资源，只选取优质资源开采的

现象，避免资源的浪费和级差现象的扩大。

3.3 增加财政收入

由于税改后资源税目减少，且山西省内企业

统一按照 8%的资源税率进行征税，对于企业的多

重收费现象逐渐消失。同时，将原矿产资源补偿

费并入资源税，虽然税率由国家确定，但税收收

入归于地方，有助于矿产资源丰富的山西省将资

源优势通过税收转变为财政优势，提升当地的财

政收入，促进省内企业的公平发展。相较于 2014
年山西省资源税总额 58.9亿元，2015—2018年山

西省资源税额均达到 140亿元以上。可见资源税改

革后对地方税收收入的增加效果显著，有效提高

了山西省财政税收总额。税收收入的提升使当地

政府能够更有效地调动组织收入及经济发展的积

极性。山西省 2012—2018年财政税收总额，如图 3
所示。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图3 山西省2012—2018年财政税收总额

3.4 提高资源开发利用效率

煤炭企业对于矿产资源的回采率在 2014年资

源税改革之前较低。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由于

企业所需缴纳的资源税会随开采量的增加而增加，

企业往往会优先开采成本较低、可采量较大的矿

区，资源开发利用效率低下。同时，资源的浪费

不需要企业承担责任，导致矿产资源掠夺式开采

现象成为常态，从量计征的资源税最初遏制煤炭

资源开采过剩的作用已经下降。通过从价计征的

方式，企业开采资源按照价值缴纳税费，促使企

业改善开采技术，增加资源回采率。对使用充填

方式进行开采的煤炭企业以及处于衰竭期的矿产

企业给予资源税收补贴，降低了企业的开采成本，

激发企业保护自然资源的积极性，能够支持山西

省以至全国对于矿产资源的需要，也能保证企业

和当地财政收入的持续增加。

4 山西省资源税体制现存问题

4.1 税收范围狭窄

资源税历经多年改革，税收范围随着资源税

改革的进程也在不断地扩大。随着从量计征到从

价计征以及税率税负水平的调整，资源税的征收

范围也在逐步适应山西省的需求。总体来看，山

西省资源税的征收范围虽然有所扩大，但仍不适

应资源转型的步伐，由于征收范围不足，导致不

可再生资源以及稀有资源的利用效率较低，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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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过度采集现象严重，生态环境绿化保护不足，

限制了山西省资源转型的进程。

资源税作为对自然资源开发所征收的专项税

收，对自然资源的保护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山

西省自然资源涵盖不可再生的矿产资源、可再生

水资源以及少数森林、草原资源。资源税的征收

范围应包括以上所有资源，但现行资源税的征收

范围只涉及到原油、天然气、煤炭以及各色矿产

的资源保护，直至 2017年年底，山西省政府颁发

《水资源税改革试点实施方法》 [9]一案中，才开始

在试点地区征收部分水资源税，而针对森林植被

等资源并未形成完整的税收体系。

资源税征收范围狭窄导致大量资源廉价使用

及浪费，企业成本外部化现象严重。山西省煤炭

剩余量约为2 700亿 t，由于资源税征收范围不足导

致很多煤矿的回采率仅有40%，距离国家所规定厚

煤层 75%、薄煤层 97%的回采率相差甚远。虽然

政府多次出台相关政策对回采率不达标的企业施

加惩罚措施，但缺乏资源税的硬性约束并不能避

免煤矿回采率低、煤炭资源的大量浪费。开采过

程中丰富的伴生资源缺乏资源税的约束，导致浪

费现象严重。山西省煤层中煤炭伴生资源的价值

巨大，但在开采过程中，如上层煤层气等伴生资

源被当作废弃排放，给生态环境带来污染的同时

浪费了宝贵的自然资源。

4.2 生态环境治理功能不足

山西省面临结构性污染严重的问题，传统的

经济发展方式和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依赖资源

开采，部分企业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追求企业

生存和经济发展，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煤炭

资源的开采导致大量地下水资源无法使用，煤炭

开采和生产过程中造成粉尘污染以及废烟废气排

放过量，过度资源采集导致地下踩空面积增加和

事故频发，落后的开采设备导致矿产资源的利用

效率低下、有害物质的过滤程度不足。资源税没

有充分承担起生态环境治理功能，难以引领企业

承担生态环境治理责任，减少环境负外部性。

自 2014年资源税改革后，各项税目的征收由

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矿产资源补偿费、煤炭资

源价格调节基金、定额资源税 4项税费，转为从价

计征的煤炭资源税。山西省资源税的清费减负功

能得到有效发挥，各企业综合税负水平在资源税

改革后有所下降，但原有税费中针对环境可持续

发展、环境污染补偿等有关生态环境保护的资金

不再存在，缺乏硬性约束的企业在生态环境的保

护上缺乏积极性。虽然从价计征的方式使矿产资

源的开采成本增加，上游企业不能将资源税负完

全转嫁，但山西省各煤炭企业对于资源的开发水

平仍未完全达到高度集约化开发阶段，在未进行

税收规定的税目上对自然资源过度消耗的行为无

法克制。这种资源大量开采、对环境尚未保护又

进行破坏的行为与山西省发展低碳经济、资源转

型的道路相悖。

资源税生态环境治理功能并未有效发挥的另

一原因在于，改革后的资源税提升了当地财政收

入总额，但众多煤炭企业正面临着产能过剩、机

组落后、节能减排设施不齐全等问题。而目前资

源税收中投入到企业生态环境治理的资金支持部

分比例仍不足，政府对于新技术的引进和产业结

构的调整并不能通过资源税及时进行调控。虽然

企业综合税负下降，但煤炭企业的实际税收负担

因部分开采区所承担的高税率而上升。这无疑会

增加企业的负担，迫使部分企业在资金不足又

缺乏政府相关政策的引导下，对自然资源采用

掠夺式开采，采用低效率的开采设备，产生大量

废烟废气废水，着眼于当下的利益而忽略生态环

境治理。

4.3 未充分体现资源禀赋之间的差异

现行资源税制存在的缺点之一是资源税制不

能很好的体现不同自然资源在初始禀赋上的差异。

山西省由于矿产资源的地理位置和分布地形不同，

资源的初始禀赋差异很大。在不同的地区、煤层

之间，煤炭以及稀有矿产资源开采难易程度和所

需加工程度不同，开采和加工难度的不同会影响

煤炭企业生产成本，而从价计征的方式无法充分

体现企业因初始资源禀赋不同产生的成本差异。

同时，对于不同矿产资源价值的测算方法并不成

熟，大多数方法都会受到资源初始禀赋及回采率

的影响，测算的数据不确定性大。

山西省具有独一无二的资源优势，其煤炭资

源丰富程度全国第一。然而丰富的资源并没有有

效地推动山西经济发展，反而形成长期“资源诅

咒”，资源禀赋与经济增长之间多年呈负相关关

系，阻碍着经济社会进步。虽然资源税的改革为

山西转变煤炭资源优势为经济优势提供了制度支

撑，但由于并未充分体现资源禀赋差异，资源税

在煤炭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往往会成为阻碍。具体

来看，从价计征下 8%的税率对于拥有不同开采技

张华明等：山西资源税改革效益与现存问题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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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的煤炭企业来说实际税负不同。现有先进煤与

瓦斯共采技术、保水开采技术、减沉技术、矸石

的处理技术不同会导致企业成本具有差异，在生

态环境保护、水资源保护方面也有明显差异。由

于当前资源税并未完全考虑到开采技术和资源初

始禀赋的差异，企业在开采过程中会优先考虑成

本低廉的设备，避免引进高成本技术与高成本设

备以增加企业开支，但这些设备并不利于环境保

护和可持续发展，降低了资源有效利用效率，并

给生态环境带来压力。而生态环境在被破坏的过

程中所产生的水资源污染、土壤塌陷等问题，会

反过来影响到矿产资源的开采，形成恶性循环。

企业会优先开采低成本矿区而抛弃难以开采的资

源，导致部分地区资源枯竭，开采难度与成本随

开采、回采次数的增加逐步上升，事实上增加了

企业的财政负担，并为高负债埋下隐患。对山西

省未来资源转型发展、经济高质量增长的目标造

成阻碍。

据秦皇岛煤炭网数据显示，山西省七大省属

煤炭企业 （潞安、焦煤、晋煤、同煤、阳煤、晋

能和山煤） 在 2016年负债总额达 12 102.78亿元，

2017年负债总额上升至 13 086.16亿元，同比上升

8.13%。2018年七大煤企虽然盈利额有所上升但仍

未脱离债务。造成该现象原因之一是煤炭企业所

征收的资源税未能充分体现资源禀赋，导致企业

优先开采易开采且利润高的地区，开采格局“多、

散、乱”。资源税改革前后山西省煤炭企业合并所

需成本高，资源开采前期所产生的环境隐患导致

矿难频发，煤炭产能过剩现象严重。

4.4 资源税转型发展功能不足

山西省以煤炭产业为主导产业的发展方式面

临着产业结构单一、煤炭资源减少、回采率低、

可采年限缩短等问题，产业结构中传统产业所占

比例较高，阻碍经济转型发展和低碳经济发展目

标的实现。为走出煤炭产能过剩、避免资源衰竭，

山西省资源转型发展势在必行。

资源税改革后企业运营成本与开采成本增加，

促使企业调整经济结构。处于资源产业链上游的

企业无法完全转嫁税收，处于下游的企业也面临

产品、替代品价格上涨的问题。8%的资源税优化

了资源配置，但资源税在煤炭利润中所占比例仍

然较小，资源“稀缺性”不能得到真正体现，山

西省煤炭企业仍然处于“多、小、散、乱”的经

济格局下。企业债务负担严重，产能过剩，急需

资源税发挥经济杠杆作用，转变传统企业经济发

展方式，巩固资源整合、重组资源框架。

资源型的税收杠杆功能本应促使山西省煤炭

企业降低能耗、改变单一的生产经营模式，引领

企业走上产业转型发展道路，从而在山西省资源

转型过程中发挥作用。但在现行资源税制下企业

仍然无法有效提高资源回采率，省内企业经济发

展过程不够“绿色”，节能减排与开采技术不够清

洁化，企业生产方式不够现代化，不能有效发挥

资源税在山西省经济转型中的基石作用。“十四

五”时期山西省的发展方向旨在资源转型，走低

碳经济、高效能源的集约化发展道路，需进一步

完善资源税结构，为未来山西省转型发展提供制

度支撑。

5 改革建议

5.1 明确企业承担生态环境治理责任

征收资源税的目的之一是使可耗竭资源的价

格充分反映开采成本和稀缺性，使外部成本内部

化。资源开采、运输、消费等环节对生态环境造

成的负外部性成本和后续的治理成本难以衡量，

导致企业不能充分承担对生态环境造成损害后的

治理功能。国家应在不同资源禀赋的矿产资源开

采条件下，制定和完善相关税制来明确企业所造

成的负外部性成本和治理成本，从而明确使企业

自发承担生态环境治理功能，避免“先污染后治

理”，避免污水废烟废气无限度排放。通过税制变

动的方式实现对企业承担生态环境治理的刚性约

束，对于环境污染小的开采方式如回填式开采、

煤层气液化处理、洁净煤等，应从资源税收优惠

幅度上改进，鼓励企业在矿产资源开采工程中降

低对环境的损害。

5.2 扩大资源税征税范围

山西省是资源大省，自然资源储量充裕。资

源税的征收更应该尽可能包括一切自然和社会资

源，避免资源的浪费，发挥资源优势。山西省对

森林、草原等自然资源征税不足，水资源征税项

目尚不完善，三级税目范围不完善导致一些有色、

黑色金属矿和煤炭伴生资源浪费现象，应从考虑

到资源禀赋、回采率、税收征收手段完备等因素

着手，扩大山西资源税征收范围。

应在水资源税试点改革方案实施后继续扩大

水资源税目，分别对地表水、地下水和温泉水分

设子税目，并且按照开采过程中的污染程度分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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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税。将森林、草场等恢复期较长的生态资源纳

