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导 论 Introduction

从“绿色”走向“深绿”，对我国煤炭行业绿色发展的思考

中国矿业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陈红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

就。但是发展的背后隐藏着一系列生态环境和健康问题。

由能源生产和消费特别是煤炭生产和消费产生的环境保

护、低碳与健康发展问题成为社会亟需解决的问题。

为促进能源行业发展目标与国家“绿色发展”“安全

发展”战略对接，中国矿业大学管理学院研究团队在对

新时代发展理念深度思考的基础上，首次将“经济—环

境—健康”纳入一体化评估框架，构建了总体安全观下

面向实现“美丽中国”“健康中国”国家战略的企业可持

续发展“深绿”评价体系，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绿度”

概念作为评价的重要尺度，并于 2019年 6月发布了《从

绿色到深绿：基于 SHEE 信息披露的能源行业上市公司

“绿度”评价》（2019）蓝皮书，对促进中国经济社会从

“绿色发展”向“深绿发展”演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

意义。从信息质量看，我国能源行业、煤炭行业在SHEE

信息发布率和 SHEE 信息内容的规范性、系统性、可比

性等方面均差强人意，与未来国家战略的实施要求还有

很大差距。2006—2017年，煤炭开采与洗选业仅有 15家

上市企业发布了相关报告。2017年，企业一体化绿度评

估均值为 2.97，虽然显著高于其他能源行业企业，但仅

有 1家企业的“绿度”水平处于“Ⅴ级~可宣称级”，2家

企业处于“Ⅳ级~可接受级”，结果不容乐观。

立足全局和长远发展，对未来我国煤炭行业绿色发

展提出以下建议。

一、在国家总体安全观下，系统思考并正确定位煤

炭产业对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无论是基于历

史、现实还是未来，煤炭在我国能源消费中拥有的绝对

主导地位和贡献不容忽视。煤炭在一次能源生产和消费

中所占比重一直保持在 60%左右，支撑着电力行业、钢

铁行业、建材行业、化工行业的能源消耗需求。因此，

在不出现“奇点”式技术阶跃背景下，煤炭依旧是确保

中国未来 20年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战略资源，煤炭产业依

旧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

二、在煤炭行业全面推行 SHEE 绿度评价，负责任

地推动绿色生产。在当前世界经济政治形势日趋复杂的

背景下，中国能源政策的制定应站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及保障国家总体安全的高度，积极彰显社会进步担当，

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将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关注健康

放在突出地位，并纳入国家层面的能源发展战略。政策

制定应正视煤炭产业粗放发展给生态环境和从业者生命

健康带来的重大危害，对煤炭企业全面实施 SHEE “绿

度”评价势在必行。

三、基于“绿度”评价，研究建立面向“深绿”发

展的定价机制，用市场化引导的方法调整产业结构。绿

色发展既不能以牺牲生态和环境换取发展，也不能以牺

牲人的健康换取发展。煤炭行业作为对绿色发展影响最

大的能源类行业，更应主动承担起实现“美丽中国”“健

康中国”发展方略的历史责任。当前，煤炭价格以市场

化定价为主，长协合同定价为辅，主要由煤炭供需决定。

与绿色发展的时代要求和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迫切需

要相比，煤炭行业还存在价格机制不够完善、政策体系

不够系统、员工生理健康与心理健康危害没有充分体现

等问题。应将“经济-环境-健康”纳入煤炭定价机制，

积极对煤炭行业推行“绿度”准入定价机制，鼓励使用

“绿煤”，彰显中国特色能源市场的责任与担当，用市场

化引导的方法调整产业结构。

四、两端发力，加快我国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的政策

体系建设。清洁煤技术是一种以环境满意且经济可行的

方式促进煤炭清洁利用的技术，是实现绿色发展的重要

突破口。多年来，我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促进工业产业

煤炭利用清洁化，但居民消费端考虑的较少。建议生产

和消费两端发力，加快我国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的政策体

系建设。从生产端发力，应加大技术创新支持力度，鼓

励关键技术攻关与设备研制，加快洁净煤技术商业化，

鼓励生产高质量、清洁化、关注健康的“绿煤”。从消费

端发力，重视居民煤炭消费，尤其是农村居民冬季取暖

散煤的利用。引导农村居民形成绿色消费理念，通过价

值与信任等体系建设，促使农村居民从情感上接受、认

同、悦纳洁净煤相关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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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促进资源型区域经济转型，需要加快落实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在资源型区域，资源依赖对科

技创新的挤出效应是资源型区域遭遇“资源诅咒”

的原因之一，也造成了资源型区域科技创新难

题[1]。Sachs等[2]指出资源产业的繁荣导致创新要素

向资源产业部门集聚，不利于创新活动开展。Piet⁃
ro等[3]指出在全球经济中，资源繁荣会对资源丰裕、

资源缺乏国家的创新活动产生挤出。李天籽[4]用全

产业链与创新链互动促进资源型区域产业转型研究

——以山西省为例

赵康杰，刘育波
（山西财经大学 资源型经济转型协同创新中心，山西 太原 030006）

摘 要：科技创新挤出是资源型区域遭遇“资源诅咒”的原因之一，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有助于促进

资源型区域产业转型升级。以典型的资源型省份山西省为例，分析了产业演进与科技创新的困境，

发现山西省产业结构的资源依赖不利于产生创新需求，创新供给不足制约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围

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是山西省化解创新难题的突破口，要在明晰产业链与创新链类型的基础上，

按照市场需求导向和产业化方向原则，在资源与非资源产业领域，以产业链与创新链互动促进山西

省产业转型升级。最后从培育重点产业创新链、完善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的组织保障、建立科技创新

成果产业化激励机制、改善区域经济环境等方面提出了政策保障。

关键词：产业链；创新链；资源型区域；创新驱动；产业转型升级；山西省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9605（2019） 12－0004－08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18BJL081，10AJL009）；山西财

经大学2016年度教改项目（2016204）

Research 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industrial chain and innovation chain to promote
the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of resource-based regions

——Taking Shanxi Province as an example
Zhao Kangjie，Liu Yubo

（Resource base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Shan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Taiyuan 030006，China）

Abstract：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rowding out is one of the reasons for resource-based regions to encounter the“resource
curse”， implementing an innovation-driven strategy can help promote the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resource-
based regions. Taking Shanxi，a typical resource-based province，as an example，the dilemma of industrial evolution and tech⁃
nological innovation is analyzed，and it is found that the resource dependence of Shanxi's industrial structure is not conducive
to generating innovation demand， and insufficient innovation supply restricts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Deploying an innovation chain around the industrial chain” is a breakthrough for Shanxi to solve the innovation
problem. It is necessary to clarify the types of the industrial chain and the innovation chain，and follow the principles of mar⁃
ket demand orient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direction. In the field of resource and non-resource industries，the industrial chain
and innovation chain interact to promote the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Shanxi. Finally，policy guarantees are
proposed from the aspects of cultivating key industrial innovation chains， improving the organizational guarantee for key cor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s，establishing an incentive mechanism for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chievements，and improving the regional economic environment.
Key words： industrial chain； innovation chain；resource-based area； innovation-driven；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
ing；Shanxi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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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省域面板数据研究发现，自然资源丰裕度通过

降低创新水平间接阻碍经济增长。邵帅等[5]在对中

国地级煤炭城市的研究中发现，资源依赖对技术

创新的挤出效应导致“资源诅咒”的发生。张逸

昕[6]以黑龙江七台河市为例研究认为，技术、制

度、管理创新相结合是煤炭资源型城市转型之路。

化解资源依赖对科技创新的挤出效应，需要提升

资源型区域创新能力与动力，形成科技创新的有

效需求是关键[7]。谢波[8]认为可以发挥国有经济优

势，在“资源诅咒”的中、西部地区，开展创新

活动，提升创新能力。

党的十八大作出了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部署，

2014年 6月 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两院院士大会上

讲话指出，“要着力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

创新链完善资金链”[9]，突破关系国计民生和经济

命脉的重大关键科技问题。较多学者对我国产业

链、创新链进行研究。洪银兴[10]指出在产业链上部

署创新链，关键是在相应的产业链环节上创新处

于国际前沿的核心技术。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

研究院认为科技计划要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

做好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产业发展

等环节衔接工作，才能更好服务中国经济转型升

级[11]。习近平总书记“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讲

话精神，也为资源型区域从资源优势出发实施创

新驱动战略提供了思路。山西省作为国家资源型

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科技创新难题十

分突出。破解科技创新难题成为山西省化解“资

源诅咒”，实现经济转型的必由之路。从产业发展

与科技创新的关系出发对山西省科技创新难题进

行概括，并基于产业链与创新链互动视角提出山

西省产业转型升级的促进机制，最后提出相应的

对策建议。

1 山西省产业演进与科技创新关系的现状评价

山西省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的关系可以从需

求和供给两方面进行分析，山西省产业结构的煤

炭依赖不利于产生创新需求，而山西省创新供给

投入的不足制约了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

1.1 产业结构的资源依赖不利于产生创新需求

第一，以煤为主的单一性产业结构缺乏创新

需求。新世纪以来，山西省的工业结构呈现了采

矿业比重提升而制造业比重下降的趋势 （表 1）。

表 1中的数据显示，2001年制造业增加值是采矿业

的近两倍，到 2012年不足采矿业的二分之一，这

主要是因为在新世纪的头十年，煤炭价格高涨，

带动了山西省煤炭产业的快速发展，而制造业则

年份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工业/亿元

499.78
632.99
908.71
1 380.27
1 756.70
2 148.41
2 811.55
3 604.18
3 313.04
4 591.48
6 046.59
6 230.21
6 006.09
5 068.71
3 965.00
3 948.88

采矿业/亿元

146.28
190.40
277.27
477.03
708.37
884.69
1 146.00
1 979.93
1 991.86
2 777.51
3 835.74
3 918.17
3 648.05
2 798.14
2 006.86
2 025.90

制造业/亿元

269.60
342.35
505.59
752.83
868.70
1 037.97
1 403.13
1 435.63
1 112.22
1 554.69
1 915.83
1 937.01
1 886.11
1 727.13
1 402.20
1 413.17

电力、燃气及水的生

产和供应业/亿元

83.64
99.82
125.85
150.42
179.62
225.75
262.43
188.62
208.96
259.28
295.01
375.03
471.93
543.45
555.94
509.81

采矿业比

重/%
29.27
30.08
30.51
34.56
40.32
41.18
40.76
54.93
60.12
60.49
63.44
62.89
60.74
55.20
50.61
51.30

制造业比

重/%
53.94
54.08
55.64
54.54
49.45
48.31
49.91
39.83
33.57
33.86
31.68
31.09
31.40
34.07
35.36
35.79

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

和供应业比重/%
16.74
15.77
13.85
10.90
10.22
10.51
9.33
5.23
6.31
5.65
4.88
6.02
7.86
10.72
14.02
12.91

表1 2001—2016年山西省工业增加值构成

资料来源：历年《山西统计年鉴》。由于 2017年度国家进行经济普查的原因，《山西统计年鉴 2018》《山西统计年鉴 2019》中

已经连续两年未公布工业增加值数据，国家经济普查的数据也尚未公布。

赵康杰等：产业链与创新链互动促进资源型区域产业转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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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遇了“反工业化”现象，增长缓慢。煤炭繁荣

带来了采矿业占工业比重上升而制造业占工业比

重下降的趋势，自 2001年以来，采矿业占工业比

重从 29.27%增长到最高值 2011年的 63.44%，2012
—2015年，在煤炭价格跌落的背景下有所下降，

分别为 62.89%、60.74%、55.20%、50.61%，2016
年煤炭价格反弹，采矿业占工业比重也提升到

51.30%；而制造业比重从 2001年 53.94%下降到了

2012年的 31.09%，2016年回升到 35.79%。采矿业

比重仍然高于制造业，占据山西省工业的半壁江

山；而制造业比重上升是由于采矿业的比重下降

而产生的，实际上制造业增加值却在下降，处于

衰退趋势，仅在 2016年略有回升，制造业落后难

以带动科技创新。采矿业比重上升而制造业比重

下降的资源依赖强化、产业结构单一化现象，对

于科技创新不利，主要是因为相对于制造业而言，

采矿业受产品同质性、技术专用性等影响而缺乏

创新需求[7]。
第二，以资源型大型企业为主导的集中性产

业结构不利于产生科技创新需求。创新理论认为，

大型企业可以靠市场垄断地位而获利，因而缺乏

创新动力与需求；而中小型企业由于其所处的市

场竞争较为激烈，为了生存下去，中小企业会通

过不断地创新提升企业的竞争力。山西省资源型

大型企业比重高，资源类产品的垄断高价可以获

得较多收益，因而不需要创新，制造类、服务类

中小型企业比重低而不利于创新需求产生（表 2）。

表 2显示，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2018年，山西

省大型企业数量为 243个，占所有企业的比重为

6.27%，而全国这一比重仅为 2.41%；中型企业占

所有企业的比重分别为 21.75%，也高于全国的

13.15%；小型企业占所有企业比重为 67.10%，严

重低于全国 84.44%的平均水平。从工业企业主营

业务收入看，山西省大型企业占所有企业收入比

重为 53.44%，高于全国的 43.75%；中型企业占所

有企业收入比重为 27.07%，也高于全国的 22.71%；

小型企业占所有企业收入比重仅为 18.78%，远低

于全国的33.54%。

第三，以采矿业为主的低端性产业结构缺乏

创新需求。采矿业位于工业生产的最末端，属于

低端性产业，矿产品体现的更多是自然资源价值，

人的智力、劳动在矿产品中体现相对较少，科技

含量相对较低，越是自然资源密集型的产品，其

对创新的要求相对较少。在山西省产业结构中，

采矿业占工业的比重超过 50%，因而产业结构的

低端性较为突出。山西省高新技术产业较为落

后，根据 《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显示，2007—
2011年，山西省高新技术产业占工业产值的比重

在 2%左右，而全国高新技术产业占工业产值的

比重在 11%左右，山西省在全国排在第 23、24
位，落后全国 9个百分点左右。2014年，山西省

高新技术产业占工业主营业务收入比重为 4.46%，

比 11.51%的全国水平低 7.05个百分点，位居全国

第 24位；2016年山西省这一比重提高到 6.94%，

在全国排名上升到 21位，但与 13.27%的全国水平

仍然差距较大，相差 6.33个百分点。制造业、高

新技术产业发展落后，说明山西省经济发展缺乏

创新需求。

1.2 创新供给投入不足制约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第一，企业在产业转型方面的创新投入积极

性不高。企业作为最主要的科技创新主体，在煤

炭产业依赖的背景下，山西省工业企业科技创新

投入力度不强。在规模以上企业中，2016年，山

西省有研发活动的企业数为 348个，占山西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总数的 9.79%，比 22.95%的全国水平

低 13.16个百分点，位居全国第 31位，说明山西省

企业

数量

山西

全国

主营业务

收入

山西

全国

大型企业

数量/个
243
9 103

大型企业

收入/亿元

10 288.65
459 178.90

比重/%
6.27
2.41

比重/%
53.44
43.75

中型企业

数量/个
843
49 778

中型企业

收入/亿元

5 211.51
238 287.80

比重/%
21.75
13.15

比重/%
27.07
22.71

小型企业

数量/个
2 600
319 559

小型企业

收入/亿元

3 616.42
352 023.80

比重/%
67.10
84.44

比重/%
18.78
33.54

微型企业

数量/个
189

微型企业

收入/亿元

135.53

比重/%
4.88

比重/%
0.70

企业总数/个

3 875
378 440

企业主营业务

收入/亿元

19 252.12
1 049 490.50

表2 2018年山西省与全国大中小微型企业比较

资料来源：《山西统计年鉴2019》《中国统计年鉴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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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企业不愿意开展研发活动；从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研发投入强度（工业企业研发内部经费/工业

企业主营业务收入） 看，2014年，山西省工业企

业研发投入强度为 0.70%，比全国水平 0.84%略低

一些，到2016年山西省下降为0.68%，而全国提升

到0.94%，山西省与全国差距进一步拉大。

第二，政府在创新投入方面扶持不足。政府

的资金支持也是科技创新投入的主要来源之一，

但是从政府资金占研发经费的比重看，山西省政

府在科技创新投入方面的扶持明显不足。在研发

经费内部支出中，2017年，全国政府资金占研发

经费内部支出的比重为 19.81%，而山西省仅为

14.73%，低于全国 5.08个百分点。政府在创新投

入方面的不足表现十分明显。由于企业、政府等

都对科技创新投入重视程度不够，山西省研发投

入强度一直较低。从 2010年以来，山西省研发投

入强度一直在 1%左右徘徊，全国已经超过 2%，

到 2018 年 ， 山 西 省 为 1.05%， 而 全 国 则 达 到

2.19%，山西省与全国差距较大。

第三，科技创新产业化滞后。自 2007年以来，

山西省高新技术产业化指数 （来自国家公布的历

年《全国及各地区科技进步统计监测结果》，数据

截至 2015年，自 2016年以来没有公布新的数据。）

基本呈现了逐年上升的趋势，2007年为 23.16%，

2015年达到 43.48%，而这一阶段全国的高新技术

产业化指数基本上都超过 50%， 2015 年达到

55.70%，山西省与全国的差距虽然在缩小，但仍

有 12个百分点的差距。从山西省在全国的位次看，

山西省高新技术产业化指数 2012年之前在全国位

居第 30、31位，2015年提升到 26位，但仍然属于

最为落后的几个省份之一。利用高新技术产业新

产品销售收入与主营业务收入比重来度量高新技

术产业化发展发现，山西省 2016年这一比重仅为

5.11%，而全国则达到 31.16%，山西省远远落后于

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的 34.46%、28.29%、

17.94%、18.08%。

2 产业链与创新链互动促进山西省产业转

型升级的机制分析

破解山西省科技创新难题，需要实施创新驱

动战略，在提升创新能力的同时，以科技创新驱

动资源型经济转型，其核心是通过科技创新，摆

脱资源依赖，实现产业转型升级。要按照习近平

总书记“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的讲话精神实

施创新驱动战略，在明晰产业链、创新链内涵的

基础上，通过产业链与创新链的互动发展，促进

产业转型升级。

2.1 产业链与创新链内涵

“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要明确产业链与

创新链内涵，可以从3个层次理解（图1）。

第一层次是基于产品加工程度的深化而形成

的纵向产业链与创新链。在图 1中，围绕 B产品，

向前延伸有A产品，向后延伸有 C、D产品，B产

品可以向产业链前后延伸，提升产业附加值。在

以B产品为基础的纵向产业链中，产品A、B、C、
D，每个产品都需要科技支持，因而会形成产品A、
B、C、D的创新链，共同服务于纵向产业链，进

而形成纵向创新链。煤炭产业向后延伸有电力、

炼焦、化工、煤气化、煤液化等产业，煤炭既是

一个独立产品，也存在后向联系，成为后续产业

的投入品，形成了一条条纵向产业链。纵向产业

链的创新活动主要分布在上下游产品的创新当中，

相对较为松散，但也会形成创新链，因为纵向产

业链的形成也需要科技创新的支持。比如，煤机

产业落后会影响到煤炭开采业，而煤炭开采业的

技术水平也会影响后续的电力、炼焦、化工等产

业发展。

第二层次是基于产品内分工所形成的模块状

产业链与创新链。在当前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

社会分工细化，一种产品的生产可以分工到不同

的国家、地区进行。一种产品的整体研发、零部

件的研发与生产、组装的研发与生产在不同地区

开展，各地企业通过研发与生产为同一种产品服

务，构成了模块状产业链与创新链。各个企业的

创新活动是有机联系、共同服务于这一产品，创

新不是独立、零散的创新，因而组成了模块状创

新链。在图 1中，产品B可以基于产品内分工形成

由整体设计Ba、零部件Bb、零部件Bc、产品组装

Bd、产品销售Be所组成的产业链，产业链的每一

个环节都需要创新的支持，形成由整体研发 BIa、
零部件创新 BIb、零部件创新 BIc、组装创新 BId、
销售创新BIe共同组成的产品B的创新链。

第三层次是基于共性关键技术应用所形成的

星状产业链与创新链。在B产品的创新过程中，零

部件 c的创新 BIc可能是一种共性关键技术创新，

能够形成共性技术 Ic，共性技术 Ic不仅能够应用于

B产品，也能应用于W、X、Y、Z等产品。在共性

技术 Ic应用于 B、W、X、Y、Z等产品的过程中，

赵康杰等：产业链与创新链互动促进资源型区域产业转型研究

7



2019年第12期 煤 炭 经 济 研 究 第39卷

需基于各产品特殊性，开展适应性创新BIc、WIc、
XIc、YIc、ZIc，进而能够围绕共性技术 Ic应用形

成创新链；共性技术 Ic在实际应用中的适应性创

新，能够改变原有的B、W、X、Y、Z等产品的形

态，形成NB、NW、NX、NY、NZ等新产品，这些

新产品构成了围绕共性技术 Ic应用所形成的星状

产业链。

对于资源型区域产业转型升级而言，要以这

三类产业链与创新链划分为依据，在资源与非资

源领域中寻找、培育重点产业，并以关键技术节

点为突破口完善产业创新链。要重视第一层次产

业链与创新链，促进资源产业向前后向关联产

业延伸，提升资源附加值。在世界经济全球化、

信息化进程中，分工细化和互联互通使得从第

二层次、第三层次提升资源与非资源产业链、

创新链更显重要，促进各类产业从价值链的低

端走向高端。

2.2 产业链与创新链互动促进山西省产业转型升级

山西省产业转型升级需要从资源产业 （煤炭

产业、煤层气、煤化工、煤基装备、煤电等） 与

非资源产业发展 （装备制造、电子信息、新能源

汽车、节能环保、生物医药、文化旅游等） 的现

实出发，坚持科技创新市场需求导向和产业化方

向原则，构筑产业链与创新链互动发展机制，促

进产业转型升级（图2）。

第一，延伸资源产业链，激活非资源产业链，

培育重点产业。资源依赖对于山西省创新驱动战

略实施而言，既有优势也有劣势。优势体现在两

方面：一方面，通过资源开发，山西省形成规模

庞大的以煤为主的资源产业，将资源产业的规模

优势进行转化，可以延伸资源产业链；另一方面，

煤炭资源丰裕可以提供成本相对较为低廉的能源、

原材料，为后向关联产业发展提供基础，这一优

势的实现需要完善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劣

势在于资源依赖导致非资源产业发展相对滞后，

制约工业化的正常演进。

资源产业依赖对山西省的可持续增长造成制

约，需要考虑产业转型升级问题，培育重点产业

图1 产业链与创新链的三个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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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是一条可行的途径[12]。对于山西省资源产业而

言，可以将规模优势与低能源、原材料成本优势

相结合，从资源开采规模优势向产业链优势转变，

延伸产业链，提升产业附加值。摆脱资源依赖必

须实现产业转型与经济多样化，对于山西省非资

源产业而言，需要将财政、金融、土地、基础设

施等方面的产业转型扶持政策与低能源、原材料

成本相结合，激活非资源产业的发展动力，形成

非资源产业链。在资源产业与非资源产业链中，

要选择有市场潜力的产业链为重点进行培育，通

过创新需求诱导或有意识地推动创新供给，促进

重点产业链与创新链的互动，资源、非资源重点

产业从价值链低端迈向高端，促进产业转型升级。

第二，以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促进资源产业

与非资源产业创新链建设。关键核心技术在产业

创新链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关键核

心技术是产业创新链建设的突破口。在产业链、

创新链的建设中，决定产业转型升级、科技创新

取得进展的关键，往往是某一关键节点的技术突

破。对于亟待突破的关键核心技术，可以由企业、

政府单独或联合设立创新项目进行科技攻关，一

旦取得突破，就能够把割裂的产业联系起来，促

进产业链的完善，占领产业链、价值链的高端。

二是关键核心技术项目攻关是创新要素的聚集地。

科技创新活动离不开资本、人才等创新要素，而

创新要素发挥作用需要依托于科技创新项目。依

托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项目，可以通过企业投资、

市场化融资、政府支持等方式进行项目融资，项

目各投资方共享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的成果；通过

关键核心技术项目也能把创新人才聚集起来，在

项目研发过程中，通过各类人才的分工与协作，

共同完成技术攻关任务。山西省需要在资源产业

与非资源产业明确重点突破的领域，便于组织人

力物力开展关键核心技术研发。

第三，构建产业链与创新链互动发展机制，

促进产业转型升级。产业升级与经济多样化是山

西省经济转型的关键，而通过承接集群化的产业

链是中西部资源型省份产业升级的重要出路[13]，这

就需要坚持市场需求导向和产业化方向原则，通

过产业链与创新链的互动来实现。坚持市场需求

导向是指产业的创新需求是科技创新的动力，应

根据山西省资源产业与非资源产业链的需要开展

科技创新，起到产业转型升级的支撑作用。重点

产业链的培育会带来对创新链的需求，主要是对

关键核心技术的需求，突破关键核心技术需要设

立重大科技攻关项目，进而引致创新资本、人

才、平台的需求。坚持产业化方向是指山西创新

供给要面向产业发展，在进行创新投资时，要对

创新风险进行评估，对创新成果的市场前景进行

预判，明晰创新可能适用的产业领域及其带来的

经济效益，真正使科技创新起到引领产业转型升

级的作用。摆脱资源依赖需要政府有意识地实施

创新驱动战略，深化科技创新体制改革，加大科

技创新投入，引进科技创新人才，并在经济社会

发展的重点领域设立科研项目进行技术攻关，以

系列创新成果组成重点产业创新链，在创新成果

图2 产业链与创新链互动促进山西省产业转型升级机制

赵康杰等：产业链与创新链互动促进资源型区域产业转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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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化的发展过程中完善重点产业链，提升产业

竞争力。

3 产业链与创新链互动促进山西省产业转

型升级的政策建议

山西省产业链与创新链互动发展需要政策保

障，主要包括 4方面：培育重点产业创新链、完善

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的组织保障、建立科技创新成

果产业化激励机制、改善区域经济环境。

3.1 培育重点产业创新链

明确资源产业（煤炭产业、煤层气、煤化工、

煤基装备、煤电等） 与非资源产业发展 （装备制

造、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节能环保、生物医

药、文化旅游等） 作为重点领域进行扶持。一是

以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吸引产业在山西省布局。

山西省的优势在于原材料、能源优势，通过煤炭

行业清费立税，降低煤炭生产成本；通过电价改

革，实现市场化定价，较低的电价会形成山西省

吸引产业转移中的成本优势。二是以技术需求为

导向确定重大科技专项。对于山西省确定的重点

扶持产业，需要从具体的企业运营中发现制约企

业、行业发展的技术因素，寻找其存在的问题。

对于行业发展中存在的普遍问题，首先要弄清其

需要的技术，进而以技术需要为导向设立重大科

技专项，进行关键核心技术的项目攻关。三是以

市场招投标机制为手段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对于

政府设立的重大科技专项，由政府提供资金进行

研发，具体的研发机构则需要通过市场化的方式

进行项目的招投标，进而有助于选择效率高的机

构进行研发，提升项目研发成功率。四是以科技

成果共享为目标完善产业链。对于重大科技专项

所取得的成果，由于政府作为出资人、研发机构

作为具体的实施人，都应该参与科研成果的分配

与使用，激励政府、研发机构的科研成果应用到

行业的发展中。

3.2 完善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的组织保障

对于重点产业创新链建设中关键核心技术的

突破，需要创新组织的保障，无论是哪个研发机

构承担重大科技专项，都需要与其他的研发机构、

高校、企业进行联合，才能够有效地开展科技创

新活动。一是组建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联合

山西省优势企业、国内外高等院校、科研院所，

共同组建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进而运用市场

机制将创新资源汇聚到联盟中，建立以联盟为主

体承担重大科技专项的机制，开展产学研用协同

创新。二是组建产业技术研究院（中心）。针对重

点产业的共性关键技术、重大装备设计试验和中

小型企业技术创新需求，依托骨干企业、重点高

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引导建设一批产业技术研究

院（中心）。三是提升科技创新团队建设水平。对

于重点产业创新链建设中所需的高层次人才，制

定实施国内高端人才引进计划，加大对创新创业

人才、中介人才、复合型人才的发现、培养、

引进、使用和资助力度；通过校企结合，大力

培育高技能人才，为生产一线、产业提升提供

人才保障。

3.3 建立科技创新成果产业化激励机制

对于山西省创新驱动战略实施中取得的科技

创新，为了促进产业链与创新链的互动发展，需

要建立科技创新成果产业化发展的激励机制。一

是加强科技创新成果产业化的平台建设。通过建

立孵化器、创业基地、创业园区等方式，为科技

创新成果的产业化提供场所；建立科技创新成果

的市场交易平台，对于科技创新成果所有权人无

法自己完成的产业化项目，交由市场来进行，建

立由政府、金融机构、企业共同组成的多元化融

资平台。二是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与激励机制。设

立知识产权法院，加大违法惩治力度，切实有效

地保护知识产权；为激励科技人员，允许科技人

员可以以其所拥有的专利技术参股产业化项目，

以其专利技术做抵押为产业化项目融资等。三是

出台科技创新成果产业化的税收优惠政策。科技

创新成果产业化项目位于产业发展的孵化期、成

长期，尚不具备盈利能力，需要政府给予一定的

税收优惠，以降低项目的运营成本，主要在营业

税免征、所得税减免、研发经费所得税前扣除等

方面予以优惠。

3.4 改善产业发展生态环境

产业不愿意来山西省布局、山西省本土的科

技创新产业化滞后等，都与山西省产业生态发展

环境差有一定的关系。一是加强基础设施投资改

善区域硬环境。完善硬环境主要包括区域的水电

路网等基础设施，尤其是要在工业园区、创新园

区、孵化器中完善基础设施。二是加强引导宣传

改善区域软环境。山西省区域经济发展中软环境

差主要是因为区域当中缺乏产业发展、科技创新

的“氛围”，需要政府在出台优惠政策吸引产业、

人才等的进入，山西省要提供比其他区域更加优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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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的土地、税收、补贴政策，引进人才关键是要

能留住，在政府引导的基础上，山西省会形成产

业聚集、科技创新的“氛围”，与硬环境的改善相

比，软环境的改善则较为困难。

4 结 语

资源依赖对科技创新的挤出效应是影响资源

型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的制约因素之一，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要“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进而通过

破解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大创新需求来促进产业

转型升级。本文以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

改革试验区山西省为例，研究发现，山西存在产

业演进与科技创新关系困境，以煤为主的单一产

业结构、以大中型企业为主的工业结构、以采矿

业为主的低端产业结构不利于产生科技创新需求，

企业、政府创新投入较低、科技创新产业化滞后

导致山西科技创新供给不足。然后，在明晰产业

链、创新链内涵的基础上，从三个方面提出山西

省产业转型升级路径。一是延伸资源产业链，激

活非资源产业链，培育重点产业；二是以关键核

心技术为突破，促进资源产业与非资源产业创新

链建设；三是构建产业链与创新链互动发展机制，

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加快资源依赖向创新驱动转

变是山西省新旧动能转换、高质量转型发展的关

键，需要加快“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优化山

西省产业创新生态系统，通过产业链与创新链互

动促进山西省产业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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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煤炭行业不断实现跨

越式发展，生产技术从 1964年建成第一个国产普

通机械化采煤工作面到实现智能化无人综采工作

面；产品结构从单一原煤生产向多产品组合、多

样化服务、上下游延伸发展；管理体制从传统的

计划管理体系向市场化现代企业管理体系迈进。

煤炭行业为我国经济发展夯实了能源保障，做出

了巨大贡献。然而，煤炭生产消费过程伴生的资

源、安全、环境等问题日益突出，各级政府对清

洁能源、绿色发展的重视程度与日俱增，能源消

费低碳化以及能源结构多样化趋势日渐明显，煤

炭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增大。当前，信息技术革命

为产业转型发展注入新动能，推动企业科技创新

体系和生产经营体系加速变革，市场环境快速变

化，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在企业高质

量发展中的产业化运用越来越广泛。“数字中国”

和“数字经济”被写入十九大报告，成为创新驱

动战略的重要要素之一。麦肯锡相关研究表明，

1995—2003年数据流直接创造的经济价值高达 2.2
万亿美元，还通过其他间接性的经济运行方式，

创造了 2.8万亿美元的经济价值[1]。这表明，数字

经济时代已经不可阻挡的到来。煤炭企业如何进

行数字化转型，适应数字经济时代环境形势，已

经成为煤炭行业各方关注的焦点问题。

国有煤炭企业一直是煤炭行业经济稳定发展

的压舱石，“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做强做优做大国

有资本”是国有煤炭企业的重要责任和使命。在

数字经济时代，国有煤炭企业只有重构企业生态

数字经济时代国有煤企改革的价值逻辑与实施路径

杨 涛
（煤炭工业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北京 100120）

摘 要：随着我国社会全面走向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改革成为国有煤炭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途径。本研究揭示了国有煤炭企业数字化改革的价值逻辑，并沿着“价值主张—价值形成—

价值传递—价值创造—价值增值”的价值链视角，从发展理念、顶层设计、投资结构、管理运营、

创新体系、文化管理、信息平台、生产管理、安全管理、煤矿建设、质量管理、商业模式和营销

模式等方面探索了数字化改革实施路径，为数字经济时代国有煤炭企业改革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

践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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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ue logic and implementation path of state-owned coal enterprise reform in the dig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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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s our society moves towards the digital economy， digital reform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way for state-owned
coal enterprises to achiev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his study reveals the value logic of digital reform with state-owned coal
enterprises， following the value chain perspective of“value proposition-value formation-value transmission-value creation-value
added”. From the development concept，top-level design，investment structure，management and operation，innovation system，

cultural management， information platform，production management，safety management，coal mine construction，quality man⁃
agement，business model and marketing model， the paper explores the implementation path of digital reform，which provides
theoretical guidance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the reform of state-owned coal enterprises in the era of digital economy.
Key words：digital economy；state-owned coal enterprises；digital reform；high-quality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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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优化信息获取和传递方式渠道，加强需求

资源匹配，变革价值创造模式，延伸产业发展链

条，开拓产业发展空间，才能在这个飞速发展的

新时代建立新的经济增长点，强化企业核心竞争

优势，抢占建设世界一流企业的制高点[2]。因此，

探索数字经济时代国有煤炭企业改革的价值逻辑

与实施路径，对指导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

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1 数字经济时代国有煤炭企业改革的价值

逻辑

国有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生态体系是由企

业、市场、政府、第三方支持机构和社会环境共

同构成的完整系统，价值链是贯穿整个企业发展

生态体系的经济活动集合体，是各系统要素通过

动态交互创造价值的动态过程[3]。国有企业改革实

质上是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的价值链重塑、资源

再配置和体制机制再完善。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

赋予了企业市场经济活动中各类数据以资源属性，

对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目标具有了更高的生产要

素意义和战略价值意义[4-5]。因此，数字经济时代

国有煤炭企业改革的内在价值逻辑是企业价值链

的数字化转型。

国有煤炭企业是我国煤炭经济运行的主体和

支柱，随着煤炭经济下行的严峻形势，如果不彻

底改革企业体制机制和增长模式，很难释放企业

活力，适应市场竞争，持续保持高质量发展。在

传统体制机制难以为继的情况下，数字技术的高

速发展和深入渗透，为国有煤炭企业带来新的经

济增长契机，逐渐推动企业生产经营模式和管理

体制机制的演进。从价值链的视角看，国有煤炭

企业改革在价值主张上走向“创新、协调、绿色、

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和具有企业独特色彩的

企业文化，在价值形成上走向多元化投资体系、

智慧化管理决策体系和协同化科技创新体系，在

价值传递上走向实时化、网络化和全面化的高效

信息模式，在价值创造上走向集成化、平台化的

生产经营模式，在价值增值上走向高附加值、高

精度、跨界化、国际化的产品和服务模式。依托

于数据技术的国有煤炭企业改革，让企业价值链

更加的系统化、立体化、网络化、智慧化，从根

本上促进传统煤炭工业生产模式、质量效率、发

展动力的跨越式变革，推动国有煤炭企业走上高

质量发展之路[6]。

2 数字经济时代国有煤炭企业改革的实施

路径

在煤炭行业经济下行、增长乏力的严峻形势

下，数字经济能够从煤炭产业链的供给侧和需求

侧两端共同发力，为煤炭企业高质量发展带来新

的机遇。在这一背景下，国有煤炭企业应当把握

时代发展趋势、应对市场环境变革，遵循数字化

转型、市场化改革的总体改革思路，以体制机制

改革为主线，以数字化生产管理和智慧矿山建设

为切入点，有步骤、有计划地对企业发展生态体

系进行数字化、网络化和智慧化改造，重塑组织

体系、融合发展边界、优化资源配置、赋能关键

人才、提高运营效率、提升供给质量，促进企业

价值链、产业链、资源链、技术链、创新链的交

互、融合和联动，打造更加安全、高效、绿色、

经济的煤炭企业核心竞争新优势，筑牢高质量发

展新地盘，抢占建设世界一流煤炭企业制高点。

国有煤炭企业的数字化改革不只是科学技术

的创新变革，更是发展理念、战略规划、组织体

系、制度建设、管理机制等全方位、多层次的变

革，需要系统思考、全局谋划，价值链视角为探

索数字经济时代国有煤炭企业改革的实施路径提

供了新思路。

2.1 价值主张的数字化改革

价值主张反映的是一个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

价值定位、价值理念、价值思维和价值文化，通

过内部管理和文化传承体现企业对战略目标、愿

景使命、管理理念的价值陈述，通过产品和服务

体现企业对市场功能、品牌质量、社会责任的价

值陈述。对价值主张进行数字化改革，能够从根

本上在企业中树立数字化、网络化、智慧化的发

展理念，明确企业数字化改革的战略定位和发展

目标，这是企业构筑数字经济核心能力的基础和

前提。

数字经济时代国有煤炭企业的价值主张应当

是以数字化转型和高质量发展为目标，围绕大数

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在企业的全面

应用，沿着发展理念和顶层设计两条数字化改革

方向，树立数字经济引领新发展的发展理念，优

化企业治理结构和治理能力，加强战略规划和制

度体系的数字化建设，推进安全、高效、绿色、

经济的新型煤炭产业体系建设，做强做优做大国

有资本。

杨 涛：数字经济时代国有煤企改革的价值逻辑与实施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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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发展理念的数字化改革。数字经济对煤炭

