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导 论 Introduction

新 年 致 辞
中国煤炭科工集团副总经理

《煤 炭 经 济 研 究》 主 编

律回春晖渐，万象始更新。在辞旧迎新之际，我谨代表《煤炭经济研究》编辑部，向一直以来关心和支持《煤炭经

济研究》发展的各位领导、专家学者、广大作者、读者及社会各界朋友，致以诚挚的感谢和新年的问候。

2018年是全面贯彻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也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煤炭行业始终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化解过剩产能，加快新旧动能

转化，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行业供给质量和效率大幅提升，经济运行状况明显好转，市场竞争秩序得到有效规范，产业

结构调整和布局优化均取得积极进展。一是“十三五”煤炭去产能任务基本完成。2018年共淘汰退出落后产能煤矿 832
处，完成了年初 1.5亿吨的去产能目标，三年累计退出过剩产能 6.9亿吨，全面转入结构性去产能、系统性优产能阶段。

二是煤矿安全生产形势明显好转。全年煤矿百万吨死亡率为 0.093，同比下降 12.3%，首次降至 0.1以下。其中，北京地

区实现零死亡，内蒙古、河北、山西、陕西、新疆等省区煤矿百万吨死亡率在 0.05以下。三是煤炭产业结构不断优化。

随着去产能的不断推进，优质产能持续释放，开发布局进一步向晋、陕、蒙、新四省区集中，占到全国煤炭产量的 60%
左右，30万吨/年以下小煤矿数量占比由 2017年的 45.6%下降到 2018年的 39.7%。四是煤炭市场供需基本平衡。全年原煤

产量 35.46亿吨，同比增长 5.2%；煤炭进口量 2.81亿吨，同比增长 3.9%；煤炭企业库存 6300万吨，同比减少 10%；全国

煤炭消费量经过测算约 38.3亿吨，同比增长 0.9%。五是煤炭中长期合作战略不断推进。2018年，国家能源集团与大唐集

团等 6家重点电力企业签订了 3年长协，主要炼焦煤企业与钢铁企业签订长协，中煤集团与中国华能等 6家重点企业签订

长协，煤炭市场秩序得到进一步维护。六是企业经营形势不断好转，行业利润不断增长。2018年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实现

营业收入 22660.3亿元，同比增长 5.5%；利润总额 2888.2亿元，同比增长 5.2%。成绩的取得来之不易，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成效显著，但是行业发展仍面临一些问题和挑战，行业发展不平衡、创新发展动力不足，煤炭产能过剩，局部地区仍

会出现阶段性煤炭供应偏紧、价格上涨的情况。同时，资源开发格局的新变化增加了铁路运输压力，煤矿关闭退出人员

安置难度大，资产债务处理困难，“三供一业”移交难，企业历史负担重，转型升级仍面临人才、技术和资金等制约，相

当一部分企业实现了扭亏但尚未脱困，实现行业健康发展依然任重道远。因此，我们要把握新时代、新目标对煤炭行业

发展提出的新要求，还要深化对市场供求规律、价格变化规律、企业发展规律的认识，持续深化煤炭行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统筹做好煤炭去产能、保供应和稳价格工作，推动上下游行业长期健康发展，促进经济平稳运行，增强我国经济

持续增长动力，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 70周年，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键之年，煤炭行业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面对新时代、新要求、新变化，按照“巩固、增

强、提升、畅通”八字方针，树立新发展理念，坚定不移推进煤炭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从统筹推进产供储销动

态平衡，加大力度妥善处理“僵尸企业”处置中启动难、实施难、人员安置难等问题，着力推动煤炭行业发展质量变

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建立重大创新基地和创新平台，防范化解煤炭行业重大风险，深入研究探讨煤炭行业“卡脖

子”问题，建设智慧煤矿及推进无人化开采技术，推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等热点问题的研究。2019年，《煤炭经济研

究》出版团队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继续推进精品学术期刊建设，做好能源行业热点问题策划选题工作，按照中央经

济工作会议的部署，以“积极推进三大变革，构建现代化煤炭经济新体系”作为 2019年出版工作的主线，做精期刊的选

题、做大期刊的平台，引领行业焦点问题的学术研讨和思辨。充分发挥能源行业专家、作者、读者资源优势，优化期刊

的学术属性，共同打造能源经济的高水平学术期刊，让更多更好的能源经济研究成果刊发在祖国大地上，让《煤炭经济

研究》更好的服务能源高质量发展。

祝大家工作顺利，万事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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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型煤炭企业以培育新型高端现代煤化

工为特色的转型升级背景

“富煤、贫油、少气”是我国资源禀赋的显著

特征[1]。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一大石油进口国，石油

对外依存度已从本世纪初的 26%上升至近 60%，

远超石油对外依存度安全警戒线，并且对外依存度

成逐年攀升之势，预计到 2020年将突破 70%，这

使我国能源安全面临严峻考验，对我国经济发展

将是重大隐患。煤化工产业是石油化工的有效补

充，能够缓解对石油的依赖程度，同时我国煤化

工产业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化经过多年发展已走在

世界前列。因此，发展现代煤化工对于保障国家

能源安全，促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和煤炭产业转

型升级、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具有十分重要的

战略意义[2-3]。

1.1 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需要

原油对外依存度的警戒线为 50%，突破这个数

字意味着一个国家的能源供应进入极度不稳定状

态，随时可能因为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导致石油供应

的中断[4]。《中国油气产业发展分析与展望报告蓝

皮书 （2017—2018）》显示，2017年原油净进口

量继续较快增长，全年石油净进口量约为 4.2亿 t，
同比增长 10.7%。原油对外依存度达到 68.6%，较

上年提高 2.9个百分点。该书预测 2018年我国原油

进口将继续增长，石油对外依存度将逼近 70%。而

且高端润滑油品、特种油品几乎全部依赖进口，更

加剧了我国能源安全的危险局势。

大型煤炭企业高质量转型发展的探索与实践

李 晋 平
（山西潞安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山西 长治 046204）

摘 要：在能源革命和中国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以潞安集团为例，阐述了大型煤炭企业以培育新

型高端现代煤化工为特色的转型升级的意义和必要性，包括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实现煤炭清洁高效

利用、推动供给侧改革、企业转型升级，介绍了大型煤炭企业培育新型高端现代煤化工为特色的转

型升级主要做法和实施效果，为大型煤炭企业转型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关键词：大型煤炭企业；高质量发展；现代煤化工2.0版；转型升级

中图分类号：F426.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9605（2019） 01－0004－07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high quality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with large
coal enterprises

Li Jinping
（Shanxi Lu'an Mining Group Co.，Ltd.，Changzhi 046204，China）

Abstract：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energy revolution and the new normal of China's economy，taking the Lu'an Group as
an example，the significance and necessity of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large-scale coal enterprises to cultivate new
high-end modern coal chemical industry version 2.0 were expounded， including safeguarding national energy security，achiev⁃
ing clean and efficient use of coal，promoting supply-side reform，and transforming and upgrading enterprises. the main prac⁃
tices and implementation effects of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enterprises was introduced，which provided useful refer⁃
ence for th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large coal enterprises.
Key words：large coal enterprises；high quality development；modern coal chemical version 2.0；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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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煤化工开发石油、天然气替代产品和提

供基础化工原料，实现部分进口油品替代，把我

国的原油对外依存度控制在 50%以内，可有效缓

解因富煤缺油给我国能源安全带来的挑战，有利

于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国家最初发展煤制油产业就是出于能源战略安全

的考量[5-6]。

1.2 实现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的需要

能源资源禀赋决定了我国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

结构。虽然煤炭在我国一次能源消耗的比例正逐渐

下降，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仍将是第一大能源，

其绝对用量十分巨大。

煤炭作为高碳能源，其开发利用的高碳排放一

直为人们所诟病。2016年，我国正式签署《巴黎

协议》，将承担更多的碳减排国际义务。每年秋冬

季节的雾霾天气导致国内“去煤化”声音此起彼

伏，不绝于耳。煤炭产业发展面临着巨大的环保压

力和舆论压力。因此，煤炭的清洁高效利用对我国

仍然是极其重要的、不能避开的要求。

以煤制油为代表的现代煤化工是煤炭消费方式

的重大变革，与直接燃烧等传统利用方式相比，煤

制油工艺流程中采取各种净化、减排措施，将原本

在终端排放的有机硫、无机硫、二氧化碳、粉尘等

污染物在生产过程中加以控制，可以实现清洁生

产。而使用煤制油品，由于无硫、无氮、无芳烃，

大幅度减少二氧化碳、氮氧化物、粉尘、有害重金

属等污染物的排放，更容易加工成各类化学品、大

幅提高煤炭转化效率和产品附加值，更符合煤炭绿

色、高效、低碳的利用方向[7]。

1.3 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需要

习总书记提出能源革命的战略思想，对煤炭人

来说首先要“煤炭革命”，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

煤炭产业面临产能严重过剩的严峻形势，国家正大

力实施去产能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一系列政策措

施。化解煤炭产能过剩，不应仅限于在产能供给侧

做减法，还应在产能需求侧做加法，大力推进煤炭

清洁高效转化利用，通过培养新的消费热点，增加

煤炭有效需求。只有这样，煤炭企业才能真正实现

脱困突围和转型升级。

我国传统煤化工产业产能严重过剩，产业装置

开工率普遍不足。近年来，以煤制油等为代表的现

代煤化工产业迅速崛起，引领了世界煤化工产业发

展的潮流。然而，现代煤化工产业大规模低水平重

复建设和产品高度雷同化也给产业发展带来产能过

剩的隐忧。因此，大力推进差异化和高端化发展，

实施错位竞争，实现从现代煤化工到新型高端现代

煤化工的转变，更是推动煤化工行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的需要，将有利于克服我国现代煤化工产业结

构单一、低水平发展的矛盾[8]。

1.4 企业转型升级的需要

随着清洁化石能源 （天然气、页岩气、煤层

气、可燃冰等）开采技术、新能源技术（太阳能、

生物质能、地热能、风能、潮汐能等）以及核能技

术的发展，煤炭还有 20年左右的“窗口期”，这是

煤炭企业转型发展的重要时期。煤制油品及化学品

作为现代新型煤化工的重要内容，具有技术含量

高、管理要求高、布局门槛高与产业链地位高的特

点，其产业的发展必将有利于煤炭企业产业结构、

布局结构、组织结构和技术结构的全面调整与进一

步优化升级[9-10]。

潞安矿业 （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

“潞安集团”），从 2005年开始，将发展煤基合成

油品及高端精细化工产业作为战略发展的重大抉

择和转型升级的主要方向，以科技创新为引擎、

以高端产品为标志、以重点项目为载体，走差异

化、高端化、规模化、国际化转型升级之路，着

力打造自主创新的示范、循环发展的典范、转型

升级的样板，为煤炭企业转型升级探索出一条新

路子。

2 大型煤炭企业以培育新型高端现代煤化

工为特色的转型升级的内涵和主要做法

潞安集团作为山西省属国有重点煤炭企业，

勇于担当能源革命排头兵的政治使命、国家使命，

在践行煤炭人的“中国梦”中争当引领者、示范

者。

近年来，潞安集团对标南非萨索尔，以战略规

划为导向、以技术突破为引领、以高端产品为核

心、以创新平台为支撑、以循环园区为承载、以重

大项目为抓手、以深化改革为动力、以整合营销为

手段、以人才培养为保障，着力走好“五条路

径”，持续深耕煤基精细化学品，深入推进“三个

李晋平：大型煤炭企业高质量转型发展的探索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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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不断延伸高端精细化学品产品体系，推动