入征税范围，给予生态资源保护的权威性和正规

性。在黑色金属矿原矿下增加钒和钛三级税目，

在有色金属矿原矿中增加镁、汞、铋、钴三级税

目，在矿产资源下细分非金属矿产资源二级税目，

增税煤层气税目，对资源相对短缺的矿产资源如

铀开征资源税。

5.3 规范资源税所得用途及分配

资源税由从量计征改革为从价计征后提高了

当地的财政收入。应利用所得资源的合理分配来

进一步提高资源开发利用效率和政府征管效率，

将资源税应用在生态环境的恢复治理、资源开采

技术水平提升、相关部门征管效率提升等用途上，

实现通过资源税促进资源的集约化开发水平提升。

将资源税收投入地底回填和相关设备升级等，避

免矿难事故频发。

5.4 设立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

为推动煤炭领域改革，清费立税的过程中降

低企业综合税负，山西省于 2014年停止对原煤征

收可持续发展基金。随着煤炭可持续发持续发展

基金的取消，山西省内还未设立专款专项用于生

态环境治理或促进资源转型的可持续发展基金。

停止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的征收对于清费立税功

效显著，但随着近年来清费立税机制不断完善，

政府的征管效率不断提高，可以考虑重新设立煤

炭可持续发展专项基金，通过地方政府提取一定

比例税额用于推进山西省可持续发展和建立资源

转型长效机制，可参考美国阿拉斯加永久基金模

式，将 25%政府所得资源红利划入永久基金，基

金的本金仅能用作增加收入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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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我国已有上百个城市以卓越绩效模式为依据

开展政府质量奖评选活动，推动企业提升管理成

熟度和综合绩效水平。在卓越绩效模式受到广泛

关注的背景下，各行业积极开展导入和推广工作，

构建具有行业特色的管理模式。能源行业作为支

柱型产业，在追求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导入卓越绩

效模式，我国已有几十家电力和煤炭企业获得政

府质量奖。诸多学者积极开展相关研究工作，安

景文等[1]基于卓越绩效模式框架提出提升煤炭企业

经营质量的实施策略；成连华等[2]基于卓越绩效模

式构建煤矿安全绩效管理模型；王璟等[3]基于卓越

绩效模式构建电网企业财务资源评价体系；杨阳

等[4]介绍卓越绩效模式在地市供电公司的典型做法

和经验，但较少学者从量化角度分析卓越绩效模

式对能源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分析卓越绩效模

式各要素对能源企业经营绩效的研究更为缺乏。

基于此，本文通过构建卓越绩效模式六大过程要

素对能源企业经营绩效的概念模型，量化分析两

者间的关系，并根据分析结果提出优化策略，为

该领域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工作提供借鉴。

1 卓越绩效模式简介

卓越绩效模式作为美国波多里奇国家质量奖

的评价标准，已在全世界 90多个国家和地区颁布

实施，成为提升企业管理水平和综合绩效的重要

工具。我国根据国情和企情对其进行丰富和完善，

形成了GB/T 19580-2012《卓越绩效评价准则》和

GB/Z 19579-2012《卓越绩效评价准则实施指南》，

用于质量奖评价和企业自我评价，主要由领导、

战略、顾客与市场、资源、过程、测量分析与改

进六个过程和一个结果组成，如图 1所示。其中，

“4.1领导”“4.2战略”和“4.3顾客与市场”三部

卓越绩效模式对能源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研究

颜 休 嘉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江苏 南京 210024）

摘 要：以能源企业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问卷调查法和结构方程模型，量化分析卓越绩效模式六

大过程要素（领导、战略、顾客与市场、资源、过程管理、测量分析改进）对能源企业经营绩效的

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卓越绩效模式六大过程要素均对能源企业经营绩效产生正向影响，且影响程

度由大到小依次为领导、战略、资源、测量分析改进、顾客与市场和过程管理，可为能源企业科学

导入卓越绩效模式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

关键词：卓越绩效模式；能源企业；经营绩效；结构方程模型

中图分类号：F27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9605（2020） 10－0068－06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of excellent performance model on energy enterprise

operational performance
Yan Xiuj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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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aking energy companies as the research object，a comprehensive use of questionnaire surveys and structural equa⁃
tion models to quantitatively analyze the impact of the six process elements（leadership，strategy，customers and markets，re⁃
sources， process management，measurement analysis and improvement） of the excellent performance model on the operating
performance of energy companies.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e six process elements of the excellent performance model
all have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operating performance of energy companies. And the degree of influence from large to small
are leadership，strategy，resources，measurement and analysis improvement，customer and market，and process management. It
can provide theoretical basis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energy companies to scientifically introduce excellent performance mod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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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卓越绩效模式对能源企业经营绩效影响概

念模型构建

国内外许多企业导入卓越绩效模式，企业管

理水平和经营绩效得到大幅提升，且诸多学者也

通过实证研究证明了该结论[5-7]，但分析卓越绩效

模式过程要素对能源企业经营绩效影响的研究较

为缺乏。基于此，本文系统分析卓越绩效模式六

大过程要素对能源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领导作

为企业前进方向的掌舵者，对企业各项经营管理

工作起到决定性作用，直接影响着经营绩效；战

略作为企业发展的最高纲领，决定着未来发展方

向和速度，是企业发展的航标指引；顾客与市场

是企业关注焦点，只有满足顾客的需求和期望，

才能提高市场占有率，实现可持续发展；资源作

为企业正常运营的基本保障，直接决定着战略目

标的实现和绩效的提升；过程管理贯穿企业所有

管理活动，对提升企业运行效率和防范风险起到

重要作用；测量分析改进能够及时发现企业管理

过程中的薄弱点和问题，为持续改进优化提供支

撑。能源企业肩负着重要的社会责任和经济责任，

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已有几十家

能源企业通过导入卓越绩效模式，获得了政府质

量奖。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卓越绩效模式中

领导要素、战略要素、顾客与市场要素、资源要

素、过程要素、测量分析改进要素均会对能源企

业经营绩效产生正向影响，如图2所示。

图2 概念模型

3 卓越绩效模式对能源企业经营绩效影响

的实证研究

3.1 问卷设计

3.1.1 能源企业经营绩效量表设计

鉴于平衡计分卡，综合考虑财务与非财务、

内部与外部、短期与长期等方面因素，本文从财

务、客户、内部流程、学习与成长 4个维度较为系

统设计能源企业经营绩效关键指标。同时，考虑

数据的可获得性和准确性，借鉴标杆对比的思想，

从横向对比（行业比较）和纵向对比（近 3年趋势

变化）两个角度设计测度题项，见表1。
3.1.2 卓越绩效模式六大过程要素量表设计

本文借鉴测度卓越绩效模式经典量表[8-10]，依

据GB/T 19580-2012《卓越绩效评价准则》、GB/Z

分构成“领导作用三角”，在绩效管理系统中起到

驱动作用；“4.4资源”“4.5过程管理”和“4.7结
果”三部分构成了“资源、过程和结果三角”，表

明利用“资源”、通过“过程管理”可取得卓越的

结果；而“4.6测量、分析与改进”是绩效管理系

统的基础，是连接两个三角的链条。

图1 卓越绩效评价准则框架

颜休嘉：卓越绩效模式对能源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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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能源企业经营绩效测度题项

19579-2012《卓越绩效评价准则实施指南》要求，

结合能源行业的特点，设计卓越绩效模式六大过

程要素测量题项，具体见表2。
表2 卓越绩效模式测度题项

3.2 数据收集及信效度分析

本文通过问卷星和微信等方式收集问卷，发

放对象主要为能源企业管理人员，共发放问卷 312
份，回收279份，回收率为89.42%。为提高数据收

集的质量，剔除遗漏数据项较多、连续多题题项

答案一致的问卷，共剔除 28份无效问卷，最终获

得251份有效问卷，有效回收率为80.45%。

3.2.1 信度分析

本文通过 SPSS软件对回收的 251份有效问卷

进行分析，其中卓越绩效模式过程要素和能源企

业经营绩效各维度α值均大于 0.70，具体结果见表

3，表明问卷设计合理，收集的数据可信。

表3 各变量信度分析

3.2.2 效度分析

首先，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卓越绩效模式

六大要素的KMO值为 0.779＞0.7，显著性水平 Sig.
为 0，且累积贡献率为 67.54%，可解释卓越绩效模

式的大部分内涵；能源企业经营绩效的 KMO值为

0.814＞0.7，显著性水平 Sig.为 0，且累积贡献率为

74.427%，可解释能源企业经营绩效的大部分内

涵。其次，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卓越绩效模式

拟合度指标结果为：CMIN/DF=2.586＜3；RMSEA=
0.071＜0.08； GFI=0.927、 NFI=0.905、 IFI=0.914、
TLI=0.902、CFI=0.914，均大于 0.9，达到拟合标

准，且各题项路径系数均在 p＜0.01的水平下显著；

能源企业经营绩效拟合度指标结果为：CMIN/DF=
2.513＜3；RMSEA=0.071＜0.08；GFI=0.929、NFI=
0.915、IFI=0.918、TLI=0.907、CFI=0.918，均大于

0.9，达到拟合标准，且各题项路径系数均在 p＜
0.01的水平下显著。综上，卓越绩效模式六大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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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与

成长

代码

CW1
CW2
CW3
CW4
KH4
KH5
LC6
LC7
XX8
XX9

题项

与同行业相比，近3年本企业盈利能力较强

与同行业相比，近3年本企业偿债能力较强

与同行业相比，近3年本企业发展能力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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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同行业相比，近3年本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较高