行业这样一个传统工业部门来说，是一件新事物，

多数煤炭企业职工对数字化改革仍持有怀疑审视

的看法，造成国有企业数字化改革的理念障碍。

因此，要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以企业文化建设

和组织宣传推广为抓手，从根本上改变企业上下

对数字化改革的观念看法。一是倡导创新发展理

念，建立数字化改革容错机制，打破企业领导干

部与广大职工对数字化改革和数字化技术应用的

心理阻碍，激发全员创新活力、改革动力，突破

国有企业数字化改革的理念瓶颈。二是倡导协调

发展理念，强调企业改革进程中的分工协作和跨

界平台建设，整合协调多方主体利益关系，打破

企业内外部沟通协作壁垒，树立竞争合作和共建

共享的思维观念。三是倡导绿色发展理念，坚持

企业数字化改革进程中对资本、物质和能源的消

耗，可以通过资源共享、协同创新、金融租赁等

方式，提高数字化资源的利用效率，降低市场交

易成本。四是倡导开放发展理念，封闭的发展理

念是无法支持企业实现数字化改革的，必须采取

更加开放发展战略，打造一个开放性的企业平台，

沿着产业链建立多方数字化建设合作关系，坚持

走出去和引进来，在合作共赢中实现高质量发展。

五是倡导共享发展理念，加强企业对数字化改革

过程的管理控制，防范化解数字安全、技术障碍、

人才流失等主要风险，在企业生产经营的各个环

节都体现对相关利益者的维护和保障，共享发展

成果。

2）顶层设计的数字化改革。一是学习贯彻十

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把我国宏观的政治体制落实

到企业微观的治理体系，把党组织领导落实到国

有煤炭企业治理结构改革和治理体系建设的方方

面面，建立基于数据信息和数字化平台的党组织

决策机制。二是制定企业数字化战略，明确数字

化改革的战略目标和实施路径，从智慧矿山、科

学产能、建井工程、生产运营、人才开发、市场

营销等方面，指导数字化平台的建设与完善，有

效提升资金流、物资流、人才流和信息流的流动

效能，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全局的有效协同、持

续推进。三是重塑企业组织体系，明确企业内各

生产经营单元在数字化改革中的责权利，成立专

业化的数据管理部门，协调生产一线、市场一线、

管理部门和技术部门，为管理者和各单元提供数

据采集、整理、分析等支持服务，系统化解决数

字化改革落地问题。四是建立健全数字化技术应

用的配套管理、考核和激励制度，保障企业数字

化管理运营的顺畅规范。

2.2 价值形成的数字化改革

价值形成的多维性和关联性，让企业与政府、

企业、高校、科研院所、金融机构等市场主体双

边交互、跨界交融，共同参与价值转型与价值创

造活动。数字化技术为企业价值形成提供了更多

的可能性，跨主体、跨边界、跨环节的数据共享，

有效消除了企业信息流动中的孤岛效应，促进了

投资结构、管理运营、创新体系等的开放式升级。

因此，在国有煤炭企业数字化改革进程中，要通

过重点建设、运营和治理双边合作平台来组织协

调企业的数字经济活动。

1）投资结构的数字化改革。党的十九届四中

全会再次强调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煤炭

企业应当以资本为纽带，加快发展国有资本、集

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

合所有制经济模式，打造数字化投融资平台，实

现投资、融资、建设、管理、运营的一体化数据

集成，为优化企业投资产权结构夯实基础[7]。一是

通过市场化债转股、调整股权结构、改制上市、

战略性兼并重组、引入战略投资方、员工持股等

方式，募集社会资金，整合优质资源，优化下属

企业和投资项目的股权结构，降低资产负债，缓

解资金压力，改善公司治理体系，完善现代企业

制度，增强企业的价值实现能力。二是加强国有

煤炭企业投融资平台的数字化应用，做实投资项

目的智能化、精准化评估决策工作，有效防范化

解投资活动中的重大风险。

2）管理运营的数字化改革。一是以组建专业

化的数据管理部门为抓手，建立健全“管运分离”

的企业数字化管理体制，由数据管理部门总揽全

局，加强数据接口管理，建立数字化管理规范和

标准，其他部门和下属企业运营数据平台，做好

数据采集维护工作，优化企业资源配置和业务流

程，有效提高企业管理效能。二是通过组织重构、

业务协同、平台建设等方式，优化企业数字化管

理运行机制，加强国有煤炭企业管理控制的“全

景图”能力，有效解决信息不对称、分离化问题。

三是以数据流和信息流引导企业的业务工作，实

现企业管理流程的数字化再造，建成横纵贯通、

高效协同的管理体系，让国有煤炭企业资源配置

更加流畅快捷，管理决策增加科学智慧，企业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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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更加精准灵活，安全生产更加可控高效。

3）创新体系的数字化改革。一是建设煤炭企

业双创基地，打造深度整合线上线下资源的双创

平台，促进国有煤炭企业发展生态体系中各类主

体的协同创新，形成聚集效应和规模效应，推动

煤炭产业链延伸发展，为煤炭企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和转型升级提供夯实基础与发展动力[8]。二是

引进集成研发创新管理体系，推动创新管理云平

台试点建设与应用，建成矿业工程技术和煤炭产

品服务创新资源管理平台，为煤炭企业科技创新、

生产经营、营销服务的一体化管理奠定基础。

2.3 价值传递的数字化改革

企业的价值传递存在于企业生产经营的全过

程，既包括理念、文化、价值观的传递，也包括

信息数据资源的传递，企业通过拓宽价值传递渠

道、加速价值传递速度、畅通价值传递网络，能

够为企业价值创造提供动力源泉。

1）文化管理的数字化改革。通过完善企业门

户、论坛、微信、企业即时通讯工具等多元化信

息载体平台建设，充分整合调配线上线下信息传

递资源，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和精神文明宣传，为

国有煤炭企业数字化改革统一思想、凝聚力量。

2）信息平台的数字化改革。一是打造数字化

信息平台，为企业内各部门和职工提供有用的信

息资讯、行业趋势、技术知识、市场形势、政府

政策及其他相关信息，并建设专门化的数据信息

分析中心，降低数据信息的采集、整合、流动、

分析成本，为各生产经营单元决策提供支持。二

是搭建对外展示信息平台，探索建立市场交易环

节的外部接口和智能互联，定期宣传企业创新成

果、新创产品、服务活动等动态信息，并定期向

政府、合作伙伴和金融机构等发布新技术和新产

品信息，加强企业品牌建设，促进企业内外的技

术合作和市场合作等，提高国有煤炭企业与外部

主体的协同发展能力。三是将 5G、IPv6、工业互

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

到生产管理和市场管理中，探索建立需求侧个

性化定制服务，构建市场化的协同生产体系，

针对市场需求，在供给侧快速的市场反应中和

市场匹配。

2.4 价值创造的数字化改革

价值创造是国有煤炭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

目标，也是煤炭企业应当承担的市场功能和社会

责任。数字经济时代国有煤炭企业价值创造能力

的提升，依赖于以科学产能为重点的生产管理、

以智慧监管为重点的安全管理、以生态构建为重

点的煤矿建设、以煤质标准为重点的质量管理相

结合的全方位数字化改革。

1） 以科学产能为重点的生产管理数字化改

革。一是强化国有煤炭企业生产运营体系的数字

化升级，应用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自动

化控制等技术，有序推进煤机装备、开采布局和

工序衔接等的优化更新，建设一批“智能化无人

开采工作面”，使煤炭生产向科学产能转变。二是

深入推进国有煤炭企业上云，深化云计算在煤炭

生产运营中的应用，有效提高煤炭企业现场问题

解决能力。三是大力推广智慧矿山新模式，着力

打通煤矿建设、开采、储运过程各环节的信息链

和数据链，建立面向客户需求、安全、高效、环

境友好的煤炭资源生产运行管理体系。

2） 以智慧监管为重点的安全管理数字化改

革。一是综合运用地理空间技术、工业互联网、

断层扫描技术、虚拟现实技术等改造升级矿井灾

害实时监测装备，实现对矿井致灾因素的精准定

位。二是建设基于大数据、云计算的煤矿灾害分

析预警平台，构建灾害综合分析评估体系和智能

预警体系，不断丰富灾害应急解决方案，有力支

撑煤炭企业安全管理。三是用智能监测装备、监

测机器人等，加强煤炭生产运输、排水通风、电

力供应等的监测检查和巡检管理。

3） 以生态构建为重点的煤矿建设数字化改

革。一是加强煤矿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将数字

化信息技术应用于煤矿的规划、设计、建设、管

理等方面，让“智慧技术”穿透煤矿生产运营的

各个环节，打造智慧矿山示范平台。二是围绕国

有煤炭企业高质量发展要求，着力推动双创平台、

煤炭小镇、煤场园区等的数字化转型，建成一批

煤炭行业的数字化改革示范基地。三是加强与政

府机构、相关企业和高校院所的产学研合作，积

极开展基础共性技术和关键核心技术的协作研

究，切实降低煤炭企业的数字化改革和数字化管

理成本。

4） 以煤质标准为重点的质量管理数字化改

革。一是加快煤炭质量过程监控平台建设，实现

由最终产品质量检验转向煤炭产品洗选配和清洁

加工利用过程的有效防控。二是加强企业煤质检

测机构的数字化改革工作，分类分库建立不同煤

炭产品质量数据库，推动煤质数据资源的有效分

杨 涛：数字经济时代国有煤企改革的价值逻辑与实施路径

15



2019年第12期 煤 炭 经 济 研 究 第39卷

析和标准建设，培育煤炭企业产品品牌的新极点。

2.5 价值增值的数字化改革

数字经济时代的价值增值不再是过去的单向

零和博弈，即在产业链上游供给侧降低生产成本

和在产业链下游需求侧扩大销售收入，而是由企

业发展生态体系中的相关利益体共同获取价值增

长收益、以共赢共享为目标的正和博弈过程。商

业模式和营销模式的数字化改革为国有煤炭企业

和相关利益体跨界协同、创造群体价值提供了更

多可能性。

1）商业模式的数字化改革。工业互联网的发

展为煤炭企业提供了时时跟踪客户需求和市场变

化的技术基础，煤炭企业通过产品在客户使用中

的过程监测，准确预测分析和认知设计产品改良

方案，进一步改造优化产品、服务、工艺和流程，

建立起以客户为中心的敏捷性商业模式，实现产

品标准化和需求个性化的精准匹配，为客户创造

更加满意的产品体验。

2）营销模式的数字化改革。一是借助数字化

技术和平台，打造能够实现市场信息可视化管理

和深度挖掘分析的市场销售智能终端，及时获取

煤炭企业客户对产品的使用、库存和偏好等重要

信息，获取竞争对手的相关市场行为信息，为企

业制定生产、库存和销售计划提供决策依据。二

是建立覆盖煤炭企业整体市场营销网络的数字化

仓储物流管理体系，压减富余库存，控制物流成

本。三是进一步完善煤炭企业电子商务体系，建

立并不断拓宽相关利益体信息流通渠道，提升企

业产品品牌影响力。

3 结 语

新一代数字化技术的发展加速了人类智慧与

繁杂数据、海量信息的有效结合，引导企业发展

模式的根本性变革，为企业提升效能、跨界融合、

价值再造、转型升级提供了坚实基础，能够有效

促进企业的高质量发展。但是，由于当前数字化

技术的新颖性、不完善性、高成本性和风险性，

导致很多企业管理者对数字化改革保持保守态度。

因此，处于传统工业部门的国有煤炭企业应当积

极适应时代发展和市场需要，及时打开组织边界，

沿着“价值主张—价值形成—价值传递—价值创

造—价值增值”的高质量发展内在逻辑，以“创

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来面

对数字化改革，与政府部门、行业协会、竞合企

业、高校院所、市场客户等发展生态体系中的相

关利益体，共同研究建立全产业链、全流程的数

字化改革方案，充分发挥国有企业引领行业经济

发展的领航作用，推动整个煤炭行业的数字化、

智能化发展，用更加积极开放的态度来迎接和拥

抱数字经济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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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党中央把握经济发展规

律、引领经济新常态的重大战略部署，旨在提高

社会生产力水平，落实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其主要任务是“三去一降一补”。煤炭行

业是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行业之一，

2016年以来，在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

本与补短板等方面成效显著。2016年、2017年与

2018年依次化解过剩产能2.9亿 t、2.5亿 t与2.7亿 t，
提前两年完成“十三五”化解过剩产能目标任务。

但是我国煤炭产能仍然过剩，深化改革、优化结

构、转型升级等方面的压力仍然较大[1-2]。山西省

是我国煤炭大省之一，原煤产量长期居于全国前

两位，煤炭工业也是山西省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

产业。2016年以来，山西省煤炭行业顺应形势、

主动作为，积极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在“去产能、去库存”上，杨涛等[3]运用数据

统计与分析，对煤炭行业供给侧改革政策效应的

中期效应进行了探析，研究发现：在去产能方面，

供给侧改革以来我国煤炭产能过剩基本达到平衡

状态，煤炭生产企业主要向晋陕蒙地区集中，优

质产能比重也在逐年提升。在去库存方面，随着

我国煤炭行业去产能力度不断加强，落后产能逐

步退出，优质产能有序释放，煤炭销量增加，煤

炭企业库存整体呈下降趋势。在“去杠杆”方面，

武芳芳[4]通过分析沪深 41家上市煤企 2014—2017
年的财务报表数据发现，受到供给侧改革政策的

影响，沪深两市相关上市煤炭企业逐渐复苏，大

部分煤炭企业已清偿了部分债务，同时也进行了

资产重组改革，煤炭企业资产负债率持续走低，

已逐渐回归至行业正常水平。在三大期间费用率

以及总成本率方面，侯艳良等 [5]研究发现，受供

给侧改革的影响，我国煤炭行业营业收入不断增

加，营业成本逐年下降，总成本率呈明显下降的

趋势，管理费用率和销售费用率与总成本率也呈

下降趋势。

综上所述，虽然学术界在全国煤炭供给侧改

山西省煤炭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效分析

袁显平，薛媛媛
（西安科技大学 管理学院，陕西 西安 710054）

摘 要：应用 2013—2018年山西省煤炭行业和企业的相关数据，对比分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前后

的产能、库存、财务杠杆、成本等方面的变化情况，以弄清山西省煤炭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

政策效应，并揭示其原因。研究表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来，山西省煤炭行业（或企业）在去

产能、去库存和补短板方面效果显著，但财务杠杆依旧处于高位，降成本效果并不显著。

关键词：供给侧改革；三去一降一补；山西煤炭企业

中图分类号：F246.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9605（2019） 12－0017－05

基金项目：陕西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重点学科研究计划（16JZ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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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iveness analysis of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in Shanxi coal industry
Yuan Xianping，Xue Yuany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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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Based on the relevant data of coal industry and enterprises in Shanxi Province from 2013 to 2018，this paper com⁃
pared and analyzed the changes of production capacity， inventory， financial leverage，cost and other aspects before and after
the supply side structural reform， so as to clarify the policy effect of the supply side structural reform of coal industry in
Shanxi Province and reveal the possible reasons.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since the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the coal in⁃
dustry（or enterprises） in Shanxi Province has achieved significant results in terms of capacity reduction， inventory reduction
and shortfalls，but financial leverage is still at a high level，and cost reduction effects are not significant.
Key words：supply-side reform；three to one drop and one supplement；Shanxi coal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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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取得成效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多，但专门针对山

西省煤炭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开展的研究还较

少。为此，本文应用 2013—2018年的相关数据，

从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 5个
方面，逐一开展比较分析，以期全面弄清山西省

煤炭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成效与不足，为山

西省煤炭行业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参

考与借鉴。

1 去产能成效

山西省是我国煤炭大省，近年来积极推进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去产能方面成效显著：2015
—2016年，山西省累计去产能 1.4亿 t。2017年、

2018年分别淘汰落后产能 2 265万 t、2 300万 t。
2017年以来，山西省煤炭企业致力于加强优质产

能供给，先进产能增加量达到7 000万 t，煤炭产量

达到 85 581万 t，同比增长 2.9%，成为自 2014年以

来的首次恢复性增长；2018年煤炭产量继续维持

增长趋势，同比增长 4%，山西煤炭优质供给开始

释放（图 1）。通过对比分析全国去产能情况，可

以发现，山西省煤炭产量变化情况与全国煤炭产

量变化步调基本一致。

图1 2013—2018年山西省煤炭产量

数据来源：中国产业信息技术网。

为了更好的说明这一趋势，文章借鉴蔡之兵[6]

在 2016年提出的“去产能”强度指数，以 2018年
山西省煤炭企业产量与 2013年煤炭企业产量的比

值作为衡量山西省煤炭企业“去产能”强度指数。

该指数和“1”进行比较，若指数小于“1”，表示

山西煤炭产业的“去产能”达到理想效果，指数

越小说明效果越理想，若指数大于“1”，表示山

西煤炭企业尚未取得理想效果。根据给出的数据，

得出 2013—2018年去产能指数为 0.93，该指数小

于 1，总体来说山西省煤炭企业经过了去产能的过

程，而且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综上，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 3年多的时间

里，山西煤炭行业“去产能”的力度很强，并取

得了明显效果。但是，煤炭企业还需继续淘汰落

后产能，合理供给优质产能。

2 去库存成效

营业成本除以存货得到存货周转率，该指标

主要用于反映存货的周转速度，也从另一个角度

反映了存货的流动性以及存货的资金占用是否符

合标准比例，是评估存货管理的业绩以及销售能

力的综合指标。2013年，山西省煤炭行业开始萧

条，销量减少，煤炭价格持续下跌，库存增加，

导致存货成本上升。煤炭企业为了增加销量，提

高销售收入，不断放松赊销信用政策和增加销售

折扣，利息费用上升，煤炭营业成本增加，导致

存货周转率处于较高水平。2015年以来，随着山

西省煤炭行业供给侧改革深入推进，山西省煤炭

企业有序进行去库存计划，落后产能计划逐步退

出，优质产能得到有序释放，同时，积极响应国

家提出的库存管理办法，煤炭库存持续减少，全

行业产、运、需结构不断优化调整，煤炭价格开

始回暖，煤炭产量也有所回升，相应的煤炭营业

成本也不断增加，存货周转率大幅提高。

2013—2017年，山西省存货周转率数值变化

与全国存货周转率变化趋势基本一致（图 2），但

是，山西省总体存货周转率高于全国平均存货周

转率，说明山西省存货的周转速度高于全国平均

水平，这也间接反映了去库存取得一定成效。

图2 2013—2017年全国和山西省存货周转率

数据来源：wind数据库。

3 去杠杆成效

去杠杆主要是为了降低企业的财务风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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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达到合理可控范围之内，去杠杆主要通过资产

负债率体现，其计算公式为：资产负债率=负债总

额/资产总额；通过计算山西省上市煤炭企业 2013
—2018年财务报表所披露的信息（图 3），在供给

侧改革之前，山西省上市煤炭企业资产负债率呈

逐年上升趋势，由于需求下行，库存增加，煤炭

价格下降，企业主要通过向银行借款、向社会发

行债券融资以及政府补助维持其正常经营，资产

负债率在 2015年达到最高点。随着供给侧改革政

策提出，企业资产负债率不断下降。主要原因是

企业进行改革重组，煤炭价格上升，利润上升，

虽然发行债券力度并没有放缓，但发行债券期限

进一步趋短[7]。其中，潞安集团 2015年年底资产负

债率高达83%，但随着煤炭行业的逐渐复苏，2018
年资产负债率恢复到了行业正常水平。而*ST安泰

集团由于被特殊处理，经营不善，资产负债率逐

年上升。

综上，山西省煤炭行业杠杆水平依旧处于高

位，主要原因是部分企业拉高了整体的资产负债

率，但是总体而言，去杠杆已初现成效，企业还

需进一步发挥自身优势，降低企业自身资产负债

率，进而维持在国家规定范围之内。

图3 2013—2018年山西省煤炭企业资产负债率

数据来源：wind数据库

4 降成本成效

联系成本数据的可获得性，选择了山西省上

市煤炭企业为研究样本，对其总成本率、管理费

用率、销售费用率与财务费率进行分析，以考察

山西省煤炭行业降成本效果。

通过数据整理，总成本率见表 1，山西省上市

煤炭企业的总成本率在 2015年之前逐年提高，在

71%左右，自 2015年年底提出供给侧改革以来，

企业加大煤炭去产能力度，提高煤炭利用率，研

发新技术来降低采煤成本，总成本率逐年下降，

2018年最为显著，同比 2015年下降了 10%。其中，

大同煤业成本率下降最为明显。

在供给侧改革之前，在管理费用基本不变的

情况下，由于煤炭企业产能过剩，煤炭价格不断

下跌，营业收入不断下降，导致其管理费用率逐

年上升。2016年以来，煤炭企业响应国家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政策，加大科研技术的投入，使得计

入管理费用的研发支出——费用化支出有所上升，

而随着煤炭行业的复苏，煤炭销量增加，销售价

格上升，营业收入显著提高，而营业收入增加

比率较管理费增加比率要高，管理费用率呈下

降趋势。

由表 1可以看出，销售费用率基本保持不变，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前，由于煤炭销售情况不

佳，导致运输费用减少，销售费用下降，间接导

致营业收入不断下降。由于营业收入下降比率比

销售费用下降比率大，所以表现为销售费用率上

升，供给侧改革之后，煤炭价格上升，营业收入

增加，销售费用率逐年下降。

在供给侧改革前后，山西省上市煤炭企业中

代表筹资的财务费用率变化幅度不大，基本保持

稳定，没有明显体现出供给侧改革政策的影响。

表1 2014—2018年山西省上市煤炭企业成本费用率 %

注：1.数据来源wind数据库。

2.总成本率=营业成本/营业收入；管理费用率=管理费用/营业

收入；销售费用率=销售费用/营业收入；财务费用率=财务费用率/
营业收入。

综上，供给侧改革政策实施以来，山西省上

市煤企总体偿债压力降低；同时也要看到，山西

省部分煤企长期亏损导致的高成本率依然没有得

到根本的改善，部分企业的管理费用率还很高，

财务风险很大，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并进行适当

的资本结构调整，因而还需继续深化供给侧改革。

5 补短板成效

5.1 科技创新成效

供给侧改革之后，山西省大部分煤炭企业实

年份

总成本率

管理费用率

销售费率

财务费率

2014
65
9
6
3

2015
77
10
7
3

2016
69
8
6
3

2017
68
6
5
4

2018
59
6
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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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科技创新，积极有效的弥补企业中存在的不足，

见表 2。山西省一直致力于清洁能源的发展，加强

煤层内可燃气体的开采及太阳能、氢能源的利用。

2018年 7月，山西省投入大量资金建立焦炉烟脱硝

及余热利用的项目，将废弃循环等项目也纳入其

中。山西潞安光伏发电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6年 5
月，作为潞安集团绿色电力板块的支撑产业，先

后开发完成了长治 50 MW光伏农业大棚发电项目、

长治 20 MW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运城 50 MW光

伏发电项目的建设，并承担了长治地区的光伏扶

贫任务，总装机容量突破 200 MW，“十三五”期

间总装机规模将达到1 GW以上。

表2 山西部分煤炭企业科技创新项目

5.2 产业结构成效

山西省作为全国能源大省，煤炭是支柱性产

业，对支柱产业进行单一化“去产能”可能会波

及到其他风险因素，如采煤增速下降、销售收入

减少、员工失业增加[9]。所以需要对煤炭开发布局

进行深度调整，供给侧改革之后，以煤为主、多

元产业协同发展格局基本形成，主要表现为：①
煤炭生产结构优化。山西省煤矿数量由 2013年的

1 053多处减少到 2018年的 605处左右，退出产能

6 921万 t，关闭退出危险小型煤矿 88座。截至

2018年底，山西省生产煤矿 616座，其中 1 000万 t
及以上煤矿 7座，500万~1 000万 t煤矿 20座，在

建煤矿有 8座 500万 t及以上煤矿；②现代化体系

基本形成[8]。在煤炭开采以及后续排污方面实现了

新的技术突破，进一步深化了清洁能源的持续发

展，实现了煤炭向绿色能源转化，不断发展新产

业，致力于研发新产品，但是初创时期面临较大

的成本问题，需要政府的基金支持，从而降低产

品生产成本。潞安环能一直致力于“煤改气和煤

改电”研究，构建现代循环经济产业体系。

5.3 安全生产成效

近年来，山西省煤炭企业重大事故时有发生，

为了吸取教训，2016年山西省对上市煤炭企业中

重组整合的煤矿开展了安全隐患排查工作。落实

煤矿挂牌管理机制，坚决遏制煤矿特重大事件发

生。据山西省数据统计，2017年，煤矿事故和死

亡人数有所上升，同比分别上升 52%、45%，治理

瓦斯依然是煤矿安全生产的主要任务，松懈的安

全管理是事故扩大化的主要原因。2018年以来，

山西省严厉打击煤炭企业超能力水平生产、超强

度组织生产，煤矿重大事故发生率有所下降，见

表3。
表3 山西省煤炭安全生产情况

数据来源：煤矿安全网。

5.4 环保节能成效

根据山西省近几年工作报告，山西省作为一

个以煤炭生产和消费大省，造成了严重的大气污

染，特别是可吸入颗粒（PM10）等为特征的污染

物对大气环境造成的问题日益突出。针对这些问

题，山西省进行了一系列节能减排措施，化学需

氧量和二氧化硫都有所下降，2017年，山西省化

学需氧量排放量较 2015年削减 11.99%，2018年，

全省化学需氧量排放量较 2015年削减 15.94%，二

氧化硫在 2016年有轻微的上升，但 2017年和 2018
年有明显的下降，具体见表4。

表4 2013—2018年山西省污染气体排放量 万t

数据来源：山西省生态环境厅网站。

供给侧改革以来，山西煤炭企业在补短板方

面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在科技创新方面，山西省

上市煤炭企业拥有自己独特的支柱科技，维持企

业的发展；产业结构方面，取得了实质性成绩，

但仍然需要继续推进结构改革；在安全生产方面，

年份

化学需氧量

二氧化硫

烟尘和粉尘

2013
7.8
114
89

2014
43.83
107
114

2015
40.51
61
107

2016
38，6
71.4
-

2017
35.65
54
-

2018
34
48.8
-

年份

煤矿事故/起
死亡人数/位
百万吨死亡率

2016
19
44
0.053

2017
29
64
0.053

2018
28
30
0.033

集团

潞安环能集团

西山煤电集团

山西焦化集团

兰花科技

安泰集团

大同煤业

科技创新项目

成功研发牡丹籽油，瞄准煤炭转化煤油之路，煤

炭清洁高效利用的高端技术

引进符合企业发展的高耗能产业和先进项目，通

过技术创新提高质量

在环保方面加大投入

井下通风系统逐渐形成，技术创新以产学研合作

为基础

以绿色发展为导向，以企业转型为目标，加大科

研技术的投入

石炭系塔山矿综采放顶煤技术开创了我国特厚煤

层综放技术的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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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煤矿重大事故发生率有所下降，但安全事故

还是时有发生，还需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在环保

节能方面，虽然山西省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仍

是全国空气污染比较严重的区域，二氧化硫平均

浓度绝对值在全国较高，环境改善压力大。综合

这 4个方面，山西煤炭企业在科技创新和产业结构

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在安全和环保方面还需进

一步加强管理。

6 山西煤炭企业供给侧改革建议

1） 持续推进煤企转型升级。供给侧改革以

来，山西煤炭企业去产能力度进一步加强，但是，

单一的去产能并不能达到国家的真正需求，而是

应该加强煤炭企业的转型升级，利用科学技术进

一步加强优质产能供给，加快劣质产能退出，同

时，煤炭企业还需要进一步完善科学技术创新的

激励机制[9]。政府应该加大财政支持，提高企业退

出和转型的主观能动性。

2）加强煤企安全管理。安全管理一直是煤炭

企业的重中之重，供给侧改革以来，煤炭企业生

产安全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安全管理水平有所

提高，但是煤矿安全生产状况还未得到根本性改

变。政府应该与相关部门配合，加强排查各大重

点隐患和事故，严厉打击煤矿工人的不规范操作，

制定详细的奖惩制度，加强员工培训，提高员工

的安全意识。

3）降低煤企融资成本。供给侧改革以来，山

西省煤炭企业的总成本率和管理费用率都有所下

降，但代表筹资成本的财务费用率并没有下降。

虽然亏损面积比较小，但仍有部分企业处于亏损

状态。应该出台符合条件又有利于转型升级需求

的金融支持和服务政策。一方面，应出台专门的

政策监督机构，清除不必要的资金通道，尽快取

消中间业务不合理收费，切实降低间接融资成本；

另一方面，加大政策性金融机构参与煤炭行业供

给侧改革的深度，提供低成本的资金供给，切实

降低煤炭企业的融资成本
[ 5 ]
。

7 结 论

1）山西省在“去产能”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

效，2017—2018年共淘汰落后产能 4 565万 t，但

还需要进一步推进。

2）“去库存”效应比较明显，2017年存货周

转率同比上升70%。

3）“去杠杆”效果不明显，2018年资产负债

率较 2015年下降 6%，相比“去库存”中资产负债

率上升幅度，其并未达到理想效果。

4）“降成本”方面，管理费用率和销售费用

率都有所下降，但是财务费用率几乎保持不变。

部分原因是近两年山西省煤炭企业中有上市企业

发行债券行为，提高了总体财务费用，使得财务

费用率维持基本保持不变。

5）“补短板”方面，科技创新和产业结构有

了较大起色，正向绿色能源转化；安全生产方面

需要进一步加强管理，确保改革过程中安全责任

不消减，安全责任不悬空。而在环境节能方面一

直致力于减少二氧化碳、粉尘等污染物的排放。

山西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虽然取得了一定的

成绩，但还需持续推进，以达成“绿色发展、建

设美丽山西”的目标。同时还需多方助力，持续

向着“建设具有山西特色的煤炭循环经济模式、

构建资源综合利用和能源有效利用的经济体系”

方向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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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探索

0 引 言

碳排放权交易市场 （以下简称“碳排放市

场”） 是国际上为了应对日益增加的温室气体排

放压力建立的政策工具，意图在于通过排放权力

市场化合理调节排放总量。由于碳市场同样具备

金融交易性质，因此，传统金融市场通过利率调

节对碳排放交易市场形成波动溢出效应，理顺二

者之间的关系，对于碳排放交易市场价格机制的

合力形成，具有重要意义[1]。学界普遍认为能源价

格、宏观经济发展、工业发展水平及利率水平是

碳排放交易市场价格的主要影响因素[2]。不少学者

金融市场对碳市场的影响研究

——基于区域异质性视角
李 琰，蓝馨蕊

（西安科技大学 管理学院 能源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陕西 西安 710054）

摘 要：尽早建立全国性碳排放交易市场，是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一步，然而我国区域经济

千差万别，各具特色，如何整理好不同区域间的差异，克服区域差异成为了摆在政府工作者面前的

一道难题。同时，由于碳市场特殊的金融性质，其与传统金融市场的关联可谓是密不可分。利用向

量自回归（VAR）模型探讨了金融市场对不同区域碳市场的影响，结果表明，传统金融市场兴衰

与碳市场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北京、天津碳市场与传统金融市场的关联关系最为显著，市场

敏感度与市场调整能力最强；上海、深圳碳市场对于金融市场的反应敏感，市场运行机制较为完

善，但市场调整能力较弱；广东、湖北碳排放交易市场与利率关联程度最低，市场敏感度与市场调

整能力均逊于其他市场。

关键词：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碳排放交易市场价格；区域异质性；向量自回归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9605（2019） 12－0022－09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51604216）；陕西省教育

厅项目（2016KRM088）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financial market on carbon market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regional heterogeneity

Li Yan，Lan Xinrui
（Research Center of Energy Economy and Management，School of Management，Xi'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Xi'an 710054，

China）

Abstract：Establishing a national carbon emission trading market as soon as possible will be an important step for China to
ente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However， the regional economy in China is very different and has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How to sort out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different regions and overcome the regional differences has become a difficult problem
for government workers. At the same time，due to the special financial nature of carbon market，its relationship with the tradi⁃
tional financial market is inseparable. In this paper，the influence of financial market on carbon market in different regions is
discussed by using VAR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s a long-term stable equilibrium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ise
and fall of traditional financial market and carbon market. However，Beijing and Tianjin carbon markets have the most signifi⁃
cant correlation with traditional financial markets，with the strongest market sensitivity and market adjustment ability. The car⁃
bon markets in Shanghai and Shenzhen are sensitive to the financial market，and the market operation mechanism is relatively
perfect，but the market adjustment ability is weak. Guangdong and Hubei carbon emission trading markets have the lowest cor⁃
relation with interest rates，and their market sensitivity and market adjustment ability are inferior to other markets.
Key words：Shanghai interbank offered rate；market price of carbon emission trading；regional heterogeneity；V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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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于发展较为成熟的欧洲碳排放交易市场，发

现其对自身具有短期的记忆效应[3]，与传统市场利

率水平之间具有显著的关联效应。相对于欧美市

场，我国的碳市场无论从市场规模还是社会影响

力都存在一定的差距，但是依然有不少学者立足

我国国情对其进行了研究，国内学者的研究表明，

中国各个碳排放交易市场价格同样与能源价格等

因素密切相关[4]，但是与金融市场利率水平的关系

尚未有明确的研究定论。

金融市场利率调控作为金融政策的核心内容，

不仅牵动着传统金融市场，在碳排放交易市场中

同样重要，其通过动员社会资金功能、投资转化

功能以及资金配置功能，对碳排放交易市场价格

合理形成具有促进作用[5]。金融市场通过影响企业

碳资产的套利行为、投资者的机会成本以及减排

创新成本，进而影响碳排放交易市场价格[6]。国外

学者研究表明，欧盟排放补贴价格波动与相关行

业股票表现密切相关，如欧洲电力公司的股票价

格与EUA价格波动呈正相关[7]。随着碳排放交易市

场的不断发展，各碳排放交易市场与金融市场间

已逐步表现出显著的关联效应，后金融危机时代，

利率市场化背景下的利率波动更加变化多端，面

对利率冲击等外部市场压力时，如何制定出科学

有效的碳排放交易市场价格管理机制，才是未来

碳排放交易市场的新挑战。

然而，中国不同区域经济表现差异较大，不

同区域碳排放交易市场对于利率变化具有异质性。

各碳排放交易市场由于自身经济结构、发展状况

以及政府重视程度和企业参与程度等诸多不同，

各市场成立以来，发展情况互不相同，这种差距

代表着各地区减排压力和成本的差异，亦表现为

各碳交易市场间的价差。因此，经济发展不平衡

导致我国各地区历史碳排放量不同，此种差异与

区域资金技术水平差异以及生态环境需求差异，

共同组成了我国碳排放交易市场构建中较为明显

的区域差异现象 [8]。区域差异的存在给我国构建

统一碳交易市场带来了效率、成本等方面的巨大

挑战。

区域异质特征与空间集群特征是中国现阶段

经济结构调整的主要特征，政策制定要考虑时间

趋势、地区差异及其相似性[9]，结合区域差异，厘

清现阶段我国不同市场碳金融资产与传统金融市

场的关系，比较各试点碳排放交易市场受利率影

响的区域异质性，探究碳排放交易市场价格对利

率冲击的敏感性、强度、持续性及其在不同区域

表现的差异，归纳阻碍全国统一碳排放交易市场

构建的障碍，不仅有利于加快构建全国统一碳排

放交易市场的进程，亦有助于为全国统一碳排放

交易市场的价格管理提供实证依据。

1 指标选取与模型介绍

1.1 指标选取

我国的碳市场建立较晚，但是发展迅速，已

经形成了一定规模的排放影响效应，对当地的碳

排放也起到了一定的影响。我国共建立了八大碳

排放交易试点，由于重庆和福建市场规模有限，

交易总量尚不具备规模，且交易活动相对较少，

因此在选取样本时进行剔除。最终，本文选取北

京、上海、广东、深圳、湖北、天津碳市场作为

研究对象，建立模型。同时，选取银行间拆放利

率作为衡量金融市场波动性的指标。原始数据描

述统计见表1。
表1 相关变量原始数据的统计性描述

数据来源：wind数据库。

1.2 模型介绍

VAR（向量自回归） 模型是学界普遍用于研

究多变量均衡关系的模型，因此本文选取VAR模

型研究碳市场与金融市场间的关系，同时通过协

整检验、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等实证研究方

法辅助研究。

国内金融市场产品定价普遍以上海银行间同

业拆放利率作为定价标准，因此，上海银行间拆

放利率可以反应金融市场的波动情况。本文运用

VAR模型揭示金融市场中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

率 （Shibor） 与国内各区域碳排放交易市场价格

（Price）之间的关联关系，通过对比得出金融市场

对不同区域碳排放交易市场关联关系的差异性。

本文VAR模型如下。

变量

北京（BEA）
上海（SHEA）
广东（GDEA）
深圳（SZA）

湖北（HBEA）
天津（TJEA）

上海银行间同业拆

放利率（Shibor）

均值

51.31
27.53
21.94
37.30
20.36
19.00
2.88

中位数

51.47
31.15
15.00
33.55
21.79
19.03
2.75

最大值

77.00
44.91
77.00
88.45
32.71
50.11
6.33

最小值

30.32
4.21
1.27
9.90
9.38
7.00
1.92

标准差

7.45
10.56
16.08
15.42
4.92
7.72
0.65

李 琰等：金融市场对碳市场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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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IBOR t
PRICE it