具有潞安特色的煤制油 1.0版向煤基精细化学品

2.0版转型升级，打造了新型高端现代煤化工产业

（图 1）。

图1 潞安煤化工产业转型升级示意图

2.1 准确定位产业发展目标和重点

潞安集团坚持战略导向、科技引领，创造性地

走出一条区别于现代煤化工的新型高端现代煤化

工产业发展之路。潞安集团新型高端现代煤化工

产业的发展定位与主要特征，概括为“瞄准一个

目标，探索两个替代，推进三个转变，实现四化

发展”。

1）“瞄准一个目标”：率先推动煤基合成油 1.0
版向煤基高端精细化学品 2.0版转型升级，实现高

端转型、深度转型。

2）“探索两个替代”：一是探索开发推广可规

模化替代石油又优于石油的煤基高清洁能源，推动

能源供给多元化，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二是探索开

发与石油化工差异化、可替代进口的煤基高端精细

化学品，实现资源利用高端化。

3）“推进三个转变”：一是传统低端基础燃料

向高端特种燃料、高端清洁燃料、高端油料转变。

二是传统基础原料向高端精细化学品、高端新型材

料转变。三是传统煤化工向现代煤化工、进一步向

新型高端现代煤化工转变（图 2）。

4）“实现四化发展”：即努力实现差异化、高

端化、规模化、国际化发展，争做中国高端煤化工

产业的引领者、传统煤化工产业转型发展的示范

者、煤化工创新技术研发应用的开拓者、新时代煤

化工现代化管理运营的探索者。

图2 潞安煤化工产业“三个转变”示意图

2.2 深入推进关键技术创新

潞安集团坚持“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推进

关键技术创新，培育低碳技术群，形成“三个一

批”技术开发格局，为煤炭绿色清洁高效利用和资

源型经济转型提供持续动力源泉。

1）应用推广一批。近年来，潞安集团先后开

发出钴基固定床费托合成技术、高熔点费托蜡生产

技术、无芳碳氢环保溶剂生产技术、高密度燃料生

产技术等现代煤化工工业化成熟技术，并成功实现

工业化应用推广。

潞安集团与中科院山西煤化所联合研发的钴基

固定床费托合成技术，于 2014年成功在潞安建成

并投产一套 12万 t/a示范装置 （甲醇装置改造项

目），于 2016年实现单台反应器满负荷运转，达

到国际先进水平；潞安集团利用高熔点费托蜡生

产专利技术建成全球第三套、国内第一套高熔点

费托蜡生产装置，产品实现进口替代；潞安集团

利用自主研发的专利技术，实现了系列无芳烷烃

溶剂油商业化生产，成功替代进口产品，销往国

内知名气雾剂和化妆品企业；潞安集团联合天津

大学开发了高密度特种燃料生产技术，开发出高

密度柴油等多个品种的特种燃料产品，具备了工

业生产条件。

2）储备开发一批。在做好成熟技术应用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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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时，潞安集团大力储备开发煤制α烯烃技术、

茂金属 PAO聚合技术、高碳醇合成技术、甲烷二

氧化碳重整技术等高端煤化工技术，积极推进相

关技术中试试验，建设工业试验装置。潞安集团

和中科院上海高研院联合研发的甲烷与二氧化碳

干重整技术，建成全球首套万方级工业试验装置，

首次实现了二氧化碳资源化利用的突破。双方联

合研发的煤制 α烯烃技术、茂金属 PAO聚合技术

取得了重大突破，目前正在建设千吨级示范装置。

3）攻关研发一批。潞安集团高度重视基础研

究，与合作伙伴持续开展羰基合成技术、微波热解

技术、微通道反应技术、碳泡沫技术、超细煤粉燃

烧技术、蒽醌法制双氧水技术等煤基合成相关的重

大技术攻关研发，为产业发展提供持续竞争力。

2.3 大力推进煤基高端精细化学品开发

潞安集团将煤基合成油作为中间产品，进一步

延伸产业链，在现代煤化工的基础上，引领了新型

高端现代煤化工发展，在高端转型、深度转型上取

得了重大成果。已开发出 5大类、54个品种、270
多个规格型号的煤基精细化学品产品系列。其中，

高熔点费托蜡、煤基PAO、煤基 III+基础油等多种

产品达到全球领先或填补国内空白。

高端合成蜡路径：已开发出高熔点费托蜡、氧

化蜡、微粉蜡、相变储能材料（相变蜡）、长链氯

化石蜡5个品种、12个规格、36个牌号产品，可替

代进口同类产品，满足不同行业需求。高档润滑油

基础油和高端润滑油路径：开发出低粘度 PAO、
高粘度 PAO、S-GTL基础油、环保节能型车用油、

工业用油 4个品种、10个规格、50个牌号产品。

2019年，潞安 III+基础油装置将建成投产，成为亚

洲最大全合成润滑油基础油生产供应商。高端特种

燃料路径：开发出高密度柴油、高热氧化安定性航

空煤油、高密度液体推进剂 3个品种、10个规格、

24个牌号产品，不仅满足民用市场，同时可满足

军用特殊需求。高端无芳碳氢环保溶剂油路径：开

发出单烷烃溶剂油、异构烷烃溶剂油 2个品种、7
个规格、44个牌号的产品，涵盖工业级、食品级、

医药级、化妆品级等不同行业应用需要。新材料及

特种化学品路径：开发出长链二元酸、尼龙 5X 2
个品种、2个规格、5个牌号的新型尼龙材料和合

成酯、合成醇等多种化学品。

2.4 构建产学研用一体化高端开放创新体系

潞安集团坚持产学研用一体化推进，构建了

“一中心、十平台、五基地”高端开放创新平台，

打造了涵盖基础研究、技术中试、工业示范和技术

集成与商业化的产学研用一体化技术创新体系，在

创新链的上游、中游和下游均实现了新突破。

1）“一中心”：即国家煤基合成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是科技部在煤基合成领域布局的国家级工程

化技术研发机构。中心于 2014年开始筹建，2018
年 7月通过科技部验收，目前是山西省唯一一家国

家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2）“十平台”：一是潞安集团与中科院上海高

研院合作的低碳转化科学与工程重点实验室平台；

二是潞安集团与中科院山西煤化所合作的煤基多联

产重点实验室平台；三是潞安集团与中科合成油公

司合作的高新技术平台；四是潞安集团与中科院上

海高研院联合共建先进润滑材料联合实验室平台；

五是潞安集团与天津大学联合共建高密环保燃料油

研发平台；六是潞安集团与上海凯赛生物科技公司

合作共建生物化工与煤化工耦合发展平台；七是

潞安集团与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共建国家能源低

碳催化与工程研发中心平台；八是潞安集团与太

原理工大学共建煤炭科学与技术研发平台；九是

潞安集团与中海油天津化工研究设计院共建精细

化工与环保工程平台；十是潞安集团与中科院上

海有机化学研究所合作建设先进润滑材料及清洁

燃烧研发平台。

3）“五基地”：一是煤基合成油工业试验基

地，成为集团发展煤基精细化学品的高端产品研发

基地、高新技术孵化基地和高素质人才团队培养基

地。二是百万吨级高硫煤清洁利用油化电热一体化

示范基地。三是利用钴基F-T合成技术改造甲醇装

置生产精细化学品示范基地。四是天脊集团硝基化

工示范基地。五是“一带一路”沿线布局天然气化

工基地。

潞安集团以高端开放创新平台为支撑，大力推

进标准化战略，积极参与国家、行业标准的制定。

目前，参与制定的 《煤基费托合成柴油组分油》

《煤基费托合成液体蜡》《煤基费托合成混合烯烃》

《煤基费托合成润滑油基础油》《煤基费托合成精制

蜡》 5项国家标准已发布，正申报国家标准 2项；

李晋平：大型煤炭企业高质量转型发展的探索与实践

7



2019年第1期 煤 炭 经 济 研 究 第39卷

《煤基柴油组分油》《费托石蜡》等 7项地方和企业

标准已发布，正申报地方和企业标准 16项，进一

步提升了潞安集团在煤炭高端转化、深度转化技术

领域的话语权。

2.5 快速高效推进项目建设

项目是转型升级的总抓手。通过强有力、快速

度、高质量推进项目建设，加快产业转型发展。

2.5.1 相继建成三大规模化的煤制油项目

一是 16万 t煤基合成油示范项目。该项目是

国家“863”和“973”高新技术项目、中科院知

识创新工程重大项目，2005年 10月立项；2008年
12月钴基固定床装置产出我国第一桶钴基合成

油；2009年 8月铁基浆态床费托合成装置生产出

合格的柴油和石脑油产品；2012年 8月通过国家

科技部“863”课题验收。项目实现了“安稳长满

优”运行。

二是甲醇改精细化学品项目。该项目是利用钴

基费托合成技术对原 30万 t甲醇装置进行改造，生

产油蜡制品。建设规模为 12万 t/a油蜡制品联产 12
万 t/a合成氨。目前一期 6万 t/a油蜡制品装置和 12
万 t/a合成氨装置已经建成投产，实现稳定运行，

一举盘活了闲置多年的甲醇装置。二期6万 t/a油蜡

制品装置正在筹建。

三是高硫煤清洁利用油化电热一体化示范项

目。该项目是山西省重大转型标杆项目，建设规

模为 180万 t煤基合成油品及化学品。示范项目分

两期建设，一期工程已于 2017年底建成投产，

2018年 9月 26日实现满负荷运行，二期工程正在

积极筹建。

2.5.2 持续建设差异化的煤制油深加工项目

一是高端精细化学品项目。利用费托合成产品

的优势和特色，先后规划建设了 6万 t/a费托合成

蜡、3万 t/a氯化石蜡项目，6万 t/a特种合成蜡（3
万 t/a精制蜡、1.5万 t/a调和蜡、1.5万 t/a氧化蜡）

项目、2万 t/a高粘度聚α烯烃（合成基础油）和 2
万 t/a环保溶剂油项目等。

二是 10万 t/a高端润滑油项目。利用优质的

润滑油基础油原料优势，建设 10万 t/a高端润滑

油项目，目前一期工程已建成投产，二期工程正

在筹建。

2.6 深入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创新

2.6.1 实施专业化重组

潞安集团深入推进新型高端煤化工战略性重

组、专业化管理、国际化对标、一体化发展。2018
年 2月 28日，正式挂牌成立了潞安化工公司，8月
完成 12家子公司股权划转，囊括了潞安集团旗下

最核心的煤化工资产和最主要的未上市煤矿资产。

目前，正在引进战略投资者增资扩股，实施股份制

改造。未来将以潞安化工公司为平台，改造提升传

统煤化工、培育发展高端化工，打造具有全球竞争

力的世界一流化工企业。

2.6.2 深化股权多元化改革

一是存量项目积极引进战略投资者，深度优化

资产结构，深入推进股权多元化改制。对已设立的

煤基清洁能源公司、太行润滑油公司等推进股权多

元化改制。

二是增量项目实行优势嫁接的股权多元化。所

有新上煤化工转型项目，全部实施优势嫁接的股权

多元化合作。潞安集团与美国 AP、李振山团队、

上海凯赛、中科院山西煤化所、中科院上海高研

院、天津大学等开展股权合作，组建了空气产品长

治公司、潞安精蜡化学品公司、中科潞安能源技术

公司、高潞绿碳公司、睿碳技术公司、潞安天达技

术有限公司等多家高新技术公司。

2.6.3 构建完善激励机制

一是试点推进员工持股。在太行润滑油公司、

中科潞安能源技术公司、精蜡化学品公司等试点推

广员工持股，最大限度地激发核心管理人员、关键

技术人才和主要业务骨干的积极性。

二是探索建立增量收益分红激励机制。每年从

增量利润中提取一定比例，以分红的形式奖励做出

突出贡献的管理层、核心技术人才等。

2.7 构建多产业联动大营销格局

1）完善提升大营销体系。强化煤基高端精细

化学品与煤炭、化肥等产品营销一体化布局，构建

了优势互补、平台共建、资源共享的立体化营销网

络，实现协同效应最大化。

2）统筹优化配置营销资源和要素。打破区域

界线、体制制约，统筹优化各类营销资源，统一管

理、统一配置、统一调度，确保营销资源价值最大

化；牢固树立“人人都是营销员”理念，从战略层

面对生产营销进行结构性调整，增加营销人员比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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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实施“营销优先”战略，推进全员营销，形成

从干部到职工“层层抓营销、人人谋市场”的良好

局面。构建网络营销、新媒体营销、平台营销、品

牌营销等现代营销网络，形成线上线下一体化大营

销格局。

3）完善营销激励机制。通过改革创新，完善

营销激励机制，制定营销考核办法、激励政策和评

价办法。提拔干部重点向营销型干部倾斜，新提拔

干部要经过市场化历练，营销业绩突出、掌握“互

联网+现代营销”的干部重点培养、优先提拔，构

建完善与营销业绩挂钩的差异化激励机制，充分调

动干部职工市场营销的积极性、主动性。

2.8 建设多层次人才队伍

坚持以“打造创新型企业、培育智慧型员工”