与同行业相比，近3年本企业安全事故率较低

与同行业相比，近3年本企业科技投入产出比较高

与同行业相比，近3年本企业员工满意度较高

要素

领导

要素

战略

要素

顾客

与市

场要

素

资源

要素

过程

管理

要素

测量

分析

改进

要素

代码

L1
L2
L3
L4
L5
S1
S2
S3
S4
C1
C2
C3
C4
R1
R2
R3
R4
P1
P2
P3
P4
M1
M2
M3
M4

题项

1.领导高度关注企业文化建设，营造良好氛围

2.领导高度关注核心绩效指标，注重绩效考核

3.领导高度关注安全生产工作，强化安全意识

4.领导高度关注优化治理体系，强化管理规范

5.领导高度关注社会责任建设，履行企业职责

1.企业具有完善的战略体系，明确战略目标

2.企业具有清晰的战略流程，科学制定目标

3.企业制定合理的战略计划，明确阶段任务

4.企业评估战略的落实情况，适时调整目标

1.企业拥有清晰产品规划和市场定位

2.企业充分调研顾客需求和顾客期望

3.企业积极维护客户关系和服务质量

4.企业跟踪分析客户满意和反馈改进

1.企业具有完善的人力资源体系，保障人才供应

2.企业具有合理的财务管理体系，配置财务资源

3.企业高度重视信息化和智能化建设，实现自主创新

4.企业高度重视技术研发和科技创新，挖掘技术优势

1.企业能够识别关键过程和支持过程的差异

2.企业能够设计关键过程和支持过程关键点

3.企业能够监督关键过程和支持过程落实情况

4.企业能够持续优化关键过程和支持过程

1.企业建立绩效测量和改进系统

2.企业积极开展绩效分析和评价

3.企业制定完善改进计划和目标

4.企业开展改进和创新管理活动

变量

卓越

绩效

模式

经营

绩效

维度

领导

战略

顾客与市场

资源

过程管理

测量分析改

进

财务维度

客户维度

内部流程

学习与成长

代码

L
S
C
R
P
M
CW
KH
LC
XX

测度

题项

5
4
4
4
4
4
4
2
2
2

α值

0.841
0.792
0.713
0.736
0.769
0.732
0.842
0.816
0.762
0.827

总量表

α值

0.761

0.825

供参考的α值范围

α≤0.50（不可信）

0.50＜α≤0.70（可信）

0.70＜α≤0.90
（很可信）

α＞0.90（十分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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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和能源企业经营绩效均通过了效度检验。

3.3 卓越绩效模式对能源企业经营绩效影响分析

本文构建了卓越绩效模式六大要素对能源企

业经营绩效影响的结构方程模型路径图，如图 3所
示，即探究领导要素 （L）、战略要素 （S）、顾客

与市场要素（C）、资源要素（R）、过程管理要素

（P）和测量分析改进要素（M）对能源企业经营绩

效（KPI）影响，并运用AMOS软件对收集到的数

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卓越绩效模式六大过

程要素均对能源企业经营绩效产生正向影响，且P
值均为0.000，具体的检验结果见表4。
4 能源企业经营绩效提升策略

能源企业可结合自身特点，科学导入卓越绩

表4 卓越绩效模式各要素对能源企业经营绩效影响的检验结果

注：***表示在1%的临界水平下显著。

假设

H1

H2

H3

H4

H5

H6

因果路径

领导要素→能源企业经

营绩效

战略要素→能源企业经

营绩效

顾客与市场要素→能源

企业经营绩效

资源要素→能源企业经

营绩效

过程管理要素→能源企

业经营绩效

测量分析改进要素→能

源企业经营绩效

标准化路

径系数

0.254

0.213

0.178

0.209

0.152

0.189

临界

比C.R.
8.523

7.621

5.58

7.328

5.836

6.628

P
值

***

***

***

***

***

***

检验

结果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图3 卓越绩效模式对能源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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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模式，针对性开展相关活动，以卓越的过程追

求卓越的结果，全面提升管理水平和经营绩效。

4.1 领导要素方面

能源企业领导需要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准确把

握能源企业内外部环境、相关政策变化，发挥前

瞻性和全局性指引作用。一是企业领导重视企业

文化建设，构建适应自身发展的文化体系和价值

观念，并进行全员宣贯，引领能源行业发展。二

是能源企业领导需要带领企业建立健全公司治理

体系，规范经营制度和流程，加强风险管控，制

定高层领导绩效评价体系。三是能源企业需要积

极承担社会责任，加大环保投入，保证能源安全

可靠供应，并积极履行社会公益，尤其是加大对

落后地区的支持力度。

4.2 战略要素方面

能源企业需要制定完善的战略体系，并将总

体战略目标进行层层分解和落实，保证战略目标

落地落实。一是能源企业需要科学运用战略分析

工具，广泛收集信息，分析能源行业内外部环境，

明确外部机遇与挑战、内部优势与劣势，制定科

学合理的战略目标。二是根据总体战略目标，制

定各业务、分子公司的战略规划，并将战略规划

转化为可实施和操作的具体计划。三是细化分析

战略目标，明确具体的关键衡量指标，定期进行

评价，确保战略目标顺利实现。

4.3 顾客与市场要素方面

能源企业需要收集国内外能源市场及客户相

关信息，确定顾客的需求和期望，并采取相关措

施，不断提高顾客满意度和忠诚度。一是能源企

业通过多渠道了解市场信息，并对顾客进行差异

化分类，明确不同顾客的需求和期望。二是在充

分了解顾客需求，并将顾客需求转化到实际产品

和服务中。三是能源企业需要制定顾客满意度评

价体系，定期进行评价，发现薄弱环节及改进方

向，并反馈到相关部门，用于改进企业的各项活

动，不断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

4.4 资源要素方面

能源企业需要优化配置人、财、物、信息、

技术等资源要素，保证企业正常运营和健康发展。

一是制定人力资源规划，明确绩效考核办法、薪

酬体系和职业发展通道，激发员工活力，提升员

工幸福感。二是加强对财务监督管控，落实财务

预算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风险。

三是加强数据中台建设，建立健全管理信息系统，

打破数据壁垒，实现信息共享。四是注重技术研

究和开发，推广应用智能化和数字化装备，注重

与科研院所的交流沟通，提升运营效率。五是加

强基础设施建设，满足战略目标落地所需的资源。

4.5 过程要素方面

能源企业需要根据业务发展需要，系统梳理

关键过程和支持过程，并明确各过程的关键控制

点，及时对过程进行优化，提升管理效率。一是

注重过程识别，根据质量管理体系和环境管理等

体系文件，系统梳理管理流程，并根据过程重要

性和贡献度，划分为关键过程和支持过程。二

是加强过程设计，结合各过程关键要求，明确

关键节点和责任部门。三是加强过程实施，建

立健全过程实施规章制度和考核体系，明确实

施重点。四是注重过程改进，根据过程实施情

况，定期对过程实施情况进行评价，并对流程进

行优化和改进。

4.6 测量分析改进要素方面

能源企业需要建立绩效测量、分析、改进于

一体的绩效测评体系，实现持续改进，不断提升

企业经营绩效。一是能源企业需要根据战略目标

和发展重点，从财务、客户、运营、学习与成长、

安全等方面构建较为完善的绩效测量体系，并逐

层分解。二是能源企业运用趋势分析、偏差分析、

对比分析等方法评价绩效完成情况，及时发现企

业经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三是根据绩效考核的

结果，提出改进和创新计划，建立PDCA闭环改进

体系，全面提升绩效水平。

5 结论与建议

5.1 结 论

本文以能源企业为研究对象，深入分析卓越

绩效模式六大过程要素 （领导、战略、顾客与市

场、资源、过程管理、测量分析改进） 对能源企

业经营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六大过程要素

均起到正向影响作用，且各要素影响程度由大到

小为：领导要素（0.254）、战略要素（0.213）、资

源要素（0.209）、测量分析改进要素（0.189）、顾

客与市场要素 （0.178）、过程管理要素 （0.152），

为能源企业提升经营绩效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实践

指导。

5.2 建 议

能源企业需要构建卓越绩效模式体系，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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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管理中存在的差距与不足，全面提升管理水

平和经营绩效，具体建议如下。

一是营造学习和导入卓越绩效模式的氛围。

企业高层需要高度重视卓越绩效模式的重要性，

积极参加卓越绩效模式相关培训工作，并邀请专

家到公司进行宣贯和解读 《卓越绩效评价准则》

和《卓越绩效评价准则实施指南》，并介绍相关企

业导入卓越绩效模式的典型经验，形成全员了解

卓越绩效模式的良好氛围。

二是构建适合自身发展的卓越绩效模式体系。

企业系统梳理行业特点和管理现状，依据卓越绩

效模式框架体系，结合自身战略目标和业务特点，

构建覆盖企业经营管理全方位的综合管理框架体

系，并且明确各管理环节的核心内容和重点措施，

引导企业管理人员和基层员工科学合理开展相关

活动，将体系落到实处。

三是对照卓越绩效模式体系发现差距和不足。

企业可通过邀请外部专家或者建立内部自评师队

伍，按照卓越绩效模式体系，逐条分析企业在领

导、战略、顾客与市场、资源、测量分析改进和

结果等方面的差距与不足，明确企业需要改进的

内容，并制定和实施相应的改进计划，全面提升

管理水平，向着“卓越”目标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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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新时代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使命，要求

煤炭企业尤其是大型煤炭企业必须加快新旧动能

转变和企业模式创新。企业商业模式创新是新时

代高质量发展的一项重要变革任务，企业商业模

式是什么、煤炭企业为什么要进行商业模式创新、

大型煤炭企业宏观、中观、微观各层面又是怎样

推进商业模式创新等，这些问题都需要提出明确

系统的解答。为此，本文结合我国大型煤炭企业

（集团公司） 多为三层组织管理体系结构的情况，

系统分析研究大型煤炭企业商业模式创新问题。

1 企业商业模式主要内涵

商业模式最早出现在 20世纪 50年代，但直到

90年代才开始被广泛使用和传播[1]。在现代企业经

营实践中，企业会对考察有价值的商业机会进行

投资、开发、生产产品销售给客户，并提供服

务，赚取利润，这种有利可图的过程就是商业

模式原始作用机制，这也是商业模式存在的本

质 [2]。根据国内外对商业模式的通行理解，本文把

商业模式通俗地定义为：在企业战略目标指导下，

追求客户价值主张最大化、关键要素资源配置最

优化、关键流程再造最优化和获利渠道更宽化，

大型煤炭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思路及目标

牛 克 洪
（中国能源研究会，北京 100045）

摘 要：企业商业模式创新是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一项重要变革任务，煤炭企业要想把握住市场机

会，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对于商业模式进行不断的创新就显得尤为重要。首先，介绍了企业商