= { }C1it
C2it

+ A1i{ }SHIBORt - 1
PRICEit - 1

+ ⋅ ⋅ ⋅ +Api{ }SHIBORt - p
PRICEit - p

+ { }ε1it
ε2it

式中：Shibort为第 t日的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

PRICEit为第 t日 i市场碳排放权交易的当日成交均

价；A1i，A2i，…，Api为 2×2维的待估系数矩阵；p
为待确定的滞后阶数；C1it，C2it为待估常数项矩阵；

ε1it，ε2it为随机误差。

2 实证分析

本文所有序列均服从同阶单整，在通过协整

检验并确定最优滞后期后构建VAR模型，并在下

一章进行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分析。

2.1 ADF检验

作为构建VAR模型的先决条件，模型所用序

列应该通过单位根检验，如序列不平稳，容易造

成伪回归现象，则对该序列进行差分，直至序列

平稳。当序列在进行N次差分时达到平稳条件，则

认为原始序列为N阶单整序列。

为了去除不平稳性，首先对原始数据进行差

分处理，其经济含义可理解为碳交易价格及上海

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的弹性，可以进一步探索碳

排放市场成交均价与Shibor的关系。

通过对各区域碳成交均价及 Shibor两个序列的

一阶差分结果，进行ADF检验。将各原始变量的

差分序列分别表示为：DBEA（北京）、DSHEA
（上海）、DGDEA（广东）、DSZA（深圳）、DHBEA
（湖北）、DTJEA（天津）、DShibor（上海银行间同

业拆放利率）。序列单位根检验结果见表2。
由表 2的检验结果可知，以上数列均为一阶差

分后的平稳序列，符合VAR建模条件。

2.2 Johansen协整检验

ADF检验已经表明原始价格序列的差分序列

DBEA、 DSHEA、 DGDEA、 DSZA、 DHBEA、
DTJEA、DShibor为一阶单整，可以做协整检验。

取 DShibor 分 别 与 DBEA、 DSHEA、 DGDEA、
DSZA、DHBEA、DTJEA 做 Johansen 协整关系检

验，结果见表3。
由表 3检验结果可知，检验结果拒绝了各序列

与 Shibor序列不存在协整关系的原假设；同时，没

变量

北京价格一阶差分（DBEA）
上海价格一阶差分（DSHEA）
广东价格一阶差分（DGDEA）
深圳价格一阶差分（DSZA）

湖北价格一阶差分（DHBEA）
天津价格一阶差分（DTJEA）
拆放利率一阶差分（DShibor）

T统计量

-47.659 7
-48.125 63
-29.114 32
-22.488 54
-35.645 07
-14.347 83
-21.542 04

5%临界值

-2.862 921
-2.862 921
-2.862 923
-2.862 926
-2.863 03
-2.863 106
-2.862 923

P值
0.000 1
0.000 1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0 0

结论

平稳

平稳

平稳

平稳

平稳

平稳

平稳

变量

北京-拆放利率

上海-拆放利率

广东-拆放利率

深圳-拆放利率

湖北-拆放利率

天津-拆放利率

最大特征值数量

0
1
0
1
0
1
0
1
0
1
0
1

特征值

0.171 861
0.162 355
0.200 896
0.163 253
0.196 23
0.158 202
0.265 941
0.161 831
0.200 342
0.163 237
0.164 711
0.127 422

迹统计量

665.636 8
322.432 1
732.544 2
324.384 5
710.996 1
313.430 6
883.976 8
321.295 1
684.240 7
303.498 5
517.118 9
222.856 3

5%临界值

15.494 71
3.841 466
15.494 71
3.841 466
15.494 71
3.841 466
15.494 71
3.841 466
15.494 71
3.841 466
15.494 71
3.841 466

P值
0.000 1
0.000 0
0.000 1
0.000 0
0.000 1
0.000 0
0.000 1
0.000 0
0.000 1
0.000 0
0.000 1
0.000 0

表2 各序列一阶差分平稳性检验的结果

表3 协整关系检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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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拒绝各序列与利率差分序列至多有一个协整关

系的原假设，说明 Shibor的一阶差分序列与国内各

区域碳排放交易市场价格的一阶差分序列存在协

整关系，具有长期均衡趋势，符合建模条件。

2.3 模型最优滞后期数确定及稳定性检验

滞后期的选择在VAR模型的构建过程中显得

极为重要，因为择优条件不合理而造成的最优滞

后期过长将会损失变量自由度，而如果滞后期选

择过短，则可能难以体现变量间的动态关系。遵

循AIC、SC指标最小的原则选取最优滞后期，并分

别建立VAR模型。模型最优滞后期数检验结果见

表4。

表4 各区域市场模型最优滞后期值

同时，经检测各区域市场VAR模型的AR特征

根的逆根（图 1），均位于单位圆内，表明建立的

各VAR模型稳定。

变量

北京-拆放利率

上海-拆放利率

广东-拆放利率

深圳-拆放利率

湖北-拆放利率

天津-拆放利率

最优滞后期

3
1
3
7
2
1

3 脉冲响应与方差分解及其异质性分析

3.1 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在构建VAR模型之后，利用脉冲响应函数分

析碳排放市场价格和 Shinbor两个均衡变量系统在

受到外界冲击后的动态影响效果，考察当模型中

的一个内生变量受到另一个单位量的外界冲击后，

模型中其他变量在当期或未来几期所受到的影响，

即扰动项的影响如何在均衡的系统中传导。

分别取 Shibor与各地交易所碳排放交易市场价

格做脉冲响应函数，其中横轴代表滞后期数，纵

轴代表冲击强度，实线部分为冲击结果，虚线部

图1 各区域市场VAR模型的AR特征根的逆根

李 琰等：金融市场对碳市场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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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响应函数值正负两倍标准差（阈值），如图 2
所示。

1）在政治中心北京，当 Shibor给碳交易价格

一个标准差冲击时，碳交易价格表现为负向响应，

在第 2期负向影响达到最大，随着时间推移，效应

越来越小，并在第 4期达到正向响应的峰值，之后

逐渐衰减直到达到长期均衡。Shibor对北京碳交易

价格具有先负向、后正向的抑制促进交替作用，

该作用在第2期及第4期时影响最为显著。

2）在金融中心上海，当 Shibor给碳交易价格

一个标准差冲击时，碳交易价格表现为强烈的负

向响应，影响程度在第 2期达到负向峰值，但之后

迅速衰减在第 3期达到长期均衡。说明 Shibor对上

海碳交易价格具有较为显著的负向抑制作用，且

该作用在第2期最为显著。

3）在经济强省广东，当 Shibor给碳交易价格

图2 各变量的脉冲响应函数结果

一个标准差冲击时，碳交易价格首先表现出强烈

的正向响应，并在第 2期达到影响最大，之后在第

2期至第 4期内逐渐衰减为负向响应，最终在第 5
期恢复系统均衡。Shibor对广东碳交易价格具有

先促进后抑制的交替影响，且该作用在第 2期最

为显著。

4）在经济特区深圳，当 Shibor给碳交易价格

一个标准差冲击时，碳交易价格首先表现出微弱

的正向响应，且在第 2期达到正向峰值，之后逐渐

衰减，最终在第 4期恢复系统均衡。由此可见，

Shibor对于深圳碳交易价格影响较小。

5）湖北作为综合型产业结构的典型代表，当

Shibor给碳交易价格一个标准差冲击时，碳交易价

格响应与北京相似，首先表现为负向响应，且在

第 2期负向达到最大值，之后迅速回转为正向响

应，同时在第 3期达到峰值，之后效应越来越小，

逐渐衰减直至达到长期均衡。说明 Shibor对湖北碳

交易价格同样具有先负向后正向的抑制促进交替

作用，该作用在第2期及第3期时影响最为显著。

6）天津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排头兵，市场

初期反应却恰好与北京相反，当 Shibor给碳交易价

格一个标准差冲击时，碳交易价格首先呈现出正

向响应，且在第 2期达到正向影响最大，之后效应

越来越小，逐渐衰减直至达到长期均衡。说明 Shi⁃
bor对天津碳交易价格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且该作

用在第2期时影响最为显著。

3.2 方差分解分析

前文通过脉冲响应函数分析，直观展示出模

型变量对于外界冲击的响应周期与响应程度。为

了深入研究外界不同冲击对于变量变化的贡献度，

定量地找到变量之间的互相关联，采用方差分解

分析变量之间的作用关系，判断 2个变量对彼此变

化的贡献度。

根据不同市场面对利率冲击时的反应特点，

进一步结合不同区域的经济特征、产业结构差异，

将碳排放交易市场分为三大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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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期

1
2
3
4
5
6
7
8
9
10

误差标准差

1.976 966
1.991 474 3
1.992 873 991
1.998 775 094
1.999 093 702
1.999 153 764
1.999 190 894
1.999 194 021
1.999 195 364
1.999 195 543

北京自身贡献度/%
100

99.717 366 72
99.714 857 27
99.444 467 44
99.441 121 15
99.439 526 98
99.436 671 43
99.436 634 21
99.436 574 19
99.436 556 91

利率贡献度/%
0

0.282 633 281
0.285 142 727
0.555 532 556
0.558 878 854
0.560 473 02
0.563 328 573
0.563 365 788
0.563 425 809
0.563 443 087

误差标准差

0.622 612 464
0.626 064 698
0.627 918 9
0.628 122 026
0.628 170 883
0.628 178 893
0.628 180 297
0.628 180 516
0.628 180 549
0.628 180 554

天津自身贡献度/%
100

99.725 456 47
99.371 409 51
99.310 109 89
99.294 716 59
99.292 211 24
99.291 782 45
99.291 717 65
99.291 708 03
99.291 706 67

利率贡献度/%
0

0.274 543 534
0.628 590 493
0.689 890 111
0.705 283 406
0.707 788 76
0.708 217 55
0.708 282 351
0.708 291 973
0.708 293 335

表5 北京、天津市场与拆放利率方差分析检验结果

第一类：政策主导型碳排放市场。北京、天

津两地传统重工业、国有企业密集，由于地理位

置的特殊性，这两个碳排放市场均为国家环保政

策主导型，属于典型的高能耗制造业密集区。

第二类：经济发达型碳排放市场。上海、深

圳金融服务产业、民企密集，对于节能减排意识的

接受程度较高，属于典型的高能效服务业密集区。

第三类：综合型碳排放市场。湖北、广东加

工装配业密集，属于低能效的综合型经济。

3.2.1 北京、天津碳排放价格与Shibor的方差分

解分析

京津地区属于我国的政治中心，处于我国的

政策前线地区，两地共同面临环境问题和节能减

排的压力，其环境问题被国家列为协同发展的首

要问题。同时，京津地区的传统国有重工业较多，

而国有企业管理模式相对粗放，虽然节能减排意

识较强，对政策敏感度高，但是由于产业结构的

特殊限制，减排的产业阻力较大。此外，京津地

区还是全国重要的区域能源消费中心，属于典型

的工业型城市，工业化程度高，重工业相对于其

它 4个城市占比较大，能源消费总量占全国的 10％
左右，减排压力较大，北京、天津市场与拆放利

率方差分析检验结果见表5。
由表 5可知，Shibor冲击对北京碳交易价格变

化的贡献度初始接近零，经历了大约 2期的缓慢增

长期，之后在第 4期达到峰值，最后在 4期后贡献

度趋于稳定，约为0.55%。

结果表明，当 Shibor出现波动时，直到次日北

京碳排放交易市场价格并未响应，且初期反应不

明显，但随着时间推移，这种影响逐渐显现，Shi⁃
bor对北京碳排放交易市场的作用越来越显著并逐

渐平稳。

在天津碳排放交易市场，当 Shibor释放冲击

后，市场反应与北京碳排放交易市场价格反应极

为类似，存在 1期的滞后效应，在第 2期时的贡献

度都维持在 0.27%左右，且在之后的区间内稳步上

扬，都在第5期达到峰值。

3.2.2 上海、深圳碳排放价格与Shibor的方差分

解分析

上海、深圳两地分别作为我国的发达经济中

心和新兴经济中心，拥有成熟的金融服务产业以

及密集的新兴产业，民营企业占比大，且本身民

企的管理模式相对精细，对于节能减排的接受程

度较高，加上地理优势、政策倾斜，现在已经形

成了自身三产密集、金融活跃的高能效产业特色，

上海、深圳市场与拆放利率方差分析检验结果见

表6。
如表 6所示，上海碳交易价格对于 Shibor的变

化响应极其敏感，但是在第 1期只有 0.004%的贡

献度，之后迅速上升至 0.015%，贡献度趋于稳定，

峰值约为 0.015%。深圳碳交易价格对于 Shibor的
变化同样响应迅速，在第 1期达到 0.12%的贡献

度，在之后2期内逐步上升至0.15%。

结果表明，当 Shibor出现波动时，上海碳排放

交易市场与深圳碳排放交易市场反应极其相似，

表现为反应敏感，当期响应并在下一期提升至峰

值，在之后的区间保持平稳。

3.2.3 广东、湖北碳排放价格与Shibor的方差分

解分析

相较于前文提到的四大市场，湖北、广东属

于加工外向型经济，能效较低，但各类型产业占

比配比相对均衡，且湖北、广东的核电建设相对

李 琰等：金融市场对碳市场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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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很多发电企业减排压力较轻。Shibor对于区

域内碳排放价格的冲击效应分解见表7。
在广东碳排放交易市场，当 Shibor发生变动

时，广东碳排放交易市场价格反应存在 1期的滞后

效应，在第 2期时 Shibor贡献度约为 0.01%，但此

时贡献度已经接近峰值，且在之后的时间区间保

持稳定。而湖北碳排放交易市场价格反应同样存

在 1期的滞后效应，在第 2期时 Shibor贡献度约为

0.03%，且接近峰值。

此外，通过与其他区域碳排放交易市场对比

发现，Shibor冲击对于广东、湖北碳排放交易市场

价格的贡献度较小，其市场价格受自身影响相对

较大。

3.3 不同区域异质性分析

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Shibor）与国内各

个市场碳排放交易市场价格之间都存在长期均衡

的关系，但是由于不同地区的产业结构不同、资

源禀赋等不同，不同市场碳排放交易市场价格对

于Shibor冲击表现出强烈的异质性。

根据脉冲响应函数结果可知，北京、上海、

湖北市场的碳排放价格对于 Shibor冲击存在相似

性，在 Shibor波动的初期，碳排放价格出现下跌，

二者是负相关的关系，但在第 2期前后，碳排放价

格会出现转折，且在之后时段持续上升，直至第 5
期恢复平衡。意味着 Shibor与上述区域内碳排放交

易市场价格之间非简单的正相关关系，虽然时限

较短，但是短期内的累积效应较大。而广东、深

圳、天津市场从整个冲击周期来看，Shibor的变化

对于碳排放交易市场价格影响在初期具有较明显

的同向影响。但是在第 2期前后会出现下跌，并在

接下来的 3期内恢复平衡。由此可以推断，利率的

提高在短期内有助于提升上述区域内碳排放价格。

北京、天津地区市场在受到利率冲击时，碳排放

价格波动幅度相对于其他城市较大，可以看出其

与传统金融市场的关联程度较高，其价格受到利

率影响显著。上海、深圳地区碳排放价格在受到

周期

1
2
3
4
5
6
7
8
9
10

误差标准差

1.007 759 581
1.014 988 668
1.015 086 558
1.015 087 967
1.015 087 986
1.015 087 987
1.015 087 987
1.015 087 987
1.015 087 987
1.015 087 987

上海自身贡献度/%
99.995 846 78
99.984 659 31
99.984 661 4
99.984 659 22
99.984 659 22
99.984 659 22
99.984 659 22
99.984 659 22
99.984 659 22
99.984 659 22

利率贡献度/%
0.004 153 22
0.015 340 693
0.015 338 605
0.015 340 776
0.015 340 776
0.015 340 776
0.015 340 776
0.015 340 776
0.015 340 776
0.015 340 776

误差标准差

3.088 793 987
3.352 136 412
3.355 153 366
3.357 176 775
3.357 841 69
3.357 865 288
3.357 867 31
3.357 868 836
3.357 868 946
3.357 868 946

深圳自身贡献度/%
99.874 623 18
99.854 655 51
99.845 489 02
99.843 321 96
99.843 106 62
99.843 106 62
99.843 102 27
99.843 101 64
99.843 101 65
99.843 101 64

利率贡献度/%
0.125 376 819
0.145 344 493
0.154 510 981
0.156 678 039
0.156 893 383
0.156 893 381
0.156 897 726
0.156 898 359
0.156 898 349
0.156 898 357

表6 上海、深圳市场与拆放利率方差分析检验结果

周期

1
2
3
4
5
6
7
8
9
10

误差标准差

1.460 563 844
1.486 416 146
1.486 798 057
1.497 028 138
1.498 410 927
1.498 475 814
1.498 644 6
1.498 689 555
1.498 693 741
1.498 697 111

广东自身贡献度/%
100

99.989 073 43
99.989 066 97
99.988 785 39
99.988 774 16
99.988 772 33
99.988 772 59
99.988 773 11
99.988 773 07
99.988 773 09

利率贡献度/%
0

0.010 926 573
0.010 933 025
0.011 214 61
0.011 225 836
0.011 227 665
0.011 227 407
0.011 226 894
0.011 226 933
0.011 226 906

误差标准差

0.549 128 739
0.571 771 914
0.571 791 817
0.571 926 684
0.571 938 366
0.571 938 375
0.571 938 445
0.571 938 451
0.571 938 451
0.571 938 451

湖北自身贡献度/%
100

99.969 454 29
99.963 083 79
99.962 959 27
99.962 954 82
99.962 952 25
99.962 952 2
99.962 952 2
99.962 952 2
99.962 952 2

利率贡献度/%
0

0.030 545 713
0.036 916 206
0.037 040 731
0.037 045 179
0.037 047 746
0.037 047 799
0.037 047 801
0.037 047 803
0.037 047 803

表7 广东、湖北市场与拆放利率方差分析检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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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率冲击时波动幅度较弱，系统恢复平衡的周期

较短，证明其对于利率冲击的反应不明显。可以

理解为其碳排放权市场内部的运行机制较为完善。

结合脉冲响应函数分析与方差分解分析，现

将Shibor与碳排放权交易价格区域反应总结见表8。
表8 拆放利率与碳交易价格区域反应异质性

从以上分析可以发现，金融市场对我国不同

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价格影响的区域异质性比较明

显，具体体现如下。

北京、天津碳排放交易市场对于传统金融市

场波动的抗冲击能力较强，且与传统金融市场关

联程度高，存在相对紧密的联动机制，可以理解

为北京、天津碳排放交易市场的参与企业，参与

传统金融市场的比例较高，投资较为积极。同时，

北京、天津政府对于碳排放交易市场管理的参与

化程度高，现行的抗风险措施积极有效，对碳排

放交易市场价格的影响力较大。

上海、深圳碳排放交易市场对于利率变化反

应敏感，存在较为完善的市场运行机制。但是市

场调整期较短，抗冲击能力欠缺。可以理解为上

海、深圳的金融从业环境较好，相关的从业人员

业务能力较强且富有经验，碳排放交易市场以及

初步形成较为完善的运行机制。但其与传统金融

市场的关联度却逊于北京、天津地区，可能是由

于其市场参与者投资心态保守，虽然市场运行机

制完善，但是对于碳排放权市场的投资态度谨慎。

上海、深圳碳排放交易市场的抗冲击能力不佳，

表明缺乏有效的抗风险管理体系，也从侧面表

现出市场参与者投资风格偏于保守，偏向于规

避风险。

广东、湖北碳排放交易市场与传统金融市场

关联程度最低，缺乏有效的金融联动，市场敏感

度与市场调整能力均逊于其他市场。由此可见，

广东、湖北碳排放交易市场的市场运行机制仍有

待健全，同时有效的抗风险能力有待形成，与传

统金融市场的联动程度也有待提升。

4 政策建议

1）结合区域差异，制定区域发展规划。我国

不同地区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及资源禀赋等方面

差异较大，在建立碳排放市场初期往往缺乏经验，

如果忽视不同区域间的差异，将无法实现碳市场

节能减排效应的最大化，且现有的试点碳市场都

是根据自身的特点设计而成的，不同区域产业特

点对金融市场的反应程度不同，在建立不同区域

碳市场时应该同时考虑当地金融市场行业的情况，

将金融市场对碳市场的影响效应纳入市场规则建

立的考虑范围之内，同时，在配额分配和制度设

计过程中，应当尽量考虑地区间的价差，制定有

差别的区域碳排放交易市场的价格政策，避免外

部冲击的区域异质性，有效引导和规范碳资产的

套利行为，确保碳交易的公平竞争。

此外，未来建立全国性的碳市场势在必行，

在建立全国统一碳排放交易市场的过程中，应全

方位分析金融市场冲击对碳排放交易市场价格的

影响存在差异性的原因，统筹考虑不同的区域特

点，逐步建立健全各个区域碳排放交易市场的合

并计划，消除因区域异质性导致的合并阻碍，保

证全国统一市场的顺利建设。

2） 健全预警机制，完善碳市场抗风险能力。

以各试点的运行情况来看，利率对各区域碳排放

交易市场的影响大相径庭。利率对区域碳排放交

易市场价格的调控具有一定效果，对北京、天津

地区碳排放交易市场价格的调控效果最为显著，

同时，其市场具备较强的抗冲击能力，而上海、

深圳地区碳排放交易市场的抗冲击能力相对较弱，

针对此项异质性，上海、深圳市场应积极制定科

学有效且适应当地的抗风险机制，既保证利率的

调控功能，又要完善自身的抗冲击能力。

随着中国货币政策的逐步转变和利率定价的

市场化，利率市场的波动将加大，亦会形成对碳

排放交易市场价格的冲击。因此，在构建全国统

一的碳排放交易市场时，应当充分考虑到利率冲

击对各地区碳排放交易市场价格的调控差异，制

定充分体现区域差异的价格管控、风险监测、风

险预警和危机应对方案，维护全国统一市场顺利

建设。

3）规范市场运作，完善碳市场运行机制。由

于上海、深圳的金融服务业密集，积累了大量的

金融服务业建设经验，而碳排放交易市场的金融

属性

政策主导

重工密集

金融集中

三产密集

产业多元

综合经济

区域

北京

天津

上海

深圳

广东

湖北

响应起始期

2
2
1
1
2
2

响应方向

负向

正向

负向

正向

正向

负向

峰值期

7
7
2
4
4
4

响应峰值

0.563
0.708
0.153
0.156
0.011
0.037

李 琰等：金融市场对碳市场的影响研究

29



2019年第12期 煤 炭 经 济 研 究 第39卷

属性突出，因此有大量的实践经验可供借鉴，上

海、深圳碳排放交易市场对于利率冲击的反应敏

感，证明其已经拥有了一套相对完善的市场运行

机制。

其他市场的运行机制建设相对滞后，当地政

府应该进一步完善当地的碳排放交易市场运行机

制，优化各方参与者的参与路径，通过规范市场

运作、完善市场运行机制来提升市场反应敏感度，

维护市场的健康发展。

4）加强市场间的关联度，形成良性互动。传

统金融市场与碳排放交易市场之间只有形成有效

的资金流动，才能形成真实的利率信号，从而有

效传导货币政策。

在现代金融体系下，应该加强形成碳排放交

易市场与传统金融市场之间的联动机制，只有传

统金融市场与碳排放交易市场间形成良好的互动，

才能有利于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稳定发展，也有

利于传统金融市场这一要素在经济发展中发挥驱

动作用。只有将传统金融市场、碳排放权交易市

场等建立畅通的资金流动渠道，才能真实反映市

场资金供求状况，及时反馈市场政策信息，为政

策制定者判断市场情形提供依据[10-14]。

参考文献：

[1] Christiansen A C，Arvanitakis A，Tangen K，et al.Price deter⁃
minants in the EU emissions trading scheme[J]. Climate Policy，
2005，5（1）：16.

[2] 杜子平，刘富存 .我国区域碳排放权价格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 GA-BP-MIV模型的实证分析[J].价格理论与实践，

2018（6）：42-45.
[3] Feng Z H， Zou L L，Wei Y M. Carbon price volatility：Evi⁃

dence from EU ETS[J].Applied Energy， 2011， 88（3）： 590-
598.

[4] 邹绍辉，张 甜 .国际碳期货价格与国内碳价动态关系[J].山东

大学学报（理学版），2018，53（5）：70-79.
[5] 唐安宝，马 姚，范文娜，等 .金融中介、碳交易政策及碳排

放强度[J].武汉金融，2019（3）：64-70.
[6] Weber T A，Neuhoff K.Carbon markets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

tion[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2010，60（2）：0-132.

[7] Oberndorfer U. EU Emission Allowances and the Stock Market：
Evidence from the Electricity Industry[J]. SSRN Electronic Jour⁃
nal，2008，8（4）：1116-1126.

[8] 陈康嘉 .我国碳排放交易市场构建中的区域协调问题研究[J].
公民与法（法学版），2015（5）：55-58.

[9] 高翠云 .减排和经济结构调整条件下的中国碳定价问题研究

[D].长春：吉林大学，2018.
[10] 吕靖烨，曹 铭，吴 旷，等 .湖北碳排放权市场有效性的实

证分析[J].系统工程，2018，36（11）：23-30.
[11] 王玉海，潘绍明 .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碳交易市场现状和趋

势[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9（11）：57-63.
[12] 吕靖烨，杨 华 .政府对碳排放交易市场监管的三方演化博弈

研究——基于罗尔斯主义社会福利函数视角[J].煤炭经济研

究，2019，39（3）：77-82.
[13] 江红莉，何建敏，姚洪兴 .国际碳期货CER和EUA尾部动态

相关性及碳减排政策对其影响研究[J].金融理论与实践，2015
（6）：92-96.

[14] 豆晓利 .中东部地区区域金融发展差异——基于河南与粤、

浙、苏、鲁四省份的比较及启示[J].金融理论与实践，2013
（3）：50-55.

作者简介：李 琰（1977—），女，宁夏大武口人，博士，副

教授，主要从事安全管理、企业组织行为与企业管理、战略管理

与电子商务等方面的研究。E-mail：632058171@qq.com

责任编辑：宋晓波

30



第39卷第12期 煤 炭 经 济 研 究 Vol.39 No.12
2019年 12月 Coal Economic Research Dec. 2019

0 引 言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未来以可再生能

源为支撑的新型发展方式将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

预计到 2050年，可再生能源将满足我国 60%的一

次能源供应和 85%的电力供应，届时光伏和风电

的装机容量将分别达到 2 696 GW和 2 396 GW，发

电量占比分别为 28.4%和 35.2%[1]。近年来可再生

能源在中国的发展遇到了消纳问题[2]，尤其是在风

力资源丰富的三北地区，由于电力系统本身就存

在电源装机规模较大、电源结构不合理等问题，

在大规模的可再生能源并网后，造成了严重的弃

风问题。

可通过多种途径来破解新能源消纳困境，例

如调整风电布局、提升电源调峰能力、加强负荷

侧管理等，而新建背压式机组来代替常规煤电机

组，可在满足供热需求增长的同时，压低常规机

组电出力，一定程度上缓解可再生并网与供热需

求之间的矛盾，较为符合我国电力发展的大趋势。

本文对我国几个典型地区集中供暖的特点进

行简要分析，进而分地区对新建背压机组的经济

性进行对比分析，为新建背压机组提供参考。

东北地区以长春为例，长春位于东北的地理

中心，全年供暖期约为 170天。长春市城区主要以

集中供暖为主。截至 2018年，长春市区供暖面积

约 2.2亿m2，集中供暖面积超过 90%。吉林省热电

联产机组供热价格为每吉焦37元[3]。

背压式热电联产煤电机组的经济性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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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针对如何提升火电灵活性，促进高比例可再生能源消纳，提出了新建背压式热电联产煤

电机组替代常规煤电机组的方案。以全国 4个典型地区为例，研究了新建各主流类型背压式热电联

产煤电机组的经济性，结果表明：在东北地区新建 2×50 MW背压式煤电机组的经济性良好，在西

北、华中地区新建 2×50 MW背压式煤电机组经济性一般，在华中地区不宜新建背压式煤电机组，

且影响各地区新建背压式热电联产煤电机组内部收益率的主要因素是当地燃煤价格。最后对新建

背压式热电联产煤电机组提供相关政策建议，为促进高比例可再生能源消纳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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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 evaluation of back pressure cogeneration coal power unit
Zhao Changhong，Yang Sheng，Yuan Jiahai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North China electric power university（Beijing），Beijing 102206，China）

Abstract：In view of how to improve the flexibility of thermal power and promote the absorption of high proportion renewable
energy，this paper puts forward a scheme to replace the conventional coal power unit with the new back pressure cogeneration
coal power unit. Taking four typical areas of China as examples， this paper studies the economy of the newly built main
types of back pressure cogeneration coal and power unit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new 2 × 50 MW back pressure coal pow⁃
er units are built in Northeast China. In the northwest，the economy of the new 2×50 MW back-pressure coal-fired units in
Central China is general，the new back-pressure coal-fired units are not suitable in Central China，and the main factor affect⁃
ing the internal rate of return of the new back-pressure cogeneration coal-fired units in various regions is the local coal-fired
price. Finally，some policy suggestions were provided for the newly built cogeneration coal-electric unit，which providing refer⁃
ence for promoting the high proportion of renewable energy consumption.
Key words：renewable energy elimination；back pressure cogeneration coal power unit；heating in winter；economy；sensitivi⁃
ty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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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地区以兰州为例，兰州地处黄河上游，

供暖期约为 150天。截至 2018年，兰州市区供暖

面积达 8 500万m2，集中供暖占需供暖总面积的

74%。甘肃省热电联产机组供热价格为每吉焦

34.5元[4]。
华北地区以石家庄为例，石家庄市地处华北

中部，供暖期约为 120天。石家庄市城区也是以集

中供暖为主。截至 2018年，石家庄市区供暖面积

约 1.9亿m2，集中供暖面积占比超过 95%。河北省

热电联产机组供热价格为每吉焦34.5元[5]。
华中地区以武汉为例，武汉地处长江中游地

区，供暖期约为 70天。武汉市供暖的方式分为集

中供暖和分散供暖两种。集中供暖的地区主要是

武昌、关山片区；其余大部的地区主要采用空调

取暖和电取暖。武汉市热电联产机组供热价格约

为每吉焦46元。

1 基本参数设定

1.1 投资参数设定

我国背压式机组主要以 50 MW及以下背压机

组为主，国内最大的背压式机组装机容量为 80
MW。而主流背压式机组有 12 MW、25 MW、50
MW 3种，本文根据大量实际工程项目，整理出新

建背压式机组的投资成本，见表1。
表1 新建背压式机组静态投资成本 亿元

注：相关投资成本参考实际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4个地区的当地工资水平、土地费用、施工费

用等有所不同，考虑到长春、兰州和石家庄地区

基本都已有建筑保温，无需进行改造，而武汉地

区现有建筑可能不满足采暖的要求，需要进行改

造，所以投资成本较其他地区相对偏高。为了简

化计算，对于各地区新建背压机组的投资，本文

按长春、兰州、石家庄、武汉地区投资金额从低

到高计取。

1.2 技术经济指标设定

3种背压式热电联产煤电机组的主要参数设

定，见表 2。其中供热煤耗与机组的抽汽参数、供

回水温度及保温性能等有关，一般在 34 kg/GJ左
右[6]，地区差异较小，本文按机组容量大小分别计

取35 kg/GJ、34 kg/GJ、33 kg/GJ。
供电厂与供热厂主要与电厂内部辅助系统的

厂用电消耗以及主变压器损耗有关[7]，为简化计

算，本文设定发电厂用电率为 8%，供热厂用电率

为12 kW/GJ。
表 2 背压式机组参数

注：供热负荷参考相关文献[8]；发电煤耗参考相关文献[9]。

1.3 生产成本参数设定

分地区对当地的背压式热电联产煤电机组生

产成本参数进行设定，见表 3。各地区的地理环境

差异，北方冬季相比南方更加寒冷，故其采暖时

长、采暖热指标呈现由北到南逐次递减的趋势。

表 3 各地区生产成本参数

注：采暖热指标参考相关文献[10]；煤价取自中国电煤价格指数。

1.4 主要收入参数设定

各地区的主要收入参数见表 4。其中热价为当

地集中供暖收费价格，可能略高于电厂实际供热

收入。

表 4 各地区主要收入参数

注：含税电价参考各省上网电价；热价参考中国城镇供热协

会统计数据。

相关成本

建筑工程费

设备购置费

安装工程费

其他费用

静态投资

2×12 MW
机组

0.3~0.35
0.9~1
0.3~0.35
0.2~0.3
1.7~2

2×25 MW
机组

0.55~0.65
1.25~1.35
0.55~0.65
0.45~0.55
2.8~3.2

2×50 MW
机组

0.7~0.9
2.5~3.3
0.8~0.9
0.7~0.9
4.7~6

项目

锅炉型号/（t · h-1）
发电功率/MW

供热负荷/（MW · h-1）
发电煤耗/（g · kWh-1）
供热煤耗/（kg · GJ-1）

发电厂用电率/%
供热厂用电率/（kW · GJ-1）

2×12 MW
2×95
24
120
198
35
8
12

2×25 MW
2×160
50
200
174
34
8
12

2×50 MW
2×300
100
400
167
33
8
12

项目

采暖期/天
采暖热指标/（W · m2-1）

煤价/（元·t-1）

长春

170
53
526

兰州

150
50
495

石家庄

120
44
472

武汉

70
42
610

地区

含税电价/（元·kWh-1）

热价/（元·m2-1）

长春

0.373

37

兰州

0.260

34.5

石家庄

0.372

34.5

武汉

0.416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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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技术经济分析与比较