为主线，通过构建具有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使人才

活力竞相迸发、创新源泉充分涌流，为转型升级提

供强大的动力和智力支撑。

1）完善人才培养、引进、评价、激励、流动、

保障等工作机制，着力培养创新创业领军人才和具

有“工匠精神”的高技能人才。

2） 创新“项目+人才”“平台+人才”等引才

机制，在现代煤化工领域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建

立完善具有竞争力的高端人才、急需人才引进制度。

3）探索高端人才市场化选聘、任期制契约化

管理和职业经理人制度，推进核心人才持股、技术

入股制度。

4）健全后备干部管理体系，完善人才专项基

金制度，设立“优秀人才突出贡献奖”“人才工作

贡献奖”。

5） 整合优化培训教育资源，建立“潞安大

学”高端教育培训平台，大力培育高素质的管理团

队和技术技能型人才，实现了人才工作与企业转型

升级协调推进、一体化发展。

3 大型煤炭企业以培育新型高端现代煤化

工为特色的转型升级的实施效果

3.1 产业体系发生历史性转变

潞安集团主业由煤炭成功转型为现代煤化工，

产业转型取得历史性突破，迈入崭新发展阶段。依

托山西潞安化工公司平台，潞安集团新型高端现代

煤化工产业实现战略性重组，煤化工资产实现一体

化发展、专业化运营，构建形成了以优势煤炭产业

为基础，以新型高端现代煤化工产业为主导的中高

端现代产业体系。在全国率先推进煤基合成油 1.0
版向煤基精细化学品2.0版转型升级，“中国版萨索

尔”雏形初步形成。

3.2 产业布局实现新拓展

利用潞安集团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钴基费托合

成技术优势，嫁接“一带一路”沿线天然气资源优

势，在陕西、新疆、俄罗斯等地区和国家规划布局

天然气转化项目。与陕西燃气集团合作的燃气综合

利用项目开工建设，取得重大突破。潞安新型高端

现代煤化工以长治为核心区、以国内为扩展区、以

“一带一路”沿线地区为战略区的“三区”布局逐

步形成。

3.3 创新平台建设得到新提升

成功申报国家煤基合成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并

顺利通过科技部验收，成为山西省首家也是唯一一

家国家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与上海高研院合作筹

建上海高潞低碳绿色公司，形成从工艺包、中试到

商业化运营的新模式；参与上海低碳产业技术研究

院的建设和发展；联合在泰国曼谷共建先进润滑油

实验室，作为首批输出技术进驻中科院曼谷创新合

作中心。与山西省资源型经济转型促进会联合成立

煤炭转型升级综合创新研究院，搭建了企业高端智

库平台。

3.4 重大技术创新取得新成果

成功中标山西省重大国际科技合作项目，“煤

基合成精细化工产品关键技术联合研究”，获得山

西省科技厅 5 000万元科研经费资助，是山西省单

批资金最大的科技项目。“潞安煤基油化电热一体

化示范项目”入选“首批煤炭行业科技创新示范工

程”；《基于煤基合成油研制的高质量等级全合成柴

油机油项目》通过成果鉴定，入选“煤炭企业十大

新闻”；潞安太行润滑油公司成为国内首家具有两

项煤基合成新产品企业技术标准的单位，全合成型

高档柴油机油产品填补国内高档润滑油空白。

3.5 重大项目建设实现新突破

百万吨级高硫煤清洁利用油化电热一体化示范

项目顺利建成投产，实现满负荷运行；60万 t/a异
构脱蜡、30万 t/a烯烃分离、茂金属 PAO、高密度

航空煤油及柴油、生物发酵制乙醇等精细化学品项

李晋平：大型煤炭企业高质量转型发展的探索与实践

9



2019年第1期 煤 炭 经 济 研 究 第39卷

目进展顺利，陆续建成投产。10万 t/a高端润滑油

项目建成投产，高端“太行”润滑油实施品牌战略

成效显著，通过了国家石油燃料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测试。

4 结 语

从人类能源发展的规律来看，从更长远的时空

纬度来看，清洁、低碳、高效是能源发展的必然趋

势，转型升级是煤炭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

路。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

发展阶段，全国上下高质量转型发展步伐明显加

快。潞安集团将深入贯彻习总书记关于能源革命的

战略思想，认真落实山西省委、省政府建设资源型

经济转型发展示范区、打造能源革命排头兵和构建

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三大任务”，深入推进

高端转型和高质量发展，构建安全绿色集约高效的

清洁能源供应体系和竞争力强大的现代产业体系，

真正实现优势转移、动能转换和产业转型，打造高

质量转型发展的旗舰劲旅，争当全国能源革命“排

头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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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

的时代要求和创新发展，改革带来的变化是巨大

的、效果也是历史性的[1]。中国焦煤企业是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的践行者，在国家倡导和行业协会等组

织的指导下，将改革实践由中国焦煤长协、中价·

新华焦煤价格指数到中国焦煤品牌集群次第推进，

探索符合中国焦煤实际的发展道路，积累中国焦煤

改革的创新经验。中国焦煤企业在品牌之路、集约

化发展、走向世界一流的进程中都还依然面临很多

挑战。

1 中国焦煤长协

1.1 概 述

2016年 11月 23日，在国家发改委的倡导下，

由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和中国钢铁工业协会指导，山

西焦煤与中国宝武、首钢、河北钢、鞍钢、马钢、

华菱钢 6家钢铁企业率先签订中国焦煤长协。与以

往长协相比，这次长协的签订在合同数质量和价格

约定、履约诚信度等方面都有创新和突破，是首

个得到各方面关注、广泛参与、严格监管执行的

长协。

如此高规格和严格的合同条款约束在中国煤焦

钢的合作历史上尚属首次，开创了中国煤焦钢产业

链以长协模式主导供需合作的先河。山西焦煤长协

范围持续扩大，从 2016年年内 6家扩展到 14家，

再到 20家，随后国内其他煤焦钢企业也相继开始

了长协运行模式。2017年，仅中国 8家主要焦煤生

产企业与钢焦企业的长协合同量就达到 8 000万 t
以上，约占中国焦煤年需求量的20%。

长协的良好运行，用户纷至踏来，2018年山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中国焦煤的经济学实践

范文生 1，郭黎娟 2

（1.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山西 太原 030024；2.山西焦煤煤焦销售有限公司，山西 太原 030027）

摘 要：煤钢焦产业链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最早实践者。阐述了中国焦煤长协、中价·新华焦煤

价格指数及中国焦煤品牌集群成立的重大意义，循着新时代、新要求、新模式，围绕中国焦煤长

协、中价·新华焦煤价格指数、中国焦煤品牌集群三项经济学实践，从主要内涵、经济学意义、展

望3个方面进行分析，并提出有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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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 practice of Chinese coking coal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supply-side reform
Fan Wensheng1，Guo Lijuan 2

（1. Shanxi Coking Coal Group Co.，Ltd.，Taiyuan 030024，China；2. Shanxi Coking Coal and Coke Sales Co.，Ltd.，Taiyuan 030027，China）
Abstract：Coal，steel and coke industry chain is the earliest practitioner of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The significance of
China coking coal price agreement，China Medium-Price Xinhua Coking Coal Price Index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China's
coking coal brand cluster was expounded. Following the new era，new requirements，and new models， from three aspects of
main connotation，economic significance and prospects，this paper analyses the three economic practices of China coking coal
price agreement，China Medium-Price Xinhua Coking Coal Price Index and China Coking Coal Brand Cluster，and relevant
suggestions were put forward.
Key words：supply-side reform；coking coal price index；economic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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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焦煤长协用户稳步发展到 23家，还有更多的用

户表达了期待签订长协的意愿。在长协用户增加

的同时，合作量也逐步提升到更高、更合理稳定

的水平。以山西焦煤为例，2018年焦煤长协量

3 300多万吨以上，占到焦煤总资源量的 85%以

上，全年合同兑现率达到 95%。2018年 11月，在

成都召开的 2019年中国煤钢焦中长期合同洽谈会

上，中长期合同客户的需求意向量呈继续上升的态

势，2019年焦煤长协客户签订煤炭产品合同量为

3 600多万吨。

1.2 经济学意义

1.2.1 供给侧改革为长协运行提供市场条件

从供给侧来看，炼焦煤行业自 2012年转入下

行，持续近5个年头。到2015年经历了三轮大的价

格下跌后，国内炼焦煤企业尽数亏损，小煤矿大多

选择关停，2015年全国统计内企业炼焦精煤产量

4.84亿 t，同比降低3.64%；进口焦煤4 800万 t，同

比下降 23%。从需求侧来看，钢铁全行业普遍亏

损， 2015年我国粗钢产量 8.04亿 t，同比下降

2.3%，20年来首次出现负增长。2015年全国焦炭

产量4.48亿 t，同比下降5.9%。

2016年年初，国家发布《关于化解煤炭行业

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实施意见》 [2]，2016年 4
月，国家发改委等部门联合发布了“276工作日”

制度[3]，推动煤炭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系列

制度文件的密集推出，进一步明确：从 2016年开

始，用 3～5年时间，实现市场供需基本平衡，产

业结构得到优化，转型升级取得实质性进展。

从 2016年中期开始，随着关闭落后煤矿和原

煤总产量的下降，煤焦钢产业链价格出现了恢复性

上升，持续到后半年，钢焦价格基本恢复到基础赢

利水平，中国焦煤长协协同发展的市场化机制形成

共识。煤矿人从此形成了供给侧管理的新思维，根

据市场需要调节生产，保持供需基本平衡，打破了

简单以生产量的增加来摊薄固定成本的思路，开启

了炼焦煤供给侧管理的新时代。

1.2.2 长协契约精神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基础

煤焦钢产业链事关国家经济命脉和能源安全。

中国焦煤长协与以往的煤焦钢合同比，最重要的一

个特点，就是对合同文本的规范化要求，对诚信履

约的强制性规定和对失信的严格惩戒。

首批煤钢长协签订后仅一周，2016年 11月 30
日，国家发改委和国务院国资委联合下发《关于加

强市场监管和公共服务保障煤炭中长期合同履行的

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要求“合同条款应当

规范完整，包括数量、质量、价格、履行期限地点

和方式、违约责任以及解决争议方法等内容”。同

时，“对合同履行情况实行分月统计、按季考核。

对诚实守信、认真履约的企业要纳入诚信记录，对

履行不力甚至恶意违约的企业纳入不良信用记录并

视情况公开通报[4]。”

《意见》还明确要求“大型煤炭、电力、钢铁

企业要发挥示范和表率作用”，这是向产运需各签

约方明确表明了对于长协的国家态度：纳入长协体

系的企业是实力强、信誉好的骨干主力企业，在

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过程中，要带头做合规经

营的典范、做恪守契约精神的典范、做担当奉献

的典范。

1.2.3 长协旨在产业链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长协的签订和履行有利于上下游企业生产组

织，实现平稳有序运行；有利于稳定市场预期，减

少供需波动；有利于优化运力配置，减少运输资源

浪费；有利于降低企业和社会成本，提高整体经济

效益，而这些恰恰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

即：以改革促发展，坚决打好国有企业提质增效攻

坚战，实现行业内优势企业的做强做实做大和全行

业效率功能的普遍提升，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

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5]。

1.3 展 望

1.3.1 长协合作促焦煤市场的稳定运行

由于长协在量和价上的“压舱石”作用，焦煤

市场日趋稳定，从较长周期看，中国焦煤市场煤交

易价格显著向长协价格收敛，全球焦煤交易价格显

著向中国焦煤价格收敛，焦炭交易价格由于占成本

90%以上原料焦煤价格的稳定运行，也由高频巨幅

波动渐趋稳定。

1.3.2 长协运行模式得到各方面的认可

长协运行两年多来，煤焦钢长协签订单位由最

初的 7家发展到涵盖国内规模煤焦钢企业；长协的

签订由最早的国家和协会倡导发展为煤焦钢企业的

自觉行动；长协的执行从最早的焦煤拓展到焦炭等

品种；长协的执行期从一年向更长时间探索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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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煤焦钢各方共商长协升级版