业模式创新的内涵及必要性；其次，通过分析商业模式创新需要把握和处理的有关问题，明确了大

型煤炭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总体思路；最后，提出煤炭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基本原则和目标。

关键词：商业模式；资源配置；模式创新；煤炭企业

中图分类号：F416.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9605（2020） 10－0074－06
Innovative ideas and goals of the business model of large coal enterprises

Niu Kehong
（China Energy Research Society，Beijing 100045，China）

Abstract：Enterprise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is an important transformation task fo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If coal companies want to seize market opportunities and remain invincible in competition，continuous innovation of busi⁃
ness models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First， the connotation and necessity of enterprise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was intro⁃
duced. Secondly，by analyzing the relevant issues that need to be grasped and dealt with in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the
overall idea of large-scale coal enterprise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is clarified. Finally， the basic principles and goals of
coal enterprise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are proposed.
Key words：business model；resource allocation；model innovation；coal enterprise

编者按：新时代煤炭企业有效实施高质量发展战略必须进行商业模式创新，商业模式实质就是企业盈利模

式。为了便于煤炭企业尤其是大型煤炭企业管理者更好的了解认识企业商业模式的主要内涵、基本原则、创新

目标、内容架构以及在企业内分层级、分产业设计商业模式的问题，突出抓住依托产业 （业务） 链，寻找价值

链，并通过创新链驱动，来发现、挖掘和培育价值增长源这一核心。本刊将分五期连载由牛克洪撰写的《大型

煤炭企业商业模式创新》文章，全面系列介绍大型煤炭企业商业模式创新内容及操作方法，希望能为广大煤炭

企业管理人员在探索高质量发展 （盈利途径） 路径方面提供有益借鉴。

煤炭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系列谈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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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四化”是商业模式创新的最基础、最本质、

最核心的问题[3]。
1）客户价值主张最大化，客户的需求满意度

最高化。满足客户需求就是实现客户的价值主张，

为客户创造价值。成功的企业都有某种为客户创

造价值的独特方法，即能用某种独特的方法创造

某种产品和服务来满足客户的价值需求。创造价

值的方法和过程，称之“为客户设计解决方案以

及实施方案”，这项工作叫“客户工作”。企业把

客户工作的重要性放得越高，解决方案比其他可

选方案更好，该企业客户价值主张就会越卓越。

2）关键要素资源配置最优化，企业内部关键

要素资源向增值环节集聚配置。关键要素资源是

指能为目标客户群体创造价值和实现价值所需的

人才、技术、资金、主要原料、厂房、设备和品

牌等。最优化就是对这些关键要素资源根据消耗

最低、产出最多的要求，进行科学设计和优化要

素资源配置。

3）关键流程再造最优化，企业内部关键流程

更优化顺畅。关键流程是指企业为客户创造价值

所必须经过的一系列决策流程、生产流程、洗选

加工流程、采购供应流程、市场销售服务流程、

信息传递流程和业务 （人财物） 流程等，以保证

其流程价值创造方式具备可重复性和扩展性。最

优化就是对这些关键流程根据运行最快、安全最

好、消耗最低、效率最高和效益最佳的要求，科

学设计，优化流程再造。

4） 获利渠道更宽化，企业盈利方式多样化。

企业在满足客户价值主张最大化及内部关键资源

配置最优化、关键流程再造最优化的基础上，

创新并拓宽企业获得利润的渠道、方式，包括

定价方式、收费渠道以及企业成本结构优化控

制等方面。

2 煤炭企业推行商业模式创新的必要性

我国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在这个大背

景下，一方面，煤炭企业产业结构调整进一步优

化，煤炭产能长期过剩，煤炭等传统化石能源消

费强度逐渐下降，新兴能源替代的速度加快，煤

炭企业经营步履艰难。另一方面，煤电融合、煤

化融合、煤钢融合发展的趋势越发突出，煤炭企

业亟需通过商业模式创新，顺应市场发展趋势，

激发企业内在活力，整合内外部资源，建立企业

新的市场竞争优势[4]。

1）煤炭企业商业模式创新取向。市场在经济

发展中的基础性和决定性作用，企业作为独立法

人经济实体，其主要功能就是担当市场竞争主体。

所以，企业由计划经济时代的生产供应者转为生

产供应商和服务商，这是必然发展趋势和企业转

型变革的新取向。

一是煤炭企业要从传统的单一产业专业化经

营，走向适度多元化产业、多系列产品的综合性

经营。

二是煤炭企业要以煤炭产品为中心，向煤电、

煤化工等深加工领域延伸，产品体系越来越完善，

技术工艺越来越精细。

三是煤炭企业要寻求新资源合作，构建行业

及区域资源平台的愿望愈发迫切，行业资源整合

的趋势愈发突显。

四是随着煤炭行业及延伸行业竞争的日益激

烈，煤炭企业要向非关联领域探索发展，如新兴

能源、物流业、电子商务、金融等。

2）煤炭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重要意义。世界

级管理大师德鲁克指出，当今企业之间的竞争，

不是产品服务之间的竞争，而是商业模式之间的

竞争。煤炭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意义主要有以下 4
个方面[5]。

一是创新商业模式是增强企业市场竞争力的

需要。商业模式的竞争是企业竞争的最高形态，

商业模式创新决定企业的竞争能力和发展潜力。

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企业改革发展面临的内外

部环境更加复杂，经济运行的不确定因素增多，

企业要更高层次参与国内外市场竞争，必须进行

商业模式创新，提升企业市场综合竞争力。

二是创新商业模式是适应高质量发展形势的

需要。煤炭企业从过去找资源上项目规模扩张发

展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新时期，完全依赖于资

源、外延性扩张发展的方式将难以持续，必须转

到依赖创新驱动、新旧动能转换和市场导向发展

的道路上来，最有效的途径就是进行商业模式创

新，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增强高质量发展能力[6]。
三是创新商业模式是倒逼煤炭产品升级的需

要。新时代煤炭清洁化、差异化和绿色化发展是

既定战略方向，煤炭资源高效利用是广大客户和

社会的要求，在尽可能减小对环境的影响下，实

现煤炭的高效清洁燃烧、高效转化利用，即向客

户提供“整套煤炭利用的综合解决方案”。这使煤

炭企业不在局限于从地下采出大量的煤炭，还要

牛克洪：大型煤炭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思路及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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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和降低灰分、硫分等杂质的含量，帮助客户

高效清洁使用以减少污染排放，商业模式创新为

煤炭企业提出了产品升级、服务创新、安全环保、

节本降耗等多项新要求。

四是创新商业模式是保障企业中长期发展战

略有效落地的需要。商业模式创新与企业战略密

切相关，企业商业模式的核心内容，是以企业发

展战略为基础，结合阶段性战略目标，将企业资

源在各产业单元进行优化配置，实现资源效率的

最大化。通过实施商业模式创新，能够明确不同

产业板块的功能定位和协同关系，有效推动战略

落地，使战略目标得以顺利实现。

3 商业模式的典型特征

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越来越多的

煤炭企业认识到依靠增量扩张的发展道路将难以

为继，必须走创新驱动、内涵式发展道路，而推

进商业模式创新正是内涵式发展道路的应有之义。

煤炭企业商业模式可分为传统型和创新型两种。

1）传统商业模式型。传统商业模式是将内部

生产资源、销售资源充分调动，单纯以提高单位

生产率、扩张销售渠道为重点，缺少对资源的整

合，缺少对每一环节价值创造的深入研究，不具

备建立独特竞争优势的增长点。主要有以下 2种类

型。

第一类是生产型。计划经济时代，煤炭企业

经营以生产为主，产品销售由政府统一定向分配，

企业不存在销售管理等问题，经营管理呈现产品

导向、资源导向的特点，这种类型的煤炭企业构

建商业模式的条件并不成熟。

第二类是销售型。随着市场竞争日益激烈，

煤炭企业面临煤炭产品利润下滑、产品滞销等问

题。煤炭产品推广、销售成为煤炭企业的重要工

作，企业经营在生产管理之外，更加注重品牌效

应、销售渠道扩张。此类煤炭企业商业模式表现

为不成熟的营销模式，特点较为单一。在当前市

场上，大部分的小煤炭生产企业均属这类模式。

2）商业模式创新型。煤炭企业在引入物流合

作、探索深加工产品开发、参与资本运营等方面，

构建了不同企业独特的竞争格局，对不同的企业，

基于不同的资源优势，其商业模式创新的切入点

和优势具有不可替代性。

第一类是生产销售物流型。随着铁路网、公

路网及水路通道形成，煤炭外运能力的大大提升，

以新疆、内蒙古自治区为代表的边远地区煤炭资

源开采、煤炭产品销售盈利能力得以显著提高，

煤炭企业资源储备布局向边远地区扩张，煤炭企

业生产销售与物流产业结合越发紧密。这种类型

的煤炭企业商业模式具有典型的产业融合发展的

特点，煤炭产业与物流产业的融合促进企业大幅

度提升配送效率，实现企业价值和客户价值的共

赢，典型企业如原神华集团。

第二类是产业延伸型（生产深加工型）。煤炭

产品生产向产业链下游延伸，产业布局扩张到煤

电、煤化工等多个产业，煤炭企业就地进行产业

转移，经营管理表现为煤炭产业升级、煤炭产品

附加值提升，技术工艺成为企业发展的重要支撑。

这种类型的商业模式表现出追求资源深度开发、

价值增值最大化的典型特点，以技术工艺的进步

带动煤炭产业的升级，在煤炭产品深加工领域获

得更大利润，并消化企业自身煤炭产能。

第三类是混合型。煤炭企业涉足煤炭生产、

煤电、煤化工、物流等，大多数企业为进一步增

强盈利能力，企业推动资本的参与价值链各个环

节，促进煤炭产品与金融服务的融合，发挥资本

效应，向社会热点产业延伸发展。这种类型煤炭

企业商业模式从生产性服务向多元化服务升级，

进行跨界资源的整合。

当今煤炭企业典型商业模式：一是原神华集

团产运储销一体化模式。神华集团是我国规模最

大、现代化程度最高的煤炭企业。其依托物流资

源和自营铁路优势，建立了全国性的生产营销、

铁路、港口物流和贸易网络，构建了以“矿、路、

港、航、电、油、化一体化”和“产、运、销、

储一条龙”为特点的经营模式。通过煤炭生产、

煤电、煤化工、物流等各产业板块价值链环节相

互关联，促进实体产业与物流产业的融合，实现

集团公司内部不同产业间协同作战，极大提高了

市场竞争力和企业盈利能力。二是原山东能源集

团综合解决方案供应商模式。山东能源集团下辖 6
个矿业集团、两个区域公司、两个物流公司。其

商业模式是以客户价值为核心的生产深加工型，

并有向资本型经营发展的趋势。山东能源集团既

抢占传统产品消费市场，又依靠技术、人才开拓

生产服务市场，以能源、煤化工、装备制造、现

代服务业四大板块协同发展为重心，以转型“绿

色能源综合解决方案供应商”为核心，打造绿色

能源供应方案服务商、生产技术解决方案服务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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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清洁能源服务商和能源金融服务商集合体的