2.1 技术经济分析

本文采用静态与动态相结合的煤电建设项目经

济评价方法，静态投资回收期如公式（1）所示。

∑
t = 0

Pt

( )CI - CO t = 0 （1）
式中：Pt为静态投资回收期；CI为现金流入量；CO
为现金流出量；（CI-CO） t为第 t年的净现金流量。

评价煤电建设项目的内部收益率如公式 （2）
所示。

NPV =∑
t = 0

n (CI - CO ) t
( 1 + IRR )t = 0 （2）

式中：NPV为项目净现值；（CI-CO） t为第 t年的净

现金流量；n为煤电机组寿命年限；IRR为项目内

部收益率。

根据前文所述边界条件，设定项目基准收益率

为 8%，投资资金中自有资本占 20%，贷款占 80%，

项目建设期为3年，机组寿命为30年（含建设期），

所得税率为 25%。为简化计算，本文选取全投资内

部收益率。测算得到的技术经济数据见表5-7。
表 5 2×12 MW机组技术经济数据

表 6 2×24MW机组技术经济数据

由表 5、表 6可得，新建 2×12 MW背压式热电

联产煤电机组在东北、西北、华北、华中 4个地区

的静态投资回收期超过 22年；新建 2×24 MW背压

表 7 2×50MW机组技术经济数据

式热电联产煤电机组在西北、华北、华中 3个地区

的静态投资回收期均在 20年以上，而在东北地区

新建 2×24 MW热电联产机组投资回收期较为适中，

约 15年左右。为了方便比较分析，本文分别计算

这两种类型背压机组的盈亏平衡热价，并于当地

实际热电联产机组供热价格相比较，如图1所示。

图1 各地区机组盈亏平衡热价

2×12 MW和2×24 MW两种容量的背压式热电联

产机组在不同地区基本均处于亏损状态。且采暖期越

短，亏损额越大，当采暖期为170天时，2×24 MW机

组在东北地区近似处于盈亏平衡状态。若要在这

些地区新建小容量背压式机组，则需要考虑热价

补贴。在相同采暖期下，大容量背压式热电联产

机组经济性要好于小容量机组。相应地，若采取

热价补贴措施，装机容量越大，补贴数量越小。

由表 7可得，2×50 MW背压式机组在东北、西

北、华北、华中 4个地区的静态投资回收期有所不

同，分别为 7.8年、15.8年、11.5年、19.1年。各

地区的静态投资回收期较为正常。为了进一步比

较，本文计算各地区新建背压式热电联产机组的

全投资内部收益，在东北地区新建机组全投资内

部收益率较高，经济性较好；在西北地区内部收

益率较低，其原因是因为西北地区电网上网电价

偏低，若要在此地新建背压式热电联产机组，必

须给与背压式机组发电企业电价方面的补偿；华

项目

机组供电量/亿kWh
年供热量/（万·吉焦-1）

年标煤耗/万 t
年净利润/万元

静态投资/亿元

静态回收期/a
盈亏平衡热价/（元·吉焦-1）

东北

6 894
176.3
9.33
2 299
1.7
22.1
43.6

西北

6 083
155.5
8.23
1 446
1.8
28.7
48.6

华北

4 866
124.4
6.59
1 385
1.9
26.4
54.6

华中

2 839
72.6
3.84
746
2
70.5
70.1

项目

机组供电量/亿kWh
年供热量/万吉焦

年标煤耗/万 t
年净利润/亿元

静态投资/亿元

静态回收期/年
盈亏平衡热价/（元·吉焦-1）

东北

1.52
293.8
16.2
0.49
2.8
15.2
38.9

西北

1.35
259.2
14.3
0.30
2.9
23.8
44.2

华北

1.08
207.4
11.4
0.30
3
22.6
51.2

华中

0.63
121.0
6.7
0.17
3.2
32.4
65.3

项目

机组供电量/亿kWh
年供热量/万吉焦

年标煤耗/万 t
年净利润/亿元

静态投资/亿元

静态回收期/年
全投资内部收益率/%

东北

3.127
522.2
29.3
0.99
5
7.8
11.5

西北

2.759
460.8
25.8
0.61
5.2
15.8
3.6

华北

2.207
368.6
20.7
0.62
5.3
11.5
6.3

华中

1.288
215.0
12.1
0.36
5.5
19.1
3.2

赵长红等：背压式热电联产煤电机组的经济性评价

33



2019年第12期 煤 炭 经 济 研 究 第39卷

北地区新建机组内部收益率一般；华中地区静态

回收期偏长，且全投资内部收益率偏低，不建议

新建2×50 MW背压式机组。

东北大部分地区适宜新建 2×24 MW及以上的

背压式热电联产煤电机组，但要考虑适当的热价

补贴；西北地区仅能新建 2×50 MW背压式机组，

且该地区上网电价偏低，需要考虑容量电价补贴；

华北地区可新建 2×50 MW背压式热电联产机组，

但由于供暖期仅为 4个月，项目内部收益率偏低，

可适当延长供暖期以提高机组经济效益；华中地

区由于背压式机组利用小时数不足，无法最大化

实现其经济效益，导致投资回收期过长，内部收

益率过低，不建议新建背压式机组进行供热，若

要实行集中供暖可采用大容量的供热机组[11]。
2.2 敏感性分析

为方便比较各类因素对内部收益率的影响大

小及作用效果，对影响内部收益率的主要不确定

因素做敏感性分析。各类新建背压式热电联产机

组在华中地区经济性较差不再考虑，故本文选取 3
个典型地区均可新建的 2×50 MW机组为例，对东

北、西北、华北地区的税后全投资内部收益率进

行敏感性分析，见表8-9。
由表 8、表 9可以得出，在影响新建机组税后

全投资内部收益率的各类因素中，按敏感性由大

到小排列依次为煤价、热价、供热煤耗、上网电

价、初始投资，且各地区的敏感性系数排序大致

相同。值得注意的是，西北地区对于煤价和热价

的敏感性系数相比东北、华北地区明显偏高，这

说明西北地区可以通过降低煤价或者提高热价的

方式，提升新建背压式机组的内部收益率，从而

推进西北地区背压式机组建设。从影响方向上来

看，与内部收益率同方向变化的因素是上网电价

和热价，与内部收益率反方向变化的因素是煤价、

机组供热煤耗。

所在地区

东北

西北

华北

敏感性分析（税后全投资内部收益率/%）
供热煤耗

-10%
15.95
8.43
9.46

10%
12.25
4.47
6.73

地区煤价

-10%
16.64
9.13
9.97

10%
11.47
3.57
6.14

上网电价

-10%
12.32
5.09
6.62

10%
15.89
7.91
9.55

地区热价

-10%
11.93
4.14
6.64

10%
16.24
8.69
9.54

初始投资

-10%
15.63
7.55
9.23

10%
12.89
5.70
7.21

所在地区

东北

西北

华北

平均值

敏感性系数

供热煤耗

-10%
-1.27
-2.86
-1.63

-2.00

10%
-1.34
-3.18
-1.73

煤价

-10%
-1.76
-3.93
-2.25

-2.81

10%
-1.89
-4.55
-2.45

上网电价

-10%
1.29
2.23
1.86

1.74

10%
1.23
2.07
1.74

热价

-10%
1.57
3.68
1.84

2.26

10%
1.48
3.27
1.72

投资

-10%
-1.05
-1.52
-1.34

-1.21

10%
-0.89
-1.30
-1.15

表8 2×50 MW机组敏感性分析

表9 全投资内部收益率影响因素的敏感性系数

注：敏感性系数=内部收益率变化率/影响因素标化率。

2.3 存在的不足

本文的参数设定可能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没有精确分析 4类典型地区热网投资的差别；

也没有考虑不同容量背压式机组的供热煤耗、

厂用电率等对各地区电厂效率的影响；且在热价

设定上直接选取居民供暖价格，可能高于电厂实

际供热收入。但通过敏感性分析可知，上述影响

因素对内部收益率影响有限，对最终的结果影响

也有限。

3 结论与建议

3.1 结 论

本文对全国 4个典型地区新建背压式热电联产

机组的经济性进行了比较。结果表明，在东北地

区新建 2×50 MW背压式热电联产机组，税后全投

资内部收益率为 11.5%，而西北、华北、华中地区

的内部收益率分别为3.6%、6.3%，3.2%。

这一结果表明，以长春为代表的东北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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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其冬季供暖季长，背压式热电联产煤电机组

利用小时数高，项目的全投资内部收益率较高。

若在东北地区新建 2×50 MW背压式热电联产机组

进行供热，可以在有较好经济效益的同时，提升

机组灵活性，促进可再生能源的消纳；以兰州为

代表的西北地区，由于其当地上网电价显著低于

其他地区，导致项目全投资内部收益率偏低；华

北地区由于冬季供暖期时间较短，背压式热电联

产机组运行小时不足，未达到最佳经济效益，导

致项目内部收益率一般；以武汉为代表的华中地

区，集中供暖成本很高，在利用小时有限的情况

下，不宜采用小容量的背压式热电联产机组进行

供热，要结合当地煤价与热价情况，选择合适的

大容量供热机组来实现集中供暖。

从影响内部收益率的敏感性方面来看，各典

型地区的热价、煤价敏感性最高，上网电价与热

电联产机组供热煤耗的敏感性次之、敏感性最低

的是初始投资金额。因此，各地区应根据敏感度

大小以及当地的实际情况，合理选择投资方式。

3.2 政策建议

3.2.1 控制各类电源新增规模

一是控制煤电规模。以供热需求为基础，合

理推进背压机组等量或减量的替代大型热电联产

机组，可以一定程度上控制煤电规模，并促进可

再生能源消纳。

二是协调风电、光伏装机与火电机组配套发

展。各级政府应当充分考虑当地电网的承接能力

和火电机组的辅助服务能力，合理规划风电、光

伏装机增长。避免新能源机组过度接入系统，造

成背压式煤电机组建设跟不上保障新增新能源装

机电量消纳的步伐，进而节约整体电力系统成本。

3.2.2 完善对火电企业的激励补偿措施

完善各地新建背压式热电联产煤电机组的补

偿政策，推进在西北、华北地区的建设。新建背

压式热电联产煤电机组替代大型抽凝机组，实际

上提供了辅助服务，但对于新建背压式热电联产

机组还没有相关的补偿政策。因此，为了保证有

序推进火电灵活性改造的积极性，推进西北、华

北地区的背压式机组建设，需要完善这些地区的

新建背压式机组补偿政策，保证电厂有较好的收

益，在促进可再生能源消纳的同时保障发电侧电

源的经济性。

3.2.3 完善背压式热电联产机组电价机制

有条件的地区可试行两步制上网电价：容量

电价以各类采暖型背压热电机组平均投资成本为

基础，用于补偿非供热期停发造成的损失；电量

电价执行本地区标杆电价。

在考虑两部制电价后，背压式热电联产机组

实际上网电量电价仍高于当地燃煤机组上网标杆

电价，这可能导致售电企业购电价格提高，从而

导致终端销售价格提高，需明确容量电价具体以

什么方式、由哪个企业支付。

在考虑容量电价的情况下，各地区根据不同采

暖期、不同煤价及热价水平、不同装机规模，按成

本加收益的原则确定电量电价，必要时可在高于当

地燃煤机组上网标杆电价一定水平内进行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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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我国煤炭资源分布与经济发展水平极不协调，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区域性供需矛盾越发突出。

随着供给侧改革的持续推进，落后产能逐步退出，

优质产能进一步释放，科学的煤炭产能分析方法，

对于提高煤炭资源保障程度，推进调峰能力建设，

缓解区域供需矛盾，促进煤炭工业可持续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随着开采装备的升级，美国从事煤

炭开采的人数呈现逐年下降趋势，人员减少降低

了安全培训和安全管理方面的投人，工效、效率

大幅提升，也是我国合理规划矿井、释放优质产

能的发展方向。由于我国大多数煤矿为井工开采，

因此，本文以美国井工矿为例，研究基于生产关

系的产能分析方法，为合理规划煤矿人员结构提

供一种借鉴思路。

产能分析在各能源行业均有广泛研究，王卫

红等[1]基于低渗透气藏非达西低速不稳定渗流微分

方程，推导出具有启动压力梯度的低渗透气藏气

井稳定产能方程和不稳定产能方程，可以快速评

价气井产能。赵欣等[2]根据鄂尔多斯盆地东缘三区

块煤层气田 83口排采井的资料，系统分析了地质

条件、工程技术和排采制度等因素对煤层气井产

能的影响，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法得出研究区煤层

气井产能影响因素的大小次序，并在此基础上提

出了相应的开发策略。杨景海等[3]从气体不稳定渗

流方程入手，提出了天然气气井在不同生产阶段

和不同地层压力条件下的产能计算方法。不仅得

出定井底流压条件下的气体产量变化关系，同时

还得到定产量条件下的气井井底压力变化关系。

张小涛等[4]总结了常规气藏中应用较为广泛的气井

产能特征分析方法，探讨了这些方法对于页岩气

井的适用性，在此基础上提出一种新的页岩气井

产能分析方法，综合评价页岩气井投产一段时间

内的产能。

在煤炭行业，钱鸣高院士[5-7]早在 2006年就提

出关于煤炭产能的研究，认为合理的产能应与安

全、煤机生产能力、环境承载量相适应，科学的

产能意味着资源、人才、技术装备都要协同发展。

杜祥琬[8]认为煤炭消费应该逐步下降，清洁能源是

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并提出煤炭科学产能，采

用先进的生产技术，提高煤炭利用效率，降低环

境损害。袁亮院士[9]认为煤炭资源享赋、生产运输

能力、资源回收率、环境承载力等因素共同制约

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煤矿产能分析研究

张 康 宁
（煤炭工业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北京 100120）

摘 要：正确的产能分析方法对于煤矿优化人员结构，提升效率极为重要。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

产函数，以美国井工矿为例，分析了人员投入与产能之间的关系，得出美国井工矿现有人员条件下

合理产能区间。对于我国西部优质煤炭产能释放过程中人员结构规划提供了有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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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and research of coal mine capacity based on Cobb-Douglas production function
Zhang Kangning

（Planning and Design Research Institute of Coal Industry Co.，Ltd.，Beijing 100120，China）

Abstract：Correct productivity analysis method is very important for optimizing personnel structure and improving efficiency.
Based on Cobb Douglas production function， taking American mine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relationship be⁃
tween personnel input and production capacity，and obtained the reasonable production capacity interval under the existing per⁃
sonnel conditions of American mine. It provided a reference for personnel structure planning in the process of high-quality
coal production capacity release in western China.
Key words：coal capacity analysis；production relations；Cobb Douglas production function；personnel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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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煤炭科学产能的发展。濮洪九[10]认为在考虑资源

开采条件、技术发展水平、生态环境承载能力等

因素外，还应与市场需求相结合。谢和平院士[11-12]

将综合机械化程度纳入了煤炭科学产能约束指标。

王迪等[13-14]基于中国煤炭产能及其影响因素之间的

反馈机制，开展了中国煤炭产能系统动力学预测

与调控潜力的研究。认为“十三五”期间中国煤

炭产能仍将持续增长，落后产能淘汰、煤炭进口

限额、煤炭价格管制以及煤炭投资约束是煤炭产

能调控的关键。王佟等[15]认为当前符合科学绿色开

发的煤炭产能比例仍然偏低，水资源破坏和地表

生态损伤严重仍制约着西部煤炭资源的绿色开发，

煤炭优质产能释放面临着大气污染控制、温室气

体减排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多重压力。

以上关于煤炭产能的研究多集中于宏观层面，

微观层面研究不多，且大多数研究没有考虑人员

投入与煤炭产能之间的关系。随着开采技术与装

备的不断升级，投入人员的数量成为影响煤炭企

业效益的重要因素，因此，建立人员数量与煤矿

产能之间的关系对于煤炭企业发展至关重要。

1 生产关系的确定与分析

1.1 分析方法

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最初是美国数学家柯

布 （C. W. Cobb） 和经济学家保罗·道格拉斯

（PaulH.Douglas）共同探讨投入和产出的关系时创

造的生产函数（以下简称“生产函数”），本文通

过生产函数研究煤矿人员投入与产能之间的生产

关系。

1.2 矿井分类与数据处理

美国约有 853个生产煤矿，包括井工矿和露天

矿，本文以全部井工矿作为研究对象，除去无产

量（员工）矿，总计 295个，在所有井工矿中，年

产量最大为 960.3万 t，总人数最多为 954人。统计

295个井工矿的总产量与总人数，如图1所示。

通过图 1可以观察数据呈现规律性，总产量随

着总人数投入的增加而增加，符合一种生产投入

产出关系，可以将数据进行函数拟合，得到二者

之间的关系。为方便拟合计算，需要先对数据进

行划分与处理，对比图中数据，发现存在个别矿

井数据在整体趋势之外，将总产量与总人数进行

等值划分，剔除相对特殊的矿井数据，总人数区

间设置为 200人，总产量区间设置为 200万 t，将总

人数在 0~200人且总产量在 0~200万 t的矿井定义

为小型矿，将总人数在 200~600人且总产量在 0~
600万 t的矿井定义为中型矿，将总人数在 600~
1 000人且总产量在 400~1 000万 t的矿井定义为大

型矿。

图1 美国井工矿总产量与总人数统计

最终确定小型矿共计 236个，数据点数量多、

人数区间跨度小，将总人数以步长 25人划分，分

别计算每个区间内总人数与总产量的平均值；中

型矿共计 48个，数据点数量较少，人数区间跨度

大，将总人数以步长 50进行划分，分别计算每个

区间内总人数与总产量的平均值；大型矿共计 7
个，数据点数量很少，人数区间跨度大，数据点

普遍集中在 60~700人，分别计算 600人与 700人附

近的矿井总人数与总产量的平均值，选取总人数

为 954人的矿为一个数据点。通过上述数据处理，

确定11个美国井工矿数据点的总数人与总产量。

在生产函数中，下列 3个指标是非常重要的

内容。

总产量 （TP） 指一定量的某种生产要素所生

产出来的全部产量；平均产量（AP）指平均每单

位某种生产要素所生产出来的产量；边界产量

（MP）指某种生产要素增加一单位所增加的产量。

其中平均产量与边界产量的计算公式为

AP = TP/L （1）
MP = ΔQ/ΔL （2）

式中：AP为平均产量；TP为总产量；L为总人数；

MP为边界产量；ΔQ为总产量的增加量；ΔL为总

人数增加量。

统计每个数据点的总人数与总产量，计算每

个数据点的平均产量和边界产量，见表1。
1.3 生产关系拟合

以表 1中各数据点的总人数为横坐标，总产量

为纵坐标，连接各数据点绘制美国井工矿总人数

与总产量关系曲线，如图 2所示，同时绘制趋势

张康宁：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煤矿产能分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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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观察发现与变动投入生产函数的函数曲线趋势

相似，可以从变动投入产出生产函数的角度分析。

表1 美国井工矿数据处理结果

图2 美国井工矿总人数与总产量数据处理统计

通过Matlab软件对数据进行拟合处理，选取 4
阶多项式拟合，拟合后函数关系式为

f ( x ) = 4.477 9*10-5x4 + 0.068 2x3 - 25.396 7x2
+1.119 8*104x - 3.315 1*105 （3）

并绘制出函数图像，如图3所示。

为进一步分析生产关系，对平均产量进行拟

合分析，拟合结果如图4所示。

1.4 生产关系分析

变动投入生产函数的 3阶段，如图 5所示。对

比发现美国井工矿当前趋势基本处于第Ⅰ阶段与

第Ⅱ阶段，表明美国井工矿的人员配备相对合理，

其中，第Ⅰ、Ⅱ阶段的分割点为平均产量最高点，

通过图 6中的平均产量拟合曲线，确定平均产量

最高点位于总人数804~810人，平均产量最高达到

11 392 t，此时的总产量为8 963 216 t左右。

图3 总人数与总产量拟合曲线

图4 总人数与平均产量拟合曲线

图5 变动投入生产函数Ⅲ阶段

通过生产关系拟合，确定美国井工矿总产量

与总人数函数关系，认为这种函数关系为经验公

式，可以将此函数所得出产量定义为基准产量，

对比基准产量可以调整每个矿的人员配备，确定

各矿的投入产出情况是否合理，通过改变人数投

入达到更好的产出效果。

2 验证拟合曲线合理性

在实际生产关系中，产能受总可变成本与劳

总人数/位
15
38
64
87
113
137
185
231
273
328
375
426
467
525
608
711
954

总产量/t
49 918.99
140 649.1
245 068.9
333 643.6
627 204.4
647 933.1
984 073.1
1 617 582
1 822 551
3 407 112
4 116 456
3 027 459
3 668 771
3 991 757
6 956 031
8 016 047
9 337 443

平均产量/t
3 327.932
3 744.202
3 816.863
3 857.151
5 541.952
4 729.439
5 328.916
7 017.71
6 681.451
10 392.82
10 991.87
7 109.096
7 849.318
7 598.523
11 440.84
11 274.33
9 787.676

边界产量/t
3 724.649
4 020.921
3 919.311
3 973.188
11 005.54
870.000 9
7 051.888
13 822.01
4 848.156
28 781.12
15 200.22
-21 204.4
15 437.35
5 575.131
35 858.15
10 291.42
5 437.84

38



2019年第12期

动力投入的共同影响，总可变成本是指企业用于

购买可变生产要素的费用。由于可变生产要素的

数量与产量存在函数关系，短期内企业改变产量

就需要调整劳动、原材料等的购买量，因此，可

变成本总额随着产量增加而增加。本文认为美国

井工矿人员的总可变成本与产量满足线性关系，

设公式如下。

K = aQ （4）
式中：K为总可变成本；Q为总产量。

两边同时对总人数 L求导，可以获得在一定劳

动总人数下，总可变成本与劳动总人数的转化率 r，
计算如下。

r = dK
dL
= a dQ

dL
（5）

当劳动总人数为 L1时，此时的总可变成本为

K1，总产量为 Q1。认为此时刻劳动总人数不变，

将总可变成本变为 0，可变成本减少K1，相当于劳

动总人数减少K1 r，此时对应的劳动总人数Ll为

Ll = L1 - K1 /r = L1 - aQ1

a
dQ
dL

= L1 - Q1 dLdQ （6）

认为此时总可变成本不变，将劳动总人数变

为 2L1，劳动总人数增加 L1，相当于总可变成本增

加L1 ⋅ r，此时对应的总可变成Ku为

Ku = K1 + L1 ⋅ r = K1 + L1 ⋅ a dQdL （7）
Ku = aQu，K1 = aQ1 （8）

联立解得

Qu = Q1 + L1 dQdL （9）
将拟合出的生产函数用如下公式表示

Q = 4.477 9*10-5L4 + 0.068 2L3 - 25.396 7L2 + 1.1198*
104L - 3.3151*105

求导得
dQ
dL
= 17.911 6*10-5L3 + 0.204 6L2 - 50.793 4L + 1.119 8*104

（10）
代入联立得

Ll = L1 - Q1
17.911 6*10-5L3 + 0.204 6L2 - 50.793 4L + 1.119 8*104

（11）
Q l = 4.477 9*10-5L l 4 + 0.068 2L l 3 - 25.396 7L l 2 +

1.1198*104Ll - 3.3151*105 （12）
Qu = Q1 + L1 ( 17.911 6*10-5L3 + 0.204 6L2 -

50.793 4L + 1.119 8*104 ) （13）
式中：Ql为产能上限；Qu为产能下限。

产能上限是指在总可变成本不变的情况下，

劳动总人数增加到2倍时产能所达到的最高值。

产能下限是指在劳动总人数不变的情况下，

总可变成本降为0时产能所达到的最低值。

分别绘制总人数在 0~800人的产能上限与产能

下限曲线，以及基准产能线与美国井工矿点，如

图6所示。

图6 极限产能区域

从图 6中可以看出，大部分美国井工矿点处于

极限产能区域内，这表明基准产能线符合美国井

工矿的人员结构，可以通过此基准产能线做进一

步分析。

产能上限与产能下限表示在总人数一定的情

况下，随着可变成本的增加或者减少，对基准产

能的影响。认为当前美国井工矿生产关系的极限

情况如基准产能区域，当可变成本投入增加，基

准产能线会随之上移，直到达到产能上限；当可

变成本投入减少，基准线会随之下降，直到达到

产能下限。

3 合理产能分析

在确定拟合关系的合理性后，提出合理产能

上限与合理产能下限的概念。合理产能上限是指

总可变成本不变的情况下，劳动总人数增加此时

刻的值乘以 k。
Qru = Q1 + k ⋅ L1(17.911 6*10-5L3 + 0.204 6L2 -

50.793 4L + 1.119 8*104 ) （14）
合理产能下限是指劳动总人数不变的情况下，

总可变成本减少此时刻的值乘以 k。如公式为

Ll = L1 -
k ⋅ Q1

17.911 6*10-5L3 + 0.204 6L2 - 50.793 4L + 1.119 8*104
（15）

Ql = 4.477 9*10-5Ll 4 + 0.068 2Ll 3 - 25.396 7Ll 2 +
1.119 8*104Ll - 3.315 1*105 （16）

k值是指合理产能系数，与各生产关系的实际

张康宁：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煤矿产能分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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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有关，一般取 0.4~0.6之间。绘制合理产能区

域如图7所示。

图7 合理产能区域

取美国井工矿的合理产能系数 k=0.6，代入公

式绘制对应的合理产能上限与下限曲线，通过对

比美国井工矿点的实际情况，可以分析各矿的人

员结构是否合理。处于合理产能区域外的矿井，

应通过改变人数或可变成本的投入，从而进入合

理产能区域。

根据计算得出的基准产能、极限产能、合理

产能，将美国井工矿按总人数划分，见表2。
表2 美国井工矿产能分析

矿井类型

总人数区间/位
基准产能/Mt

极限产

能/Mt
合理产

能/Mt

极限产能下限

极限产能上限

合理产能下限

合理产能上限

小型矿井

0~200
0~1.33
0~0.06
0~2.89
0~0.58
0~2.27

中型矿井

200~600
1.33~6.19
0.06~1.33
2.89~15.45
0.58~2.84
2.27~11.75

大型矿井

600~800
6.19~8.91
0~1.33

15.45~17.07
2.84~1.73
11.75~13.91

小型矿井的数量虽然很多，但由于总人数的

制约，产能变化区间很小，可以通过改变变动成

本投入或总人数使总产量接近基准产量值，其操

作简单易实现；对于中型矿井，产能变化区间大，

应将总产量控制在合理产能区域内，再结合矿井

的实际情况考虑将产能最大化；对于大型矿井，

产能变化区间较小，同时并不是单一增长趋势，

考虑到大型矿井的规模会受矿井实际情况影响，

应尽量使其总产量接近基准产量值，从而达到投

入产出均衡。

4 结 语

通过本文研究，可以得到一个针对此类问题

的研究方法。当统计所得的数据存在生产关系规

律时，可以对数据进行处理后做回归分析，确定

基准线。再结合多种投入，得出基准线对应的产

能极限区域，通过此区域验证基准线的合理性与

准确性。在确定基准线可以使用的情况下，可以

进一步分析合理区域，从而更加合理的控制人员

结构，并应用于煤矿人员结构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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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bliometric and visualized analysis of China's clean coal technology research
Wang Enxian ，Li He ，Li Xuesong，Guo Danning，Sun Xudong

（School of Management，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 Technology（Beijing），Beijing 100083，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used Web of Science database as the source of literature data，determined the search formula of clean coal technical litera⁃
ture，and made visualized analysis and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of research characteristics，such as the number of published，subject category，main⁃
stream journals，major research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so on， through the data statistics and Wordle world cloud software. And
the results are used to provide reference basis for formulating medium and long term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clean coal. The study found that China
has become the most active country in clean coal technology research. In 2000-2018，about 9 741 articles has published，and the number of citation
was 145590， ranked first in the world. Chinese research institutions such as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 have actively participated in the research of cutting-edge clean coal technologies in the fields of Energy and Fuel Science，Chemical Engi⁃
neering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Science，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global clean coal technologies such as combustion，clean utilization，pro⁃
cessing and transformation. Moreover，China has been strengthening national cooperation research and the journal published mainly covered authorita⁃
tive journals in related fields. At the same time，China had built partnership with 56 countries and the amount of publication account for 21.5% of the
total amount of publication. Although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clean coal technology in China have formed larger-scale advantages，the quality of paper
is different. So it is necessary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original research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comprehensively lay out basic research on
clean coal technology，reasonably establish cutting-edge clean coal technology development strategy.
Key words：clean coal technology；bibliometric method；research status；visualized analysis

0 引 言

煤炭是全球最主要的化石能源之一，在长期

的煤炭使用过程中，污染物和二氧化碳排放对生

态环境影响日益明显，开展降低污染、提高效率

的洁净煤技术研究成为全球最前沿能源技术方

向[1-2]。我国赋存丰富的煤炭资源，是世界上最大

的煤炭生产国和消费国[3]，为体现大国的国际责

任，高效利用煤炭，降低相关的环境和气候影响，

近年来更加注重洁净煤技术研究[4-6]。特别是在低

阶煤分级利用、先进燃煤发电、现代煤化工、近

我国洁净煤技术研究的文献计量与可视化分析

王恩现，李 贺，李雪松，郭丹凝，孙旭东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管理学院，北京 100083）

摘 要：选择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为文献数据来源，通过文献计量分析和Wordle文字云软件对我

国洁净煤技术研究成果的发表数量、主题类别、主流期刊、主要研究机构、引用表现和国际合作

等研究特征进行可视化分析与定量评价，为制定洁净煤中长期发展战略提供参考依据。研究发现，

我国已成为洁净煤技术研究最活跃的国家，2000—2018年发文总量 9 741篇、论文被引用次数 145
590次，均居全球第一。中国科学院、中国矿业大学等为代表的我国研究机构积极参与能源燃料科

学、化学工程学科、生态环境科学等领域的前沿洁净煤技术研究，推动了燃烧、清洁利用、加工

转化等全球洁净煤技术的发展。此外，我国洁净煤技术研究的影响力和国际合作不断加强，发文

期刊主要涵盖了相关专业领域的权威期刊，合作国家达到 56个，合作发文占比达到 21.5％。尽管

我国洁净煤技术研究成果形成规模化优势，但论文整体质量存在差异性问题，需重视原创性研究

和国际合作问题，全面布局洁净煤技术的基础研究，合理建立前沿洁净煤技术发展战略。

关键词：洁净煤技术；文献计量方法；研究现状；可视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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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排放和CCUS等先进洁净煤工程技术发展战略和

技术路线制定方面取得了相关研究成果[7-11]。近二

十年来，我国超超临界发电机组、超低排放燃煤

发电厂、商业直接和间接煤液化项目以及二氧化

碳捕获与封存示范项目的建设进展迅速，技术层

面实现了煤燃烧发电污染物的近零排放，在现代

煤化工和燃煤发电领域的基础研究、技术研发与

工程示范都取得了显著的发展。尽管煤炭研究和

洁净煤技术的应用取得了重大进展，大规模具有

高污染和高碳风险的煤炭消费仍然是一项严峻的挑

战，以高效、节能、节水和清洁的方式使用煤炭尚

未得到解决[12]，我国洁净煤技术研究充满了机遇与

挑战。

文献计量分析方法是一种基于文献出版历史

信息分析研究现状的定量分析工具[12]，可以识别文

献的时间维度、所属领域、研究机构和国家分布

等特征，可通过出版数量和质量评估反映具体国

家、研究机构在特定科学领域的研究水平。随着

综合经济实力的提升，我国洁净煤技术研发投入

不断加大，煤炭科学研究能力得到迅速提升，在

科研成果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未来相当长的时

期内煤炭仍将是中国的主体能源，亟待持续开展

洁净煤技术研究。

本文将基于Web of Science核心数据库的数据

信息，运用文献计量技术对我国 2000—2018年洁

净煤技术研究的学术成果进行定量评估与可视化

分析，通过对出版文献成果的发表数量、主题类

别、主流期刊、主要研究机构、引用表现和国际

合作等研究热点和趋势特征进行定量描述，全面

展示我国洁净煤技术研究的现状和发展态势，为

我国洁净煤技术发展战略制定提供基于定量研究

的现状评估参考。

1 文献检索设计与可视化工具

本文研究使用了Web of Science数据库的文献

检索工具，并设计了高级检索策略。根据洁净煤

技术范畴和分类确定了文献检索词，共含 33个关

键词，如下所示。检索时间范围为 2000年 01月 01
日至 2018年 12月 01日，检索时间为 2019年 04月
01日，数据库为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

主 题 检 索 式 TS= （clean coal or coal and
（ （Coal Preparation） or （coal washing） or

（Briquette） or （coal water slurry） or （coal
blending） or （circulating fluidized bed combus⁃

tion） or （CFBC） or （Pressurized fluidized bed
combustion） or （PFBC） or （pulverized coal fir⁃
ing） or （Ultra supercritical power generation） or
（Integrated Gasification Combined Cycle） or
（IGCC） or （Integrated gasification fuel cell com⁃
bined cycle） or （IGFC） or （oxygen enriched
combustion） or （coal gasification） or （ coal liq⁃
uefaction） or （hydrogen fuel cell） or （coal
chemical industry） or （Coal to Olefin） or （quali⁃
ty and grade conversion） or （Industrial boilers and
kilns） or （Flue gas purification） or （desulfuriza⁃
tion） or （denitrification） or （dust removal） or
（particulate matter control） or （mercury emis⁃
sion） or （fly ash） or （Coal gangue） or （coal
bed methane） or （mine water） or （Coal slime）
or （Carbon Capture and Sequestration） or
（CCS） or （Carbon Capture，Utilization and Stor⁃
age） or （CCUS） or （Poly-generation technolo⁃
gy）））

Wordle作为一种文字云软件，通过词频分析

对单词的重要性进行可视化。该软件可以创建显

示规则，本文中显示时所有单词都转换为大写。

为了突出具体内容，去掉了标题中的“clean”
“coal”“technology” “and”“study”和“China /
Chinese”等通用的高频词。文字云图中字体大小

表示研究期内单词出现的频率，出现频率越高则

表示其在研究期内为主要研究热点，可以为洁净

煤技术研究的演变提供直观的描述。类似的，可

以分析具体某一期刊或研究机构的研究重点以及

研究期内的主要研究热点的变化规律。

2 我国洁净煤技术研究现状与特征分析

2.1 全球研究总体趋势与主要国家

根据检索结果，2000—2018年共有 37 107篇
相关的洁净煤技术研究成果出版，总体呈现持续

快速上涨趋势（图 1）。其中，出版物类型中最常

用的类型是“论文”，占出版物总数的 76.4％（28
343篇），“会议论文”占 25.1％，“评论”占 3.0％，

“会议摘要”占0.6％。本文研究仅涉及论文类型。

全球洁净煤技术研究发文量见表 1，根据表 1，
发表论文数量前 10国家是中国、美国、澳大利亚、

日本、印度、波兰、西班牙、英国、加拿大和德

国，共发表论文数量占总发文量的 87.3%，说明全

球洁净煤技术研究国家分布比较集中，特别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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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和美国在洁净煤技术研究领域发表论文数量占

绝对优势，两国论文总数超过一半。我国发文量

是美国发文量的 2倍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

在洁净煤技术研究领域的科研活动相当活跃，学

术机构重视洁净煤技术研究。排在第 3~10位的国

家基本都是关注洁净煤技术的主要用煤国家，发

文占比基本保持在总发文量的3%~6%。

图1 全球洁净煤技术研究年度变化趋势

表1 洁净煤技术研究主要国家发文量

2.2 我国研究领域与热点关注

我国洁净煤技术研究论文共涉及 48个研究领

域，前 10个主要研究领域分布情况（发文数和占

比）如图 2所示。工程和能源燃料研究领域分别占

了 32.7%和 26.0%，其次为环境生态科学、化学、

热力学和材料科学等。学科类别方面，分属于 102
个学科类别，前 10个学科分布见表 2。其中，能源

燃料（占出版物总数的 43.6％）是最主要的学科，

其次是化学工程 （占 41.6％）、环境科学 （占

19.6％）、环境工程 （占 9.2％）、热力学 （占

7.5％）、物理化学 （占 6.2％）、多学科材料科学

（占 5.3％）、应用化学（占 5.1％）、多学科地球科

学 （占 5.0%） 和水资源 （占 4.3％）。总体上，工

程和能源燃料领域的能源燃料科学和化学工程学

科占据了我国洁净煤技术研究的最重要地位，此

外，环境生态科学和热力学领域也是洁净煤技术

研究的重要领域。

图2 我国主要研究领域分布

表2 我国洁净煤技术研究主要学科类别

对研究论文的主题词 （关键词） 进行分析，

可以大致反映该领域的研究热点、重点方向和发

展趋势。2000年以来我国洁净煤技术研究论文每

年最受关注的前 4个主题词，见表 3。其中，燃烧

和煤气化是长期的热点主题词，粉煤灰-高温热

解-煤气（瓦斯） -汞-流化床- 二氧化碳-水等主

题词，先后成为 2000—2018年研究的热点，基本

体现了我国洁净煤技术发展进步的过程，早期比

较关注燃烧及污染物减排传统技术，随后燃烧转

向基于煤气化的高效利用转化技术以及二氧化碳、

污染排放与水利用处理技术，如：汞污染处理和

减排技术、煤炭发电与化工转化过程对水的利用

与处理技术、二氧化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等

洁净煤前沿研究技术。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国家

China
USA

Australia
Japan
India
Poland
Spain
England
Canada
Germany

发文量/篇
9 741
4 594
1 683
1 579
1 472
1 338
1 216
1 109
1 041
962

百分比/%
34.4
16.2
5.9
5.6
5.2
4.7
4.3
3.9
3.7
3.4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学科类别

ENERGY FUELS
ENGINEERING CHEMICAL
ENVIRONMENTAL SCIENCES

ENGINEERING ENVIRONMENTAL
THERMODYNAMICS
CHEMISTRY PHYSICAL

MATERIALS SCIENCE MULTIDISCI⁃
PLINARY

CHEMISTRY APPLIED
GEOSCIENCES MULTIDISCIPLINARY

WATER RESOURCES

发文量/篇
4 249
4 050
1 907
897
728
606

520

498
480
420

百分比

43.6%
41.6%
19.6%
9.2%
7.5%
6.2%

5.3%

5.1%
4.9%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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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我国洁净煤技术研究最受关注主题词

为了更加直观地辨识“洁净煤技术”主题研

究热点的历时演进与相互关联，将表 3主题词按照

时间轴可视化，即基于Cite Space的主题共现时间

轴图谱（如图 3所示），每个聚类线轴上的主题词

代表在该时间段内该主题词首次出现，节点的大

小表示该关键词出现频次的高低，连线表示共现。

共出现了 6个聚类，分别是 #0 source apportion⁃
ment、#1 pyrolysis、#2 CO2 capture、#3 mercury、#
4 sewage sludge和#5 bate-sialon。各时间段的关键