未来，中国炼焦煤企业将在打造长协升级版、

全面推出中价·新华焦煤价格区域指数、全链条要

素集成开展联合研究，建设精品加工配送基地、建

立全面共享机制和大数据平台等方面，提供“全天

候、全品种”解决方案。2018年 11月，2019年煤

钢焦中长期合同洽谈衔接会在成都召开，这是首次

由中国煤炭工业协会、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中国炼

焦行业协会、中国煤炭运销协会联合主办，中国焦

煤品牌集群企业等国内 100家重点煤钢焦企业参加

的盛会，积极打造“长协”升级版，为中国焦煤长

协搭建了更开阔、高效和集约的平台，开创了中国

煤钢焦产业链合作的新时代。

2 中价·新华焦煤价格指数

中长期合同稳定执行，并通过一定时期的中长

期量价实践，炼焦煤价格从巨幅波动、回归收敛到

基本处于合理区间。如何发现和找到一个客观反映

中国焦煤价格完整样本点和真实价值的度量衡，区

别于以往受现货交易外其他力量影响较大的、以边

际小样本群、主要以询价等单一主观意愿方式形成

的指数 ，以期对中国焦煤的价格有一个全景反

映，有效指导定价，各方充满期待。

2018年 6月 9日，由国家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

和中国经济信息社共同编制的首个国家级炼焦煤价

格指数——中价·新华山西焦煤价格指数在北京发

布。其样本数据主要来自山西焦煤焦炭国际交易中

心“焦煤在线”电商平台的合同数据。该指数体系

主要包括长协、现货和竞价三大分类指数，分别反

映中长期合同价格水平变化、现货合同价格水平变

化和自主竞价交易下现货合同价格水平变化。该价

格指数旨在全面、准确地反映产地焦煤价格水平及

变动趋势，为焦煤市场交易提供科学的价格参考，

促进煤焦钢产业链平稳、有序运行，合理引导市场

预期。中价·新华山西焦煤价格指数不但是“首个

国家级炼焦煤价格指数”和“焦煤市场风向标”，

同时，还承载着“提高我国在国际焦煤市场定价

权”的历史使命[6]。

2.1 中价·新华焦煤价格指数的经济学意义

2.1.1 第一个全景反映中国焦煤交易的指数

中价·新华焦煤价格指数由综合指数、长协指

数、现货指数和竞价指数构成，与其他单纯反映边

际现货交易量意向价为基础的指数相比，更为全景

地反映中国焦煤交易的实际，更能充分的描述中国

焦煤交易这一经济现象。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来，长协交易成为中国煤

焦钢大型企业集团之间最主要的焦煤交易方式，量

价总体保持稳定，这一模式实际反映了长协签订双

方对长协签订期内 （1年以上）、年规模交易量

（25万 t以上）焦煤价格稳定采供的价格共识，以

追求合理利润和采供稳定为特征，奠定了煤焦钢产

业链稳定运行的基础，也奠定了中国以至国际焦煤

价格的基础，是全球焦煤价格的“压舱石”。长协

价格指数正是对这一经济现象的映射。目前，也只

有中价·新华焦煤价格指数充分考虑和反映了这一

交易现象。

现货指数和竞价指数是对当下交易的一个直接

映射，是市场交易更活跃因素的反映，对当下价格

有发现功能，同时，也反映了一定的预期。长协指

数、现货和竞价指数按照实际交易中的数量结构确

定权重，生成综合指数。

2.1.2 首个完全产生于实际焦煤交易的指数

中价·新华焦煤价格指数以实际交易为依据，

在每个指数的背后，都可以找到一份实际达成的真

实交易，并附带有合同编号，这样就完全排除了由

简单电话询价可能导致的个体倾向性和随意性，使

之成为一个更加客观的体系。

2.1.3 价格指数成为全球焦煤价格的风向标

中价·新华焦煤价格指数自发布以来，受到各

方面的欢迎和认可。据中经社舆情监测服务平台监

测，2018年 6月 1日至 6月 26日 10时共监测到有关

“中价·新华山西焦煤指数”信息 437条，其中网

媒 212篇、客户端 46篇、视频 2条。目前，指数已

连续发布 29期，以稳定的运行和真实客观的品质

广受赞誉，成为全球焦煤价格的风向标。

2.2 展 望

未来，中价·新华的东北、华东等焦煤价格指

数将陆续推出。中国焦煤长协运行 2年多来，长协

价格总体稳定在初期合理收益价位，没有做大的调

整，中价·新华焦煤价格指数平滑运行。

价格发现机制的建立完善，为焦煤价格找到了

一个标尺。中国焦煤企业以焦煤价格的稳定运营，

范文生等：供给侧改革背景下中国焦煤的经济学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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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钢焦企业经济健康运行创造了条件，以此为基

石，钢焦价格实现了回归和总体价位水平的抬升，

拉升了景气周期，盈利水平较为显著，煤钢焦产业

链协同性增强，共同体意识增加。钢焦企业在今后

的经济运行和周期波动中，应保持充分的定力。

3 中国焦煤品牌集群

焦煤资源是钢铁工业不可替代的原料。2018
年9月20日，在中国品牌建设促进会引领下，中国

煤炭运销协会、山西省品促会积极推动，山西焦

煤、山东能源、龙煤集团、淮北矿业、冀中能源、

平煤神马、开滦集团、沈阳煤业 8家焦煤企业发起

创立的中国焦煤品牌集群在北京发布，聚焦“质

量、服务、技术创新、无形资产、有形资产”五大

要素，致力提升中国焦煤品牌价值[7]。中国焦煤品

牌集群为中国钢铁提供三分之一以上的保障方案，

是中国焦煤长协的重要实践者、贡献者和引领者。

3.1 中国焦煤品牌集群的经济学意义

3.1.1 践行“三个转变”高质量发展思想

2014年 5月 10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

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

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为了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三个转变”的重要思想，2017年，国

务院批准将每年5月10日设立为中国品牌日，中国

迎来了品牌经济的新时代[8]。中国焦煤品牌集群由

国内最具影响力和美誉度的 8家知名焦煤企业发起

成立，质量是基础，创新是灵魂，品牌是目标，习

近平总书记的这一重要思想是中国焦煤企业走品牌

经济之路的发展目标和基本遵循。

3.1.2 丰富和创新世界品牌经济理论

品牌集群，在经济学中目前还是一个创新概

念，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焦煤品牌集群就是中国

优势焦煤企业组成的一艘焦煤“航母”，是一个独

特的中国经济现象，是中国对世界品牌经济理论的

贡献。中国的这一模式，也将为广大的发展中国家

提供参与国际竞争的样本。

3.1.3 焦煤企业树立中国集群样本

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纵深推进，中国改革

开放的步伐更快，国际合作的空间更大。中国焦煤

品牌集群提出“135”纲要，即一个愿景：建成享

誉世界的中国焦煤品牌集群；三项共同价值观：诚

信、稳定、协同；五项独特品牌价值：有历史、有

资源、有技术、有文化、有未来。中国焦煤品牌集

群是中国发布的品牌集群中较成熟的战队，通过集

群运作，解决了相互之间简单竞争关系，步入协同

发展新时代，共同打造中长协升级版，合力树立中

国品牌集群的样本，展现迈向世界的中国形象。

3.2 展 望

适应新时代中国经济调整，服务中国钢铁布局

变化，立足焦煤保护性开发利用，中国焦煤品牌集

群成立后，将形成更加标准的产品目录，更大的资

源池，为资源在更大范围内协同配置带来可能。通

过跨越组织的多要素组合，提升资源利用水平，促

进效率效益的发挥。

在由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和中国煤炭报共同评出

的 2018年中国煤炭企业十大新闻中，“八家煤企发

起成立中国焦煤品牌集群”高票入选，评选委员会

评语是：“同是炼焦煤企业，互相之间不仅有竞

争，更有合作。在煤炭常态性供应充足的情况下，

合作是更好的选择。九家炼焦煤生产企业的炼焦煤

产量大，分布在不同区域，煤种齐全，主要指标互

补性强。通过合作，可以在最经济的情况下，为客

户提供优质服务。企业也从卖产品向卖服务转

变。中国焦煤品牌集群的成立，有利于对外打造

统一形象，控制产品质量，实现焦煤企业的高质量

发展。”

中国焦煤品牌集群的建立，为进一步提升炼焦

煤产品质量提供了平台，并将逐步成为提升中国焦

煤品质的先行者和领跑者[9]。中国焦煤品牌集群是

一个新生事物，是全球的第一个煤炭品牌集群，受

到各方面的关注。未来，中国焦煤品牌集群还需要

不断的持续创新推进。

4 中国焦煤三项经济学实践的发展评价

中国焦煤品牌集群的成立，是中国焦煤事业发

展进程中的一件大事，也是焦煤企业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指示，践行党的十九大精神，实现由“中

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

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的焦煤实践，对于

引领焦煤企业可持续发展，带动煤焦钢产业链迈向

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具有深远意义。

中国经济的广阔平台，为中国焦煤创新实践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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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了深厚基础。同时，也为煤钢焦产业链发展继续

带来机遇，中国焦煤长协、中价·新华焦煤价格指

数、中国焦煤品牌集群推进煤焦钢产业链深化命运

共同体关系，共同面对和化解可能出现的变化，更

好的实现煤钢焦产业链的平稳运行，煤钢焦产业的

稳定发展可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可期、全产业

链的要素效率效益提升可期。

中国焦煤长协、中价·新华焦煤价格指数、中

国焦煤品牌集群是中国焦煤企业新时代的三项经济

学实践。这一实践体现了“摸着石头过河”和顶层

设计相结合，体现了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统一，

体现了试点先行和全面推进相促进，体现了发挥市

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相一致，体现了命运共同体的思想。这一实践站位

国家战略、产业链体系、区域协同，立足中国煤焦

钢，探索、发现和形成中国焦煤对中国钢铁的可持

续保障模式，为中国特色经济学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提供案例持续努力[10]。

中国矿业大学巩维才教授曾撰文表示，中国焦

煤长协、焦煤价格指数、焦煤品牌集群反映出焦煤

发展协调、共融、优势互补的总体思路，它的理论

支柱和环境支撑点是我国优越的社会制度和中国特

色经济发展指导思想，体现了对马克思经济理论的

实践化、具体化探索。

5 结 语

中国焦煤长协、中价·新华焦煤价格指数、中

国焦煤品牌集群是中国焦煤企业在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实践中探索形成的、符合中国焦煤特色的经济

现象。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

去，中国焦煤企业的探索实践的意义和价值包

括：通过上下游产业链协同，为实现对焦煤这一

稀缺战略资源的保护性开发利用提供更大可能；

促进焦煤价格在合理的范围内稳定运行，减少因

价格高频巨幅波动对大生产组织带来的冲击和影

响，提高产业链效率；通过行业内领先企业的共同

努力，建立和发展面向世界的中国焦煤标准，引领

中国焦煤行业发展。

中国焦煤企业还需要在长协构成分析、中价·

新华焦煤价格指数开放式发展、中国焦煤品牌集群

制度和规范建立等方面进行不断探索。同时，建议

源自企业的实践能够更好的上升到理论高度，并通

过理论研究指引发展，这些还需要得到专家的更多

智慧和参与。力求通过各方的协同，共同推动中国

煤焦钢产业链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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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解煤炭过剩产能（简称“去产能”）是推进

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助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

措。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结构性改

革、抓好“去产能”任务的决策部署，2016年 2
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

现脱困发展的意见》 [1]。在此背景下，作为我国中

东部煤炭资源城市（区域）的典型代表之一，河北

省强力落实化解煤炭过剩产能工作，超额完成了

2016年、2017年的“去产能”任务。然而，伴随

过剩产能的退出，面临的后续问题与挑战不容忽

视，亟待引起国家高度重视，在充分发挥企业主体

作用的前提下，通过进一步强化中央政府的统筹协

调与指导、建立健全“去产能”政策支撑体系、尽

快制定实施独立工矿区振兴战略等措施，妥善解决

河北煤炭“去产能”后续问题，稳步推进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有力支撑我国高质量发展。

1 河北煤炭“去产能”将为中东部煤炭资

源城市（区域）提供有益经验借鉴

河北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较其他省份更具

复杂性。一是地处京津冀重点区域，环保要求高、

压力大。原环境保护部等联合发布的《京津冀及周

边地区 2017年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方案》，明确京津

冀大气污染传输通道包括“2+26”城市，河北省 8
个城市属于该范围；要求实现煤炭消费总量负增

长，解决煤炭利用污染物排放问题。二是化解过剩

产能比重高。按照《河北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

实现脱困发展的实施方案》提出的目标 [2]，用 3~5

河北省煤炭行业“去产能”后续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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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河北省强力推进煤炭“去产能”，是切实落实国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能源革命战略的具