商业模式。通过充分服务市场和满足客户需求，

聚焦工作重心，山东能源集团明确了价值增长的

关键所在，打造集团公司增长的源动力。

4 商业模式创新需把握和处理好的问题

我国煤炭行业今后较长时间将处于买方市场，

这将促使煤炭企业必须摒弃原来的“以资源为

王”，转而坚持“以市场为天”“以客户为天”的

发展新理念，牢牢遵循和把握安全、高效、清洁、

智慧、低碳、绿色、可持续的发展战略方向，不

断改进产品和服务，持续满足客户不断变化的价

值需求，追求客户价值最大化，在市场竞争中获

得持续的竞争优势。煤炭企业创建新的商业模式

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许多方面的关系，认识并

正确处理好商业模式创新中的相关问题十分必要。

1）正确处理商业模式创新理论指导与实践操

作之间的关系。大型煤炭企业下属产业、企业众

多，不同产业、企业的运营方式有较大差距，此

种情况下的商业模式创新设计，需要有一种系统、

完善的能够指导多产业大型煤炭企业的商业模式

理论。商业模式理论的指导意义主要表现在思维

理念和商业模式创新设计两个方面：思维理念方

面，大型煤炭企业应深入贯彻“价值思维”，从企

业整体、长远发展和综合价值创造的角度进行商

业模式创新；商创新实践方面，商业模式需要与

企业各层级功能定位及各产业板块的实际情况紧

密相连，以系统、全面的方法进行设计，提高设

计商业模式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可操作性。

2）正确处理商业模式创新中集权与分权之间

的关系。要实现整个企业的高效运营，必须改变

企业分散式管理的状况，加强资源整合产业板块

间资源的优化配置。整体管理理念缺少与市场经

济相适应的竞争意识、忧患意识、发展意识和创

新意识。企业总部与专业公司之间管理层级多，

管理机构臃肿，与专业公司之间功能定位不清晰，

商业模式管理效率低下。要充分体现价值追求的

思想，着力在企业各层级及产业链上培植和创造

整体价值和经济收益。

3）正确处理煤炭供应服务商与煤炭技术方案

解决商之间的关系。做好服务商是煤炭企业的最

基础和本职性的使命要求，也是新时代煤炭企业

从供应者到供应服务商转型升级的主导方向；做

好技术方案解决商是物流企业实施创新驱动和价

值链升级的动能变革之举，也是从推销、营销到

“引销”发展轨迹的必由之路。

4）正确处理煤炭企业新商业模式与发展战略

之间的关系。商业模式创新工作要与煤炭企业总

体战略、子战略的实施工作相结合，煤炭企业商

业模式创新，要在战略引领指导下，构建符合企

业发展战略方向和目标要求的资源模式、业务模

式与盈利模式，形成细化操作方案，并通过商业

模式创新实施来保障战略目标的实现。

5）正确处理煤炭企业新商业模式与企业体制

机制变革之间的关系。两者结合将产生倍增效应，

要结合国家推行的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改建

工作，深化煤炭企业管理体制、管理制度、管控

方式和运营机制的变革创新，为创建煤炭企业好

的商业模式奠定良好的体制机制保障基础。

6）正确处理煤炭企业新商业模式与管理创新

之间的关系。深化企业内部市场化、对标管理、

精益化管理，将其作为评价带来综合价值提升、

带动成本控制、促进节能减排的标准，增强市场

感应度，提升企业管理绩效，实现资源有效配置，

达到商业模式创新的目标要求。

7）正确处理煤炭企业新商业模式与技术创新

之间的关系。以商业模式的创新带动企业技术创

新体系的完善，形成以市场为导向的技术研发体

系，提升研发成果的转化收益，促进企业产业结

构和产品结构优化升级。结合大数据、物联网、

云计算，对信息资源进行系统集成和优化，实现

资源共享和数据集成，提高信息化管控能力，为

商业模式创新的有效实施创造良好条件。

8）正确处理煤炭企业新商业模式与盈利模式

之间的关系。商业模式中包括盈利模式，两者之

间为包括和反向支持的关系。企业盈利模式是商

业模式四项核心要素之一，是企业价值的具体实

现方法和最终盈利的决定因素。一个好的商业模

式必然能提升企业的盈利潜力，好的盈利模式则

能把这种盈利潜力转变为现实，不好的盈利模式

则可能降低盈利潜力转变的效率或者程度。

5 商业模式创新的总体思路

我国主力煤炭企业多为大型集团公司，经济

规模大、产业 （业务） 板块多、管理层级多，内

部可分为集团公司、专业公司或区域公司、矿

（厂） 3个管理层级，而这 3个管理层级的功能定位

分别为战略决策中心、利润运营中心、生产和成

牛克洪：大型煤炭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思路及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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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心，以此为基础构建商业运营新模式。为此，

创新商业模式应着力于按照“一点、一线、多层

面、互联网+”定位架构的思路设计[7]。
1）“一点”。即煤炭企业总体功能的定位点，

综合价值创造者。企业是社会微观经济实体，存

在的根本要义就是创造价值。而创造的这个价值

应是综合价值，或称“价值堆”，它是由企业价

值、用户价值和员工价值、社会价值、环境价值、

股东价值等诸多价值组成的，当然，这个“价值

堆”中的诸项价值不是平行关系，它的轴心或核

心价值是企业价值和用户价值，在突出这两项核

心价值的同时应兼顾其他相关价值。企业必须承

担并履行其“综合价值创造者”的使命[8]。
2）“一线”。即煤炭企业创造价值的运作载体

的定位线，依托产业 （业务） 线，运作价值链，

在这条产业线或业务线上去寻找、培育和创造价

值增长源。价值创造必须依靠现有或再搭建的产

业线、业务线平台上去实现，为此，要顺应行业

发展趋势和市场需求变化取向，进行企业产业链

延伸优化，完善产业布局，建立与市场良好的对

接。要致力于研发、生产、物供、营销、服务等

价值链环节的提升，推进产业融合、产业协调、

产业延伸，推动现有价值增长点的快速增长。

3）“多层面”。煤炭企业不同管理层面具有不

同价值创造运营功能定位，上层为跨界运营、中

层为产业（业务）线运营、下层为生产操作运营，

形成3个层面有效衔接、协同运作的格局。

上层——集团公司公司（总部）：通过跨界运

营，以培植综合竞争力和持续发展力为目标，推

动大资本、大资源、大系统、大数据、大市场运

作融合，推进产业协同、产业延伸和产业融合，

构建综合金融服务平台，实现企业产业升级，打

造煤、电、化及煤、机一物流等多条产业生态链，

形成企业内部资源最优化流动、各板块协同融合

的良性发展的生态圈。

中层——企业专业公司或区域公司：通过转

型创新，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满足客户价值最

大化为目标，推动产业 （业务） 延伸、产业 （业

务） 协同、产业 （业务） 融合、产业 （业务） 升

级，打造产业 （业务） 生态链 （点）。对企业煤

炭、煤电、煤化工、装备制造、物流、建筑房地

产、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产业板块进

行价值链分析，着力构建各产业板块的业务模式、

资源模式、盈利模式，推动产业板块价值链的不

断升级，形成中观层次不同产业板块的商业模式。

下层——企业基层生产主体：通过精益化管

理、绩效管理和内部市场化管理等，以激发内部

活力和降耗提效为目标，依据产业产品布局实际

状况，对各基层业务单元进行价值点分析，优化

微组织、微环境、微循环，发现培植创造不同类

型产业单元中的价值增长点，实现多点盈利，形

成微观层次的商业模式创新。

4）“互联网+”。即运用互联网思维、互联网

技术与企业商业模式嫁接融合，移动互联网、云

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新技术正改变着人类商

业活动的开展方式、形态和面貌。在互联网、云

计算、大数据的强大支撑下，客户与企业、企业

之间信息传递的及时性和便捷性空前提高，企业

的运营成本大幅降低，企业内部的信息存储、处

理能力迅速增长。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为企

业提供了强大的技术能力，打破了企业生产经营

的时空限制，为其在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内整合配

置各种资源、突破传统的市场关系和交易方式，

从而在整个供应链和价值链上创新商业模式。互

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建立关于客户和供应商的

庞大数据库，实现对相关信息的快速处理和筛选。

通过电子商务、电子支付系统、信用机制保证实

现各个交易环节的网络化、电子化，极大地提高

交易速度，完全颠覆传统的商业活动与交易模式。

从而通过商业模式创新打破企业与客户、企业与

供应商以及不同行业之间的边界，重塑企业与客

户、企业与供应商以及行业之间的商业关系和交

易方式、交易流程，大大缩短流通时间、降低交

易成本，提高流通效率，创造更高的客户价值，

实现企业与客户同行并进的双赢。

“点、线、面、网”组成了大型煤炭企业商业

模式创新的基本内涵架构，“点”为运营方向，

“线”为运作平台，“面”为功能操作，“网”为运

作技术工具。而多层面和互联网之间的关系，又

是相互支持、相互影响和互为一体，“上层”为战

略决策功能，“中层”为市场运营功能，“下层”

为降本提效功能，而“互联网+”则为支撑工具。

6 商业模式创新的基本原则和目标

新时代大型煤炭企业商业模式创新，坚持以

企业战略为指导、以价值思维为基础，在集团公

司总部层面重点研究产业跨界运营，在专业化公

司层面重点研究产业板块价值链，在煤矿层面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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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研究价值增长点。为此，应坚持以下八项基本