词与前面的关键词分析吻合，展示了我国洁净煤

研究随时间变化的趋势。

图3 主题共现时间轴图谱

2.3 我国主要发表期刊可视化分析

研究期内我国洁净煤技术研究论文分别发表

在 829种不同的期刊上，从出版物分布的广度体现

了我国洁净煤技术研究方向广泛，具有系统性、

综合性的研究特点。我国论文发表最多的前 10种
期刊，共发表论文 3 287篇见表 4。其中，排名前 4
位 的 期 刊 《ENERGY&FUELS》《FUEL》《FUEL
PROCESSING TECHNOLOGY》 和 《APPLIED EN⁃
ERGY》发表论文达到 2 316篇，约占总发文量的

四分之一。同时可以发现，10种期刊中能源方面

的专业期刊占到一半，我国洁净煤技术研究论文

更倾向于综合类期刊发表。

表4 我国论文成果发表的主要期刊

注：h-index排序为全部829种期刊的排序。

为了衡量出版物的影响，可引入了期刊引用

量和 h-index指标[12]。引用量是出版物对学术界产

生相对影响力评估的指标。h-index指数是指某位

科研人员所发表的全部文章中有 h篇至少每篇被引

用 h次，指数值越高表示科学成就越高，本文直接

采用 SCIE数据库所提供的 h-index指数。根据表 4，
我国发文最多 4种期刊总引用次数均排在前 4名，

同时 ,《FUEL》 和 《ENERGY&FUELS》 的 H值排

序为前2名，《FUEL PROCESSING TECHNOLOGY》
h-index值排序第 4名，《APPLIED ENERGY》的 h-
index值排序第 9名，说明我国四分之一的期刊发

表在具有本行业影响力和科学成就的权威期刊上，

我国洁净煤技术研究已形成重要的学术影响力。

图 4所示为发文最多 4种期刊的文章题目词频

分布，“COMBUSTION”是全部期刊出现频率最多

的热点词，其中，《ENERGY & FUELS》的词频为

205、《FUEL》 的词频为 115、《FUEL PROCESS⁃
ING TECHNOLOGY》的词频为 56、《APPLIED EN⁃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来源出版物

ENERGY&FUELS
FUEL

FUEL PROCESSING
TECHNOLOGY

APPLIED ENERGY
ENERGY SOURCES PART
A RECOVERY UTILIZATION
AND ENVIRONMENTAL

EFFECTS
ENERGY

CLEANER PRODUCTION
HYDROGEN ENERGY

BIORESOURCE TECHNOLOGY
INDUSTRIAL ENGINEERING
CHEMISTRY RESEARCH

发文量

/篇
903
802
414
197

175

169
168
158
153
148

总引用

次数/次
12 337
15 148
7 600
4 384

403

2 917
2 173
2 692
4 305
2 287

h-index
（排名）

46（2）
52（1）
41（3）
33（5）

8（10）

29（6）
25（9）
28（7）
39（4）
27（8）

年份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最受关注主题词 [数量]
Combustion [8]；Boiler [4]；Control[4]；Pulverized[3]
Ash [10]；Fly [8]；Gasification [5]；Preparation[4]
Ash [9]；Combustion [8]；Preparation[7]；Gas[6]
Ash [12]；Gas [12]；Gasification[10]；Fly[10]

Combustion[10]；Gasification [10]；Pyrolysis[9]；Fly[7]
Gasification [10]；Effect [9]；Gas[9]；Bed[8]
Gasification [14]；Ash [14]；Fly[13]；Bed[11]

Combustion[22]；Gasification [19]；Gas[17]；Carbon[16]
Gasification [27]；Combustion [26]；Gas[19]；Ash[17]
Combustion[41]；Gasification [36]；Ash[25]；Mercury[23]
Combustion[45]；Gasification [38]；Mercury[30]；Ash[29]

Combustion [54]；Gas [40]；Bed[35]；Ash[35]
Combustion [49]；Ash [47]；Gas[43]；Gasification[33]
Combustion [77]；Gas [56]；Gasification[55]；Ash[51]
Gasification[88]；Combustion [79]； Gas[68]；Ash[61]
Gasification[111]；Combustion [108]；Ash[85]；Gas[72]

Gasification[146]；Combustion [137]；Ash[119] ；Water[100]
Combustion[156]；Gasification[138]；Gas[131]；Effect[116]

Characteristics[226]；Combustion [207]；Ash[181]；Water[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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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GY》 的词频为 49。此外，上述 4种期刊中，

“GASIFICATION”“PYROLYSIS”和“ASH”等也

是常出现的高频词，说明洁净煤技术的研究热点

在相关期刊中具有共同关注的特点。主要期刊论

文标题词频可视化如图 4所示，进一步发现相关期

刊词频分布存在差异性，比如《ENERGY FUELS》
发 表 论 文 中 更 加 关 注 “BED”（词 频 为 100）、

“FLUIDIZED”（词频为 84） 和“CHAR”（词频为

82） 和“CARBOM”（词频为 71）。不同期刊的高

频分布的异同特征体现了相关期刊对洁净煤技术

研究的关注态度，这些特征有助于全球技术方向

的研判。

2.4 我国主要研究机构可视化分析

根据洁净煤技术研究发文量排序，我国研究

机构中有 13家机构入围世界前 20名，美国有 3家、

印度和澳大利亚各 2家。我国洁净煤技术研究论文

发表量排名前 10位的研究机构，共发文 5 854篇，

占我国总发文量的 60.1%见表 5。其中，中国科学

院 （含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是

洁净煤论文数量最多的机构，其次是中国矿业大

学（含北京和徐州两个校区）、华中科技大学、清

华大学、太原理工大学等。从表中可以看出，

2000—2018年中国科学院、中国矿业大学、华中

科技大学和清华大学 4家机构洁净煤技术相关论文

发表量超过总量的三分之一。

研究机构发文质量和影响力方面，中国科学

院、中国矿业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和清华大学 4家
机构的引用率和 h-index排序均进入了前 4名，引

领了我国洁净煤技术研究发展，代表了相关技术

研究的最高水平。前 10机构中，尽管太原理工大

学发文数排名第 5，但其 h-index仅排名第 17位，

其影响要明显弱于发文量排在其后的华南理工大

学、东南大学、浙江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和华

北电力大学。

图4 主要期刊论文标题词频可视化

中国科学院、中国矿业大学、华中科技大学

和清华大学 4家机构洁净煤技术研究的分布特征如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研究机构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TECHNOLOGY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TECHNOLOGY
TSINGHUA UNIVERSITY

TAIYU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TECHNOLOGY

SOUTHEAST UNIVERSITY CHINA
ZHEJIANG UNIVERSITY

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NORTH CHINA ELECTRIC POWER UNIVERSITY

发文量/篇
1 418
1 365
495
493
377
375
367
364
319
281

百分比/%
14.7
14.0
5.1
5.1
3.9
3.9
3.8
3.7
3.3
2.9

总引用次数/次
29 265
14 376
9 456
11 725
3 742
5 555
7 374
5 769
4 150
3 492

h-index（排名）

68（1）
51（3）
48（4）
52（2）
26（10）
37（6）
43（5）
37（7）
32（8）
31（9）

表5 我国主要研究机构发文与引用情况

注：h-index排序为我国全部研究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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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所示。中国科学院是中国最大的综合性学术研

究机构，拥有 12个分支机构、100多个科研部门和

130多个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和工程中心。其中，煤

炭化学研究所和地球环境研究是发表洁净煤技术

研究论文最多的研究下设机构。中国科学院的研

究范围比较广泛，涵盖了燃烧、热解、气化、煤

化学、排放控制到煤层气利用，研究重点是煤炭

的清洁和有效利用。如图 5（a） 所示，研究论文

题目中的高频词有“GASIFICATION”（词频 162）
和“COMBUSTION” （词频 142）、“ASH”（词频

139）、“FLUIDIZED”（词频 126）、“PYROLYSIS”
（词频102）和“GAS”（词频100）。

图5 主要研究机构论文标题词频可视化

根据办学历史，本文将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和中国矿业大学进行了合并研究。中国矿业大学

设有煤炭资源与安全采矿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地质

力学与深部地下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根据学校

矿业背景，洁净煤技术研究成果与煤炭开采联系

紧密，如图 5（b）所示，其 “MINING”的词频达

到 200，是最高的，此外，“WATER”（词频 186）、

“MINE”（词频 137）、“FLOTATION”（词频 109）、

“BED”（词频 95）、“GAS”（词频 93）、“GASIFI⁃

CATION”（词频 93） 等也是我国煤炭高校的研究

主要方向。华中科技大学拥有煤燃烧国家重点实

验室，也是中美两国携手组建的清洁煤炭技术产

学研联盟的中方牵头单位。根据图 5（c），该大学

论文题目高频词主要围绕煤燃烧技术，与国家重

点实验室研究方向一致。例如，“COMBUSTION”
（词频 171）、“MERCURY”（词频 78）和“GASIFI⁃
CATION”（词频 56）。清华大学是国际化的综合性

大学，长期参与在煤炭相关问题研究，涉及煤粉、

煤灰、汞、碳排放量等诸个领域，并设有洁净煤

技术研究中心。图 5（d）显示，清华大学前 3高频

词为“COMUBSTION”（词频 63）、“MERCURY”
（词频48）和“ASH”（词频37）。
2.5 国际影响与合作

全球洁净煤技术研究成果引用情况见表 6。从

总引用量上看，我国论文被引用次数领先全球排

名第一，h-index位居第二位，但论文平均引用次

数方面仅排名第 8位，说明我国洁净煤技术研究形

成了规模化的综合研究态势，但文章的质量差异

很大，部分研究论文学术影响力还有待于提高。

引用次数总量上尽管美国低于我国，但是美国的

h-index指数和论文平均引用次数均为全球最高，

论文平均引用次数高出我国 63.5%，表明美国拥有

权威的洁净煤技术研究学术研究成果优势明显。

此外，澳大利亚、西班牙和日本的 h-index指数和

每篇文章平均引用次数排名靠前，说明具有较好

的学术影响力。从最近 10年论文影响力趋势变化

中，可以发现我国在总引用次数和每篇文章引用

次数都迅速增加，可预计我国洁净煤技术论文研

究影响力将不断提升。

根据检索数据统计，共有与来自 56个国家合

作的论文 2 024篇，占我国发文总量的 21.5％。与

中国合作主要国家的发表论文数量如图 6所示。其

中，2000—2018年，近 35.7％的论文国际合作来

自美国研究机构。美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煤炭生产

国和消费国，长期处于煤炭科学的前沿。其他重

要的国际合作者来自包括澳大利亚（387篇，占发

文总量的 4.1％）、日本（216篇，2.3％）、加拿大

（197篇，2.1％） 和英国 （188篇，2.0％） 等。我

国与这些国际合作伙伴通过技术转让、重大双边

项目、财政支持以及研究人员和学生交流等多种

渠道开展学术合作，积极促进了我国洁净煤技术

研究和国际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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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全球洁净煤技术研究成果引用情况

图6 我国洁净煤技术研究国际合作

3 结 论

根据文献计量结果，我国是世界上洁净煤技

术研究最活跃的国家，特别是 2006年之后，在能

源燃料、化学工程、环境工程领域发文量急剧增

加。在中国的学术机构中，研究成果最多的是中

国科学院，其次是中国矿业大学、华中科技大学、

清华大学和太原理工大学。随着发文数量的增加，

中国学术论文的质量也大大提高，许多高质量的

论文出现了相对较高的 h-index值，总引用次数和

每篇论文的引用次数逐年上升。但每篇论文的平

均引用次数而言，中国学术出版物的整体水平影

响相对较小，未来洁净煤技术研究不但要注重数量

的规模化，更加重视论文质量和国际合作研究，提

升基础研究能力，注重原始自主创新。

基于Wordle可视化，可分析我国洁净煤技术

研究的技术热点，发现我国研究的高频词与当前

全球关注热点具有一致性，例如“COMBUSTION”
“GASFICATION” “ASH” “GAS” “WATER”

“CARBON”“BED”“PYROLYSIS”“FLY” 和

“EMISSION”等。研究表明，我国学者最常发表的

国际期刊基本涵盖了相关专业或领域的权威期刊，

并利用文字云图对比，可知这些期刊一方面对洁净

煤热点前沿问题表现出相似的关注，同时对不同专

业领域技术的基础研究方向存在明显的差异性。

总体上，在我国煤炭清洁利用产业发展推动

下，持续的资金支持，活跃的学术氛围和人力资

源，以及有效的国际交流与合作[12]，在我国煤炭科

学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实现我国煤炭的清洁、

高效和低碳利用是构建煤炭资源强国的重要目

标[3]，发展 700 ℃超超临界、IGCC、IGFC等先进发

电技术及煤炭深加工技术提升煤炭利用转化效率，

加强污染物近零排放技术、CCUS等技术产业化应

用以降低生态环境污染和减少碳排放和气候影响，

这些都是我国洁净煤技术今后研究的重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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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国家

China
USA

Australia
Japan
India
Poland
Spain
England
Canada
Germany

总引用次数

145 590
112 252
40 588
31 656
21 703
14 593
31 398
26 210
25 061
20 001

平均引用次数

14.94
24.43
24.12
20.05
14.74
10.91
25.82
23.66
24.07
20.79

h-index
110
124
85
74
58
44
75
70
71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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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长期以来，煤炭作为我国的主体能源，对我

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进入 21世纪，我

国煤炭产业经历了“黄金十年”。然而，从 2012年
开始，受国际经济环境、国内经济增速下滑和节

能环保形势的多重影响，我国煤炭消费需求下降，

煤炭市场供需失衡，产能过剩逐渐显现。2013年，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煤炭行业平稳运行的意

见》指出，坚决遏制煤炭产量无序增长率，科学

调整煤炭总量。2016年国务院印发《关于煤炭行

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指出，在

淘汰落后产能的基础上，从 2016年开始用 3～5年
的时间，再退出产能约 5亿 t，减量重组 5亿 t左右。

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继续破除无效供给，

退出煤炭产能 1.5亿 t左右，这也是自 2013年以来

进行的第三次调控。因此，在煤炭去产能背景下，

科学测度煤炭产能非常关键。

近年来，科学测度煤炭产能受到国内外学者

关注，许多国内研究者以此为主题展开了大量深

入的研究。乔小乐等[1]在传统的测度框架中，增加

融入了企业生产率异质性的影响，对传统产能利

用率的框架起到了丰富创新的作用，并且选择

1998—2013年的数据作为实证分析的主要依据展

开分析论述；贺玲等[2]基于CHINAGEM模型构建了

中国能源经济均衡模型（CGE），进行差异化的多

情景政策分析，比较了不同煤炭产能政策及其组

合对中国宏观经济和产业部门的影响；Xuefeng SU
等[3]研究了煤层气开发对煤炭去产能的影响；李晓

瑜等[4]从能源—经济—环境的研究视角出发，采用

动态 CGE模型，研究了 2020—2035年煤炭去产能

对陕西省各行业发展以及环境的影响程度；范青

青等[5]运用 SWOT分析法对我国煤炭产业内部的优

势及劣势、外部的机遇及威胁进行了分析，从而

得出适合在去产能背景下煤炭产业发展的战略。

符田媛[6]对山西省煤矿绿色转型政策进行了评价。

解媛媛[7]基于山西省去产能背景，研究了人员安置

成本。李维明[8]分析了煤炭去产能的意义，提出了

河北省去产能面临的问题，包括存量债务处置、

职工分流安置、转型升级。张鹏[9]研究了我国煤炭

基于DEA模型的中国煤炭产能过剩测度研究

骆 文 琼
（中国中煤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北京 100120）

摘 要：利用DEA模型中的BBC模型对煤炭产能过剩进行测度，构建了煤炭产能过剩测度的投入

和产出指标，从产能利用率和产能效率两个方面进行分析，结论表明：2003—2016年我国煤炭产

能利用率经历了先升后降的过程。自 2013年后，我国煤炭企业进入了产能过剩的阶段，且这一现

象日趋明显，不同区域在煤炭产能效率上差异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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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measurement of coal overcapacity in China based on DEA model
Luo Wenqiong

（China Coal Energy Group Corporation，Beijing 100120，China）

Abstract：Using the BBC model in the DEA model to measure coal overcapacity，the input and output indicators of the coal
overcapacity measurement were constructed，the analysis was conducted from two aspects of capacity utilization and capacity ef⁃
ficiency. The conclusion showed that from 2003 to 2016，China's coal capacity utilization rate experienced a process of rising
first and then falling. Since 2013，China's coal enterprises have entered a stage of overcapacity，and this phenomenon is be⁃
coming increasingly apparent. There are large differences in coal production efficiency in different reg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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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的周期，指出了煤炭去产能的意义，并以淄

博煤矿为例进行了说明。曹建安[10]在分析“产能置

换”有关政策的基础上，研究了不同产能置换方

式下的会计及税务处理方式，并提出了相应的促

进“产能置换”的税收政策建议。

以上学者从不同角度对煤炭去产能进行了研

究，为本文煤炭去产能测算评价提供了借鉴，但

是，大部分学者只是从企业或者单个省份的角度

进行研究，鲜有学者从全国和各个省份层面对煤

炭去产能进行研究，本文将以全国以及主要产煤

省份为研究对象，对煤炭去产能进行评价。

1 模型构建和指标选取

1.1 模型构建

DEA模型 （数据包络分析） 综合了数学、运

筹学、管理学等多个学科，它是由Charnes 等[11]于
1978 年创建并命名的。DEA是以线性规划作为基

础理论，通过综合“输入”和“输出”数据对研

究对象的效率进行评价，主要分析在一定投入下

产出最大化和在一定产出下投入最小化两类技术

效率问题。

假设研究对象有 n个，并且 n个研究对象具有

同样的性质，即每个研究对象都有ｍ个投入指标、

ｓ个产出指标。xij ( )i = 1, 2, 3, ..., m 表示第 i种输入

指标，vi ( )i = 1, 2, 3, ..., m 、ur ( )r = 1, 2, 3, ..., s 分别

表示第 i种投入指标和第ｒ种产出指标相对应的权

重值。

根据DEA模型理论和方法，相应的研究对象

评价规模为

TE0 = max∑
r = 1

s

ur yr0 ∑
i = 1

m

vi xi0 （1）

s.t.
ì

í

î

ïï

ïï
∑
r = 1

s

ur yrj -∑
i = 1

m

vi xij ≤ 0
ur, vi ≥ ε, r = 1, ...s, j = 1...n

（2）
其中，s基于阿基米德方法进行计算，为无穷

小的数值，利用非线性规划方法求解，由于该方

法求解较为困难，为了便于上述方程求解，令 t =
( )∑
i = 1

m

vi xi0
-1
,ur = tu,wi = tvi 。将上述非线性规划模型

转为线性规划模型，公式如下。

令，t = ( )∑
i = 1

m

vj xi0
-1
,ur = tu,wi = tvi，得

TE0 = max∑
r = 1

s

ur yr0 （3）

s.t.
ì

í

î

ï
ïï
ï

ï
ïï
ï

∑
r = 1

s

ur yrj -∑
i = 1

m

vi xij ≤ 0

∑
i = 1

m

wi xi0 = 1
ur,wi ≥ ε, r = 1, ...s, j = 1, ...n

（4）

进一步，根据对偶理论，将上述线性规划模

型转为对偶模型，如下公式所示。

min [ ]θ - ε ( )eT s- + eT s+ （5）

s.t.

ì

í

î

ï

ïï
ï

ï

ïï
ï

∑
j = 1

n

xjλj + s- ≤ θxi0

∑
j = 1

m

yjλj - s+ = yr0
λ, s-, s+ ≥ 0, r = 1, ...s, i = 1, ...m

（6）

式中： θ为研究对象的效率值； l为权重系数；

s- , s+为松弛变量；e为单位向量，ε为阿基米德无

穷小量。

对以上线性规划，其有效性的判断如下。

1） 当 θ ≠ 1或 s- ≠ 0, s+ ≠ 0，则称研究对象非

DEA有效，对应的研究对象，可以通过改进有效

的方向，提高研究对象的效率值，且改进的程度

和方向可以表示为 x̂ j = θxj - s-, ŷ j = yj + s+，其中，

s- 为对应的 xj 的松弛变量，s+为对应 yr0的松弛变

量。

2） 设 θ = 1，且 s-= 0，和 s+= 0时，则称决策

单元DMU0为DEA有效。即此时决策单元达到最优

效率。

1.2 指标选择

根据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对煤炭产能

过剩效率测算确定投入和产出指标，考虑到数据

的可获得性和煤炭产能过剩指标的具体含义，选

取主要产煤区的固定投资作为 （Kj） 投入指标之

一，另外一个投入指标为劳动力投入量（Pj）；选

取主要产煤区的煤炭产量（Yj）作为产能效率评价

的产出指标。各个变量的处理办法如下。

1）煤炭产业固定资本存量。这一指标在文中

主要选择以煤炭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值表示固定

资本存量，并且使用永续盘存法对固定资本存量

指标进行计算，该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

鉴》，最早的数据年份为 2003年，因此从 2003年
开始估算。

2）劳动力投入量。由于劳动力投入来量这一

指标的特殊性，本文选择通过煤炭企业从业人员

的经验年数进行代替，作为各个工业较为齐全的

数据库，劳动力投入数据选取 2004—2017年《中

国工业统计年鉴》（单位：万人），由于《中国工

骆文琼：基于DEA模型的中国煤炭产能过剩测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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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统计年鉴》最新数据为 2016年，因此选择 2003
—2016年的数据进行分析。

3）煤炭产业总产量。煤炭产业总产量则选取

以 2003—2016年段的指标数据为主，数据同样取

自于《中国工业统计年鉴》（单位：亿 t）。

2 实证分析

2.1 产能利用率

DEA模型可以通过 stata、MATLAB以及Max⁃
DEA软件求解，MaxDEA软件作为 DEA模型求解

的专业软件，具有简便、结果可靠等优点，将上

述数据通过MaxDEA进行求解，得到我国主要煤炭

产区的煤炭产能利用率，结果见表1。
在 DEA 模型中，当产能利用率等于 1 时，该

决策单元就达到生产前沿面，此时产能利用水平

最优。通过观察表 1的数据，对比我国主要煤炭产

出地区的企业产能利用率后，内蒙古在 2003—
2016年的计算结果都是 1，说明内蒙古地区煤炭企

业的产能利用率在我国位居首位。陕西省作为

“三西”地区产煤大省，其产能水平仅次于内蒙

古，在 2003—2016年的 14年中，有 11年煤炭产能

利用率达到了生产前沿面，接近总观测数量的

80%。山东省作为我国传统的煤炭生产大省，近年

来在压缩煤炭产能，转变经济结构的背景下，其

煤炭产能不断释放，在 14年中有 4年产能利用率

达到了生产前沿面，同时也可以看出，该省产能

利用水平达到生产前沿面主要集中于 2010年之后，

说明 2010年由于需求带动，山东省的煤炭产能迅

速增加。作为我国南方地区最大的产煤省份，贵

州省的产能利用率在 2003—2005年均处于生产前

沿面，但是从 2010年之后，贵州省在我国主要产

煤区的产能利用率处于较后位置，因此，从 2010
年起贵州省的煤炭产业发展存在很大问题，出现

了煤炭产能过剩局面。安徽省作为我国靠近经济

发达地区的产煤省份，在我国主要产煤大省中其

产能利用率处在较后的位置，主要由于安徽省煤

炭主产区分布较为集中，而我国东部的经济发达

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加快，安徽省煤炭产能过剩较

为严重，因此，其产能利用水平亟待提高。与安

徽省相比，山西省作为我国传统主要的产煤大省，

与内蒙古和陕西相比，其产能利用率只有在 2008
年达到了生产前沿面，其余年份均未达到理想值，

表明山西省煤炭资源浪费较为严重，煤炭的生产

能力没有得到完全释放，需要破除传统煤炭生产

观念，提高煤炭产能利用水平，充分抓住资源改

革政策赋予的机遇，提高煤炭产能利用率。

2.2 产能效率

基于横向水平的观察可以发现，2016年我国

地区间的煤炭产业产能效率差距较大。在这一年

间，整体上我国产业产能效率均值是 0.527，并且

达到了生产前沿面，表明我国煤炭企业在技术投

入方面增加明显，能够满足市场上煤炭需求，煤

炭企业的技术投入与相应的产出能够协调，而造

成我国煤炭产能效率低下的真正原因是规模效率

年份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全国

48.74
50.65
53.00
54.08
48.09
100.00
44.47
49.65
50.67
100.00
52.66
56.37
53.49
53.23

内蒙古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山西

72.36
66.32
68.47
68.70
65.17
101.00
50.99
57.04
60.98
76.98
65.65
68.42
65.35
58.79

陕西

80.63
65.37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85.6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贵州

100.00
100.00
100.00
87.63
73.15
66.98
60.95
63.54
44.67
57.37
47.33
52.07
46.54
43.03

新疆

95.51
83.38
69.88
73.46
65.50
100.00
72.43
61.09
56.52
100.00
59.77
56.00
67.27
56.90

山东

31.90
19.74
24.52
28.76
28.45
40.52
32.14
54.88
59.63
100.00
71.95
101.00
101.00
101.00

安徽

28.66
26.07
23.57
21.48
21.54
32.77
23.72
26.00
32.56
38.04
28.77
32.76
39.05
42.14

河南

31.95
35.67
46.57
43.39
35.52
47.05
33.79
31.92
32.04
28.25
21.24
25.08
25.50
27.15

宁夏

42.28
39.07
33.74
37.26
36.55
41.34
39.13
39.79
38.31
100.00
32.96
44.65
47.01
53.75

河北

25.48
30.06
33.30
33.56
33.16
31.94
34.86
44.84
47.86
99.60
37.12
39.48
34.69
35.38

表1 2003—2016 年主要煤炭生产区域产能利用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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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我国煤炭企业的整体规模报酬呈现出递减态

势，这是企业集聚过度造成的后果，这一现象造

成的负规模效应也是导致我国煤炭产业产能效率

日渐低迷的主要因素。山东、内蒙古及陕西作为

我国煤炭产出的 3个大省，煤炭产业产能效率居全

国领先位置，而其他的省份却差强人意，对产能

认识不够，在京津冀协同战略和中部崛起战略背

景下，河北省和河南省的煤炭产能利用率均在 0.4
以下，与煤炭大省如山东、内蒙古及陕西差距较

大。山东、内蒙古及陕西 3个省份的煤炭产能虽然

处于领先的位置，但是规模报酬变化不大，河南、

山西 2个省则处于规模逐渐减少的情况下，剩余的

5个省份规模效应均处于逐年上升的状态。2016年
中国主要煤炭生产区域产能效率与排名见表2。

表2 2016年中国主要煤炭生产区域产能效率与排名

注：表中数据由 DEA 模型计算所得，drs 表明规模报酬递

减，irs 表明规模报酬递增。

从表 2中可以看到，山西省虽然是我国煤炭产

业发展兴盛的主要区域，但是相比较陕西和内蒙

古来说，煤炭产能利用率相对较低，内蒙古及陕

西地区的煤炭产能利用率均为 100%，山东地区则

为 58.21%，规模响应与纯技术效率分别是 0.735、
0.792。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山西省煤炭产能的

规模效率不仅没有增加，与其他产煤大省相比，

规模效率还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因此，山西省

在煤炭产能方面存在一定的过剩，需要政府、企

业和行业协会多方予以关注。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当地政府可以增加煤炭企业的技术投入，这一投

入不仅仅是资金上的，也可以通过高素质技术人

才的引进进行解决，同时及时更新淘汰老旧设备，

提升煤炭产业的技术水平。山西煤炭产业集聚过

度是在 2008年产生的问题，由于对小规模煤矿的

整改兼并，造成这一问题日益突出，最终导致了

产能过剩的问题出现。为了切实解决这一问题，

山西省应利用各类政策，对煤炭产能进行控制，

努力发挥规模效应，在环保约束下实现产能的最

大优化。

2016年，河南省产能利用率在全国其他省份

的排名中位居末尾，仅为 0.266，规模效率以及纯

技术效率也同样不高，分别为 0.269和 0.977，规模

效应与山西省一样呈现出递减趋势。造成该省份

煤炭产业产能利用率的原因同样也是技术问题。

为了扭转这一局面，河南省政府应对本省煤炭产

业的生产技术给予更多的重视，通过丰厚的报酬、

优惠的政策等方式提高地区的煤炭生产技术水平，

最终达到提高产能利用率的目标。

宁夏回族自治区在煤炭资源赋存上远低于其

他各个省份，但是其煤炭产能利用率较高，在所

有产煤大省中位于中等，并且纯技术效率也达到

了生产前沿面，规模效应逐年递增，表明宁夏回

族自治区重视煤炭生产科技投入，煤炭产能利用

率较高。但整体来看，宁夏回族自治区的煤炭产

业产能利用水平并不高，主要原因是规模效应存

在较大的差距。从该地区煤炭产业的规模发展来

看，集聚推进是该地区的主要趋势，而煤炭企业

又比较分散，最终导致问题的发生。因此，为了

有效解决这一问题，该地区应对煤炭产业进行提

高整合，最终实现地区间的产能利用率最大化。

从以上分析得出，我国的产业产能利用率整

体上还没达到最优，并且造成地区间产能利用率

较低的原因是煤炭资源呈现连片分布，并且由于

各个地区经济发展状况不同，产能利用率也存在

较大差距，导致造成地区间产能利用率差距的因

素也各有不同。

3 结论与建议

3.1 结 论

通过对我国煤炭产业产能效率以及产能利用

率的产出投入指标，并结合DEA模型对煤炭产业

产能进行了评价，得出以下结论：2003—2016年
我国煤炭产能利用率经历了先升后降的过程。自

2013年后，我国煤炭企业进入了产能过剩阶段，

并且这一现象日趋明显。我国煤炭产业整体产能

利用率不高的根本原因是集聚过度以及产能技术

水平低下。

省份

全国

内蒙古

山西

陕西

贵州

新疆

山东

安徽

河南

宁夏

河北

产能利用率/%
52.16
100.00
57.61
100.00
42.17
55.73
58.21
41.37
26.63
52.66
34.64

纯技术效率

1.000 0
1.000 0
0.783 9
1.000 0
0.445 4
0.645 3
0.792
0.458 3
0.269 2
1.000 0
0.418 7

规模效率

0.521 6
1.000 0
0.727 5
1.000 0
0.936 4
0.855 2
0.735
0.893 8
0.977 9
0.526 6
0.819 6

规模报酬

drs
—

drs
—

irs
irs
—

irs
drs
irs
irs

排名

—

1
4
1
7
5
3
8
10
6
9

骆文琼：基于DEA模型的中国煤炭产能过剩测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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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建 议

1）科学规划，促进过剩产能有序退出。从国

际和国内煤炭产业环境看，需要进一步发挥市场

机制的作用，科学合理规划煤炭产能分布，最大

程度降低各级政府对煤炭市场的过度干预，完善

煤炭去产能方面的法律法规，降低不合理的煤炭

产能投资，结合国民经济发展规划有序退出，形

成较为合理的煤炭产能布局。

2） 加快煤炭产业转型升级。由于历史原因，

我国煤炭产业经历了较长时期的粗放式发展，因

此，要积极转变煤炭行业粗放型发展模式，提高

煤炭产业效率，对煤炭企业的生产、运输、营销

模式进行创新，充分利用信息化平台，降低生产

经营成本，提高煤炭企业利润率，降低经营成本

和环境污染，提高煤炭企业绿色发展水平。同时，

建立煤炭产能预警机制，进行实时跟踪，及时作

出相应的政策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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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我国形成了“煤为基础，多元发

展”的能源生产和消费结构，煤炭占一次能源消

费比例一直在 60%左右。未来一段时期内，虽然

煤炭在我国一次能源结构中的比重将有所下降，

但煤炭作为我国主体能源的地位和作用难以改变。

煤炭作为我国主体能源，生产和消费区域化特点

尤其明显[1]，研究煤炭的区域特点和区域问题，提

出不同区域针对性的战略措施，对我国煤炭行业

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我国煤炭区域特点划分

1.1 煤炭资源分布

我国 27个省份（直辖市、自治区）分布有煤

矿，根据原国土资源部储量资源量通报及各省公

布的储量情况， 2016 年全国已查明资源储量

2 488.96亿 t。其中，晋陕蒙宁甘地区 1 654.16亿 t，
占66%，是我国探获煤炭资源量最多的地区。

1.2 煤炭生产情况

从煤炭产量分布看，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

《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全年规

模以上煤炭企业原煤产量 36.83亿 t，比 2017年增

长 5%[2]。其中，地处我国西部的内蒙古、陕西、

新疆、贵州、宁夏 5省（区）煤炭产量，分列各省

（区）份第一、三、四、五、九名，其产量 20.4亿 t
占全年煤炭产量的55%，西部地区煤炭产量占全国

煤炭产量的一半以上（表1）。

表1 2017年我国煤炭生产产量前九名省（区） 亿 t

1.3 煤炭消费情况

本文选取了我国 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

（不含港澳台及西藏自治区） 2008—2018年的数

我国煤炭的区域特点及关键问题研究

秦 容 军
（煤炭工业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北京 100120）

摘 要：在分析我国煤炭生产、消费、调度特点的基础上，对我国煤炭的区域范围进行了聚类分

区，研究区域煤炭生产消费与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发展的重大问题，提出针对不同类型区域的超前

对接战略，为我国区域煤炭资源的开发利用决策提供参考。

关键词：区域特点；煤炭；资源分布；关键问题；研究对策

中图分类号：F416.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9605（2019） 12－0053－07

基金项目：中国工程院战略咨询重点项目（2019-XZ-14）；中国

煤炭科工集团科技创新创业资金专业项目（2018-2-MS025）

Research on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key issues of coal in China
Qin Rongjun

（Planning and Design Research Institute of Coal Industry Co.，Ltd.，Beijing 100013，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China's coal production，consumption，and scheduling characteristics， the regional scope
of China's coal has been clustered and partitioned. The major issues of regional coal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and the de⁃
velopment of the economic，social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re studied， the advanced docking strategies for different types
of regions are proposed，which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regional coal resources in China.
Key words：regional characteristics；coal；resource distribution；key issues；research countermeasures

发展论坛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省（区）

内蒙古

山西

陕西

新疆

贵州

山东

安徽

河南

宁夏

产量

9.76
9.26
6.30
2.13
1.43
1.26
1.15
1.14
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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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并分别计算出各地区近 10年的平均煤炭消费

量。根据数据显示，我国煤炭年平均消费量较高

的地区集中在中东部地区，消费量超过 25 000万 t
的地区分别是山东、山西、河北和内蒙古；广东、

河南、江苏、辽宁的消费量在 15 000万 t以上，紧

随其后；海南、青海的煤炭消费量为全国最低。

从近 10年煤炭消费量的平均增长率来看，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以下简称“新疆”）、山西、宁夏回

族自治区 （以下简称“宁夏”）、内蒙古自治区

（以下简称“内蒙古”）、青海全部超过10%，而北

京和上海的煤炭消费量平均增长率呈负数；北京

和上海在保持经济发展的同时不断降低煤炭消费

量，转向其他清洁能源，为全国的能源结构调整

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

1.4 煤炭区域供应情况

晋陕蒙 3省的煤炭资源条件较好，当地煤炭工

业较为发达，煤炭产量较大，是我国主要的煤炭

产地，也是我国主要的煤炭调出省。据《中国能

源统计年鉴 2018》数据显示，2017年，晋陕蒙 3
省煤炭产量占全国煤炭产量的 64%以上，煤炭净

调出量达到了 14亿 t，占全国 92%以上。而东北地

区、中南地区、京津冀地区和华东地区的煤炭产

量则不能保证其对煤炭的消费，是主要的煤炭净

调入地区，2017年，该地区 19个省份的煤炭净调

入量达到 17.6亿 t左右，其中，苏、冀、鲁煤炭净

调入量超过了 2亿 t，湘、鄂、辽、豫、浙、粤煤

炭净调入量超过了 1亿 t[3]，黑、吉等煤炭净调入量

超过了 6 000万 t。2016—2017年全国各省 （市、

区）原煤净调入量见表2。
由表 2可见，湖南、江苏、广东等中南和华南

地区不产煤或产煤量很少，但是对煤炭的需求却

较大，对煤炭消费高度依赖。

综合考虑煤炭生产、消费的区域化特点和行

政区划等因素，本文将全国分为煤炭主产区 （晋

陕蒙地区）、煤炭资源枯竭区 （东北部、东部地

区）、煤炭开发战略区 （新疆）、煤炭消费依赖

区 （中南、华南地区）、煤炭消费退出区 （京津

冀地区）。

2 区域煤炭与社会生态发展的重大问题

2.1 煤炭资源枯竭区产煤效率与就业的协调问题

煤炭资源枯竭区剩余资源有限，产量下降和

产煤效率提升导致用工数量下降，这与区域人员

就业安置之间存在矛盾，如何形成“产量下降和

表2 2016—2017年全国各省（市、区）净调入量 万t

产煤效率提升—人员失业—区域经济发展—人员

就业”的协同机制值得深入研究。

以黑龙江为例，煤炭资源丰富、质量优良，

是东北乃至全国重要的煤炭生产基地，煤炭开采

历史悠久，从建国之后一直支撑着东北地区的能

源消费，为带动全国煤炭产业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龙煤集团是是黑龙江规模最大的煤炭企业，是黑