体体现。通过描述去产能的背景和意义，分析河北省推进去产能的工作进展情况和取得的成就，研

究当前面临的三大突出性问题，包括存量债务处置、职工分流安置、转型升级，提出化解煤炭过剩

产能的后续措施，为全国尤其中东部煤炭资源城市（区域）的转型提供可复制经验，进一步推进煤

炭行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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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follow-up issues of "de-capacity" in Hebei coal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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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al Research Institute，Beijing 100013，China）

Abstract：Hebei's strong promotion of coal “de-capacity” is a concrete manifestation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ational
supply- side structural reform and energy revolution strategy. By describing the background and significance of de- capacity，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progress and achievements of Hebei province in promoting de-capacity，and studied the three promi⁃
nent problems currently facing， including stock debt disposal，staff diversion and resettlement，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and puts forward follow-up measures to resolve the excess capacity of coal，which provided replicable experience for the trans⁃
formation of coal resource cities （regions） in the central and eastern regions of China. Experience will further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coal industry.
Key words：dissolving excess capacity；debt disposal；personnel resettlement；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Hebei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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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时间，关闭退出煤矿 123处，淘汰生产能力 5
103万 t/a，分别占到2015年全省煤矿数量和产能的

62.12%和 42.05%，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三是总

量性“去产能”。河北省已探明保有煤炭资源中，

已利用资源占 80%，未利用资源占 7%，勘探区占

13%。河北省国有控股重点煤矿剩余地质储量约 80
亿 t，其中，“三下压煤”46亿 t，占 57%[3]。由于村

庄搬迁征地难、费用高，村庄压煤 （占“三下压

煤”42%）难以得到解放。现有煤炭产能退出后，

已基本无可接续资源，是总量性“去产能”。四是

化解煤炭过剩产能与化解钢铁过剩产能叠加。河北

省是全球钢铁重点产地，煤炭是支撑钢铁产业发展

的重要基础。作为河北省经济发展的两大重要支

柱，煤炭和钢铁行业同时化解过剩产能，为河北省

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巨大的挑战。五是经济发展还将

依赖煤炭。在河北省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占

绝对比重。虽然已有的相关产业对煤炭需求会有所

下降，但河北省正处于快速发展期，并将承接大量

从京津地区转移出来的制造业，经济社会发展对煤

炭产品的依赖仍将持续相当长时间。

河北省化解煤炭过剩产能具有典型意义，它是

切实落实国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四个革命，一

个合作”能源革命战略的具体体现，也是推进煤炭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助力高质量发展，提升河北省

煤炭行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和整体竞争力的重要举

措。河北省化解煤炭过剩产能的复杂性远超其他省

份。未来我国中东部煤炭资源城市（区域）也将大

幅度甚至完全退出煤炭产能，作为典型代表，河北

省化解煤炭过剩产能面临的困难和取得的经验教

训，将为中东部煤炭资源城市 （区域） 提供有益

经验借鉴。

2 河北省煤炭“去产能”面临三大突出行

业共性难题

2.1 存量债务处置难，严重拖累存续企业生存发展

一是河北两家主要煤炭企业（开滦集团和冀中

能源集团）下属多数矿业子公司资产负债率居高不

下，融资性债务利率成本平均 6%左右，远超银行

企业贷款基准利率，债务负担十分沉重。二是两大

煤炭企业均为国有企业，债务关联性复杂[4]，加之

前期在整合地方煤矿过程中，改革并不彻底，股权

关系复杂，合作模式多样，增加了债务处置中利益

诉求的复杂性。三是产能退出矿井原有井筒、巷

道、支护、运输设施等固定资产虽有财务账面价

值，但几乎无使用价值，存量资产价值显著减少，

加之土地和房产等资产地处偏远，缺乏变现和盘活

能力，严重削弱了煤炭企业债务处置的基础能力。

四是“去产能”矿井多数是老矿井，历史遗留问题

多，关井后沉重的人员安置负担、环境治理和土地

塌陷补偿等新的非融资性债务，制约了融资性债务

的处置能力。鉴于国家对煤炭“去产能”债务处置

尚无明确意见和政策，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出台的

《关于进一步做好“僵尸企业”及去产能企业债务

处置工作的通知》 [5]，对煤炭行业债务的特殊性考

虑尚不足且落实效果仍有待观察，完全运用市场化

手段难有实质性进展，且“去产能”单位仍单独核

算，根本无力靠生产经营、“借新还旧”偿还债

务，造成存量债务留给存续企业，严重拖累存续企

业生存、转型和发展，而且容易造成资金链断裂，

进一步增加债务处置的难度。

2.2 职工分流安置渠道窄、岗位少，资金缺口大

根据国家相关规定，企业内部退养需满足距法

定退休年龄不足 10年且职工自愿，解除或终止劳

动合同也必须在职工自愿基础上，因此安置人数极

为有限，大多数职工只能在集团内部转岗安置 [6]。

按照国发〔2016〕 7号文件员工安置的相关规定测

算[7]，内部退养人员发放生活费、缴纳养老保险和

医疗保险，平均每人约需18.5万元；解除或终止劳

动合同人员按国家规定支付经济补偿金，平均每人

约需 9.6万元；内部转岗安置人员缴纳社会保险，

平均每人每年缴费 1.77万元，仅 3年就达 5.31万
元。可见，按上述不同渠道安置所需费用都高于人

均4.02万元的国家奖补标准。同时，内部退养人员

发生的费用需要一直支付到其正式退休，后期很可

能出现企业无力支付的问题。尽管 2016—2017年
河北省煤炭“去产能”涉及的3.26万人基本得到安

置，但已达到企业可安置人数极限。按照《河北省

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实施方

案》，后续还需安置超过6万人，企业压力巨大。

2.3 转型升级基础薄弱，历史包袱沉重

与我国多数传统煤炭企业一样，河北省煤炭企

业往往围绕煤炭主业发展，有较强的专业性和比较

李维明等：河北省煤炭行业“去产能”后续问题研究

17



2019年第1期 煤 炭 经 济 研 究 第39卷

优势，但省内缺乏优势煤炭资源接续，省外整合资

源具有一定难度和风险。虽然在热电、煤化工等方

面有所布局，但起点低、规模小，面临产能退出和

结构调整双重压力。就发展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

业而言，尽管前期开展了一些积极探索，但起步

晚、基础弱，不足以支撑经济转型、接续发展。此

外，河北省国有煤炭企业历史悠久，企业办社会包

袱沉重，加之前期整合煤矿所形成的巨大包袱，以

及退出矿井土地和房屋设施等资产难以处置和盘

活，进一步加重了企业未来转型发展负担。

3 从国家层面高度重视化解煤炭过剩产能

后续问题

3.1 进一步强化国家对“去产能”工作统筹协调

鉴于全球绿色低碳发展趋势以及国内生态文明

建设、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我国煤炭“去产能”工

作将是一项长期任务。考虑到当前这一工作仍然带

有一定的行政色彩，并不完全是企业自主经营行为

和市场因素导致的结果，“去产能”企业债务处

置、人员安置、转型升级等相关工作，政府应适度

介入，将“去产能”煤炭企业遇到的问题纳入到煤

炭产业的未来定位和转型发展的整体思路下予以应

对和解决，从国家层面尽快对全国“去产能”煤炭

企业的后续问题进行统筹协调和统一安排。

3.2 尽快开展“去产能”政策中期评估

针对已出台的“去产能”措施及实施效果，尽

快开展自我评估和第三方评估。在客观评价各地实

践和经验的基础上，以妥善解决资产处置、人员安

置、转型升级等方面的突出问题为核心，从目标制

定、标准设置、资金支持、政策保障、指标考核等

方面，及时对“去产能”方案及配套措施进行必要

的完善和调整，实现“精准支持”，并部署下一阶

段工作安排，切忌急功近利。

3.3 加快制定出台专门针对“去产能”煤炭企业

的债务和资产处置具体实施办法

一是对由存续企业承担的已关闭煤矿所涉及的

资产、负债，应允许剥离，进行集中处置，避免让

已经“搁浅”的资产及对应的负债继续拖累留存企

业发展。在国家未出台明确处置意见前，可允许暂

挂账免息，以减轻企业负担。二是对关闭矿井的新

增债务要明确规定，以缓解“去产能”企业资金和

职工安置压力。三是对“去产能”单位报废、减值

的特定资产可以多种形式适当补偿资产处置损失。

四是尽快落实市场化债转股配套政策，包括提供财

政补贴和税收优惠，明确资本市场对煤炭企业市场

化债转股的相关支持，同时出台对“去产能”债转

股国有企业移交“三供一业”等剥离社会负担的相

关政策支持细则。五是鼓励对“去产能”煤矿采用

银行核销、资产管理公司打包收购、市场化债转股

等多种组合处置手段，并从政策制定和实施方面给

予适当倾斜。六是进一步完善《企业破产法》，规

范和简化破产国有企业特别是整合小煤矿的资产处

置程序，妥善解决前期整合地方矿井中的民营股份

问题，并协调最高法院支持地方资产管理公司取得

破产管理人资格。七是着力解决“去产能”过程中

的矿区土地综合开发利用或流转盘活等工作遇到的

实际问题。

3.4 加大对“去产能”煤炭企业政策支持力度

一是在科学评估基础上，结合煤炭行业以及不

同区域煤炭企业实际，科学确定差异化的煤炭企业

“去产能”奖补资金标准，并优化使用范围，提高

奖补资金效率。二是出台对“去产能”煤炭企业相

关税收优惠政策。降低煤炭产品税率标准，同时扩

大煤炭增值税抵扣范围，如可针对煤炭开采的特殊

性和煤炭增值税过重的实际，允许矿业权价款、水

资源补偿费、矿山环境治理保证金、村庄搬迁费、

青苗补偿费、土地塌陷补偿费等，抵扣进项税。同

时，实施关停企业土地房产税收、“去产能”企业

及母公司所得税等优惠，明确给予减征或免征，切

实降低企业负担。三是综合利用财税、金融、资

源、产业等政策工具，加大对“去产能”企业发展

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相关产业扶持力度。四是在煤

炭资源配置上适度向“去产能”存续优势煤炭企业

倾斜。五是通过加大中央财政补贴力度、扩大失业

保险金使用范围等手段，支持社会保障体系在“去

产能”煤炭企业人员安置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六是

制定“去产能”煤炭企业人员安置具体实施办法，

加大公益性岗位供给，促进各级配套资金落实。

3.5 从战略高度重视独立工矿区振兴及其长远可

持续发展

独立工矿区因建矿而兴、因矿竭而衰，地理位

置偏远而相对独立，历史遗留问题多，且多属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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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普遍面临着转型发展条件欠缺、矿区群众生

活日益困难等突出问题[8]，亟需国家从战略层面予

以高度重视，统筹解决独立工矿区发展这一世界性

难题。具体建议国家应结合乡村振兴、扶贫攻坚、

生态文明等国家战略，尽快实施独立工矿区振兴战

略，加快制定独立工矿区发展规划，全面加强独立

工矿区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和接续替代产业发

展平台建设，创新财政、税收、金融、产业等政策

支持，加大煤炭和土地资源配置方面的倾斜力度，

并确保落实到位，因地制宜、统筹解决独立工矿区

尤其是“去产能”后的长远发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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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探索

0 引 言

作为陕西省的主要消费能源，煤炭对于陕西省

的经济有着决定性作用。一方面，由于我国石油资

源和天然气资源的缺乏，而煤炭资源却相对丰富，

陕西省的经济快速发展对煤炭的依赖性大。另一方

面，根据陕西省统计年鉴可知，2013年煤炭的消

耗量占比高达 72.30%，2017年陕西省煤炭消费占

煤炭价格波动对陕西省经济影响的路径分析

——基于投入产出分析

袁子鼎 1，3，许 建 1，3，张金锁 2

（1.西安科技大学 管理学院，陕西 西安 710054；2.延安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陕西 延安 716000；3.西安科技大学 能源经济与

管理研究中心，陕西 西安 710054）

摘 要：煤炭作为陕西省基础能源的地位难以动摇，作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其价格上涨对陕西