原则和实现三层目标。

1） 遵照八项基本原则。一是坚持颠覆性原

则。当前产能过剩的市场形势下，煤炭相关行业

面临洗牌期。企业要实现大的发展，必须进行颠

覆性创新。单纯通过对原有商业模式的微调不能

使企业情况发生根本性好转，也很难建立同行业

内其他企业难以复制的竞争优势。

二是坚持持续性原则。企业商业模式创新是

一个持续性的过程，对市场情况要进行长期观察。

在创新过程中，要不断总结过去，不断挖掘现有

问题根本原因、可优化的关键环节和未被开发或

可继续开发的重要资源，并结合实际情况设计出

操作性高、竞争力强的新商业模式。

三是坚持盈利性原则。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

最终目的是盈利能力的提升。商业模式通过提高

各产业板块资源的利用效率，增强对各产业板块

资源及延伸资源的识别、开发能力，从而最大化

提升企业的盈利能力。

四是坚持协同性原则。在商业模式创新过程

中，要充分考虑各产业的发展定位，合理协调主

导产业与辅助产业间的资源，处理好主导产业与

辅助产业之间的资源关系，从而形成各产业互为

支持、协同发展的增长格局。

五是坚持顶层设计原则。坚持分类指导、突

出重点，遵循分层、分类、分阶段、分重点的原

则，逐步建立起适应新时代高质量发展和市场竞

争要求煤炭企业的商业模式运作体系。

六是坚持分层推进原则。煤炭企业商业模式

创新是个上下联动的体系，涉及到企业各个层面，

要分层次推进。企业上层面即集团公司总部要着

力打造企业跨界运营的生态圈，中层面即专业公

司或区域公司要着力打造产业 （业务） 线市场运

营的生态链，下层面即矿、厂要着力打造安全、

低耗、高效运营的生态环。

七是坚持阶段规划原则。商业模式创新是个

持续优化过程，要分阶段规划，从专业跨界运营

的战略决策、市场运营的产业 （业务） 线、生产

运营的矿厂点等，分期列出目标任务，循环式推

进，波浪式上升。

八是坚持重点带动原则。商业模式创新是一

项系统工程，要兼顾整体，突出重点，着力抓好

重点单位，培育典型，以点带面，扎实推动商业

模式综合创新。尤其价值创新点的选择上，要以

产品创新为重点，根据市场需求的新变化，应对

不同层次、不同需求的客户，开发相应的差异化

产品，实现产品的高端化、定制化。

2）实现商业模式创新的三大目标。以“综合

价值创造者”为总体定位，以煤炭企业发展战略

为依据，以主导产业经营为基础，以发现培育创

造价值点、资源点和盈利点为核心，分层次系统

化推动商业模式创新实施，打造煤炭企业的产业

（业务）价值创造线。

一是通过商业模式创新，推进企业战略和规

划实施落地，建立企业现代治理体系、高效运营

机制和风险防控体系，实现企业安全、高效、绿

色、智慧和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二是通过商业模式创新，优化各产业结构，

促进企业各产业板块协同发展，改变过于单纯依

赖煤炭产业的状况，实现由单一主导产业向多元

主导产业发展的产业升级，实现由工业产品向市

场商品的转变，增强企业市场核心竞争力。

三是通过商业模式创新，依靠各层级功能定

位，挖掘各种要素资源价值，充分提升闲置资源

的利用效率；运作产业链、价值链和创新链，开

发价值增长点，提升产品附加值，达到资源利用

效率高、管理效率高、盈利能力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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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2012年以来，国内煤炭行业经历了较长时间

的波动，煤炭企业面临着市场环境不稳定、竞争

日趋激烈、自身管理不健全等不利因素的影响，

严重影响了煤炭企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在成本

管理方面，煤炭企业一直沿用传统的成本管理方

法，鲜有成本管理创新思想，由于技术限制、理

念较为落后、重视程度不够、落实不到位等，与

国外成本管理水平差距较大，无法面对日益复杂

的市场环境，难以适应企业持续发展需求。因此，

创新煤炭企业成本管理方法是亟需完成的课题。

全成本管理是一种先进的管理方法，重心在于

“全”，强调管理的全方位，不仅代表管控的全方

位，还强调全员参与，能够贯穿企业经营活动的

始终。全成本管理体系通过对煤炭企业成本全方

位管控、全员参与，细化管理范围的划分，让资

源配置得到优化，对资本投入进行严格的把控，

秉承“开源节流”的理念，提高企业成本管理水

平和竞争力，提升经济效益。

1 研究现状

哈佛大学教授罗伯特·卡普兰和芝加哥大学

青年学者理查德·库伯认为，在传统的经济学理

论中，成本被视为变量的条件是经过短期的产出

波动，但是这样的条件不能满足其他重要成本的

变化分析[1]。全成本管理 （TCM） 是在 20世纪 90
年代由AACE组织提出的，最初主要是应用于成本

知识和成本工程技术方面，本质是为了提升企业

的成本工程基准，实现项目、投资等因素的综合，

于21世纪初期正式推广[2]。
国内学者对煤炭企业的成本管理体系相关研

究较少，并且少见优质的文献资料，具有一定的

固定性，缺乏创新。煤炭企业的成本管理实践和

应用也缺乏系统成型的分析结论，与之相匹配的

模型更少。费秋菊[3]表示全成本管理最重要在于全

煤炭企业全成本管理体系的构建与实施研究

李华新，战彦领， 陶 磊
（淮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安徽 淮北 235000）

摘 要：我国煤炭行业环境发生较大变化，传统的成本管理方法已经难以适应煤炭企业的发展需

求，战略成本管理、作业成本管理等更能适应企业发展的需求。介绍了国内外对煤炭企业成本管

理的研究现状，分析了煤炭企业成本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实施全成本管理的必要性，研究构建

与实施全成本管理体系，为加强煤炭企业成本管理提供参考。

关键词：全成本管理；管理体系；可持续发展；煤炭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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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total cost management system

of coal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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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current environment of my country’s coal industry has undergone major changes，and traditional cost manage⁃
ment methods have been difficult to adapt to the development needs of coal enterprises. As a result， it is gradually replaced
by more scientific cost management systems such as strategic cost management and activity cost management，which are more
adaptable to the development needs of enterprises. It the current research status of cost management of coal enterprises at
home and abroad was introduced，the problems in cost management of coal enterprises and the necessity of implementing full
cost management were analyzed， the construc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a full cost management system was studied， and it
provides references for strengthening cost management of coal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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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性，在充分调动全体员工参与到企业成本管理

的前提下，还要求成本管理的全过程性，不仅考

虑到企业的“硬成本”，还要同时考虑到企业的

“软成本”，每个环节流程都会产生成本。陈胜群[4]

认为，全成本管理体系是一个综合体，综合了其

他成本管理方法的理念内容，能够从动态的过程

完成对企业成本的监测管控，对主要的成本支出

和次要的成本支出都全方位的进行把控，进而实

现对企业成本的优化目的。张玉荣[5]指出，计算企

业的成本最有效的方式是将企业的所有活动完成

后的成本支出与资金投入的结果进行比较，通过

对投入的资金花费节点与取得的收益成果进行比

较，能够得出企业各种环节上的成本消费情况。

宋梅[6]发现，许多煤炭企业仅能够对直接成本型的

项目进行管控，而企业间接的成本支出，如服务

类成本支出等划分管控相对随意，导致企业难以

实现全面的成本管理。

2 煤炭企业实施全成本管理的必要性分析

2.1 煤炭企业成本管理存在的问题

1）成本事后核算，管理滞后缺乏时效性。煤

炭企业的成本管理是以会计计算基础为核心进行，

并且这种成本损耗是不可逆的现象，仅在了解损

耗成本的结果后进行成本管理，效果甚微。没有

及时的信息反馈，所提出的改变策略很难解决当

下问题。

2） 成本管理方法陈旧，管理水平相差较大。

煤炭行业由于其行业特殊性，长期以来企业发展

将安全建设作为工作的重心，在经营战略以及管

理方法方面缺乏一定的重视，导致成本管控方法

陈旧，缺乏创新，与现代化企业追求的精细化管

理存在较大的差距。

3） 缺乏成本管理基础，没有形成规范的系

统。企业的管理系统缺少创新思考，没有基础的

铺垫，导致即便有改变的想法，缺乏监督、考核

以及计划性，也难以落实[7]。
4）煤炭生产组织过程复杂，成本核算存在一

定变数。煤炭生产消耗的事实难以改变，有一部

分成本支出难以调控，导致其成本管理存在一定

的复杂性，尤其是成本支出与企业的安全因素存

在关联，矿井的设施以及安全通风口等设置是影

响企业员工安全操作的重要因素，因为要考虑到

安全隐患问题，在成本支出上会增大投入，这为

企业的成本管理带来一定的难度。

5） 员工缺乏成本观念，整体效益意识不强。

由于煤炭企业将安全生产因素摆在企业经营的首

位，许多员工只考虑到任务完成的情况，进而投

入了较大的成本完成任务，却没有考虑到企业的

效益和生产协调的问题，容易造成“生产上去了、

效益下来了”的尴尬局面[8]。
2.2 煤炭企业实施全成本管理的必要性

1）降低企业成本，提升企业市场竞争力。成

本是企业竞争的重要武器，在市场中企业拥有较

低的成本，就意味着价格销售上更具优势，能够

利用这种价格优势打败许多竞争对手，获得更多

的市场份额，所以企业会通过各种方法，降低自

身的成本，以换取更多的竞争优势。

2） 创新成本管理，提高企业精细化管理水

平。精细化管理注重管理的“精”和“细”，和其

他的成本管理方法一样，最根本的目的是在减少

成本的同时提高企业经营效益。精细化管理在企

业中不断渗透，能够提升企业的成本管理以及员

工的成本效益意识，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无论

是企业单位还是个体员工，都会积极寻求成本管

理方法的创新，这也是企业成本管理适应现代市

场环境发展的必然选择。

3） 严格过程控制，增强企业内外部抗压力。

在企业生产、销售等整个生命周期过程中对成本

进行全方位管理，包括税收、投资、工程、人力

等各个方面的成本管控。在成本支出前要提前做

好预算，在成本支出中要进行严格控制，成本支

出后及时进行总结分析，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

企业成本管理水平的提升，起到真正的节约成本

的意义，增强企业内外部抗压力。

4）强调人人参与，巩固企业内部凝聚力。每

个员工个体都需要参与到企业的成本控制之中，

并且具有明确的责任划分，调动企业员工的自愿

性和积极性，与企业的管理层、决策者一起进行

成本管理创新，保障企业的成本节约和企业的经

济效益达到最大的平衡发展，每位员工养成节约

成本的意识，逐渐成为企业文化中的一部分，最

终提升企业成本管理工作水平[9]。

3 煤炭企业全成本管理体系的构建与实施

3.1 全成本管理体系构建

1）构建基础。美国休哈特博士在全成本管理

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了数学模型，再结合PDCA循环

形成了休哈特循环，也称为戴明循环。PDCA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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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字母包含 4个步骤：P （plan） 代表计划；D
（do） 代表执行；C（check） 代表检查；A（act）
代表处理。这 4个步骤均是重复性的周期活动，以