龙江煤炭产业的典型代表，其主体包括鸡西、鹤

岗、双鸭山和七台河 4个煤炭分公司，是国内三大

焦煤生产基地之一。除了焦煤，还有长焰煤和肥

煤等其他煤种。煤炭产品包括精煤、冶金煤、动

力煤等，精煤的煤质最优。黑龙江的冶金炼钢和

供暖发电等多种行业都离不开煤炭产业。龙煤分

公司除了鸡西外，其他三大煤城全部被列入国务

省（市、区）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2016净调入量

640.34
3 693.54
22 185.65
-48 770.51
-51 359.44
10 993.39
7 509.00
8 915.33
3 925.04
25 015.10
11 383.54
3 363.17
2 619.47
5 732.17
26 603.89
11 369.93
11 064.44
8 469.37
11 490.46
5 083.20
532.06
3 497.94
2 441.93
-3 819.18
2 573.42
0.00

-32 056.59
1 838.35
1 257.88
1 251.15
-807.48

2017净调入量

414.47
3 585.83
20 214.25
-46 521.01
-57 430.67
13 756.24
7 615.95
7 821.93
4 392.17
24 622.84
11 864.63
4 190.59
2 676.43
6 592.77
23 104.18
10 388.97
11 457.83
10 180.15
11 256.26
5 222.51
438.58
4 423.62
3 170.22
-2 547.39
2 559.44
0.00

-37 054.44
2 492.40
588.32
2 821.03
-1 35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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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公布的“资源枯竭城市”名单，煤炭城市的问

题日趋严重[4]。
随着煤炭的大量开采，黑龙江优质资源逐渐

走向枯竭，煤炭产量已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产

量 从 2012 年 的 6 404.7 万 t 下 降 到 2016 年 的

4 051.6万 t，下降 41.1%，2017年煤炭产量有所回

升，如图1所示。

图1 2011—2017年黑龙江煤炭产量情况

煤炭是黑龙江的支柱产业，煤炭资源一旦枯

竭，与煤炭相关的企业链条就会受到打击。通过

对黑龙江失业人员的构成情况进行分析，黑龙江

的失业人员主要集中在煤炭行业，主要包括：由

于支柱产业萧条传导至相关联企业，如发电厂、

运输业、选煤厂等产生大量失业人员；由于支柱

产业萧条会使整个社会经济增长缓慢，继而其他

行业也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导致经济后劲不

足；由于资源型产业衰退，日常开工不足或企业

关闭，导致在岗劳动力失业，所有岗位减员，不

增设新岗位，其吸纳新增劳动力能力不足，造成

“未就业即失业”的现象。这些原因致使黑龙江失

业人员大量増加。从采矿业从业人数来看，黑

龙江采矿业从业人数在逐年减少，从 2012年的

381 697人减少到 2017年的 139 857人，减少了

241 840人，减少 63.4%（表 3）。从失业率来看，

鹤岗、双鸭山这两座煤炭城市的失业率都呈现上

升态势，其中，鸡西一直维持在 4.04左右，鹤岗

表3 2012—2016年黑龙江采矿业从业人数 人

注：不含大庆市。

由 2012年的 3.91上升到 2017年的 4.11；双鸭山由

2012年的 3.72上升到 2017年的 4.04；七台河由

2012年的3.97上升到2017年的4.27，如图2所示。

图2 黑龙江主要产煤城市失业率情况

综上所述，煤炭资源型城市随着资源枯竭，

产量下降，城市的就业问题将会变得严重。

2.2 煤炭开发主产区产量规模与社会经济发展的

匹配问题

晋陕蒙等煤炭主产区，经济增长、人员就业

等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对煤炭生产存在严重的依赖

性，煤炭与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如何协同匹配成为

煤炭主产区持续发展面临的重要难题。

以山西省为例，煤炭是山西省的支柱产业，

历史最好时期的 GDP、利润和就业指标几乎占到

全省的“半壁江山”。新中国成立以来，山西共生

产原煤 187亿 t，出省量超过 125亿 t，为全国经济

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5]。2017年，山西煤炭产业

GDP约占全省的 16.3%，利润约占全省工业企业的

70%；从业人员 115万人，占全省采掘业的 86.5%，

占全省第二产业的21%。本文从以下指标进行具体

分析。

2.2.1 煤炭采选业占GDP比重、利润占全省工业

企业比重

煤炭采选业是指对各种煤炭的开采、洗选、

分级等生产活动。煤炭采选业占GDP的比重可以

反映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煤炭生产行业在经济中

的地位和重要程度，即经济增长对煤炭生产的依

赖程度[6]。利润是企业经济发展的重要评价指标，

利润占全省工业企业比重，能较全面的反映出行

业在某一地区的地位及作用。2011—2017年，山

西省煤炭采选业占GDP比重、利润占全省工业企

业比重，如图3所示。

1）山西煤炭采选业占GDP的比重较高。山西

省煤炭行业对经济增长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比

重一直在 15%以上，2011年更是高达 32.87%。从

年度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人数

381 697
273 532
239 626
198 928
160 619
139 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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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角度来看，山西煤炭采选业规模的不断扩大

是为了给其他各省市地区的经济増长提供充足的

煤炭，为全国经济增长做出贡献；从山西角度

来看，这是经济增长方式落后和产业结构落后

的表现，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的任务仍然十

分艰巨[6]。

图3 2011—2017年山西省煤炭采选业占GDP比重情况

2）山西省煤炭采选业占GDP的比重受煤炭价

格水平影响较大。2011—2016年，受到国家整体

经济发展速度降速、能源结构调整等影响，煤炭

市场需求不振、产能过剩，煤炭价格大幅下跌，

煤炭价格几乎下跌过半，煤炭采选业GDP比重不

断下降，比重也下跌近半；2016年开始，煤价反

弹，山西煤炭采选业 GDP比重随即也上幅反弹。

这充分说明了煤炭价格的变动对山西煤炭经济的

影响较大。

3）煤炭产业是山西省工业的支柱。煤炭产业

利润占全省工业企业比重常年在 40%以上，2011
年和 2017更是达到了 70%，受煤价下跌影响，仅

2014年、2015年煤炭产业利润占全省工业企业比

重下降。

2.2.2 煤炭生产弹性

煤炭生产弹性的计算方法为煤炭产量年均增

长速度除以地区生产总值年均速度。

煤炭生产弹性一方面可以反映现有经济条件

下的能源技术水平，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经济增长

对煤炭供应的要求和依赖性。煤炭是可耗竭性资

源，长期来看，煤炭生产弹性应越小越好。因为

在经济增长速度一定的条件下，煤炭生产弹性越

大则表明煤炭开采速度越快，煤炭资源在总储量

不变的情况下耗竭的速度也就越快。而在短期内，

经济的快速发展必然需要大量充足的能源供应，

尤其是在早期工业化发展阶段，要想保持一定的

经济增长速度，煤炭生产弹性就必须适当大一

点 [6]。2011—2017年山西省煤炭生产弹性如图 4

所示。

图4 山西煤炭生产弹性系数

从图 4中可以看出，除 2014年和 2016年外，

山西省的煤炭生产弹性均为正数，且多在 0.5以
上，说明山西省经济每增长 1%时，煤炭生产率同

方向变化，且大于 0.5%[6]。2016年弹性为负数，主

要因为是煤价下跌较为严重，许多煤炭企业关闭

退出，煤炭产量下降造成的。但从整体情况来看，

山西省经济发展对煤炭的依赖比较严重。

2.3 煤炭开发战略区开发布局和经济发展的协调

问题

我国煤炭开发战略区中，新疆是煤炭未来发

展的重中之重。新疆具有丰富的煤炭资源，是我

国第十四个大型煤炭基地和国家五大综合能源基

地之一，也是承接我国煤炭产业西移的重要地区，

在国家能源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和作

用。根据全国第三次煤炭资源预测与评价成果，

新疆煤炭资源总量 2.19万亿 t，约占全国资源总量

的40%，是我国煤炭资源最丰富的地区。随着西部

大开发政策的持续推进，新疆地区煤炭及相关产

业取得了快速发展，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当地迫切

发展经济的需要。然而，未来如何实现区域经济

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煤炭产业开发布局还需进

一步匹配当地经济发展的要求。

1）煤炭产业结构不合理，将制约区域经济高

质量发展。随着国家提出开发新疆煤炭资源，实

施“西煤东运”发展战略，中国神华、鲁能集团、

山东能源集团等一大批大企业进驻新疆并建设了

一批具有国内领先水平的大型现代化矿井，初步

形成了产业集群模式。但现阶段，新疆地区煤炭

产业结构不合理，落后产能仍占据一定比重，具

体表现为：新疆煤炭企业仍处于数量多、规模小、

分布散的状况，小型煤矿占煤矿总数的84%，生产

能力仅占29.69%，全区持安全生产许可的344处生

产矿井中，30万 t及以下煤矿占到 83.75%，生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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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仅占 21.16%，煤炭生产集中度不高，煤炭企业

集约化程度低，淘汰落后产能任务艰巨。此外，

多年以来新疆地区粗放型的开山挖矿模式造成了

煤炭产业层次低、产品附加值低等问题，已不能

满足新时代新疆地区发展低碳、绿色经济的需

求，亟需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继续加

快淘汰落实产能、提升产品和服务向高端价值链

转型升级。

2）新疆煤炭开发利用水平未来难以实现经济

可持续发展。新疆地处我国荒漠绿洲生态系统集

中分布区域，生态环境极为脆弱。沙化面积不断

扩大，次生盐碱化不断加剧，河流湖泊水面缩小，

水质趋于恶化，绿洲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尚未得

到有效遏制。2018年，新疆万元GDP的COD排放

量比全国平均水平高 1.47倍；万元GDP的 SO2排放

量比全国平均水平高 360%；万元GDP的烟尘排放

量比全国平均水平高 475%。2016年新疆总用水量

（565.4亿m3）已经超过2020年红线（550.2亿m3）。

煤炭开采洗选及相关产业将对新疆的区域生

态环境产生重要影响，最大程度降低对环境的影

响，是产业、经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近年来，随着新疆去产能工作的持续推进，大中

型煤矿比例不断提高，煤矿现代化建设水平不断

提升，新疆正在转变原有的粗放开发模式，但仍

有大量落后小煤矿存在，设备老化，企业科技创

新能力低下。在煤炭利用方面，生产出来的煤炭

仅一半左右被转化为电力，煤炭资源转化能力低，

剩余的煤炭消费以散烧为主，且比较分散，污染

排放量大，排放治理更困难，排放总量指标不足

又反过来影响新疆煤炭开发利用产业的发展。因

此，必须大力推进煤炭安全绿色开发和清洁高效

利用，发展绿色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

3）煤炭上下游产业高效协同程度低。新疆地

区煤炭开发利用上下游产业发展总体缺乏宏观统

筹，各产业定位、功能不清，致使产业布局和资

源配置不尽合理，产业发展不够高效，区内缺乏

整体协调互动。主要体现在：一是产业体系不完

善，各地多以资源开发和一次能源生产为主，下

游产业或配套产业发展滞后。二是煤炭开发利用

路线趋同，以煤炭开发为主，延伸煤电、煤化工

产业链，是各煤炭富集区所在地 （州、市） 的共

同特征，产业同质化将导致对水资源、运输通道

等基础设施资源争夺激烈。

因此，煤炭开发战略区面对当前经济发展的

迫切要求，需要及早探索煤炭开发布局、开发标

准与当地经济发展要求之间的匹配问题，与其他

产业之间的协调问题。

2.4 煤炭生产、消费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矛盾问题

2.4.1 煤炭生产、消费对生态环境影响较重

长期以来煤炭的过度开发以及不当的开发利

用方式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较为严重。主要体现在

以下两个方面。

2.4.1.1 煤炭开发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

1） 对土地资源的破坏。露天开采剥离排土，

井工开采造成地表沉陷、裂缝，无论哪种开采方

式都将破坏土地资源和植物资源，影响土地耕作

和植被生长，改变地貌并引发景观生态的变化。

开采沉陷造成中国东部平原矿区土地大面积积水

受淹或盐渍化，使西部矿区水土流失和土地荒漠

化加剧。采煤塌陷还会引起山地、丘陵发生山体

滑落或泥石流，并危及地面建筑物、水体及交通

线路安全。据统计，中国因采矿直接破坏的森林

面积累计达 106万 hm2，破坏草地面积为 26.3万
hm2，全国累计占用土地约 586万 hm2，破坏土地约

157万 hm2，且每年仍以 4万 hm2的速度递增，而矿

区土地复垦率仅为10%。另据测算，中国每采万吨

煤，平均塌陷土地 0.2 hm2；在村庄稠密的平原矿

区，每采出1 000万 t煤需迁移约2 000人[7]。
2）对水资源的影响。煤炭开采过程对水资源

污染严重，进一步加剧了我国水资源紧缺的情况。

煤矿开采产生的矿井水、洗煤水等水量大，悬浮

物含量高，有害物种类多。一方面，矿山废水经

过矿区周围土层渗入地下水并对其产生影响，直

接降低了饮用水的质量；另一方面，有害废水渗

入土壤，直接影响矿区周围农作物及动植物的生

长。据统计，煤炭企业每年产生的各种废污水约

占全国总废污水量的25%[8]。
除废水排放之外，煤炭开采还严重破坏地下

水资源。据测算，每开采 1 t煤炭要破坏 2.54 m3地
下水资源。以神东和蒙东基地为例，以两个基地

2015年 10.4亿 t煤炭开采量测算，将破坏 26.4亿m3

地下水资源，接近内蒙古地下水资源总量的五分

之一。在内蒙古等地露天开采中，将宝贵的地下

水层排干、浪费水资源随处可见。采煤区域地下

水位下降，破坏地下含水层原始径流，降低原

有水源的供水能力，使矿区主要供水源枯竭，

地表土壤沙化，土地肥力降低，草场退化，农作

物减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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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废气污染。因煤炭开采形成的废气主要指

矿井瓦斯和地面矸石山自燃施放的气体。据统计,
中国每年从矿井开采中排放甲烷 70亿～90亿m3，
约占世界甲烷总排放量的 30%，除 5%左右的集中

回收利用外，其余全部排放到大气中。矿区地面

矸石山自燃释放出大量含 SO2、CO的有毒有害气

体，严重污染大气环境并直接损害周围居民的身

体健康。据矿山环境调查，淮河以北半干旱地区

的 1 072座矸石山中，有 464座发生过自燃，自燃

率达43.3%[9]。
2.4.1.2 煤炭利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

1）对大气环境造成的污染。以煤为主的能源

消费结构，造成了严重的大气环境污染，主要污

染物是 SO2、烟尘和NOX。我国常规大气污染物排

放量依然较大，2017年，我国 SO2、NOX排放量分

别达到 875.4 万 t 和 1 258.83 万 t，烟尘排放为

796.26万 t。大气污染中 90%的 SO2、70%的NOX与
CO、60%的烟尘都是由燃煤引起的。我国虽已实

施了脱硫、除尘和脱硝工程。根据自然资源部成

矿作用与资源评价重点实验室相关课题测算，每

燃烧 1 t煤，约产生 SO216 kg、NOX15 kg、烟尘

200 kg。
2）对水资源的过度攫取和污染。煤炭转化利

用相关的火电及煤化工等高耗水行业持续发展，

其对水资源的需求难以满足，往往只能挤占生态

环境用水，相应的取用排水过程也对区域水资源

和水环境形势带来了严重挑战[10]。煤化工生产过程

耗水量高，废水排放处理成本高，难度大。煤化

工废水中污染物浓度高，污染物种类多，不仅含

氨氮，还含多种酚以及多种环芳香族化合物，是

一种很难进行生化处理的有机废水，处理不好，

危害较大。

2.4.2 生态环境对煤炭生产、消费的约束越来越紧

我国经过 30年高速发展，社会生产力水平显

著提高的同时，造成了大气污染等诸多环境问题。

相关数据显示，我国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

近上限，人民群众对清新空气、清澈水质、清洁

环境的需求越来越迫切，保护环境已上升为国家

基本国策。我国对于能源消费提出了明确的清洁

化、绿色化要求，出台了《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

划》《能源行业加强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火

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等政策和标准。《大气

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中明确规定，到 2017年，全

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可吸入颗粒物浓度比 2012年下

降 10%以上，优良天数逐年提高；京津冀、长三

角、珠三角等区域细颗粒物浓度分别下降 25%、

20%和 15%左右，其中，北京市细颗粒物年均浓

度控制在60 μg/m3左右[11]。
此外，我国煤炭资源和水资源呈逆向分布特

点。煤炭资源储量西多东少、北丰南贫，大型煤

炭基地主要集中在北部和西南地区，大部分重点

煤炭基地处于水资源供需矛盾较为突出的地区，

水资源已经对煤炭基地的生产建设产生了严重制

约。全国 14个大型煤炭基地，除云贵基地、两准

基地、蒙东基地水资源相对丰富外，其余基地都

存在不同程度的缺水。其中，晋陕蒙宁甘等省区，

原煤产量超过全国总产量的60%，而水资源占有量

仅占全国总量的 4.8%；部分地区煤炭开采洗选用

水量超过了区域工业用水总量的50%，水资源供需

矛盾十分突出[10]。
煤炭消费同样面临严峻的水资源挑战。根据

2017年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发布的《中国煤电

产能过剩与水资源压力研究报告》结果，2020年
中国将有近 50%的燃煤电厂位于高水压力地区，

17个省份将同时存在产能过剩和高水压力问题。

煤电行业预计耗水量将为 35亿m3，其中超过六成

来自于高水压力区。此外，煤化工项目主要所在

地的生态环境红线正在约束煤化工项目的选址和

发展，煤化工项目所在山西、内蒙古、陕西、河

南、宁夏、青海、新疆 7省（区）生态环境约束情

况，见表4。
表4 煤化工项目所在地区生态环境约束情况

煤炭生产、消费活动的开展势必会对生态环

境造成一定的影响，反之生态环境的恶化最终将

制约煤炭产业和经济的发展。如何在保障煤炭生

产、消费活动的同时，妥善做好生态环境保护的

工作，如何实现区域内“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

山银山”，还需妥善处理煤炭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

辩证统一的“舟水关系”。

生态环境评价指标

空气质量

水质

工业固废

生态功能

生态环境质量

生态环境约束情况

7省（区）空气质量均不满足《环境空气

质量标准》

除宁夏、青海水质一般外，其余各省

（区）水质轻至中度污染

宁夏较少，其余各省（区）固废排放量大

除河南影响较轻外，其余各省都会影响和

涉及生态功能

7省（区）生态环境质量一般或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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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 语

我国煤炭的区域特点类型明显，需针对不同

类型区域，制定税收、财政、发展规划等方面的

引导政策，更好的促进煤炭开发利用与区域协同

发展。

1）煤炭资源枯竭区。煤炭资源枯竭区即将面

临诸多矿井关闭退出的情况，需要提前谋划。建

议政府在矿井废弃前，统筹考虑矿井所在地的经

济发展、人文、地理位置、交通条件等因素，综

合考虑矿井废弃利用的适用条件，事先定位矿井

废弃后的利用途径。根据矿井废弃后的利用途

径指导矿井的生产布局，有序推进废弃矿井利用

工作。

2） 煤炭主产区。随着我国煤炭消费的西移，

未来煤炭主产区也会成为煤炭主要消费区。建议

根据煤炭主产区的区域环境情况，分区制定煤炭

生产、消费的“天花板”，用“天花板”倒逼煤炭

生产、消费效率的提升。

3）煤炭开发战略区。出台差异化政策，重点

支持煤炭开发战略区建设成国家级“煤-电-化工”

基地，加快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在国家中长期

能源战略及相关规划中，进一步强化煤炭开发战

略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地位，统筹其他地

区能源发展步伐，为煤炭开发战略区的煤炭发展

拓展空间。进一步优化调整煤炭开发战略区煤炭、

煤电、煤化工产业结构，关闭淘汰一批落后产能，

高标准建设一批先进产能，集约化建设煤电化产

业基地，促进煤炭开发战略区煤电化产业健康有

序发展。

4）煤炭消费依赖区。在煤炭消费依赖区，要

完善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的监管体系，保障先

进技术的应用和运行。一是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

发利用项目的运行管理，促进煤炭开发利用技术

和装置的污染物在线监测的准确、真实。环保设

施未按规定投运或排放不达标的，依法不予颁发

或吊销业务许可证[12]。二是综合考虑资源、生态环

境、安全、技术、市场等条件，研究建立权威、

协调、统一、高效的监管体制。强化煤炭开发利

用项目的能效、污染物排放等运行指标实时监测

和信息公开；促进清洁高效开发利用技术的应用、

现有技术的升级和落后技术的淘汰。

5） 煤炭消费退出区。针对煤炭消费退出区，

提前布局气、光伏、风等非煤能源的接续问题，

统筹考虑节能、替代的成本效益，降低煤炭消费

退出的交易成本和行政成本，寻求科学合理的替

代路线，循序渐进地稳步推进，既要考虑推进力

度，也要防止退出措施过激影响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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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深

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

展 [1] 。”长期以来，以银行业为主的间接融资在我

国社会融资中占据主导地位，直接融资比重较低。

数据显示，我国全口径直接融资规模占社会融资

总额的比重，最近十年基本保持在 15%左右，其

中股权融资规模基本在 5%左右徘徊[2]。相比较而

言，G20国家的直接融资比重大多集中在 65%～

75%；美国显著高于其他国家，超过80%[3]。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

阶段，传统依靠高要素投入、高负债经营的增长

模式难以为继。随着经济增长转向创新驱动，为

了更好培育新经济，需要坚定不移地加快直接融

资发展，消除新经济可能缺乏传统间接融资所需

融资担保的弊病，通过改革发展资本市场来提高

要素的配置效率。近年来，中共中央、国务院持

续加强对直接融资的支持力度，提高直接融资比

重。直接融资相关政策见表1。
1 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区别

直接融资的基本特点是融资的直接性，即资

金盈余单位和资金需求单位直接进行资金融通，

并在两者之间建立直接的资金供求关系。常见的

直接融资方式有股票市场融资、债券市场融资等。

间接融资的特点之一是资金获得的间接性，

我国资本市场改革中的股权融资机遇及路径分析

张 迪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100011）

摘 要：根据党的十九大精神，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政策选择和内在要求。

介绍了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在去杠杆、降成本、调结构、促混改、防风险等方面的重要意义。因国务

院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提高直接融资特别是股权融资比重”，且股权融资的主要渠道是资本市

场，主要讨论了资本市场股权融资。并对比 IPO、公开增发、定向增发、配股、优先股、可转债等

资本市场股权融资的主要方式及融资规模，分析了资本市场股权融资的相关政策法规。最后建议，

企业应关注我国资本市场的改革发展，寻求融资机遇，选择适合的融资方式，促进自身产业发展。

关键词：资本市场；直接融资；股权融资；IPO；再融资；定向增发；可转债

中图分类号：F416.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9605（2019） 12－0060－07

An analysis of equity financing opportunities and paths in China's capital market reform
Zhang 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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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Combining the spirit of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it is believed that increasing
the proportion of direct financing is a policy choice and inherent requirement for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The significance of increasing the proportion of direct financing in deleveraging， reducing costs，adjusting structures，promot⁃
ing mixed reforms， and preventing risks was introduced. Because the State Council’ s government work report emphasizes

“improving the proportion of direct financing，especially equity financing”，and the main channel for equity financing is the
capital market，the main focus is on equity financing in the capital market. The main methods and scale of equity market eq⁃
uity financing in capital markets were compared，such as IPO，public offerings，private placements，rights issues，preference
shares，convertible bonds，and related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on equity financing in capital markets were analyzed. Finally，
it is suggested that enterprise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China's capital market，seek financing
opportunities，choose suitable financing methods，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ir own industries.
Key words：capital market；direct financing；equity financing；IPO；refinancing；private placement；convertible bo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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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资金需求者与资金初始供给者之间不直接发生

资金供求关系，而是由金融中介机构起桥梁作用，

二者只与金融机构发生资金供求关系。常见的间

接融资方式包括银行信用融资、租赁融资等[14]。
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区别主要在于资金需

求者与供给者是否直接形成资金供求关系。在有

金融中介机构参与的情况下，判断是否直接融资

的标志在于，该中介机构在融资行为中是否与资

金的需求者和资金的供给者分别形成了各自独立

的资金供求关系。

2 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的意义

大力发展直接融资是一项长期战略性任务，

是我国金融改革与发展的目标之一，也是增强金

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的重要举措。

2.1 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有利于去杠杆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

期我国经济工作的主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

点任务是“三去一降一补”，“去杠杆”就是要减

负债，促使高负债企业降低资产负债率。提高直

接融资特别是股权融资比重是“去杠杆”的题中

之义。

2.2 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有利于降成本

我国实体经济尤其是民营企业、小微企业融

资难融资贵问题突出。直接融资可以直接对接资

金供求双方，通过缩短融资链条、减少中间环节

降低融资成本。同时，更多融资渠道之间的充分

竞争也会促使融资成本下降[15]。
2.3 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有利于调结构

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比例反映一个国家金

时间

2013-11-12

2015-03-05

2015-10-29

2016-03-05

2017-07-15

2017-10-18

2018-03-05

2018-12-21

2019-02-14

2019-03-05

2019-04-07

相关政策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

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4]

2015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5]

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

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

建议》 [6]

2016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7]

全国金融工作会议[8]

党的十九大报告[1]

2018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9]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10]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

于加强金融服务民营企业的若干意见》 [11]

2019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12]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

于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 [13]

核心内容

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多渠

道推动股权融资，发展并规范债券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

加快资金周转，优化信贷结构，提高直接融资比重，降低社

会融资成本，让更多的金融活水流向实体经济

积极培育公开透明、健康发展的资本市场，推进股票和债券

发行交易制度改革，提高直接融资比重，降低杠杆率。开发符

合创新需求的金融服务，推进高收益债券及股债相结合的融资

方式

推进股票、债券市场改革和法治化建设，促进多层次资本市

场健康发展，提高直接融资比重

要把发展直接融资放在重要位置，形成融资功能完备、基础

制度扎实、市场监管有效、投资者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护的多

层次资本市场体系

要增强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功能，积极有序发展股权融

资，提高直接融资比重

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提高直接

融资比重，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

管好货币供给总闸门，保持广义货币M2、信贷和社会融资

规模合理增长，维护流动性合理稳定，提高直接融资特别是股

权融资比重

提高直接融资比重，解决好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

贵问题

加大直接融资支持力度。积极支持符合条件的民营企业扩大

直接融资。完善股票发行和再融资制度，加快民营企业首发上

市和再融资审核进度

改革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稳定

发展，提高直接融资特别是股权融资比重

支持利用资本市场直接融资

表1 直接融资相关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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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体系配置的效率是否与实体经济相匹配，我国

正处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的经济

转型期，需要发展多种股权融资方式弥补间接融

资的不足，合理引导资源配置，提高金融支持实

体经济的能力[16]。
2.4 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有利于促混改

直接融资是引入非国有资本参股国有资本的

重要渠道，非国有资本可以通过出资入股、收购

股权、认购可转债、股权置换等多种方式参与国

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17]。同时，国有企业也可以

通过整体上市等途径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18]。
2.5 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有利于防风险

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比例反映了一国金融体

系风险和分布情况，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平衡金

融体系结构，可以起到分散过度集中于银行的金

融风险作用，有利于金融和经济的平稳运行[14]。直

接融资可以促进资金在生产和流通环节实现良性

循环，有效防范金融风险。

3 资本市场股权融资的主要方式及融资规模

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

“提高直接融资特别是股权融资比重”，且股权融

资的主要渠道是资本市场，本文主要讨论资本市

场股权融资。

资本市场股权融资的方式主要包括首次公开

发行 IPO、增发、配股、优先股、可转换债券（简

称“可转债”）等。其中，增发又分为公开增发和

定向增发。资本市场股权融资方式及规模见表2。
从表 2可以看出，在我国资本市场上，企业的

股权融资呈现以下特点。

1） 企业最常用的股权融资方式是定向增发

（属于再融资方式之一），其次是 IPO，这可能与

IPO审核监管较严、融资规模有限，而定向增发发

行门槛较低、行政约束相对宽松等有关。

2）企业很少采用公开增发方式，这可能与公

开增发要求较多，审核严格，发行成本高，相对

风险大等有关。

3）企业较少采用配股方式，一方面，可能与

配股的发行条件相对较高有关，另一方面可能与

配股的特点有关，配股是唯一一种仅向原股东发

行的再融资方式。为了保证发行成功，大股东一

般需要以现金方式全额认购配股，面临一定的资

金压力，并且如果大股东及关联方的持股比例较

高，会导致来自于外部市场的资金较少。

4）企业较少采用发行优先股的方式，这可能

与优先股一般需要固定支付股息且股息率相对较

高有关，使企业面临一定的财务压力，并且优先

股股息是税后支付，不像债券利息具有节税效应。

5）企业近年来越来越多地采用发行可转债的

方式，一方面这可能与可转债融资成本相对较低、

具有双重选择权有关，另一方面这可能与监管层

对发行可转债的支持与鼓励等有关。

为了更好地理解企业在我国资本市场上的股

权融资行为，可以结合相关政策法规。资本市场

股权融资相关政策法规见表3。
4 资本市场股权融资机遇及路径分析

近年来，我国资本市场改革发展驶入“快车

年份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合计

占比/%

合计

家数/个
535
490
322
298
631
1 068
1 133
1 102
509
5 884
100

金额/亿元

10 517.97
7 335.55
4 562.56
4 694.29
9 046.76
16 107.23
21 095.81
17 223.86
12 107.35
100 118.18

100

IPO
家数/个
348
281
155
2
124
223
227
438
105
1 903
32.34

金额/亿元

4 885.14
2 809.69
1 034.32
0.00
666.32
1 576.39
1 496.08
2 301.09
1 378.15
16 147.18
16.13

公开增发

家数/个
10
10
5
6
1
0
0
0
0
32
0.54

金额/亿元

377.14
288.79
105.20
80.43
3.65
0.00
0.00
0.00
0.00
855.21
0.85

定向增发

家数/个
151
176
152
267
473
813
813
540
267
3 652
62.07

金额/亿元

3 100.17
3 485.37
3 214.07
3 584.26
6 842.03
12 253.07
16 879.07
12 705.31
7 523.52
69 586.87
69.50

配股

家数/个
18
14
6
13
13
6
11
7
15
103
1.75

金额/亿元

1 438.22
338.50
51.92
475.73
137.97
42.34
298.51
162.96
228.32
3 174.47
3.17

优先股

家数/个
0
0
0
0
5
12
12
1
7
37
0.63

金额/亿元

0.00
0.00
0.00
0.00

1 030.00
2 007.50
1 623.00
200.00
1 349.76
6 210.26
6.20

可转债

家数/个
8
9
4
9
12
3
12
23
77
157
2.67

金额/亿元

717.30
413.20
157.05
551.31
311.19
93.80
226.52
602.72
1 071.10
4 144.19
4.14

表2 资本市场股权融资方式及规模

数据来源：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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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

方式

发行

对象

业绩、

分红

条件

发行

规模

发行

定价

发行

间隔

期

锁定

期

IPO

机构投资者、社会公众投资者

最近 3个会计年度净利润均

为 正 数 且 累 计 超 过 人 民 币

3 000万元；最近3个会计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累计超过人民币 5 000万元；

或者最近 3个会计年度营业收

入累计超过人民币 3亿元；最

近 1期末无形资产占净资产的

比例不高于 20%；最近 1期末

不存在未弥补亏损

发行前股本总额不少于人民

币 3 000万元；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上市后公司股本总额不

少于人民币 5 000万元；公开

发行的股份达到公司股份总数

的 25%以上；公司股本总额超

过人民币 4亿元的，公开发行

的股份比例为10%以上

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

已发行的股份，自发行人股票

上市之日起1年内不得转让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应当

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36个月内不转让

公开发行股票数量在 4亿股

以上的，可以向战略投资者配

售股票，战略投资者应当承诺

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上市之日

起持有期限不少于12个月

公开增发

原股东、机构投资者、

社会公众投资者

最近 3个会计年度连续

盈利；最近 24个月内曾公

开发行证券的，不存在发

行当年营业利润比上年下

降 50%以上的情形；最近

3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

的利润不少于最近 3年实

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

30%；最近 3个会计年度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平

均不低于6%

发行价格应不低于公告

招股意向书前 20个交易日

公司股票均价或前 1个交

易日的均价

本次发行董事会决议日

距离前次募集资金到位日

原则上不得少于 18个月。

前次募集资金基本使用完

毕或募集资金投向未发生

变更且按计划投入的，可

不受上述限制，但相应间

隔原则上不得少于6个月

定向增发

（非公开发行股票）

发行对象（特定对

象）不超过10名

拟发行的股份数量

不得超过本次发行前

总股本的20%

发行价格不低于定

价基准日（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票发行期的

首日） 前 20个交易

日公司股票均价的

90%
本次发行董事会决

议日距离前次募集资

金到位日原则上不得

少于 18个月。前次

募集资金基本使用完

毕或募集资金投向未

发生变更且按计划投

入的，可不受上述限

制，但相应间隔原则

上不得少于6个月

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

人、董事会拟引入的

境内外战略投资者认

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

之日起 36个月内不

得转让；其他发行对

象认购的股份自发行

结束之日起 12个月

内不得转让

配股

原股东

最近 3个会计年度连

续盈利；最近 24个月

内曾公开发行证券的，

不存在发行当年营业利

润比上年下降 50%以

上的情形；最近 3年以

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

润不少于最近 3年实现

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

30%

拟配售股份数量不超

过本次配售股份前股本

总额的30%

发行价格不低于本次

配股前最新公布的该公

司财务报告中每股净资

产值

本次发行董事会决议

日距离前次募集资金到

位日原则上不得少于

18个月。前次募集资

金基本使用完毕或募集

资金投向未发生变更且

按计划投入的，可不受

上述限制，但相应间隔

原则上不得少于6个月

优先股

公开发行面向原

股 东 、 机 构 投 资

者、社会公众投资

者；非公开发行仅

面向不超过 200人
的合格投资者

最近 3个会计年

度实现的年均可分

配利润应当不少于

优先股 1年的股息；

最近 3年现金分红

情况应当符合公司

章程及证监会的有

关监管规定

公开发行优先股

的上市公司最近 3
个会计年度应当连

续盈利

已发行的优先股

不得超过公司普通

股 股 份 总 数 的

50%，且筹资金额

不得超过发行前净

资产的 50%，已回

购、转换的优先股

不纳入计算

非公开发行优先

股的票面股息率不

得高于最近 2个会

计年度的年均加权

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可转债

原股东、机构投资者、社会公

众投资者

最近 3个会计年度连续盈利；

最近 24个月内曾公开发行证券

的，不存在发行当年营业利润比

上年下降 50%以上的情形；最近

3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

不少于最近 3年实现的年均可分

配利润的 30%；最近 3个会计年

度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平均不

低于 6%；最近 3个会计年度实现

的年均可分配利润不少于公司债

券1年的利息

公开发行“可分离交易的可转

换公司债券”还应当符合公司最

近 1期末经审计的净资产不低于

人民币15亿元

本次发行后累计公司债券余额

不超过最近一期末净资产额的

40%
申请在交易所上市的可转换公

司债券实际发行额不少于人民币

5 000万元

转股价格应不低于募集说明书

公告日前 20个交易日该公司股票

交易均价和前1个交易日的均价

可转换公司债券自发行结束之

日起 6个月后方可转换为公司股

票

表3 资本市场股权融资相关政策法规（主板、中小板）

注：①2019年 11月 8日，证监会就修改《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上市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再融资规则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因处于征求意见阶段，尚未正式发布，此表整理的政策法规不包括 2019年
11月 8日公开征求意见的相关政策法规。②表中主要介绍主板、中小板的相关政策法规，创业板略有不同，科创板另行规定。主要资料

来源：《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证监会令 141号（2018年 6月 6日修改），《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证发〔2018〕
97号（2018年11月16日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证上〔2018〕 556号（2018年11月16日修订）等[1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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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多项政策法规相继发布，将通过深化改革，

进一步发挥资本市场在配置金融资源中灵活、高

效等方面的特点，提升金融体系促进实体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能力。

4.1 关注资本市场改革发展中的 IPO机遇

作为资本市场的基础功能之一，IPO是企业直

接融资的主要方式，也是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

的重要手段。我国的主板、中小板、创业板施行

核准制（证监会审核），而科创板试点注册制（上

交所审核+证监会注册）并以信息披露为核心。设

立科创板是我国资本市场的重大改革。2018年 11
月 5日，习近平宣布在上交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