省各经济部门运行有着重要影响。基于陕西省 2012年投入产出表，利用相关数据进行投入产出分

析，从成本推动的角度测算煤炭价格上涨 100%时对各经济部门价格水平的影响效应，分别探讨了

煤炭价格波动对各产业经济影响的传导路径，进而分析其对经济的影响机制。实证结果表明，在

陕西省经济结构中，煤炭价格波动对以煤炭为生产原料的高耗能行业影响程度较大，对于农业生

产和服务业影响程度较小。陕西省可以通过加强煤炭价格体系的建设，从而实现经济稳定发展。

关键词：煤炭价格；产业结构；投入产出分析；传导路径；经济影响分析

中图分类号：F426.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9605（2019） 01－0020－06
Path analysis on the impact of coal price fluctuation on Shaanxi province's economy

——Based on input and output analysis
Yuan Ziding 1，3，Xu Jian 1，3，Zhang Jinsuo 2

（1. School of Management，Xi'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Xi'an 710054，China；2.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Yan'an University，Yan'an 716000，China；3. Research Center of Energy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Xi'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Xi'an 710054，China）

Abstract：The status of coal as a basic energy source in Shaanxi province is difficult to shake. As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of production， its price increase has an important impact on the operation of various economic sectors in Shaanxi province.
Based on the 2012 input-output table of Shaanxi province，using relevant data for input-output analysis，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st-driven measurement， the impact on the price level of various economic sectors was calculated when coal prices rose
by 100%， the transmission path of the impact of coal price fluctuation on the various industries was discussed respectively，
and then its impact on the analyze economy was analyzed.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in the economic structure of
Shaanxi province，coal price fluctuations had a greater impact on high-energy-consuming industries that used coal as raw ma⁃
terial for production，and had less impact o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service industries. Shaanxi province can achieve sta⁃
ble economic development by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al price system.
Key words：coal price；industrial structure；input-output analysis；conduction path；economic impact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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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仍达到 74.30%。由此可见在未来短时间内，煤

炭消费量不会显著下降。并且自 2007年煤炭价格

市场化后，煤价受市场影响价格波动较大，陕西省

动力煤在 2017年 11月价格为 422元/ t，12月下降

到 397元/t。煤价的不稳定极大地制约了陕西省经

济的健康发展，因此研究煤价的传导路径就更加重

要。本文利用投入产出价格模型对陕西省 42个经

济部门变动率进行了测算，通过实证结果从成本推

动的角度推导煤价波动的传导路径，了解煤价波动

对各经济部门的影响机制。

1 文献综述

煤炭对我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关于煤价

对经济影响的研究，国内学者主要集中在对经济影

响程度分析。林伯强[2]结合我国当时阶段经济特征

通过 CGE模型进行分析，指出能源价格波动对我

国经济产生紧缩效应。高文静[3]选取了与煤炭具有

高度关联性的 5个经济部门，通过投入产出分析，

结果得出 6条价格传导路径。王伟[4]分析煤价变动

对各产业各部门的影响，基于煤、电价格同时变动

情况，绘制出其他行业成本变动的主要连锁路径。

丁志华[5]研究煤价对我国产业的影响效应，得出煤

价传导主要是从成本推动角度，通过生产成本—消

费品价格—生活成本的经济影响路径。徐晓华[6]指

出煤炭价格的波动通过产业链形成网络传导，不仅

影响直接消费指数，由于生产要素等因素还形成上

下游传导。王立杰[7]研究电价市场化前后煤炭价格

对经济的影响，并运用 CGE模型计算得出煤炭价

格波动在电价市场化前后对宏观经济和 21个产业

影响有较大差别。丁志华[8]、朱美峰[9]、杨军等[10]利

用投入产出价格模型，测量煤价的波动导致各相关

部门成本变动从而形成的价格影响效应，结论得出

第二产业尤其是重工业对煤价的波动最为敏感。朱

美峰等[11]分别研究煤价的波动对 3个产业物价水平

的影响，指出投入产出价格模型是研究价格传导机

制的有效方法。李品等[12]通过实证研究了煤炭价

格、技术进步和碳排放的影响路径，并提出推动我

国煤炭价格市场化，有利于煤炭消费企业提高能源

效率并能有效抑制能源的消费。

通过上述文献可以得知，国内学者对煤价影响

经济的机制已经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是一方面目

前研究内容大多聚焦于宏观经济的影响，而对某一

特定区域的研究较少，尤其是煤炭富集区域（如陕

西、山西等），这些区域经济对煤炭依赖度高。另

一方面，目前大多研究只分析了影响程度，没有对

产业传导路径进行系统分析。因此，本文选取陕西

省进行投入产出分析，对煤价波动的传导路径进行

了深刻的分析。

2 数据来源与模型构建

2.1 数据来源

本研究投入产出数据选取《2012陕西省投入

产出表》（2017年陕西省统计局公布） [13]。直接消

耗系数表示某行业对煤炭的直接耗用量，本文直接

消耗系数（测量某部门对煤炭的直接消耗量）数据

来源于投入产出表[13]。完全消耗系数（测量某部门

对 煤 炭 的 直 接 和 间 接 耗 用 总 量） 数 据 通 过

( I - A )-1 - I（A为直接消耗系数矩阵）计算得出[14]。

2.2 投入产出价格影响模型构建

根据国内外学者研究结论得知投入产出法是研

究煤炭价格传导机制的有效方法，能够较为全面测

量各经济部门的价格受到煤炭价格波动的影响程

度[11]。本文构建了投入产出价格模型，假设 k部门

价格水平上涨，由 Pj变为 Pj＋∆Pj，则其余的 n-1
个部门也会由于成本推动因素而发生相应的变

动[14]。即 k产业为固定外生变量，其余 n-1个产业

的价格变化不会对 k产业的产品价格产生影响。在

此基础上，考虑其他 n-1产业产品价格的变化。但

是某一特定产业的价格波动导致相关产业物价水平

变化不仅影响其直接成，还影响其间接成本，这两

部分构成了价格影响模型。因此 k部门的价格变动

模型如下。

煤炭价格上涨的直接影响为ΔPjakj（akj表示直

接消耗系数）

煤炭价格上涨的间接影响为

∑
i≠k
ΔPiaij（j ≠ k）

因此得到投入产出价格模型为

ΔPj =ΔPjakj +∑
i = 1

n

aijΔPi
由此得到其矩阵形式为
P( n - 1 ) = A'( n - 1 )Pn- 1 + RPn + N( n - 1 ) （1）

袁子鼎等：煤炭价格波动对陕西省经济影响的路径分析

21



2019年第1期 煤 炭 经 济 研 究 第39卷

其中，

A'( n - 1 ) =
é

ë

ê
êê
ê

ù

û

ú
úú
ú

a11 a21 ⋯ an- 1,1
a12 a22 ⋯ an- 1,2⋯ ⋯ ⋯ ⋯
a1,n - 1 a2,n - 1 ⋯ an- 1,n - 1为直接

消耗系数矩阵。Pn- 1 =

é

ë

ê
êê
ê

ù

û

ú
úú
ú

P1
P2⋮
Pn- 1

R=

é

ë

ê
êê
ê

ù

û

ú
úú
ú

an1
an2⋮
an,n - 1；N( n - 1 )=

é

ë

ê
êê
ê

ù

û

ú
úú
ú

ak1
ak2⋮
ak,n - 1

对式（1）进行数学变换得：

P( n - 1 ) = ( I - A'( n - 1 ) )-1 ( RPn + N( n - 1 ) ) （2）
当 Pn 变为 Pn+ΔPn 时，由式 （2） 得到式

（3）。

P( n - 1 ) +ΔPn- 1 = ( I - A'( n - 1 ))-1( R ( Pn +ΔPn) + N( n - 1 ))（3）

通过数学变换，得到 n产业格变动ΔPk对其余

n-1个部门价格的影响模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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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kk + 1⋮
akn ΔPk （4）

3 基于投入产出表的实证研究

按照由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产业分类标准，首先

将陕西省 42个部门按照分类标准分类为第一、第

二和第三产业；然后根据相关数据测算各部门对煤

炭的耗用度得到直接消耗系数并得出 41*41的直接

消耗矩阵 A，再通过 ( I - A )-1计算得到了 41*41的
列昂惕夫逆矩阵；最后运用投入产出价格模型，假

设煤炭价格上涨 100%，通过matlab7.0计算出其余

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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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门名称

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

非金属矿物制业

石油、炼焦产品和核燃料加工业

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化学工业

其他制造产业

金属制品业

金属矿采选业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服务

电气机械和器材

建筑

非金属矿和其他矿采选产品

造纸印刷和文教体育用品

通用设备

专用设备

交通运输设备

木材加工品和家具

仪器仪表

纺织品

通信设备、计算机和其他电子设备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产品

纺织服装鞋帽皮革羽绒及其制品

直接消耗系数

0.181 801
0.050 828
0.065 580
0.026 641
0.057 393
0.017 918
0.031 796
0.004 212
0.005 997
0.001 209
0.004 040
0.000 435
0.000 264
0.010 235
0.009 324
0.0017 70
0.002 435
0.000 511
0.002 790
0.000 000
0.003 183
0.000 000
0.002 574
0.0014 52

完全消耗系数

0.350 729
0.140 146
0.126 734
0.114 810
0.114 662
0.094 946
0.093 478
0.087 899
0.076 788
0.076 586
0.073 975
0.072 237
0.071123
0.070 205
0.064 345
0.064 166
0.063 380
0.055 107
0.049 856
0.048 506
0.046 398
0.045 732
0.043 207
0.038 322

价格变动率/%
28.566 4
11.440 4
10.332 2
9.367 9
9.351 6
7.825 4
7.728 6
7.185 1
6.275 3
6.264 1
6.051 1
5.914 7
5.827 6
5.740 3
5.325 7
5.267 8
5.190 8
4.518 2
4.134 5
4.090 5
4.012 1
3.809 8
3.531 2
3.301 5

表2 煤炭价格变动100%对第二产业价格水平的影响

数据来源：根据《陕西省投入产出表》和式（4）通过matlab7.0计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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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个部门的价格波动率。

3.1 煤炭价格上涨对陕西省第一产业价格水平的

影响

按照分类标准，农、林、牧、渔服务业应归类

于第三产业，但是考虑到区域经济数据的有限性和

同第一产业的高度关联性，本文将农、林、牧、渔

服务业划分为第一产业。根据式（4）测算结果见

表1。
表1 煤炭价格变动100%对第一产业价格水平的影响

数据来源：根据《陕西省投入产出表》和式 （4） 通过 mat⁃
lab7.0计算得出。

从表1的投入产出分析结果如下。

通过直接消耗系数 0.000 24和完全消耗系数

0.020 958可以得知，农、林、牧、渔服务业对煤

炭的直接消耗量低，但是间接消耗量高。根据价格

变动率，煤炭价格上涨 100%，农、林、牧、渔服

务业价格上涨 2.585 8%，对比表 2、表 3可知煤炭

价格上涨导致第一产业物价影响程度较小。

3.2 煤炭价格波动对陕西省第二产业物价水平的

影响

第二产业主要包括电力、热力、燃气供应业，

石油、矿采选产业，金属冶炼，制造业等 24个经

济部门。根据式（4）测算结果见表2。
从表 2的投入产出分析结果可知：根据价格变

动率数据，煤炭价格上涨致使第二产业物价整体大

幅上涨。当煤炭价格上涨 100%时，电力、热力的

生产和供应业上涨幅度最大为 28.57%。这是由于

陕西省发电方式以火力发电为主和陕西省冬季全区

域供暖方式，煤炭是火力发电和暖气供应的主要动

力原料，煤炭价格的上涨对电力、热力造成直接成

本上涨的压力，因此受到煤炭价格影响程度最大。

其次，较高的是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煤炭价格上涨

100%，其价格上涨为 11.44%。主要原因是近年来

受到我国宏观经济发展的影响，陕西省的房地产业

也随之加快增长，因而对水泥、石灰等建筑材料的

需求量大幅增加。价格涨幅排在第三的是石油、炼

焦产品和核燃料加工业，煤炭价格上涨 100%，其

价格上涨 10.33%，炼焦业即煤炭焦化，在产业链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部门名称

卫生和社会工作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

租赁和商务服务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

食品和烟草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住宿和餐饮业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业

废品废料业

教育业

金融业

批发和零售业

房地产业

直接消耗系数

0.001 624
0.002 770
0.000 920
0.000 028
0.000 515
0.002 091
0.001 142
0.000 000
0.000 919
0.000 151
0.000 920
0.002 319
0.001 322
0.000 000
0.000 006
0.000 072