时间或者活动进度为单位，直到活动周期结束。

2） 基本流程。根据 PDCA循环的理论依据，

将全成本管理分成事前、事中、事后 3个阶段，这

样的构架方式能凸显出全成本管理体系对企业经

营活动循环的管理，是对企业经营管理活动更精

细化的阶段性管理方式。企业的每个活动在生命

周期中都会得到全成本管理体系的阶段性管理，

每个阶段的成本管理目标有所差异，成本管控方

法应该分门别类的进行，找到适合该阶段最有效

的成本管理方法才能够最终达到目的。经过长时

间的积累，企业的成本状况会不断改进，最终实

现质的飞跃，达到企业最优的成本管理状态。

3） 体系框架。鉴于煤炭行业特点和发展需

求，煤炭企业不同发展阶段采用的成本管理方法

不同，应根据成本管理的目标来选择和应用成本

管理方法。

在事前控制阶段，应由全面预算管理来实现

成本管理的目标。依据企业掌握的相关行业信息

和已有的成本资料，通过对经济环境、外界变化、

技术水平及可能采取的管理措施等方面进行详细

分析的基础上，科学推测企业未来成本水平及其

发展趋势，将企业所有的经济活动进行量化预测，

对企业经营的所有成本都进行预设，从而实现成

本管理的事前控制。

在事中控制阶段，采用作业成本管理来实现

成本管理的目标。利用作业将产品与资源按照动

因的方式进行关联，通过对作业详细的分析获得

产品成本，突破了传统成本意义上的束缚，更具

有科学性和准确性，为企业经营决策提供科学的

依据，真正实现企业成本控制的层次性、顺序性。

在事后控制阶段，主要采用差异化管理来实

现成本管理的目标。事后控制阶段强调的是对前

两个阶段的评估和总结，通过对比实际成本数和

预算成本数之间的差距，分析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制定改进方案，是推动企业实现责任成本制度和

加强成本管理的有力手段，评价考核企业及部门

成本业绩的标准尺度，为优化成本管理措施提供

科学依据。

为了节约人力成本，减少工作量，企业可以

结合信息技术开发一套成本管理信息系统，便于

企业大数据的处理。该信息系统能够及时甄别出

某项成本支出类别，通过部门辅助核算及时找出

对应的责任部门和人员；也可以设置报警提示功

能，让管理人员能够更加直观及时的监控企业成

本消耗的动态信息。煤炭企业全成本管理体系，

如图1所示。

3.2 全成本管理体系实施

1） 前期准备工作。前期做好充分的准备工

作，能够保障企业顺利实施全成本管理工作，如

图1 煤炭企业全成本管理体系

82



2020年第10期

建立一套保障成本管理工作顺利实施的规章制度，

设置专门的监督组织机构，通过多种渠道宣传培

训加深煤炭企业员工成本效益理念，利用网络数

字技术搭建更广阔的平台，配备成套的硬件基础

设施等。

2）事前控制——全面预算管理。煤炭企业按

照会计周期进行预算管理，让企业基层单位、各

部门、所有员工都参与到预算管理中。成本预算

编制实行自下而上、自上而下的程序。首先，准

备资料，由各基层单位上报成本预算建议计划，

相关职能部门根据年度经营目标经审核提出相应

单项成本计划指标；其次，测算编制初稿，经管、

财务部门根据各基层单位、相关职能部门上报的

成本预算建议计划，汇总进行测算；再次，平衡

修改完善，经管、财务部门根据年度预算编审的

原则、计算口径、上年完成情况、年度目标、市

场预测等因素对测算初稿进行修改完善，将修改

建议与各预算单位协商，直至符合成本管理总目

标编制要求；最后，审批下达，成本预算由企业

董事会审批通过后下达。

为保障成本预算方案实施，企业应该制定配

套的规章制度，设置第一责任人，为预算方案的

执行提供权威性。成本预算的调整与执行需同时

进行，每月根据预算情况作出及时的调整。预算

执行后需要进行考核和评价，在月末每个部门会

对成本控制的结果进行评估，通过奖惩制度提高

企业员工参与的积极性，不同部门之间考核的内

容也会有所差异。考核后还需要提交总结报告，

根据考核结果制订相应的改进措施，确保成本预

算能够得到有效落实，发现问题能够及时改正[10]。
3）事中控制——作业成本管理。煤炭企业按

照前一阶段所制订的成本预算进行作业成本管理，

对作业进行分类，再以作业进行成本核算。首先，

找出企业涉及到的所有作业；其次，分析企业经

营管理活动中所消耗的资源；再次，确认资源动

因，将资源分配到作业，资源动因联系着资源和

作业，将资源成本分配到作业；最后，确认成本

动因，将作业成本分配到产品或服务中。

作业成本管理以作业为管理的起点，把重点

放在每一作业的完成及所耗费的资源上，深入进

行作业分析，通过辨别不必要作业、分析重点作

业、将本企业作业与先进水平比较、分析作业之

间的联系等，溯本求源，寻找持续改善的机会，

同时发挥计算机集成信息系统的优势，实现技术

与经济的统一，不断改变作业方式，重新配置有

限资源，从而达到持续改善和降低成本的目的。

4）事后控制——差异化管理。差异化管理是

在事后控制阶段实行的成本管理方法，是基于以

上两个阶段的反馈总结，存在于企业项目生命周

期末尾阶段，也是整个全成本管理实施的结束阶

段。企业应该及时对成本预算数和实际支出数进

行比较，总结全成本管理实施的效果。通过对数

据的动态差异比较，找出成本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针对问题提出改进措施和期限，确定责任人和责

任部门，确保整改措施能够落到实处，使全成本

管理真正发挥作用。

差异化管理在实施的过程需要借助辅助条件

以保障得出的结果更加准确。首先，企业自上而

下建立起单位成本台账，按照标准费用合理开展

生产工作，利用评估结果找出费用节约和浪费的

情况，弥补不足，缩小差距。再者，掌握信息要

及时，对企业员工的出勤情况、费用支出、生产

环境变化等信息及时了解。如出现影响到各单位

分配公平的特殊情况，要根据实际情况对各项成

本费用指标做出调整。最后，要对费用支出进行

严格考核和监督，采取定期或不定期检查的形式，

对成本账建设情况进行检查，根据检查结果做出

相应的奖惩决定。

4 结 语

本文以煤炭企业为研究对象，对全成本管理

体系在煤炭企业中的构建和实施进行详细研究。

全成本管理可以实现煤炭企业生产到销售各个环

节的定量化、货币化，通过对每个环节步骤成本

支出的严格把控，实现成本与效益最优的战略目

标。不仅有利于煤炭企业加快整顿内部经营模式，

提升管理水平，也有利于煤炭企业优化治理结构，

加快技术升级改造，更好的履行社会责任，满足

现代市场对煤炭企业越来越复杂多样的要求，促

使企业走上绿色生态的可持续发展道路。为了更

好的在煤炭企业中构建和实施全成本管理体系，

提出以下5方面建议。

1）加大宣传力度，促使理念深入人心。通过

形式多样的宣传，让企业员工认识到实施全成本

管理体系与自身利益息息相关，充分调动员工的

主动性、积极性和责任感，营造出更利于全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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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实施的环境，使全成本管理体系在企业真正

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2）加强内部管理，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制定

规章制度能够保障企业全成本管理工作的顺利实

施，各基层单位、各部门严格按照制定的章程和

方案进行部署实施，确保制度的权威性，保障制

度体系在点、线、面3个维度全面覆盖。

3）强化上下联动，形成条块合力攻坚。全成

本管理体系要渗透到企业内部，将思想灌输至每

名员工。严格审查全成本管理体系执行情况，实

现多维融合、条块合力。各部门之间加强沟通和

联动，形成相互协调、逐层管理的网状关系带，

不断提升全成本管理工作水平。

4）重视人才培养，建设全成本管理队伍。人

力资源是企业中最重要的资源，全成本管理体系

要求企业致力于更加优秀的团队人才建设，保障

人才队伍的稳定性，营造良好的成本管控氛围，

有利于提高企业实施全成本管理的效率和效果。

5）总结经验，推广全成本管理运用。重视全

成本管理体系实施的效果，及时进行总结评估，

定期开展调研活动，不断学习先进单位的成本管

理方法，将取得优异成果的成本管理方法在企业

大力推广普及，争取在下一轮全成本管理中取得

更好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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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推进高质量发展，创

新人才培养使用模式，拓展员工职业发展通道就

显得异常重要。长期以来，国有大型企业集团因

业务板块众多，人员构成复杂，传统人才评价方

法和体系单一，导致内部人才选拔和晋升通道狭

窄，致使企业很难准确地识别优秀人才并配置到

相应的岗位，这不仅限制了企业的人才配置效率，

也导致很多优秀人才流失。因此，建立健全企业

岗位职级管理，拓展各类人才发展通道，助推国

有大型企业集团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成为了国

有大型企业集团面临的重要任务。

根据岗位职级制度在企业管理中的地位，对

国有大型企业集团岗位职级管理制度的现状和存

在问题进行系统的分析，从企业价值测评体系、

岗位职级管理体系、人才分类与评价标准体系出

发，提出建构适应国有企业改革创新和高质量发

展所必备的职级管理体系。

1 建立健全岗位职级管理的重要性

1.1 岗位职级管理与岗位价值评价

岗位是指具有相似特征的工作任务与职责的

总称，岗位职级体系是从岗位类别与岗位等级两

个维度中建立起来的岗位管理与员工发展体系[1]。
简单地说，职务层次所对应的级别就是职级，职

级设立的目的是为了让职务与待遇同行并轨，促

进组织中员工的激励与保障机制更加健全。职级

是与职务作为组织中员工的晋升通道，一方面，

体现着晋升个体的各种综合指标，例如业务能力、

资质贡献、政治素养等[2]；另一方面，可以对组织

内不同职务的员工薪资待遇进行比较与平衡。职

务设置使得员工具有权力与承担的义务，职级的

设置使得员工可以享受相应的物质利益，并获得

相应的职业尊严满足[3-4]。
岗位价值评价是建立职级体系的基础，是指

在岗位描述的基础上对员工从事岗位本身所具有

的特征 （如职责范围、工作强度、工作难度、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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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条件等） 进行评价。具体而言，依据一定的岗