册制。2019年 6月 13日，上交所科创板正式开板。

2019年 7月 22日，举行科创板首批 25家公司上市

仪式。科创板重点支持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

备、新材料、新能源、节能环保以及生物医药等

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

资本市场改革发展中的 IPO机遇可能体现在分

拆上市。2019年 1月 28日，证监会发布的《关于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的实

施意见》 [28]中明确，科创板允许分拆上市。此后，

证监会又起草了《上市公司分拆所属子公司境内

上市试点若干规定》 [29]（以下简称《若干规定》），

并自 2019年 8月 23日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规

范分拆试点条件和流程，开展A股上市公司分拆在

境内上市试点（未限定A股分拆上市的具体承接板

块）。《若干规定》首次对A股分拆至境内上市提供

了制度依据，对资本市场资源优化配置具有重要

意义。分拆上市有助于母子公司集中于核心业务、

提高子公司估值水平、增强融资能力等，但分拆

上市需满足一定的条件和要求。

4.2 关注资本市场改革发展中的再融资机遇

再融资是指企业通过配股、增发 （包括公开

增发和定向增发）、发行可转债等方式在资本市场

上进行的直接融资。再融资在促进社会资本形成、

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实践来

看，再融资是企业直接融资的主要方式，在融资

规模上占据着较大比重。

4.2.1 2017年再融资新政，限制定向增发等，有

利可转债等

2017年 2月 15日，证监会对《上市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进行修订[30]，同时发布《发

行监管问答—关于引导规范上市公司融资行为的

监管要求》 [31]。旨在抑制市场存在的过度融资倾

向、募集资金“脱实向虚”、非公开发行（定向增

发是非公开发行的常见形式） 定价机制选择存在

套利空间、再融资品种结构失衡 （非公开发行盛

行，可转债、优先股等股债结合产品发展缓慢，

公开发行规模急剧减少）等现象[32]。
一是定价限制。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

日只能为本次发行期的首日，取消了将董事会决

议公告日、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日作为上市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定价基准日的规定。通过限制定价

基准日，限制了定向增发再融资中的套利空间。

二是规模限制。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拟发行股

份数量不得超过本次发行前总股本的 20%。

三是发行间隔期限制。上市公司申请增发、

配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本次发行董事会决议

日距离前次募集资金到位日原则上不得少于 18个
月 （前次募集资金包括首发、增发、配股、非公

开发行股票）。证监会于 2018年 11月 9日发布的

《监管问答》（修订版） [25]，对发行间隔期的限制又

有所放松，对符合一定条件的，将 18个月缩短为 6
个月，即在规定“不得少于 18个月”的基础上，

又补充规定：“前次募集资金基本使用完毕或募集

资金投向未发生变更且按计划投入的，可不受上

述限制，但相应间隔原则上不得少于6个月。”

2017年再融资新政发布后，定向增发数目及

金额均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但 2017年再融资新

政对定向增发、公开增发、配股等融资行为进行

限制的同时，对发行可转债、优先股却表示鼓励，

体现在不受 18个月或 6个月发行间隔期的限制。

相应的，2017年以来，发行可转债的家数及金额

均出现明显的上升。

4.2.2 2019年再融资新政 （征求意见），降定向

增发难度

2019年 11月 8日，证监会就修改《上市公司

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

理暂行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

则》等再融资规则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33]。此次拟

修订内容优化了非公开发行制度安排[34]。规则调整

的总体思路是放松限制，从而降低了定向增发的

难度。

一是恢复定价发行的定价基准日选择。上市

公司董事会决议提前确定全部发行对象且为战略

投资者的，定价基准日可以为关于本次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日或者发行期首日。
64



2019年第12期

二是放宽发行定价折扣率。将发行价格不得

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的 9
折改为8折。

三是缩短锁定期。将锁定期由现在的 36个月

和 12个月分别缩短至 18个月和 6个月，且不适用

减持规则的相关限制。

四是扩容发行对象。将目前主板 （中小板）、

创业板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对象数量由分别不超

过 10名和 5名，统一调整为不超过 35名，支持上

市公司引入战略投资者。

五是适当延长批文有效期。方便上市公司选

择发行窗口，将再融资批文有效期从 6个月延长至

12个月。

2019年再融资新政实施后，预计定向增发的

家数及规模会出现增长。而可转债替代定向增发

的功能有所减弱，预计会减少可转债的融资需求。

定向增发与可转债各有优缺，企业可根据自身经

营状况及融资目的等进行选择。定向增发与可转

债对比分析见表4。
表4 定向增发与可转债对比分析

5 结 语

证监会有关负责人曾于 2019年 9月 11日在

《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努力建设规范透明开放有

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的署名文章，文章强调，

大力发展直接融资特别是股权融资，围绕提升资

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质量和效率，在股权融资

方面，保持新股发行常态化，进一步优化再融资、

并购重组、减持、分拆上市等制度，充分激发市

场活力[35]。
企业应密切关注我国资本市场的改革发展，

寻求融资机遇，选择适合的融资方式，并树牢依

法合规意识，增强风险防控能力，提高信息披露

质量，促进自身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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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推进绿色发展，推进

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

的能源体系”。2018年 1月，山西省委经济工作会

议提出：提高全省能源供给体系质量，坚决推进

煤炭去产能与清洁高效安全发展，全省煤炭行业

走“减”“优”“绿”发展之路。如何切实提高全

省能源供给体系质量，推进煤炭去产能与清洁高

效安全发展，是山西省煤炭产业必须要面对的一

个难题。粉煤灰和煤矸石作为煤炭生产的一种终

端产品和共生资源，是两种主要的煤基工业固废。

山西省作为全国的产煤大省，年煤炭产量常年占

全国年煤炭产量的 25%左右，火电发电量常年占

全省总发电量 90%以上，加快推进山西粉煤灰、

煤矸石的资源化、梯级、分类分质利用，实现全

省粉煤灰、煤矸石的高值化利用和资源循环利用，

对于山西省煤炭“减”“优”“绿”发展、实现从

“煤老大”到“排头兵”的历史性跨越具有重要的

现实意义。本文基于山西省粉煤灰、煤矸石的利

用现状，提出了山西省粉煤灰、煤矸石的绿色发

展路径，从战略层面为实现煤基固废的清洁、

绿色、高效、循环利用，构建全省清洁低碳用

能模式与能源革命综合改革，提供思路与启发。

1 粉煤灰煤矸石的产生与利用

1.1 粉煤灰、煤矸石产生

电厂粉煤灰是指燃煤电厂以及煤矸石、煤泥

资源综合利用电厂锅炉烟气经除尘器收集后获得

的细小飞灰和炉底渣[1]。按产生方式、燃烧温度、

山西省粉煤灰煤矸石绿色发展的思考与建议

刘 汉 斌 1，2

（1.山西大学 资源与环境工程研究所，山西 太原 030006；2.山西省煤炭地质局，山西 太原 030006）

摘 要：粉煤灰和煤矸石是两种主要的煤基工业固废，也是一种煤炭终端产品和共生资源。山西

作为全国的煤炭和煤电大省，加快推进山西粉煤灰、煤矸石的资源化、梯级、分类分质利用，对

山西煤炭“减”“优”“绿”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山西省粉煤灰煤矸石面临着堆存量大利用

率低、退税优惠依赖性强、产学研融合较弱 3方面问题，山西省应加大粉煤灰、煤矸石政府补贴

力度与税收优惠，加快粉煤灰、煤矸石产学研融合，以绿色技术创新实现山西省煤炭产业的绿色

发展。

关键词：新时代；山西省；粉煤灰；煤矸石；绿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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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ughts and suggestions on accelerating green development of Shanxi fly ash and coal gangue
Liu Hanbin 1，2

（1.Institute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Shanxi University，Taiyuan 030006，China；2.Shanxi Coal Geological Bureau，Taiyuan
030006，China）

Abstract：Fly ash and coal gangue are two major coal-based industrial solid wastes，but they are also a type of` coal end
product and a symbiotic resource. Shanxi， as a nationwide coal and coal power province，has accelerated the utilization of
Shanxi fly ash and coal gangue resources，cascades，classifications and qualitative utilization，which has important reality for

“minus”，“excellent”and“green”development in Shanxi. At present，Shanxi coal gangue is faced with three problems： low
utilization rate of large stockpile，strong dependence on tax rebate preference and weak 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learning and
research. It is suggested that Shanxi Province should increase the government subsidies and tax preferences for fly ash and
coal gangue，accelerate the 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learning and research of fly ash and coal gangue，and realize the green
development of Shanxi coal industry with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Key words：new era；Shanxi Province；fly ash；coal gangue；green development

67



2019年第12期 煤 炭 经 济 研 究 第39卷

1.2 我国粉煤灰煤矸石的堆存与利用

我国现存规模较大的矸石山大约 2 600多座，

堆存量大约 45亿 t，年增加量 1.5亿 t[2]。粉煤灰累

积堆存量约 20亿 t，年产 6亿 t，堆存量以 1.8亿 t递
增，综合利用率达 60%~70%[4]。相比国外的粉煤灰

利用，我国粉煤灰综合利用率整体较低，且主要

以水泥、混凝土、墙体材料等建筑材料为主要途

径，附加值较低，资源化程度不高，总体当作一

种固体废弃物。近年来，随着研究程度的深入，

粉煤灰的资源特性逐渐被认识，从粉煤灰中提取

Al2O3、SiO2以及锗、镓、锂、稀土等逐渐被人类认

识[5]。随着电力需求的增多，粉煤灰和煤矸石的排

放量将会逐渐增加，粉煤灰的资源化、精细化、

高值化利用是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

1.3 山西煤矸石、粉煤灰的堆存量

作为我国重要的煤炭生产基地，山西粉煤灰、

煤矸石年产量巨大。2015年山西省煤基固废利用

情况见表 2。截至 2015年底，全省煤矸石和粉煤

灰堆存量分别已达 9亿 t、2.8亿 t。2017年，山西

省产出煤矸石 1.3亿 t，综合利用 8 800万 t，利用

率 67.69%[7]。2018年，山西省大宗工业固废综合

利用率达到 68%，其中，煤矸石 8 500万 t、粉

煤灰 2 500万 t[8]。2015—2018年，煤矸石平均利

用率仅 67.26%，平均年堆存量 4 167万 t，见表 3。
以 2015年为统计基准年，以 2015—2018年煤矸

石的年平均堆存量和 2015 年全省粉煤灰的堆

存量为依据，对山西粉煤灰的堆存量进行公示

拟合，得 Y=118 000+5 455（X-2015），其中 Y=

2015年以后全省煤基固废累计堆存量，X=年份，

见表 4。按照此增长公式，截至 2019年底，山西

全省煤矸石和粉煤灰堆存量分别已达 10.67亿 t、
33 152亿 t。

表2 2015年山西省煤基固废利用情况

数据来源：山西省“十三五”工业资源综合利用和清洁生产

发展规划[6]。

表3 2015—2018年山西省煤矸石利用情况

表4 山西省煤基固废累计堆存量增长公示

注：以 2015年为统计基准年；煤矸石产量为 3年平均值；粉

煤灰年增长量以2015年为参考。

粉煤灰类型

煤粉炉粉煤灰

液态排渣锅炉粉煤灰

循环流化床锅炉粉煤灰

燃烧温度/℃
1 000~1 200
1 200~1 400
850~950

比表面积/m2*kg-1
＞400
—

＜300

组成

95%灰+5%渣

50%~60%液态渣+40%~50%灰

100%渣

表1 不同粉煤灰类型的燃烧温度和灰分特征

数据来源：煤基固废资源化利用技术原理及工艺[2]。

锅炉类型不同，粉煤灰分为煤粉炉粉煤灰、液态

排渣锅炉粉煤灰和循环流化床锅炉粉煤灰[2]，具体

见表 1。按化学成分的不同，粉煤灰可分为低钙灰

（CaO＜5%）、中钙灰 （5%＜CaO＜15%）、高钙灰

（CaO＞15%）、高铁灰 （10%＜Fe2O3＜20%） 和高

碱灰（碱＞1.5%） [2]。
煤矸石是在煤矿建井、开拓掘进、采煤和煤

炭洗选过程中产生的干基灰分大于 50%的岩石[3]，

成分主要是高岭石、绿泥石、伊利石、蒙脱石以

及多水高岭石等。按产出地方不同，掘进阶段产

生的煤矸石占 70%。煤炭生产阶段产生的煤矸石

大约占 20%左右，加工和洗选阶段产生的煤炭是

大约占 10%左右 [2]。按岩石类型，煤矸石主要分

为砂岩类煤矸石、黏土岩类煤矸石、铝质岩类

煤矸石和碳酸盐类煤矸石以及少量的火成岩类

矸石。

年份

2015
2017
2018

平均值

产生量/万 t
12 714
13 000
12 500
12 738

利用量/万 t
8 413
8 800
8 500
8 571

利用率/%
66.1
67.69
68
67.26

堆存量/万 t
4 301
4 200
4 000
4 167

年份

煤矸石

粉煤灰

合计

产生量/万 t
Y=90 000+4 167

（X-2015）
Y=28 000+1 288

（X-2015）
Y=118 000+5 455

（X-2015）

参数说明

Y=全省煤矸石堆存量，X=年份

Y=全省粉煤灰堆存量，X=年份

Y=全省煤基固废综合堆存量，

X=年份

类型

煤矸石

粉煤灰

总量

产生量/万 t
12 714
3 921
16 635

利用量/万 t
8 413
2 633
11 046

利用率/%
66.1
67.1
66.4

堆存量/万 t
4 301
1 288
5 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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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粉煤灰煤矸石的资源性分析

作为两种重要的煤基工业固废，粉煤灰和煤

矸石长期以来被视为一种工业垃圾而非资源。从

地质学的角度来讲，粉煤灰是一种人工火山化作

用形成的粉末状矿物质资源。从矿产资源经济学

的角度看，粉煤灰中蕴藏着大量硅、铝、铁、锂、

镓、锗、稀土等有价元素，价值量巨大。煤矸石

根据热值、硅铝含量、灰分等指标在燃料、建筑

材料、路基填料、化工原料、农业生产等方面具

有广阔的应用前景[9]。
2.1 粉煤灰

粉煤灰作为一种煤炭产业链的终端产品，其

中蕴藏着大量的、可供人类开发利用的资源。美

国早在 1974年就将粉煤灰作为一种矿物资源[10]。
我国自 20世纪 50年代开始研究利用粉煤灰，但一

直将粉煤灰视为一种工业固废，重视程度不够，

利用方式简单、粗放，利用思路以“消耗式”为

主，利用效率低端，以水泥、建材、混凝土为大

宗。因此，首先应改变对粉煤灰的认识和定位，

从煤基工业固废转为“矿产资源”，从“消耗式”

利用转变为“节约式”利用，从明显的有害固废

转变为有潜在利用价值的宝贵资源。

2.2 煤矸石

同粉煤灰一样，我国对煤矸石的利用仍然较

粗放。如果加以适当的分类和分选，煤矸石完全

可以作为一种煤炭的伴生矿产资源而非共生废弃

物[11]。如收到基低位发热量大于 6 270 kJ/kg的煤矸

石可用来发电；Al2O3含量 （质量分数） 大于 40%
的煤矸石可用来提取含铝化工产品[9]，高岭石含量

（质量分数） 大于 80%的煤矸石可用来制备高岭

石；灰分小于 85%、有机质含量大于 20%煤矸石，

可分别用来制作微生物肥料和有机复合肥等。显

然，适当的分类和分级后，煤矸石完全可作为一

种煤炭的伴生矿产资源。

3 粉煤灰、煤矸石利用存在的问题

3.1 量大率低问题突出

山西粉煤灰、煤矸石储量巨大，在现有技术

条件下，对其的处置和综合利用仍处于盈亏分界

点以下，单独依靠市场和企业难以完成，需由政

府主导并进行奖补。山西煤矸石、粉煤灰原有

堆存量大、新产出量大，受市场容量、附加值

低、运输半径等因素制约，现有消化利用能力、

综合利用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随着经济的发

展，对能源、原材料的需求将逐渐扩大，粉煤

灰、煤矸石的排放量也将进一步增加，“量大率

低”问题将进一步突出。此外，受地域、市场认

知度影响，煤炭、煤矸石等综合利用项目普遍存

在着初期投资大、短期见效慢、成本高、风险大

等问题。

3.2 过度依赖退税政策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对全国煤矸石综合利用发

电企业的经济效益状况政策调查发现，24家企业

中 9家亏损，盈利的企业利润大都依赖于资源综合

利用企业的优惠退税。山西省各级政府对工业固

废综合利用工作关注度与重视度不够，需要进一

步提高认识，加大投入，推进工作开展。山西省

已建成煤矸石综合利用电厂 45家，煤矸石新型墙

材企业 327家，煤矸石陶瓷生产企业 45家，其他

煤矸石利用企业 21家[7]。因此，应在税收优惠方

面，继续加大资源综合利用税收优惠政策、节能

节水环保装备所得税减免政策，提高企业开展煤

炭资源综合利用的积极性。此外，应加强产融合

作，拓宽融资渠道，加大对重点项目的信贷支持。

3.3 产学研融合较弱

山西省堆存煤矸石 9亿 t、粉煤灰 2.8亿 t。
利用任务量巨大，山西省粉煤灰、煤矸石综合

高效利用的研发团队仍然比较薄弱，亟需加强

绿色技术创新，构建产学研深度融合、成果转

化顺畅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推动全省煤炭产

业绿色发展。

4 加快山西省粉煤灰、煤矸石绿色发展的

思考与建议

“十八大”以来，山西省加大煤层气、风电与

太阳能发电等的政府补贴力度、税收优惠和产学

研融合，获得巨大成功，其模式和路径可以用来

借鉴。2016年以来，山西通过税收优惠和提高政

府补贴力度及产学研融合，煤炭清洁利用、煤层

气抽采利用世界瞩目，风电、光电等新能源企业

的迅速崛起。

4.1 加大政府补贴力度

对煤矸石电厂上网电价进行政府补贴收购，

统一优先上网；对煤矸石加工利用企业进行按补

贴，按每吨综合利用煤矸石、粉煤灰进行适当的

财政补贴和政府奖补，并按不同的利用方式给予

不同程度的补贴；加大对煤炭资源综合利用项目

刘汉斌：山西省粉煤灰煤矸石绿色发展的思考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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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支持力度。

4.2 加大税收优惠

继续加大资源综合利用税收优惠政策、节能

节水环保装备所得税减免政策，提高企业开展煤

炭资源综合利用的积极性，加强产融合作，拓宽

融资渠道，加大对重点项目的信贷支持。

4.3 加快产学研融合

首先，应加强人才技术保障，以高校重点实

验室和企业技术中心为依托，引进煤炭资源综合

利用领域高层次人才，多层次培养专业技术人才

和技能人才，推动煤炭资源综合利用。其次，应

重点支持，建立山西省粉煤灰、煤矸石高值化利

用重点实验室，打造一批由骨干企业牵头组织、

科研院所共同参与的煤炭资源综合利用技术创新

平台。在煤炭生产重点地级市，建立服务区域煤

矸石、粉煤灰综合利用研发中心，引进人才，服

务地方粉煤灰、煤矸石的综合利用和高值化、精

细化利用。第三，鼓励企业与专业院校、科研机

构与企业深度合作，提升煤炭综合利用从业者的

基础理论知识及岗位技能。

4.4 以绿色技术创新实现山西省煤炭绿色发展

积极发展煤矸石制超细高岭土、陶瓷、陶瓷

微珠、造纸等产品，鼓励低热值煤机组掺烧煤矸

石综合利用发电，合理发展煤矸石砖、建筑陶瓷、

煤矸石装饰砖和多孔砖等建材产品，积极开展煤

矸石多元素、多组分梯级利用，推进煤矸石高值

化利用，提取有用矿物元素，重点研发煤矸石生

产农业肥料、净水材料、胶结充填专用胶凝材料

等高附加值产品。

开发应用大掺量粉煤灰混凝土技术，改造提

升粉煤灰生产砌块等新型建材的技术水平、产品

质量，继续扩大在建材领域的应用规模；推动粉

煤灰有用组分提取及农业领域应用；推广粉煤灰

分选和粉磨技术，加强精细化、高科技化产品的

研发，推广粉煤灰分离提取高附加值产品，推动

高铝粉煤灰提取氧化铝及其配套项目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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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煤层气、页岩气赋存和开发情况概述

1.1 煤层气赋存和开发情况

煤层气是指储存在煤层中的烃类气体，存在

形式是以甲烷为主要成分、以吸附在煤基质颗粒

表面为主、部分游离于煤孔隙中或溶解于煤层水

中，是煤的伴生矿产资源，属非常规天然气，是

近一二十年在国际上崛起的洁净、优质能源和化

工原料。煤层气俗称“瓦斯”，热值是通用煤的 2~
5倍，1 m3纯煤层气的热值相当于 1.13 kg汽油、

1.21 kg tce，其热值与天然气相当，可以与天然气

混输混用，且燃烧后很洁净，几乎不产生任何废

气，是良好的工业、化工、发电和居民生活燃料，

煤层气勘探开发是世界上发展较快的非常规天然

气产业。但是煤层气直接排放到大气中，其温室

效应约为二氧化碳的 21倍，对生态环境破坏性极

强，并且在煤层气开采的过程中，很容易对地下

水、地表水等水资源造成一定的污染。

我国是一个煤炭大国，煤层气资源非常丰富，

居世界第三。每年煤炭开采排放的煤层气在 130
亿 m3以上，合理抽放的量可达35亿 m3左右，除去

现已利用部分，每年仍有 30亿 m3左右的剩余量，

加上地面钻井开采的煤层气 50亿 m3，可利用的总

量达 80亿 m3，约折合 1 000万 tce。2015年，煤矿

瓦斯抽采量 136亿 m3、利用量 48亿 m3，分别比

2010年增长 78.9％、100％，年均分别增长 12.3%、

14.9%；煤矿瓦斯利用率 35.3%，比 2010年提高了

3.7个百分点[1]。
1.2 页岩气赋存和开发情况

页岩气是指赋存于富有机质泥页岩及其夹层

中，以吸附和游离状态为主要存在方式的非常规

天然气，成分以甲烷为主，是一种清洁、高效的

能源资源和化工原料，主要用于居民燃气、城市

供热、发电、汽车燃料和化工生产等。页岩气生

产过程中一般无需排水，生产周期长，一般为 30
～50年，勘探开发成功率高，具有较高的工业经

济价值。

煤层气和页岩气开发对水资源影响的对比分析

李 建 飞
（煤炭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北京 100013）

摘 要：我国煤层气和页岩气的储量丰富，是发展潜力巨大的非常规天然气体。但煤层气和页岩气

开采过程中易对水资源产生扰动和污染。分析了煤层气和页岩气开采过程中对水资源的影响，从对

地下水和地表水的污染、对采气区地层的破坏、对居民生活的影响以及开采过程中的耗水量等方面

进行了对比分析。最后从开采过程、技术和加强水污染防治的法制建设等角度提出对策建议。

关键词：煤层气；页岩气；水资源；污染防治；对比分析

中图分类号：F416.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9605（2019） 12－0071－05

基金项目：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项目（2016ZX05045007-002）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coalbed methane and shale gas development on
water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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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China is rich in reserves of coalbed methane and shale gas，which are unconventional natural gas with great devel⁃
opment potential. However，coal bed methane and shale gas are easy to disturb and pollute water resources. The impact of
coalbed methane and shale gas on water resources was analyzed.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was conducted from the groundwater
and surface water pollution，damage to the strata in the gas production area， the impact on residents' lives，and water con⁃
sumption during mining，etc. Finally，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were put forward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mining pro⁃
cess，technology and strengthening the legal construction of water pollution prevention.
Key words：coalbed methane；shale gas；water resources；pollution prevention；comparative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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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页岩气资源潜力大，初步估计我国页岩

气可采资源量在 36.1万亿 m3，与常规天然气相当，

比浅煤层气约 36.8万亿 m3 的地质资源量略少。页

岩气的形成和富集有着自身独特的特点，往往分

布在盆地内厚度较大、分布广的页岩烃源岩地层

中。较常规天然气相比，页岩气开发具有开采寿

命长和生产周期长的优点，大部分页岩气分布范

围广、厚度大，且普遍含气，使得页岩气井能够

长期地以稳定的速率产气。据统计，截至 2012年 4
月，我国共确定 33个页岩气有利区，页岩气完井

58口，其中水平井 15口。随着页岩气勘探权逐步

向民间开放，未来十年页岩气开发将有望迎来快

速发展的“黄金十年”。到 2015年年末，仅页岩气

开采阶段设备需求超过 150亿元，至 2020年年末

相关设备需求则超过1 000亿元。

2 煤层气和页岩气开发对水资源的污染、

破坏

2.1 对水资源的污染

2.1.1 工作液渗漏污染地下水

煤层气开采工艺多为钻井开采，其施工过程

分为钻井、固井、射孔、压裂、排采 5个阶段，前

4个阶段或多或少造成煤层的裂缝，尤其是压裂阶

段，且大多数矿井形成的都是多条水力裂缝，一

般首先发生在井筒附近，随之发展成水平裂缝和

垂直裂缝[2]。多条水力裂缝的形成原因与煤体自身

的结构特征、施工技术参数和施工过程等都有关

系[3]。由于压裂液中存在支撑剂，裂缝会被支撑剂

所填充，在钻井工程结束后，裂缝难以愈合，支

撑剂会通过裂缝使得煤层中的含水和导水性发生

变化。同时，在压裂过程中会对地层产生断裂、

破损等影响，严重的还会造成井塌、井漏等，含

有大量化学物质的压裂液进入压裂缝和断裂处，

沿着导水构造深入到裂缝含水层，对地下水造成

污染[4]。
页岩气的储集层渗透率低，开采难度相对来

说较大，采用的主要开采工艺为水平井和多层压

裂技术，由于页岩气比煤层气埋深要深，开采工

艺难度大，在开采过程中产生的裂缝多且宽，甚

至会延伸上千米[5]，对地下水造成的污染主要是钻

井液的渗漏所引起的。在施工过程中，钻井液柱

的压力要稍高于裸露地层的压力，在钻井过程中

地层出现裂缝，使得钻井液沿着新出现的裂缝渗

漏进入地层中，从而破坏地下含水层。钻井这种

污染被称为“越流污染”[6]。井筒的泄漏也会污染

地下水。在钻井过程和之后的固井过程中，都需

要使用贯穿地层和含水层的套管来密封整个页岩

气井，用来防止压裂液、钻井液或页岩气泄漏到

地层和含水层中[7]。但若套管质量出现问题，受到

腐蚀，或者套管尺寸不合理，使得套管和井壁之

间产生缝隙，导致工作液泄漏，污染地下水。

2.1.2 返排液处理不当污染地表水

煤层气和页岩气的开采过程中都有返排液的

处理环节，返排液包括钻井工艺废水、压力返排

液等各环节的工作液，对返排液处理不当，则会

造成地表水的污染。

据有关研究，煤层气废水排放中，氟化物超

标情况最为突出，其次为氨氮、亚硝酸盐、氯化

物、溶解性总固体等[8]。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煤层

气开采过程中，煤层气的排水井处均应设有泥浆

池、深水坑等，主要是为了存放钻井工程过程中

的施工废水、泥浆和岩屑，并收集采气过程中的

大量排水。煤层气开采钻井工程中排水井的排水

量一般在 300 m3每眼左右，排水中含有的主要污

染物有悬浮物、石油类、COD等。一般情况下，

煤层气钻井排出的废水应采用化学混凝法处理后

循环使用，可以使废水回用率达到 85%以上，泥

浆经自然蒸发后应采用固化填埋处理的方法。但

是如果返排液处理不当，使这些高矿化度、高盐

分、含大量悬浮物的废水不当排放，会对地表水和

地下水造成污染，当排水量较大时，会造成溢流现

象，使得废水排入河道造成大范围的水体污染[9]。
页岩气开采过程中也会产生大量的废水，当

压裂过程结束，压力释放，工作液就会顺着套管

返流回地面，若此时对压裂液处理不当，或储存

的过程会出现泄漏或是不合理排放、含有化学物

质的洗井废水和场地雨水的排放也会对地表水造

成污染。对于页岩气开采过程中的压裂液返排处

理主要有回注、处理后回收利用和处理后排放 3种
途径。回注对开采地的地质条件要求较高，例如，

涪陵焦石坝地区由于其地质结构和储存条件特殊，

压裂液返排率较低，可以实现压裂返排液的全部

回收利用，在减少水资源污染的同时也能节约大

量的水资源，而其他压裂返排率较高的地区还难

以实现。采用返排液处理后回收利用或排放的方

法，重点在如何处理返排的压裂液，采用传统的

蒸馏和膜分离等处理技术的技术经济性较低，处

理技术应考虑开采地质条件、压裂液配制的水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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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所含化学添加剂。

2.1.3 污染方式对比分析

在煤层气和页岩气的开采中，由于工作液的

渗漏造成水资源污染均是因为压裂液中大量的化

学物质，约有 10余种不同的包括重金属化学物质，

或是由于开采工艺造成不同含水层的裂缝，使得

含有不同元素的地下含水层之间进行沟通而造成

地下水污染。在两种开采过程中，压裂液均是功

能性的，具有传递压力、压裂地层和煤层、输送

支撑剂等功能，所以会贯穿整个开采工作面。但

是两者不同的是，煤层气埋深较浅，且裂缝出现

之处多为工作面附近的水平或垂直裂缝，造成污

染的是浅层地下水；页岩气埋深较深，约在

2 000 m以下，最深探测深度已达 4 000多米，且

页岩气开采造成的裂缝水平可达上千米，所以若

在页岩气开采过程中对技术控制不当，造成工作

液渗漏，不但会污染到深层地下水，而且污染范

围比煤层气开采所造成的范围要更为广泛和严重。

煤层气和页岩气开采中的返排液处理不当时，

都可能会对地表水产生污染，但是煤层气开采过

程中的废水回用率高达 85%以上，回收利用率高，

很大程度上减少了返排液的污染，且目前已有合

理的处理方式。页岩气返排液的处理方法较为复

杂，是否可以采用回注的方法以及如何处理废水

再回收利用，需要考虑开采地的地质条件，回收

利用较难，相比煤层气开采，在页岩气的开采中

应该更注重返排液的回收处理和管理，尽量减少

废水污染地表水。煤层气与页岩气开采对水资源

污染方式的对比见表1。
2.2 对采气区地层的破坏

煤层气开采对于地层结构的破坏，主要是在

排采产气阶段对煤储层和地层的破坏。首先，钻

井液会对煤层自身性质造成破坏，即煤储层的渗

透性降低，主要表现在 3个方面。第一，钻井液中

的固相颗粒如黏土、堵漏材料等，在煤储层裂隙

变窄或钻井液流速降低时，会发生堵塞，降低煤

储层的渗透率。第二，钻井液液相与储层岩性、

储层流体不配伍会对煤储层造成水敏性伤害、碱

敏性伤害和无机垢、有机垢堵塞等伤害。第三，

煤储层孔隙变形是塑性变形，储层裂隙在压力差

下有一定程度的闭合，裂隙闭合后在卸压过程中

不易恢复张开，由此降低了渗透率。 另外，由于

布井的方式，会直接打通地层，在地层中造成多、

密且不可逆的井洞。煤层气开采的排采产气阶段，

需要将赋存在目标煤层中的地下水疏干排出，抽

采出煤层气。煤层气抽采井的布井一般为 9~10眼
每平方千米，部分以井组的形式抽采，相距仅几

米，并且抽采井的井深在 700~800 m之间，超过目

标煤层，通常抽采井的排水量每天排水在50~100 m3，

采气区的地层被破坏地如同蜂窝煤一般[10]。
页岩气开采对于地层结构的破坏主要是在水

力压裂过程中，需要向地下注入高压流体，压裂

岩石，为页岩气的运移提供更多的流动通道，从

而对地下岩石造成不可修复的裂缝。以美国为

例， Hadi Ghofran等[11]学者指出，页岩的压裂会诱

发作业地区中等强度的地震，特别是美国中部，

像俄亥俄州、俄克拉荷马州地震频发和页岩气的

开采作业有着密切的联系 。因此，水力压裂会破

坏地层稳定的应力状态，从而诱发了地震。但此

种破坏是否适用于中国页岩气的开采，学术界并

没有统一的观点，何登发等[12]学者从地震学角度解

释，对页岩气开采是否能够引起中等强度以上地

区域

地下水

地表水

煤层气污染方式

钻井开采时在井筒附

近形成水平和垂直的多

条水力裂缝，压裂液渗

漏污染地下水

开采过程中废水存放、

处理不当污染地表水

页岩气污染方式

使用水平井和多层压裂

技术，造成较宽且较多的

裂缝，钻井液通过裂缝污

染地下水

压裂结束后压力释放，

压裂液随套管返回地面，

若存放、处理不当污染地

表水

相同点

开采过程中均产

生裂缝，使含有大

量有害化学物质的

工作液通过裂缝渗

漏污染地下水

因含有化学物质

的废水、返排液在

地面存放、处理不

当造成污染

差异性

煤层气：埋深较浅，水力裂缝出现

在井筒附近，污染较浅层的地下水

页岩气：埋深较深，产生的裂缝较

宽且可能绵延千里，污染较深层的地

下水且污染范围广

煤层气：采用化学混凝法、固化填

埋处理等方法处理废水泥浆，回收率

高达85%
页岩气：处理条件因开采地的地质

条件而异，且处理方法复杂，回收利

用较难

表1 煤层气和页岩气开采对水资源污染方式的对比

李建飞：煤层气和页岩气开发对水资源影响的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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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仍不清楚，但对于地层结构造成裂缝的破坏是

毋庸置疑的。

因此，在排采产气阶段，煤层气开采的排采

产气阶段，会对地层和地下含水层结构造成较为

严重的破坏，而页岩气在水力压裂阶段对地层结

构的破坏较为严重。

3 开采过程中的耗水

在煤层气开采过程中，煤层气井是以井组出

现的，包括一口注水井，其余井是进行排水降压，

促使煤层气减压解析，再被采排出来。注水井是

维持煤储层的压力降，防止储层压力不足，造成

过早达到枯竭压力。而为了防止注入的水对储层

造成伤害，所注入的水要进行储层匹配，一般情

况下，采用排采出来的地下水进行回注。在煤层

气井采气前，一般要抽水长达 3~10天，日均抽采

量为 100 m3左右，所以，单井耗水量约为 300~
1 000 m3。所以，如果煤层气资源赋存丰富，但在

缺水情况下，可以通过各种开采技术克服缺水条

件进行大规模开采。据统计，煤层气开采全过程

中钻井液的重复利用率达到85%，若在煤层气开采

过程中合理并重复利用钻井液，可以很大程度上

节约水资源。

页岩气开采过程中除了污染水资源等问题，

开采过程还需要消耗大量的水资源。由于我国页

岩层系的时代和沉积环境比较复杂，经历了多期

复杂的构造运动，且埋深较深，页岩气由于束缚

在致密的、几乎没有孔隙和裂缝的页岩中，开采

过程必须经过大规模地层压裂，需要在页岩中人

工打通大量的长裂缝，形成气体的通道进行采集，

这个过程目前只能采取水力压裂法。据统计，进

行一次水力压裂需要消耗数百万吨水，页岩气水

平井钻井和压裂所需水量达到约 1万~2.4万m3，钻

井液的重复利用率为 30%~70%[13]。所以，页岩气

开采过程耗水量巨大也成为国内页岩气发展受到

阻碍的一个原因和争议点。煤层气和页岩气开采

过程中的耗水情况对比分析见表2。
表2 煤层气和页岩气开采过程耗水情况对比

4 政策建议

回顾近几年的发展，我国在 2006年成为天然

气净进口国，国内天然气产量增长一直跟不上需

求增长，导致进口量持续攀升，2016年对外依存

度大致为 33%，2020年对外依存度则可能超过

40%。国内天然气需求主要从 3个方面来满足：一

是自产天然气；二是通过中亚和俄罗斯等长输管

网进口的天然气；三是从东南沿海进口的液化石

油气。煤层气和页岩气等非常规天然气的发展对

我国非常重要。对于页岩气和煤层气的勘探开发

和合理利用，依然需要注意减少对环境的破坏，

尤其是对水资源的污染和浪费。

第一，煤层气和页岩气开采对地下水的污染

主要是工作液渗漏和设备泄漏 2个方面，对于地表

水的污染主要是废水的不合理排放。工作液中所

含有大量的化学物质种类众多、成分复杂，所以

应该在开采过程中，加强现场的合理布局，注重

废水的收集，加强废水的存储设施，避免被污染

的场地雨水不合理排放，做好防漏防渗工作，从

技术和现场避免废水污染水资源。

第二，从法制的角度看，我国页岩气开发法

律规制主要集中在矿产资源、水资源保护、环境

影响评价以及财税政策等方面[14]，存在着水环境法

律责任认定的缺失问题，国家应加强对于“排污

许可”具体内容的规定，如明确规定违反排污许

可的法律责任。加强政府的监管以及对于排污企

业的惩罚力度。国家自然资源部发布多个行业污

水排放标准，同时也印发了《污水处理费征收使

用管理办法》，向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排放污

水、废水的单位和个人，应当缴纳污水处理费。

这就加强了对污水排放企业的约束和监管力度[15]。
第三，页岩气开采过程大量消耗水资源的问

题，一直是我国研究的争议所在。由于我国页岩

气发展处于初级阶段，法律政策较为不完善，美

国作为页岩气大量系统开发有成功经验的国家，

对于页岩气产业对水资源污染和破坏的法律约束

和研究较多[16]，我国可以借鉴美国相关的污染防治

经验，结合中国的实际制定相应的政策。

对于美国页岩气开采水污染防治法制的借鉴

可以有以下 3点。第一，保证金制度，要求页岩气

开发企业支付一定的保证金，加强开发企业的环

保意识。第二，刑事责任制度。我国对于造成水

资源污染的企业和个人的惩罚力度不够，应加强

技术

煤层气

页岩气

单井耗水量/万m3

300~1 000
10 000~24 000

钻井液的

重复利用率/%
>85
30~70

开采区水资源情况

丰水或缺水均可开采

丰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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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责任制度。严格规范企业和个人行为。第三，