完全消耗系数

0.045 306
0.040 543
0.040 443
0.034 899
0.034 359
0.028 792
0.026 027
0.023 832
0.022 460
0.019 771
0.018 869
0.018 826
0.013 632
0.013 394
0.012 716
0.008 793

价格变动率/%
3.743 7
3.392 9
3.330 6
2.891 8
2.840 6
2.541 7
2.382 3
1.965 3
1.893 0
1.766 9
1.644 5
1.548 4
1.137 9
1.114 7
1.048 6
0.726 9

表3 煤炭价格变动对第三产业价格水平的影响

数据来源：根据《陕西省投入产出表》和式（4）通过matlab7.0计算得出。

部门名称

农、林、牧、渔服务业

直接消耗系

数

0.000 24

完全消

耗系数

0.020 958

价格变动

率/%
2.585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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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和煤炭产业形成直接上下游关系，因此煤炭价格

上涨造成炼焦业直接原料成本上涨。

从总体角度来看，煤炭价格上涨 100%，第二

产业价格平均变动 7.121 2%，第二产业的价格波

动率均较高。纵观在第二产业中，主要由高耗能行

业构成，因此第二产业对煤价波动敏感度高。

3.3 煤炭价格波动对陕西省第三产业物价水平的

影响

第三产业主要包括交通运输、社会工作、环

境、公共设施管理、金融等 16个经济部门。根据

式（4）测算出结果见表3。
从表 3的投入产出分析结果可知：由价格变动

率数据可知，在第三产业中卫生和社会工作业价格

波动率最高，煤炭价格上涨 100%时其物价水平上

涨 3.743 7%，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医疗器械因

其精确性和高效性而在卫生和社会工作业普遍使

用，然而医疗器械的生产由制造业提供，煤炭作为

制造业最主要的生产原料间接影响了卫生和社会工

作业的成本。接下来排在第二位的是水利、环境和

公共设施管理业，煤炭价格上涨 100%，其价格水

平上涨 3.392 9%，作为煤炭富集区域，陕西省内

煤炭消费甚至高于 70%，并且在短期内高需求、高

消费的现状不会改变，伴随着大量煤炭消耗而来的

还有碳排放等环境污染问题，与此同时，人们对健

康生活环境的追求也致使后期环境治理成本的逐年

增加。排在第三位的为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当煤炭价格上涨 100%，该行业价格上涨 3.331%，

其主要原因是近年来陕西省运输业不断发展，高速

信息时代对交通的要求越来越高，而交通道路修建

的原料主要由水泥、石灰等材料构成。

从总体角度看，煤炭价格上涨 100%，第三产

业所包含的 24个经济部门价格平均上涨 2.123%。

在第三产业总体受到煤炭工业价格影响波及较小。

4 煤炭价格传导路径分析

通过上述实证研究，煤价的波动通过产业链最

先影响到第二产业中直接以煤炭为原材料的高耗能

行业，然后通过产业链的延伸再传播到与其高度相

关的其他行业，最后对各个行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

响。本文通过分析总结了 3个产业中主要传导路

径，并绘制了简化传导图。

4.1 煤价在第一产业中的传导路径分析

当煤炭价格上涨时，对于农产品不会直接影响

其成本上涨，但是由于农业发展逐渐现代化，煤炭

价格变动会影响农产品化学工业、农产品机械制造

业等的成本，而这些经济部门与农产品价格水平变

化具有高度相关性，农产品间接成本上涨进而影响

整体物价水平。煤炭对第一产业的传导路径分为两

条。传导路径一：“煤炭洗选业—化学工业—种植

成本上涨—农、林、牧、渔服务业”。传导路径

二：“煤炭洗选业—农产品机械制造业—生产成本

上涨—农、林、牧、渔服务业”。

4.2 煤价在第二产业中的传导路径分析

煤炭价格波动首先影响第二产业，进而随产业

链波及各行业。第二产业中煤炭主要通过 4条路径

传导。传导路径一：“煤炭洗选业—火力发电—电

力供应业”，在煤炭的下游企业中，火力发电业的

消耗量最高。煤炭价格上涨直接导致火力发电企业

的生产成本增高，从而导致电价的上涨，而电价大

幅波动将会导致全行业的成本变动。但是目前我国

电价处于政府管制状态，因此电力对国民经济影响

较小。传导路径二：“煤炭洗选业—炼焦业—金属

冶炼业”，炼焦业即煤炭焦化。焦炭是金属冶炼工

业的主要燃料，而钢铁行业的下游产业主要为机械

制造业，机械制造业成本上涨会导致农业、纺织业

等成本上涨。因此金属冶炼行业的价格影响涉及国

民经济的程度深、范围广。传导路径三：“煤炭洗

选业—炼焦业—金属冶炼业”，煤炭价格的变化影

响NaOH、Na2CO3等化学产品的生产，而这些化学

用品广泛的应用于医药行业、农业、纺织业和建筑

业。传导路径四：“煤炭洗选业—水泥、石灰—建

筑业、交通运输业”，水泥属于广泛使用的建筑材

料，水泥成本上涨导致建筑行业，交通行业的成本

上涨，进而影响我国各项基础设施的建设。

4.3 煤价在第三产业中的传导路径分析

第三产业价格的变动主要是来自于第二产业的

传导，如第二产业交通运输业价格波动将导致大部

分行业运输成本增长，如旅游业、住宿餐饮业等；

机械制造业的价格波动使得医用设备、交通工具

等运营成本增加；建筑业的价格波动使得房地产业

建造成本增高，而房地产业和金融业具有高度关联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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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及建议

本文研究了煤炭价格波动对陕西省经济影响的

路径。由表1、表2、表3结果可知，完全消耗系数

表示直接消耗和间接消耗之和更能全面反映各部门

对煤炭的依赖程度，由此得知陕西省的第二产业对

煤炭的消耗程度较高。煤炭价格上涨 100%时，第

二产业 24个部门价格水平平均上涨 7.121%，第一

产业价格平均上涨 2.586%，第三产业 16个部门价

格平均上涨 2.123%，由此得知第二产业价格上涨

幅度明显高于第一和第三产业。由此可知，陕西省

第二产业和煤炭工业具有较高的关联性。

从陕西省目前发展格局来看，陕西省经济增长

规模和稳定性取决于第二产业的蓬勃发展，而第二

产业受到煤炭价格波动高度影响。煤炭对第二产业

的影响主要由两方面构成，一是煤价上涨造成其生

产成本提升，二是在产业链中通过各部门间的相互

作用而产生的间接成本。由此得知，煤炭工业是陕

西省的支柱产业，其价格的变动极大影响着陕西省

经济动态。

基于以上研究，陕西省的政策制定应侧重于：

第一，发展第二产业是提升经济实力的关键。第二

产业大部分为高耗能产业，根据陕西省目前经济现

状，第二产业的发展决定着陕西省总体经济能力，

而煤炭行业极大影响着第二产业的发展。在短期

内，陕西省对煤炭的需求和消费不会显著减少，因

此发展第二产业是提升陕西省经济实力的关键。第

二，加强煤炭价格体系的建设。煤炭价格的大幅波

动，不仅会影响第二产业的直接原料成本，还会通

过各经济部门之间的相互作用而产生间接影响，增

加其间接使用成本，因此将煤炭价格稳定在一定的

范围就更加重要。通过建设煤炭价格体系可以为煤

炭行业的安全和稳定发展提供保障，由此实现陕西

省经济的稳定发展。与此同时，煤炭价格的适度上

涨可以有效遏制陕西省第二产业中高耗能行业的盲

目扩张，对于调整陕西省的产业结构和有效抑制碳

排放有着有利影响，为政府部门制定相关的陕西省

经济政策也提供了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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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煤炭的采掘和洗选是密不可分的，使用经过洗

选的煤炭，不仅能够减少燃煤对环境的污染，煤炭

分质利用还可以提高煤炭资源的附加值[1]。在环境

问题日益突出以及政府推进“三去一降一补”的当

下，合并两者进行研究是十分必要的。煤炭行业属

于艰苦行业，具有劳动强度大、危险性高以及工作

环境恶劣等特点，行业员工更多时候属于社会的弱

势群体，合理的工资关系到这一群体的幸福指数。

工资是企业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行业工资影

响因素，可为企业降本增效提供参考。2017年，

全国煤炭产量 35.2亿 t，山西省煤炭产量 8.5亿 t
（规模以上），陕西省煤炭产量 5.50亿 t，内蒙古地

区煤炭产量 8.79亿 t，三个地区煤炭产量已占全国

总产量的绝对部分，以晋陕蒙三省为例，研究煤炭

采掘洗选行业员工工资影响因素，对我国煤炭产业

乃至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相关理论及文献回顾

1961年，舒尔茨提出人力资本理论，首次明

确无形的人力资本的增长对经济增长也有重要意

义。20世纪 70年代，魏茨曼提出分享工资理论，

员工应通过分享制度分享企业利润。1979年，美

国经济学家索罗最早提出了效率工资理论，认为在

工人的综合素质和努力程度都能不断提高的前提

下，高于市场均衡水平的工资，能够最终提高工作

效率。相关理论表明将工资与企业利润挂钩，合

理提高工资水平，能够促进企业本身和产业经济

的发展。

煤炭采掘洗选行业工资影响因素研究

——以晋陕蒙三省为例
路世昌，于溪雯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辽宁 葫芦岛 125105）

摘 要：为了研究煤炭采掘洗选行业工资及其影响因素，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利用 2013—2016
年晋陕蒙三地的长面板数据，应用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回归分析地区煤炭采掘洗选行业

工资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煤炭采掘洗选行业工资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煤炭采选行业发展水平

的综合影响。

关键词：晋陕蒙；煤炭采选行业工资；影响因素；FGLS
中图分类号：TD94；F249.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9605（2019） 01－0026－06

Research on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wage of coal mining and washing industry
——Taking Shanxi，Shaanxi and Inner Mongolia as an example

Lu Shichang，Yu Xiwen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Liaoning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Huludao 125105，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study the salary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in the coal mining and washing industry，on the basis of
qualitative analysis，using the long panel data of Shanxi，Shaanxi and Inner Mongolia in 2013-2016，and using the Feasible
Generalized Least Squares（FGLS） regression analysi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wages of coal mining and washing industry
in the region were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wages of coal mining and washing industry were affected comprehen⁃
sively by the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oal mining and cleaning industry.
Key words：Shanxi，Shaanxi and Mongolia；wages in coal mining and washing industry；influencing factors；FG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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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模型的选择上，采用回归模型对工资影

响因素进行研究是当下比较常见的研究方法。刘士

杰[2]、龚斌磊等[3]应用回归分析的方法研究了农民

工工资的影响因素；张建武等[4]应用回归分析方法

对大学生就业保留工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肖亚

奇[5]应用回归分析方法对高校专业技术人员工资影

响因素进行了研究；张文松[6]在 1998年对煤炭行业

职工收入进行研究时也应用了回归分析的方法。众

多文献证明应用回归分析方法研究工资影响因素是

有效可行的。

对工资影响因素的研究很多，研究主要集中在

对垄断行业、制造业和农民工等工资的研究上，未

发现对煤炭采选行业工资影响因素的研究。在影响

因素的分类上，方红等[7]在研究石油企业职工工资

时，将工资影响因素划分为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

相关学者整理总结前人研究文献得到如下可能对工

资产生影响的因素[8-12]：物价水平、通货膨胀水平、

失业率、劳动生产率、生产总值、产业国际形势、

政府相关政策、国际原油价格、汇率、行业因素、

地区因素、垄断程度、职工岗位、职位、受教育程

度、技术水平、性别以及户籍等。

2 变量选择与确定

对晋陕蒙煤炭采掘洗选行业员工工资影响因素

进行研究，首先要明确煤炭采掘与洗选的概念。广

义的煤炭采掘业员工是指直接参与生产的，包括前

线员工和一线辅助员工在内的所有员工[13]；煤炭洗

选行业员工是指采用物理、机械或物理—化学分选

方法，对煤炭进行优选，加工以及生产的整个链条

上的所有员工。

选取煤炭采掘洗选行业平均工资为因变量。平

均工资是指所有企事业及机关单位职工在一定时期

内所得货币工具的一般水平[14]，与工资总额相比，

能够更好地反应行业工资水平。

对自变量的选取，可从影响工资的内部因素和

外部因素两个方面进行考虑。内部因素方面，煤炭

产业一线从业者的文化水平、技术水平、户籍乃至

性别等内部因素都大体相同或影响微弱，故在研究

时予以忽略。然而，岗位职务等因素虽对个人工资

收入影响较大，但由于基层员工占绝大多数以及研

究对象为行业整体，也不做考虑。外部因素上：由

于我国煤炭供给自给程度较高，国际因素对研究对

象的影响较小，可忽略不计；煤炭采掘和洗选行业

属于竞争性行业，行业垄断程度很低[11]。结合实

际，拟从宏观经济，行业情况和企业实际 3个外在

因素方面入手，对晋陕蒙三地的煤炭采选行业工资

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可能选取的自变量包括：人均

地区生产总值、地区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营业利

润、煤炭价格、行业工业销售产值、劳动生产率、

供求关系；管理水平、井下生产条件以及煤炭赋存

数量等。

并非所有因素都需要作为自变量进行研究。近

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以及“三去一降

一补”等政策的不断推进，晋陕蒙三地的小煤窑数

量锐减，煤炭行业在经历过一轮“寒冬”之后，存

活下来的是那些体量庞大，科学生产且管理规范的

大型煤炭企业，这些企业的管理水平较高且能够在

一段时间内保持稳定。尽管去产能成效显著，但我

国煤炭供求总体缺乏弹性，供大于求的特点没有

变，并且由于煤炭行业存在周期性的特点，这样的

变量

因变量

自变量

名称

煤炭采掘洗选行业平均工资

煤炭采选行业工业销售产值（当年价格）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煤炭采选行业营业利润