位评估标准，运用科学的分析方法来确定岗位之

间的相对价值，从而为组织建立一个职位结构的

过程。岗位价值评价具有三大特征：一是对岗不

对人，即岗位价值评估的对象是企业中客观存在

的岗位，而不是任职者；二是岗位价值评估是衡

量岗位的相对价值，而不是绝对价值。根据预先

规定的衡量标准，对职位的主要影响指标逐一进

行测定、评比和估价，由此得到各个岗位的量值，

使岗位之间有对比的基础；三是岗位价值评估是

对岗位进行评价，然后根据评价结果再划分出不

同的等级。

1.2 建立健全国有大型企业集团岗位职级管理的

重要性

国有大型企业集团受历史原因，一直执行职

务与职级并行的晋升制度[5]。在国有大型企业集团

中，职级与企业内部的岗位、职务既相互独立，

又相互影响渗透。在国有大型企业集团的发展进

程中，岗位职级管理制度彰显了一定优势。岗位

职级管理制度能够促进集团战略目标的层层分解

与实施落实，一方面，使企业管理者在人员流动、

晋升培训、选择继任者以及辨别核心员工等方面

更加高效实际；另一方面，也使企业员工能够激

发出更强的主观能动性，提升组织自上而下的竞

争力[6]。具体体现如下：首先，建立统一的岗位职

级管理体系，有助于在国有企业内部建立统一的

人才标准。建立国有企业集团总部统一的职位职

级体系，并定义各层级的职责范围及人才标准，

下属子公司按照集团统一的职级标识将各自原有

职位体系对接进去，就会在整个集团内部形成统

一的标准，每一个层次每一个类别每一个岗位就

可以找到自身的价值定位和未来的职务晋升通道；

其次，有利于人才的横向贯通和流动。有了统一

的职位管理标准平台，人才识别、沟通就会顺畅，

领导班子的横向调动与配置，不同人才在总部与

子公司之间、不同子公司之间、跨职能跨部门之

间的交流壁垒才可能被打破，实现横向有序的流

动与融合；最后，搭建集团一体化的职位职级体

系，可以让员工清晰职业生涯发展通道和规则。

一方面，在纵向通道设计上，能够让员工看到自

己升迁的路径，换言之，只要达到相应的任职资

格和标准，就可以晋升，甚至技术序列员工可以

发展为“集团级专家”，享受集团领导班子副职待

遇。另一方面，横向贯通机制设计有助于打破职

业生涯的独木桥效应，在专业发展通道上横向提

供多类型的通道选择[7]。

2 国有大型企业集团岗位职级管理现状及

问题

首先，岗位职级管理体系固化为权力体系。

岗位职级体系的本意是建构岗位价值评估、任职

资格与胜任力评估、绩效评估三维一体的岗位管

理体系，但是在实践中，很多企业只关注纵向的

升迁体系，忽视横向的贯通体系，特别是忽视了

价值评估体系。而价值评估体系是职位职级管理

的核心要义。在这种情形下，岗位职级制度会催

生并加剧其管理人员的“官本位”思想，使他们

易将自己与公务员类比。这种错觉产生的结果强

化了不同职级管理人员的等级观念与政治化思想，

使得国有大型企业集团中的“官本位”思想更加

严重。有研究表明，国有大型企业“官本位”思

想的强化与其高级管理人员是否曾被选拔任用至

政府部门相应职级有关[7]。
其次，降低员工积极性。因为岗位职级制度

与薪酬制度往往会融合在一起，不同的职级、职

务具有不同的薪酬，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物

质激励的不足，但是也使得不具备相应职务但享

受相应职级待遇成为国有企业中存在的特殊现

象[8-9]。由于职务与职级具有相对独立的任免标准，

倘若某管理人员因为某种原因被免除管理职务后，

仍可能保留原来职级，享受与原先基本相同的待

遇，这种现象的存在也成为导致国有大型企业集

团管理人员生产性努力降低的重要诱因。此外，

很多企业出现论资排辈的现象，无法从能力上体

现价值，也使得员工的职业发展过于狭窄，导致

员工的流失。

第三，导致集团内部资源配置不公平。国有

大型企业管理人员在企业内的定位以及国有大型

企业集团自身的定位，都导致了资源配置和政策

不公平竞争现象的发生。与传统的企业等级划分

不同的是，国有企业的分类标准并不是基于其经

济发展实力，而更多地基于其出资人所处的行政

级别，这就导致了企业在资源配置和政策上的不

公平竞争[10-11]。出资人的行政级别使企业具有可以

对话更高层级，争取更多资源配置和政策支持的

便利条件，行政级别越高的国有企业越能够获得

更多的对话与政策支持的机会，进而获得更多的

资源倾斜，这种“马太效应”使得强者越强，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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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行政级别低的企业或者虽有经济实力但不具

备行政级别的企业来说很不公平。

第四，引发制度空隙。岗位职级制度在一定

程度上提升了国有大型企业集团对于地方政府公

务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吸引力。首先，岗位

职级制度在国有大型企业集团员工与机关事业单

位人员之间打开了通道，政企干部的交流会吸引

更多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优秀人才。其次，国有

大型企业集团相较于其他类型的企业更易获得政

府的政策支持，也更易创造出突出的经济业绩，

因此，机关事业单位倾向在国有企业任职来增加

管理和基层工作经验、积累卓越业绩，且职务职

级晋升难度相对较低等优势，使得岗位职级制度

下的公职与企业之间的通道愈发具有吸引力[12]。虽

然全方位、不同岗位的锻炼是优秀干部应具备的

基本要求，但这也为试图曲线晋升的人员留下了

可操作的空间。

3 国有大型企业集团岗位职级管理的对策

3.1 强化职级制度的精神激励作用，弱化“官本

位”思想

国有企业应尽量把行政级别内化成一种企业

内部的荣誉衔名，强化职级制度在国有企业内部

精神层面的激励作用，使其成为和政府之间的交

流通道。这需要做到行政级别不与企业内部的各

级管理人员职务相对应，人员所在的工作岗位与

职务方面的领导关系不受行政级别而改变，企业

人员的各项薪酬福利以及各种政治待遇、经济待

遇、所有权力职责也需要淡化与行政级别的关系，

尽可能做到全部脱钩，逐渐淡化乃至消除行政级

别在企业日常各项经营生产管理活动中的影响。

国有企业也需要注重文化建设，通过打造专

属的企业文化来增强企业整体的文化氛围，在潜

移默化中影响员工行为，增强国有企业内部浓厚

的文化氛围，改善现有阶段一昧追求的利益至上、

充满功利性文化，增加柔性因素，营造爱护、尊

重、体贴的充满人情味的人性文化，赋予员工自

由表达的权利和更好的发展前景和空间，做到充

分尊重和认可员工的价值，增强其对企业的认可

感、忠诚感、归属感。

3.2 构建岗位职级体系的流程

任职资格管理是为了实现企业战略目标 （包

括企业财务指标和非财务指标），根据企业组织

（包括业务模式、业务流程和组织结构等） 特点，

对员工的工作能力 （包括知识、经验、技能要求

等）、工作要求（包括工作活动、行为规范和工作

质量等） 等实施的系统管理。任职资格体系的构

成，一般是从企业的战略出发，通过职位分析，

建立能力标准、行为标准等任职资格标准，在此

基础上，对员工进行任职资格评审，最终形成企

业的任职资格体系，如图1所示。

图1 建立任职资格管理体系流程

实行年薪制管理的子公司、矿 （厂） 行政正

职的岗位价值评估和基薪标准的确定采取综合评

价法。评估的主要因素包括企业规模和价值链、

岗位影响/贡献（影响范围、利润贡献）、管理难度

（对外沟通、创新的复杂性、业务和职能跨度及独

立性）、环境风险 4个维度。同时，考虑到各单位

行政正职的共同特征，参照国际职位评估标杆与

经验，对各行政正职岗位统一预设了基础分。在

基础分之上，针对不同单位在上述四个维度方面

的差异性设置了各岗位评估因素的加分标准，各

单位行政正职岗位的实际评估得分为：基础分＋

各因素评价得分。

3.3 岗位再设计，推动国企深化改革

岗位再设计是对岗位内容、职责等的重新规

划与设计。对于国有大型企业集团的转型发展，

岗位再设计是重要举措。岗位再设计能够形成人

才建设和流动的良性循环，实现点 （岗位） —线

（职级）—面（体系）的有机融合，实现员工、组

织及管理者的协调。

3.3.1 理顺企业内部的组织关系，完善治理结构

国有大型企业集团的上级主管部门应在遵循

《公司法》的基础上，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国企改革

的系列精神，规范国企内部的组织架构、主要组

织设置、职能职责、权利义务与工作程序等，确

保国企法人治理结构的规范化与制度化。同时，

国有大型企业集团应在理顺内部组织关系的基础

上，树立统一的目标，加强对各组织部门工作目

标的督促与评估，最大限度地确保组织目标方向

的一致性[8]。
3.3.2 加强策划，落实相应责任

国有大型企业集团的岗位再设计这一变革不

周建峰：国有大型企业集团岗位职级管理制度分析与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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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蹴而就，具有一定的复杂性与艰巨性。在变

革过程中，应加强各方面策划，落实各方面责任，

以促进这项变革顺利实施。首先，应进行充分的

研讨，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在思想统一的基础

上，开展一定形式的宣传动员活动，广泛宣传与

动员员工支持并参与改革的热情与活力，形成具

有行业领先特征的岗位设置标准，形成开展岗位

再设计工作的工作目标与方法[9]；其次，在组织保

障方面，要明晰职责，责任到人，应成立岗位再

设计的工作领导小组、工作小组以及工作推进小

组。特别是在实施过程中要聚焦差距，实施“区

域化+项目化”的管理模式，通过协同推进，定期

跟踪等保障各步骤的顺利实施[10]。
3.3.3 建立健全“三项制度”，激发国有大型企业

活力

国有大型企业中的“三项制度”指的是“员

工能进能出、收入能高能低、干部能上能下”，这

也是盘活国有大型企业集团人力资源的根本所在。

具体来说，可以通过进行单位内转岗、跨单位转

岗、专项培训转岗等对富余人员进行妥善安置，

并且推出相关配套政策促进员工早上岗、上新岗

等，激活企业的人力资源发挥出更大效益；在

“员工能进能出”方面，应加大对不合格或者不适

岗人员的管理力度，通过“试用期管理评价退出、

合同到期评价退出、负面清单触犯退出”的不同

退出方式，切实保障员工能进能出，尤其是“能

出”的渠道[12]。对离岗人员的管理也应加强，严格

控制离岗人员审批流程、实施人员分类管理等，

打开强制退出的通道。在推进“干部能上能下”

方面，应坚持采用择优排序、分类评价的方法，

提高评价区分度，激发绩效活力[13]。

4 结 语

在创新驱动发展、推动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

的今天，建构“岗位价值评估—任职资格与胜任

力评估—绩效评估”三位一体的岗位职级管理，

是落实企业战略发展目标的需要，也是全方位提

升员工工作积极性和工作能力的重要举措。建立

大型企业集团岗位职级管理体系，树立企业正确

的用人导向，并以此建立人才发展的多通道职业

体系，是完善和优化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体系的客

观要求，也是淡化行政级别、优化完善三类岗位

（管理、技术、技能）序列协调互通的职业发展多

通道，形成稳定有序的岗位转换、升降通道，促

进各类人才成长成才的必然战略选择。需要强调

的是，员工的职务晋升和个人职业生涯发展，不

仅仅只是依赖岗位职级管理体系 （特别是任职资

格与胜任力评估） 来规范和引导，与此同时，员

工的工作价值感知和角色义务行为也可以在胜任

职级管理的要求中得以塑造和升华，从而从物质

和精神两个层面对企业员工进行约束和激励，从

而塑造出一支职业化和专业化的人才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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