推定责任和连带责任制度，加强责任认定，同时

对于确定有责任，但是责任不明或责任相互推诿

的情况确定为连带责任。因此，通过借鉴美国页

岩气开采对水污染防治法制的经验，因地制宜地

运用到我国不同的页岩气开采区，不但可以提高

企业和个人的环保意识，还可以提高地方环保的

积极性，促进地方和国家的水污染防治法制创新，

提高法制实效[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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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煤层气是煤炭的伴生天然气资源，据估算总

量为 25万～50万亿m3，煤层气开采能降低矿井瓦

斯灾害的发生和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作为一种

情结、高效、安全的非常规天然气，凭借其资源

储量大和分布范围广的优势，煤层气将迎来黄金

发展期 [1-3]。煤层气开采过程中往往只关注直接经

济效益，对间接经济效益考虑较少。间接经济效

益类别较多，分类困难，如：煤层气抽采导致煤

炭产量增加带来的效益；煤层气抽采节约的通风

费用、减少的瓦斯监测费用、减少的排放瓦斯处

理费用；节约的瓦斯治理及煤炭生产管理费用和

增加的瓦斯抽采管理费用，等等[4]。这些间接费用

既要考虑工程开发分类的合理性，又要满足财务

评价要求，费用概算还要符合实际预算。基于此，

笔者为了确定煤矿区煤层气抽采间接经济效益，

提出了煤层气抽采间接经济效益计算方法，该方

法包括两种研究对象，对象一：地面抽采前后瓦

斯治理安全投入发生变化，从矿井设计角度计算

该变化值，即煤层气抽采间接经济效益；对象二：

统计典型矿井的瓦斯赋存与瓦斯治理成本数据，

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将目标矿井数据与已有

矿井数据进行对比，分析计算瓦斯治理成本变化，

该变化部分即煤层气抽采间接经济效益。在此基

础上，建立了煤层气抽采间接经济效益评价模型，

开发了煤层气抽采间接经济效益评价软件，为煤

矿区煤层气开发经济效益合理性提供了技术支持。

1 煤层气抽采与矿井瓦斯治理费用关系

煤层气抽采与矿井瓦斯治理费用存在两方面

关系。从时间上看，煤层气地面抽采通常发生在

整块煤田矿井建设中甚至设计之前，部分煤层气

抽采发生在生产矿井的远期储量煤层或区块，而

煤矿区煤层气抽采经济评价技术与应用

黄 鹤 1，2

（1. 煤科集团沈阳研究院有限公司，辽宁 抚顺 113122； 2. 煤矿安全国家重点实验室，辽宁 抚顺 113122）

摘 要：提出了两种煤矿区煤层气抽采间接经济效益确定方法，建立了煤层气抽采间接经济效益

评价模型，开发了煤层气抽采间接经济效益评价软件。通过该经济评价模型和评价软件对某井田

地面煤层气抽采项目进行了经济评价，在考虑安全效益时，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小于财务内务基

准收益率8%，税后财务净现值小于0，静态回收期小于基准投资回收期8年，项目盈利能力弱。

关键词：煤矿区；煤层气抽采；经济效益；评价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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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 evaluation technology and application of CBM extraction in coal mine area
Huang He1，2

（1.China Coal Technology and Engineering Group Shenyang Research Institute，Fushun 113122，China; 2.State Key Laboratory of Coal Safety
Technology，Fushun 113122，China）

Abstract：Two methods for determining indirect economic benefits of coalbed methane extraction are proposed，and an evalua⁃
tion model of indirect economic benefits of coalbed methane extraction is established，and indirect economic benefit evaluation
software was developed for coal bed gas extraction. Through this economic evaluation model and evaluation software， the eco⁃
nomic evaluation of the surface coal seam gas extraction project in a well field was performed. When examining the safety ben⁃
efits，the financial internal rate of return after tax is less than the benchmark internal financial rate of return of 8%，the fi⁃
nancial net present value after tax is less than 0， the static payback period is less than the benchmark investment payback
period of 8 years，and the project's profitability is weak.
Key words：coal mining area；coal bed gas extraction；economic benefits；evaluation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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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井瓦斯治理费用则发生在矿井生产经营时期，

二者在时间上往往并不同步，可能存在短则数月、

长则数年甚至数十年的时滞。这增加了煤层气抽

采对未来矿井瓦斯治理费用影响程度研究的难度，

因此在较长的时间内，瓦斯治理手段、矿井开采

方式及外部经济环境等，都发生变化。只能以现

有瓦斯治理手段、矿井开采方式和外部经济环境

等来估计当前煤层气抽采对未来矿井生产中瓦斯

治理费用的影响[5]。从各自的因果关系上看，煤层

气抽采直接导致煤层瓦斯含量降低，而瓦斯治理

费用本质上受控于矿井生产期间的瓦斯涌出量。

我国对煤矿瓦斯等级评定采用矿井瓦斯涌出量标

准，不同瓦斯等级的矿井在瓦斯治理手段和费用

上存在较大的差别。因此，表面上看煤层气抽采

和矿井瓦斯治理费用并无直接关系，但特定煤田

的煤层瓦斯含量与该煤田中的矿井在生产时期的

瓦斯涌出量存在密切而复杂的关系[6]。若能直接从

煤层气瓦斯含量出发评定矿井的瓦斯等级，则可

显化煤层气抽采对矿井瓦斯治理费用的影响关系，

从而使煤层气抽采的间接经济效益计算成为可能。

煤矿区煤层气抽采的间接经济效益指的是煤

层气抽采后矿井生产时获得的安全效益。因此，

煤层气抽采的间接效益就等于抽采前矿井瓦斯灾

害治理费用与抽采后矿井瓦斯灾害治理费用的差

值。国内煤矿适用于矿井瓦斯灾害治理方面的投

入 （G） 主要包括矿井通风 （T）、瓦斯抽采费用

（C）、防治煤与瓦斯突出费用（F）和瓦斯超限事

故损失 （S） 4个方面，因此煤层气抽采的间接经

济效益（B）主要体现4项费用上的投入。

2 煤层气抽采间接经济评价模型

2.1 矿井瓦斯治理费用构成

1）矿井通风系统费用（T）。矿井通风系统成

本主要包括电费（T1）、设备折旧费（T2）、通风设

施和材料消耗费用 （T3）、通风人员工作费用

（T4）、专为通风服务的井巷工程折旧费和维护费折

算至每年的费用（T5）。

2）矿井瓦斯抽采费用构成（C）。矿井瓦斯抽

采费用（C）主要是抽放工程费用及购买设备、材

料的费用。井上工程主要抽放泵站建设、地面管

路敷设及设备安装等，井下工程包括巷道管路敷

设、安装及钻孔施工。

3）防治煤与瓦斯突出费用构成（F）。主要包

括矿井防突设备费用、安全防护设施费用、防突

施工费用、机构设置及人员培训费等。

4）防治瓦斯事故费用构成（S）。瓦斯超限事

故损失费用 （S），包括瓦斯超限停产损失，间接

损失和预防瓦斯超限措施费用。其中瓦斯超限停

产损失主要包括掘进工作面停掘、回采工作面停

采等费用；间接损失主要包括事故处理和相关奖

励、处罚等费用；预防瓦斯超限措施费用主要包

括瓦斯治理费用、相关设备费用等。

2.2 不同矿井瓦斯等级的矿井瓦斯治理费用

高瓦斯矿井瓦斯灾害治理费用为矿井通风费

用加上瓦斯抽采费用加上事故造成损失费用的总

和。煤与瓦斯突出矿井瓦斯灾害治理费用为矿井

通风费用加上瓦斯抽采费用加上防治煤与瓦斯突

出费用加上事故损失费用的总和。

2.3 基于多元线性回归的间接经济效益评价模型

模型建立具体可分为以下4个步骤。

1）对总体进行分类。根据我国煤矿煤层瓦斯

赋存的特点，进行矿井瓦斯等级分类，分为煤与

瓦斯突出矿井、高瓦斯矿井和瓦斯矿井。

2）确定敏感性参数。在分类的基础上，根据

单个矿井总体特点，确定影响瓦斯治理投入的敏

感性参数。

3）建立各个类别中敏感性参数与瓦斯治理投

入关系模型。在确定了单个矿敏感性参数的基础

上，建立类别与瓦斯治理投入关系模型。

4）判别抽采前后目标矿井属于哪个类别，可

计算出抽采前后瓦斯治理投入，从而计算出间接

经济效益。

本模型对煤层气产量、经营成本和固定资产 3
个参数进行了单因素敏感性分析，观察其对财务

内部收益率和净现值的影响程度[7]，如图1所示。

图1 敏感指标分析

针对目标矿区，抽采前根据其敏感性参数指

标将其划入层级类别，然后采用关系模型计算瓦

黄 鹤：煤矿区煤层气抽采经济评价技术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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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治理投入费用，抽采后采用同样的方法计算其

瓦斯治理投入费用，抽采前后瓦斯治理投入费用

的差值即煤矿区煤层气抽采的间接经济效益。

煤层气抽采间接经济效益评价模型结构如图

图2所示。

图2 煤层气抽采间接经济效益评价模型结构

3 煤层气抽采间接经济效益评价软件

该软件由 1个主模块和 6个子模块组成，主模

块为煤层气抽采经济效益计算模块，子模块包括

计算量W1和W2、计算通风费用模块、计算瓦斯抽

采费用模块、计算防治煤与瓦斯突出费用模块、

计算瓦斯超限事故损失费用模块、计算煤层气抽

采间接经济效益模块。

煤层气抽采经济效益计算软件主模块界面为

程序运行后打开的第一个界面，首先输入矿井编

号，系统自动在软件安装目录下找到与该矿井编

号对应的 TXT文件，如果存在则将文件信息读入

内存结构中，否则表明该矿井信息第一次录入。

用户输入矿井名称、产能、当前煤层瓦斯含量W0、
预抽后煤层瓦斯含量WP，然后计算出突出矿井煤

层瓦斯含量临界值W1及高瓦斯矿井煤层瓦斯含量

临界值W2，通过控制按钮利用设定好的程序得到

瓦斯抽采费用、防治煤与瓦斯突出费用、瓦斯事

故损失费用，最后得到煤层气抽采间接经济效

益。煤层气抽采经济效益分析软件运行流程如图

3所示。

图3 煤层气抽采经济效益分析软件运行流程

4 应用实例

运用煤矿区煤层气抽采经济评价模型和评价

软件，对在山西晋城矿区某井田煤层气地面抽采

项目进行了经济评价。评价的基础数据取自该井

田总体开发部署的有关资料，经整理分析后确定。

该井田整个矿区预计部署井数 400口，其中 80口
参数井，320口生产井，平均井深 560 m，单井日

产量 978.34 m3，井组年产量 305.5×105 m3/a。相关

基础数据见表1。
表1 项目基础数据

4.1 成本估算与分析

1）生产成本。生产成本包括采气成本和期间

生产的费用，生产成本包括材料费、燃料动力费、

生产人员工资及福利费，折旧费、修井费、再压

裂费、气处理费、气田维护费、水处理费等。

2）管理费用。管理费用主要包括矿产资源补

偿费、无形资产摊销费、递延资产摊销费以及其

他管理费用。根据国家相关政策，煤层气开发项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项目名称

新钻井数

平均井深

总钻井进尺

单井日产能力

井组日产能力

井组年产量

年平均生产天数

建井期

生产期

单位

口

m
m
m3/d
m3/d

105×m3/a
天

年

年

数值

400
560

224 000
978.34
92 575.76
305.5
330
3
15

备注

80口参数井，320
口生产井

78



2019年第12期

目没有矿产资源补偿费。

3）财务费用。财务费用是企业为筹集资金而

发生的各项费用。包括生产经营期间发生的利息

净支出、汇兑净损失、调剂外汇手续费、金融机

构手续费以及筹集发生的其他财务费用等。

4）销售费用。销售费用是指在销售过程中所

发生的费用，可按销售收入的 0.2%～0.5%计算，

本次经济评价按0.4%计算。

经计算项目生产期内年均总成本 10 819.05万
元 ， 其 中 ， 固 定 成 本 9 078.93 万 元 ， 可 变 成

本 1 740.12万元，平均单位产气成本 911.49元/
km3。从成本和费用结构上看，固定成本占总成本

83.92%，其中折旧占 81.33%，可变成本占总成本

16.08%。

4.2 年生产收入、税金及附加计算

煤层气开发项目生产收入在不考虑安全效益

时，主要包括销售收入和政府补贴收入；在考虑

安全效益时，主要包括销售收入、政府补贴收入

和安全效益。详见表2。
其中销售收入按照预计 400口井年均产气量

11 869.60×104 m3/a，煤层气商品率 96%，井口气价

1.1元/m3计算，年均销售收入 12 534.30万元。政

府补贴收入按照 0.2元/m3补贴标准，年均政府补贴

收入 2 278.96万元。安全效益收入在考虑煤矿安全

效益时，煤层气地面开发所带来的安全效益可作

为项目生产收入的一部分用于项目经济评价中，

从而更好地评估项目的综合效益。根据对该矿区

瓦斯治理费用的估算结果可知，每抽采 1 m3煤层

气，井下瓦斯治理费用可减少 0.67元，因此年均

安全效益收入7 634.53万元。

表2 年均生产收入和销售税金及附加计算 万元

4.3 盈利能力分析

根据项目全部投资现金流量和损益，对项目

分 2种情况分别进行了财务盈利能力分析，评价中

财务内部基准收益率取 8%，基准投资回收期取 8
年，评价结果为在不考虑安全效益时税后财务内

部收益率为 1.38%，税后财务净现值为-46 059.60
万元，税后静态回收期为 16.32年；考录安全效益

时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为 7.31%，税后财务净现

值-5 196.44万元，税后静态回收期9.84年。

通过对比分析可知，在不考虑安全效益时，

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远小于财务内部基准收益率

8%，税后财务净现值小于0，静态回收期大于基准

投资回收期 8年，项目不具有盈利能力；在考虑安

全效益时，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小于财务内部基

准收益率 8%，税后财务经现值小于 0，静态回收

期小于基准投资回收期8年，项目盈利能力弱。

5 结 语

通过提出的 2种煤矿区煤层气抽采间接经济效

益确定方法，建立了煤层气抽采间接经济效益评

价模型，并且开发了煤层气抽采间接经济效益评

价软件，该软件能够全面对矿井建设及生产过程

中在煤层气 （瓦斯） 抽采及利用方面成本进行计

算及分析，为煤矿在选择瓦斯抽采方法时提供更

多依据。通过在晋城矿区现场应用，说明该评价

技术能有效对煤层气抽采开发及利用项目财务盈

利能力进行分析，具有较好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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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M收入

安全效益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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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附加费

资源税

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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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78.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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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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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电力行业作为重要基础性行业，肩负着保障

国计民生、维护能源稳定的重要任务。随着 2014
年国家开展新一轮电力体制改革，社会资本逐步

参与到电力市场特别是发售电市场的经营竞争之

中，加之近年来电煤价格指数持续处于高位、环

境保护要求愈加严格等不利因素，传统国有发电

企业面临着严峻的经营挑战。在如此复杂的经营

环境下，国有发电企业亟需提升市场竞争优势、

吸引外部投资者投入、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因

而对发电企业来说，选取科学合理的经营绩效评

价方法，发掘提升绩效管理和企业价值的有效渠

道，显得尤为重要。

经济增加值（EVA）绩效评价体系作为一种较

先进的绩效考评机制，以价值创造为核心，强化

资本回报率因素，通过引入经济资本的概念，将

风险管理技术和绩效管理机制进行有机结合[1]。相

较于传统绩效评价方法而言，EVA以资本利润为

主，不局限于净利润等传统经济指标。国内外关

于 EVA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国内一些学者专门

针对电力行业进行了深入探究[2-6]，验证了 EVA评

价方法对于电力企业经营绩效评价的有效性和实

用性。对发电企业而言，结合其自身特点建立

EVA在HN公司经营绩效评价中的应用研究

张 倩，李卉祥
（黑龙江科技大学 管理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22）

摘 要：电力企业作为重要基础性产业，肩负着保障国计民生、维护能源稳定的重要任务。随着

我国电力体制改革的逐步推进，传统的绩效评价方法已经无法满足企业发展的需要，采用包含经

济增加值（EVA）指标的绩效评价体系逐渐成为主流。以HN公司为研究对象，在分析主要会计调

整项目的基础上，计算其 2014—2018年的 EVA值，并与净利润指标进行比对分析，提出 EVA在

HN公司绩效评价中的具体应用建议，希望对完善绩效评价工作带来实质性帮助，促进HN公司在

财务管理和绩效体系方面全面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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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s an important basic industry，electric power enterprises shoulder the important task of ensuring the national econ⁃
omy and people's livelihood and maintaining energy stability. With the gradual progress of China's power system reform， the
traditional performance evaluation method has been unable to meet the needs of enterprise development，and th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system including economic value added（EVA） index has gradually become the mainstream. Taking HN company as
the research object，on the basis of analyzing the main accounting adjustment items，the EVA value of HN company in 2014
—2018 is calculated，and compared with the net profit index，the specific application suggestions of EVA in th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HN company are put forward，hoping to bring real help to improve th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work，and pro⁃
mote the comprehensive improvement of HN company in financial management and performanc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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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绩效评价体系，既有利于避免企业管理层片

面注重营业净利润的短视行为，同时也有助于提

升企业价值创造能力，加强其风险管理和绩效管

理水平。

本文在我国中央企业现行 EVA评价体系的基

础上，充分考虑电力行业及HN公司的经营特点，

以其 2014—2018年的经营数据为基础，研究 EVA
在该公司中的具体应用，并提出相关经营建议。

1 EVA相关理论

EVA主要是指企业的税后营业利润与全部投

入资本成本之间的差额，其核心内容是“资本利

润”而非“会计利润”。EVA计算过程中充分考虑

了企业资本的总体规模与结构，代表了企业投入

的所有资本所产生的回报率与资本的投资者要求

的最低回报率之间的差额，衡量了企业财富的增

加量，有助于企业所有者进一步了解公司的经营

状况。

在我国现行的国有企业绩效评价体系中，EVA
指标属于重要组成部分[7]，国有企业的经济增加值

计算公式如（1）所示。

EVA＝调整后的税后营业净利润－资本成本 （1）
式中：调整后的税后营业净利润＝ （利润总额－

所得税费用） ＋ （利息支出＋研究开发费用调整

项－非营业性收益调整项×50%） ×（1－25%）；资

本成本＝调整后资本×平均资本成本率；调整后资

本＝平均所有者权益＋平均负债合计－平均无息

流动负债－平均在建工程。

相较于传统绩效评价法，EVA具有以下优点。

1） EVA有助于降低企业代理成本。对于企业

管理者而言，传统绩效评价方法使其更加注重于

会计利润[8]，相比较而言，企业所有者则更加重视

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

关系。由于 EVA评价指标能够直接反映出企业为

所有者所创造出的财富价值，使得管理层与所有

者经营目标趋同，能够有效缓和两者的矛盾冲突，

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企业的代理成本。

2） EVA更加符合价值管理的目标。传统的会

计利润所计量的是企业在一段时间内收益和成本

的差值，对于权益资本的投资规模、时点、成本

和风险等因素关注度不高。而 EVA指标则从出资

人角度出发，在传统财务指标的基础上，加强了

对企业权益资本收益的重视程度。当 EVA的净收

益水平超出权益资本的社会平均收益水平时，权

益资本才能够实现“增值”，才能更加符合所有者

和投资者对于企业价值管理的目标需求。

3） EVA有益于加强企业风险管理。企业管理

者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存在为满足利润指标而粉饰

报表的情况，这在一定程度上会掩盖企业存在的

经营风险。相较而言，EVA指标对于企业整体价

值的考核方式能够有效减轻经营风险被掩饰的概

率。另一方面，EVA对于企业所有者价值最大化

目标的追求，避免了国有企业管理者为求职位稳

固而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选择低风险保守的经营策

略，客观上加强了企业的风险管理水平。

2 EVA在HN公司绩效评价中的应用

2.1 HN公司经营情况

HN公司作为我国五大电力集团之一，成立于

1994年 6月 30日并于同年上市，2018年国内累计

完成发电量 4 304.57亿 kWh，属于中国电力发电企

业中的佼佼者。HN公司的发电业务中火电业务占

据主要组成部分，2018年火电售电量占其总售电

量的 97.1%。HN公司的生产经营既具有行业的共

性，同时也具有自身发展特点。

首先，我国电力行业中发电企业处于行业上

游，其市场自主权受国家电价政策和电网企业的

制约较大，特别是国家考虑到民生问题，上网电

价调整幅度有限。另一方面火力发电的发电成本

还受到近年来电煤价格持续处于高位的影响。以上

因素叠加导致HN公司的经营利润受到不利影响。

其次，“十二五”以来，国家提高环保政策标

准，重点开展节能减排、保护环境工作，对企业

的环境保护要求越来越高，严格的环境保护政策

必然会造成火电企业的成本升高。为达到国家规

定的环境标准，HN公司还关停了部分盈利水平较

高的小火电，愈发加强了政策影响程度。

再次，近年来国家在逐步推进电力体制改革，

特别是输配电价改革。对于发电企业来说，能否

有效控制成本，提高资源优化配置，成为其能否

提升电力市场化竞争优势的先决条件。这就要求

发电企业优化绩效评价体系，真实有效地反映实

际资源配置情况和经营状况。

HN公司作为上市的中央企业，一方面要满足

国资委考核办法中规定的业绩考核标准，另一方

面又要满足公司股东对业绩的要求以及证监会的

监管要求。因此，将HN公司传统指标和EVA指标

结合，构建绩效评价体系，能够有效地反映其真

张 倩等：EVA在HN公司经营绩效评价中的应用研究

81



2019年第12期 煤 炭 经 济 研 究 第39卷

实经营状况，更好地满足企业所有者和投资者的

需求。

2.2 HN公司传统财务指标分析

HN公司呈现在财务报表上的传统财务指标主

要包括营业总收入、主营业务收入、利润总额、

净利润、资产负债率、权益净利率等。表 1为HN
公司2014—2018年部分传统财务指标值。

由表 1可知，2014—2018年营业总收入呈现稳

中有升的状态， 2014—2016年基本保持平稳，

2017—2018年情况明显好于前三年，且其主要构

成来自主营业务收入，其他业务收入占比极小，

说明企业主业情况较为稳定。结合财务报告上的

发售电量及售电价格数据可推测，主营业务收入

在 2017—2018年大幅度提高的原因可能是上网电

价调整所致。

2015年后利润总额和净利润大幅度下降，

2017—2018年利润总额和净利润明显低于前三年，

可能的原因是电煤价格大幅度上涨导致成本增加。

资产负债率水平较高，特别是 2017年，超过

了 75%，主要原因可能是 2017年企业发行大额公

司债券。

2.3 主要会计调整项目

1） 利息支出。HN公司作为重资产型企业，

其资本构成中债务资本占比较高，相关利息支出

在成本中占比较大。由于 EVA资本成本中既考虑

了权益成本也考虑了债务成本，因此利息支出就不

应再作为财务费用中的一部分予以减除，对财务费

用中的利息支出部分，在计算EVA时进行加回。

2）研究开发费用。研究开发费用中主要考虑

研究开发费用调整项，其含义为列入当期成本的

研究开发费用和当期确认为无形资产的研究开发

支出。对于HN公司而言，研究开发费用主要是指

其围绕主营业务方面，特别是在针对安全、环保

等方面的费用化研发投入。对于研究开发费用的

扣除，将影响到企业账面价值的评估，因此在计

算EVA时将研究开发费用予以加回。

3）非经常性收益调整项。非经常性收益调整

项包括变卖主业优质资产收益、主业优质资产以

外的非流动资产转让收益、与主业发展无关的资

产置换收益以及与经营活动无关的补贴收入等，

这部分收益不能反映主营业务业绩，而且HN公司

在财务报表中已将其计入营业外收入，因此在计

算时予以扣除。

4） 在建工程。HN公司每年新增投资项目较

多，在建工程项目账内余额较多。这部分在建工

程在达到可使用状态（结转固定资产时点）之前，

无法为企业带来现实的经济收益。如果将在建工

程计入现期资本中会降低经济增加值，会导致企

业管理层对企业投资项目的优劣情况出现误判，

进而错误配置长期投入项目。因此，在计算 EVA
时应该将在建工程项目从资本成本中予以扣除。

5）平均无息流动负债。无息流动负债指的是

企业财务报表中“应付票据”“应付账款”“预收

款项”“应交税费”“应付利息”“其他应付款”和

“其他流动负债”等项目，在负债总额一定的情况

下，平均无息流动负债比重增加，EVA也会相应

增加。平均无息流动负债不能反映资本成本，应

在计算EVA时予以扣除以真实反映HN公司的资本

成本情况。

2.4 HN公司EVA指标计算

2.4.1 税后净营业利润

HN公司税后净营业利润计算中主要考虑到净

利润、利息支出、研发支出、所得税率、非经常

性收益等项目。EVA指标计算中需对所得税费用

进行重新调整计算，其计算公式如（2）所示。

调整后的所得税费用＝（利润总额－所得税修正与调

年份

营业收入/亿元

营业成本/亿元

主营业务收入/亿元

主营业务成本/亿元

利润总额/亿元

净利润/亿元

资产负债率/%
净资产收益率/%

2014
1 254.07
940.11
1 249.02
937.63
188.75
133.64
69.35
16.97

2015
1 289.05
915.21
1 281.66
911.79
233.85
175.50
67.99
18.83

2016
1 138.14
893.90
1 131.37
890.34
143.66
107.86
68.73
11.19

2017
1 524.59
1 352.09
1 492.32
1 332.67
37.20
21.47
75.65
2.15

2018
1 698.61
1 506.59
1 674.39
1 497.93
34.36
24.07
74.77
2.47

表1 HN公司2014—2018年传统财务指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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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资产通用性较差，对其适用的资本成本率为

4.1%[9]。由于其 2017年资产负债率高于 75%，且属

于工业企业，所以当年资本成本率应为 4.6%。综

上，HN公司 2014—2016年以及 2018年的资本成

本率为4.1%，2017年的资本成本率为4.6%。

资本成本的计算公式如（3）所示，具体计算

结果见表3。
调整后资本＝平均所有者权益＋平均负债合计－平均

无息流动负债－平均在建工程

资本成本＝调整后资本×平均资本成本率 （3）
表3 资本成本计算

2.4.3 经济增加值

综合以上计算结果，经济增加值的计算结果

见表4。
表4 经济增加值（EVA）计算

2.4.4 EVA指标与传统指标比较分析

将HN公司的传统指标数据与近 5年的EVA指

标数据进行比较，见表5。
表5 EVA指标与传统指标对比

图1 EVA与净利润对比

整因素） ×所得税税率 （2）
HN公司在实际经营中部分子公司和分公司享

有所得税优惠政策，实际所得税率接近25%，为简

化计算采用25%。税后净营业利润的计算具体结果

见表2。

2.4.2 资本成本

国资委在考核办法中规定，我国国有企业的

EVA调整项目为 5项，分别为利息支出、研发费

用、非经常性收益、平均在建工程及平均无息流

动负债、平均资本成本。作为电力企业，HN公司

年份

EVA/亿元

△EVA/亿元

净利润/亿元

△净利润/亿元

2014
108.52

133.64

2015
138.97
30.45
175.50
41.86

2016
61.94
-77.03
107.86
-67.64

2017
-44.37
-106.32
21.47
-86.40

2018
-24.04
20.34
24.07
2.61

年份

平均所有者权益/亿元

平均负债/亿元

减：平均无息流动负债/亿元

平均应付票据/亿元

平均应付账款/亿元

平均预收款项/亿元

平均应交税费/亿元

平均应付利息/亿元

平均应付职工薪酬/亿元

平均应付股利/亿元

平均其他应付款/亿元

平均其他流动负债/亿元

平均专项应付款/亿元

减：平均在建工程/亿元

调整后资本/亿元

平均资本成本率/%
资本成本/亿元

2014
787.32
1 874.88
428.95
6.11
113.71
2.50
0.06
10.52
1.80
2.99
119.76
171.02
0.48
179.46
2 053.79
4.10
84.21

2015
932.01
2 071.05
468.25
12.95
99.15
4.09
-9.22
10.18
2.80
6.23
150.21
191.38
0.47
209.77
2 325.03
4.10
95.33

2016
963.53
2 082.21
520.80
15.83
91.48
4.08
-0.69
7.75
3.67
11.82
149.58
236.83
0.44
223.03
2 301.91
4.10
94.38

2017
996.97
2 795.29
610.11
24.06
129.20
13.90
13.63
8.55
5.35
16.55
202.43
196.03
0.41
263.47
2 918.69
4.60
134.26

2018
976.26
2 954.30
549.55
19.71
131.98
17.68
14.00
10.52
6.21
15.02
215.91
117.88
0.63
271.85
3 109.17
4.10
127.48

年份

税后净营业利润/亿元

资本成本/亿元

经济增加值/亿元

2014
192.73
84.21
108.52

2015
234.30
95.33
138.97

2016
156.32
94.38
61.94

2017
89.89
134.26
-44.37

2018
103.44
127.48
-24.04

年份

净利润/亿元

利息支出/亿元

研发支出/亿元

所得税率/%
非经常性收益/亿元

税后净营业利润/亿元

2014
133.64
78.14
0.50
25.00
-0.28
192.73

2015
175.50
79.46
0.31
25.00
2.73
234.30

2016
107.86
68.18
0.60
25.00
8.33
156.32

2017
21.47
97.49
0.45
25.00
13.43
89.89

2018
24.07
105.45
0.46
25.00
0.19
103.44

表2 税后净营业利润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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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VA与△净利润对比

由图 1和图 2可知，从总体上来看，HN公司

的EVA与净利润变化趋势基本保持同向性。HN公

司在 2014—2015年间经营状况比较平稳，2016—
2017年出现利润大幅度下降，2018年较 2017年有

所好转，但幅度较小。

通过比较 EVA指标和传统经济指标可发现，

EVA指标值变化幅度明显大于传统经济指标，特

别是企业经营情况变化较大时，EVA的变化幅度

尤为明显，这说明 EVA值对企业的经营状况反映

较灵敏，更加能反映出企业的实际经营状况。但

是，EVA值始终低于净利润，这是因为在计算

EVA指标时，同时考虑了权益资本成本和债务资

本成本，能够更加真实地反映出企业的实际价值，

有助于企业管理者及时调整经营策略，同时也能

更好地服务企业所有者和投资者。

2.5 EVA与企业高管薪酬比较分析

目前在HN公司内部，已经制定与EVA考核结

果关联的企业高管薪酬管理制度，建立起相关的

约束激励机制。通过分析EVA与HN公司高管薪酬

数据（图 3），可以发现该套约束激励机制运行效

果并不良好。虽然企业高管薪酬在经营业绩出现

下滑时受到了影响，出现了一定降幅，但其变化

幅度相对较小，对企业高管而言约束作用不大，

而且在业绩出现复苏时未体现出应有的激励效果，

也降低了管理者的积极性，不利于促进管理者重

视 EVA考核结果，不能积极参与到企业价值管理

之中。导致企业管理者对EVA考核结果予以忽视，

不利于企业实现有序健康发展。因此，应加强

EVA考核在薪酬管理制度中所占比重，更加合理

公平地评价企业管理者业绩水平。

3 EVA在HN公司中的应用建议

通过对比电力行业央企实施 EVA前后的经济

指标可以发现：自 2010年国资委全面推行EVA后，

电力行业央企的净利润、净利润增长率、ROE、营

业收入增长率和可持续增长率的年均指标都较实

施前有较大幅度的增长[5]。对于HN公司而言，合

理使用EVA能够更加有效的提升企业的管理水平，

根据以上分析结果，在此提出几点EVA在HN公司

中的应用建议。

图3 EVA与企业高管薪酬对比

3.1 合理确定EVA会计调整项目

EVA的会计调整项目对最终评价结果有着重

要影响，选择恰当合理的会计调整项目，有助于

更好发挥 EVA指标的作用，更加真实的反映出企

业的经营业绩[10]。对于HN公司而言，应该根据自

身的行业特征和发展现状，将 EVA绩效评价指标

与自身特点充分结合，在不同会计年度分析调整更

加合适的会计调整项目，例如可以考虑汇兑损益、

职工培训费用等项目，制定出一套切实可行、能够

展现出企业特点EVA考核的实施办法，以求更好地

反映权益资本使用效率，促进企业的价值提升。

3.2 加强EVA在企业管理中的应用

目前 EVA主要应用在 HN公司的财务管理之

中，但是更多地只是侧重对最终计算出来的数值

考核，并未形成完整的价值管理体系，特别是在

企业整体经营管理体系中应用不足。对于各火电

厂经营管理的特点仍是重业务轻管理，在考虑生

产经营、投资改造等问题时，对于经济效益重视

程度不够，有时甚至会出现为保证业务需要而忽

视经济效益的情况，不利于企业价值提升。建议

将 EVA考核融入整体经营管理体系中去，建立科

学合理地管理制度和考核制度，促使管理者在经

营决策时综合考虑业务需求和经济效益，平衡二

者关系，实现企业在业务规模和经济利益上的共

同发展和提升。

3.3 增强EVA在薪酬激励中的应用

对于HN公司内部而言，虽然目前已经制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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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及长期的薪酬激励政策，但是以上激励机制

与 EVA指标联系并不密切，EVA指标只在企业重

要管理层考核中予以考虑，但其影响幅度不足，

而且并未在针对全体管理层和员工的激励考核机

制中加以考量，对基层管理者和员工绩效提升的

效果不明显。建议建立以 EVA为中心的科学合理

的激励考核机制，加强EVA在薪酬管理中的比重，

激发全体员工投身于加强企业发展和提升企业价

值的动力和热情。

3.4 构建更加完善的绩效评价体系

作为传统高污染企业，HN公司近年来在环保

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投入大量资金改善企业

环境友好度，采取了购置环保设备、开展技术升

级、拓展清洁能源业务等经济和技术措施。这些

措施带来较好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但是在现

行的EVA绩效评价体系中难以体现其价值。HN公

司在绩效评价体系中应进一步考虑加入绿色指标，

以绿色 EVA评价体系积极引导管理者重视环保构

建、提升企业环保水平，努力建成注重科技、保

护环境的“绿色”公司。

此外，现行EVA指标中更加侧重于财务指标，

对于非财务指标考虑不足。对企业而言，非财务

指标对经营绩效也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就HN公

司来说，客户服务方面、学习发展方面等非财务

指标都对企业的经营发展有着重要影响，特别是

在电力体制改革后，HN公司面对的市场客户变得

多样化，需要公司提供更好的客户服务以争取市

场。因此，HN公司应结合非财务指标构建绩效评

价体系，例如将EVA和平衡计分卡（BSC）结合起

来，更加科学合理的评价企业价值。

4 结 语

与传统的企业业绩评价指标相比，EVA指标

体系能够更好地衡量企业价值。随着 EVA 考核指

标运用以及与企业绩效评价管理结合，对企业的

财务绩效管理起到了推动作用。HN公司自实行

EVA 绩效考核以来取得了良好效果，连续多年入

围中央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 A 级企业名单。

对于国有企业HN公司而言，通过EVA考核能够促

进企业管理者提高管理意识、避免短视行为，加

强国有企业市场竞争力。

但是EVA体系也存在很多不足与局限，例如：

EVA指标和净利润一样都是绝对值，无法在存在

规模差异的同类型企业中进行横向比较；无法解

决处于复杂多变环境下的企业业绩评价问题，特

别是不能考察企业对于上下游价值链的影响；过

多地调整项目使得 EVA计算较复杂；对于非财务

指标关注度不够等。建议在构建绩效评价体系时，

可以考虑将 EVA指标与绿色指标、非财务指标等

结合，使其更加真实的反映企业实际情况，更好

地服务企业、服务投资者、服务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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