年末人数

来源

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中国工业统计年鉴

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工业统计年鉴

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符号

Y
X1
X2
X3
X4
X5

备注

取对数

取对数

取对数

取对数

取对数

取对数

表1 自变量和因变量名称及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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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求关系，短期之内不会发生变化。劳动生产率方

面，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作为衡量国民经济的重要指

标，可以对其产生替代作用。晋陕蒙地区的煤炭赋

存条件普遍较好，地质影响因素也可忽略不计。综

上所述，受研究时效性和因素之间可替代关系的影

响，煤炭赋存、劳动生产率、供求关系和管理水平

等不被列入自变量中进行研究。

考虑薪酬计划的制定和影响作用的滞后性，推

测行业平均工资受上一年相应自变量的影响，即 t
年份的因变量受 t-1年份自变量的影响。受国内经

济和产业周期的影响，2013年成了煤炭产业的一

个拐点，这一年煤炭消费量开始下降，直至 2017
年才第一次出现增长，故选取 2013—2016年的因

变量为研究对象 （自变量为 2012—2015）。确定

的变量如表 1所示，经处理后的具体数据如表 2所
示，按照惯例，对相关数据取自然对数后再进行

研究。

3 模型设定与回归分析

3.1 模型设定

数据属于长面板数据 （i（省份数） =3，而 t
（年份数） =4），长面板数据分析相对而言更加关

注设定扰动项的具体形式[15]，一般进行广义可行最

小二乘回归分析（FGLS），模型设定如公式（1）。
Yit = α + β1X1it - 1 + β2X2it - 1 + β3X3it - 1 + β4X4it - 1 + β5X5it - 1
+β6 region2 + β7 region3 + μit （1）
region1 ={1,内蒙古

0,非内蒙古 （2）
region2 ={1,山西省

0,非山西省 （3）
region3 ={1,陕西省

0,非陕西省 （4）
i代表省份 （i=1，…，3）， t代表年份 （t =

2013，…，2016），βn为回归系数（n=1，…，7），

μit为误差项，同时，为使接下来的分析和应用更

加灵活，引入了虚拟变量，如公式（2） -（4）。

3.2 描述性统计分析

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的目的，是为了从最大

值、最小值与标准差等方面对变量进行更加充分的

了解，结果见表3。
2013—2016年，晋陕蒙三省煤炭采选业平均

工资的自然对数最大值为 11.279 31，最小值为

10.932 07，标准差为 0.107 739 7，说明 2013—
2016年三省间煤炭采选行业工资差距较小且变动

较平稳；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和居民消费指数的相关

省份

山西

山西

山西

山西

内蒙古

内蒙古

内蒙古

内蒙古

陕西

陕西

陕西

陕西

年份

2013
2014
2015
2016
2013
2014
2015
2016
2013
2014
2015
2016

行业平均工资

（Y）
68 941
66 144
58 261
55 942
72 452
71 691
72 133
76 107
79 167
75 903
69 873
76 944

行业工业销售

产值（X1）
6 805.46
6 291.28
5 312.74
4 149.65
3 795.31
3 741.34
3 795.30
2 931.13
2 278.33
2 272.61
2 230.90
2 161.41

人均地区生产

总值（X2）
33 628
34 984
35 070
34 919
63 886
67 836
71 046
71 101
38 564
43 117
46 929
47 626

居民消费价格

指数（X3）
102.498
103.100
101.660
100.598
103.102
103.200
101.556
101.128
102.789
103.000
101.642
100.961

行业营业利润

（X4）
782.78
389.42
54.30
-147.46
824.54
719.51
496.72
340.70
638.89
572.20
374.49
224.22

行业年末人数

（X5）
892 955
1 015 356
970 656
939 256
172 993
191 091
180 257
156 010
136 735
177 382
178 511
173 889

表2 面板数据

注：1.因表格大小有限，表格中显示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数值为四舍五入并保留小数点后三位后的近似数，取对数是按照原统计

年鉴中给定数据计算；2.因表格大小有限，表头文字以简称，表3、4同表2，全称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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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值也说明 2012—2015年间三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有差距，其中内蒙古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最高，这

与内蒙古人口数量较少及近年“羊煤土气”产业拉

动下经济高速发展有关；煤炭采选行业年末人数指

标的方差是所有指标之中最大的，说明数据分布较

为分散，观察表 2发现山西省煤炭采选行业从业人

数最多且变化最小，这与山西省煤炭行业历史悠

久，相关产业从业者较为固定有关。

2012—2015间三地销售产值 （当年价格） 差

距较大，而煤炭采选行业营业利润差距更大（取对

数后的最大值为 6.714 826，最小值为 3.994 524，
均值为 5.924 619以及标准差为 0.798 230 6）。三地

的煤炭采掘洗选行业发展水平并不均衡，观察表 2
发现内蒙和陕西的营业利润较高，而山西省的行业

工业销售产值（当年价格）最高，造成这种现象的

原因可能是：①煤炭企业规模方面，陕西和内蒙地

区以巨大型煤炭企业为主（如国能神华、中煤以及

伊泰等），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而山西省由于

历史原因还有为数不少的中小型煤炭企业，这样的

状况导致山西省的煤炭洗选行业在产值最高的情况

下，利润水平却最低；②以神府东胜煤田为代表的

陕西和内蒙古地区地质条件更为简单，自然灾害更

少，适于综合机械化开采，主要煤种为优质动力煤

和化工煤，产出煤炭具有特低灰、特低硫、特低

磷、中高发热量等特点，以上特点使陕西和内蒙两

地的煤炭采掘洗选行业利润水平更高。

3.3 面板数据的检验

3.3.1 异方差检验

为了得到所有估计中具有最小方差的无偏估

计，需要检验是否存在异方差，故应用 stata14软
件进行相关检验。沃尔德检验（Wald），原假设为

不存在异方差，检验结果为 chi2（7） =91.23，Prob
>chi2=0.000拒绝原假设，存在异方差。

3.3.2 组内自相关检验

采用伍德里奇（Wooldridge）检验法，原始假

设为面板数据存在组内自相关，检验结果为F（1，
2） =0.043，Prob>F=0.855 6，不拒绝原假设，认为

不存在组内自相关。

3.3.3 组间同期相关检验

采用布伦斯-帕甘拉格朗日检验（Breusch-Pa⁃
gan LM） 法，原假设为无组间同期相关，检验结

果为 chibar2 （01） =0.00， Prob>chibar2=1.000 0，
不拒绝原假设，认为不存在组间同期相关。

3.4 回归分析

根据以上所进行的各项检验结果，确定应用可

行广义最小二乘法对面板数据进行回归 （FGLS）
并分别考虑如下情形：仅考虑存在组内自相关，并

且各组的自回归系数相同（ar1）；仅考虑存在组内

自相关，并且各组的自回归系数不相同 （psar）；

不考虑存在自相关，仅考虑不同个体扰动项存在异

方差的情形（hetonly），结合上述检验结果，以 he⁃
tonly结果为准，为了得到更加稳健的结果，同时

列出OLS估计结果。

如表 4所示，所有情形R2均大于 0.9，说明模

型解释性非常好，自变量能够解释因变量 90%以

上的变化。与OLS相比，FGLS的系数显著程度明

显更高，说明异方差影响很大。回归结果证实了煤

炭采选行业工资受上一年相关影响因素的影响。观

察表 4中的各自变量 P值，地区居民消费价格指

数、煤炭采选业工业销售产值（当年价格）、营业

利润和年末人数等四个因素（P值均小于 0.05）均

影响显著，人均地区生产总值（P值大于 0.05）影

变量

行业平均工资 （Y）
行业工业销售产值（X1）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X2）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X3）

行业营业利润（X4）
行业年末人数（X5）

样本数

12
12
12
12
12
12

最大值

11.279 31
8.825 48
11.171 85
4.636 669
6.714 826
13.830 75

最小值

10.932 07
7.6785 16
10.423 11
4.611 13
3.994 524
11.825 8

均值

11.155 34
8.168 582
10.758 63
4.625 942
5.924 619
12.618 61

标准差

0.107 739 7
0.409 367 8
0.300 145 4
0.009 277 9
0.798 230 6
0.853 383 1

表3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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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不显著，虚拟变量（P值大于 0.05）影响也不显

著（以hetonly为准）。

观察自变量回归系数，发现对煤炭采选业平均

工资影响最大的是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之后依次是

煤炭采选业年末人数、销售产值（当年价格）和营

业利润，即地区消费价格指数＞煤炭采选业年末人

数＞煤炭采选业销售产值（当年价格）＞煤炭采选

业营业利润。地区经济方面，地区消费价格指数的

回归系数为正，说明地区物价的高低以及通货膨胀

的程度会显著地从正向影响到该地区的煤炭采掘洗

选行业的工资水平。同时，行业年末人数、销售产

值（当年价格）以及营业利润的回归系数也说明煤

炭采选行业发展的好坏，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对行业

平均工资产生正向影响，其中煤炭采选行业工业销

售产值（当年价格）和营业利润均会对煤炭采选行

业平均工资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产值的影响大于

利润。

需要另外指出的是，虽然根据检验结果应以

hetonly结果为准，即不考虑存在自相关，仅考虑

不同个体扰动项存在异方差的情形，但多很多类似

的文献资料都以 spar1或 ar1结果作为分析依据（李

雪娇[16]、胡建元[17]和张天羽[18]等），出于稳健性考

虑，对 psar1和 ar1结果也予以分析，观察表 4发现

除虚拟变量外，psar1、ar1与 hetonly的回归结果相

似，而 psar1和 ar1的回归结果显示虚拟变量能对煤

炭采选行业平均工资产生显著影响，region2和 re⁃
gion3的回归系数均为正，并且 region2的回归系数

大于 region3，即当地区消费价格指数、煤炭采选

业年末人数、销售产值（当年价格）和营业利润指

标的数值相同时（即其代表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通货膨胀水平以及煤炭采选业发展水平相同时），

三个省份的煤炭采选行业工资水平依次是山西省>
陕西省>内蒙古，说明山西省煤炭采选行业工资水

平受地区因素影响最重，陕西次之，内蒙古最轻，

这也与各省煤炭行业发展历史和对煤炭产业的依赖

程度相吻合。

4 结论与建议

地区消费价格指数、煤炭采选业年末人数、煤

炭采选业销售产值（当年价格）和营业利润指标对

煤炭采选行业工资能够产生显著影响，显著程度依

次递减。说明煤炭采掘洗选行业工资受地区经济发

展水平、通胀水平以及行业发展水平的多重影响，

而员工企业利润的分享程度并不很高。

当下以神东煤炭集团为首的很多大型煤炭企业

正在实施内部市场化改革，在工资方面体现在以吨

煤包干的方式确定一线员工绩效工资，也有关于工

资随产量的提高而增长的相关规定，在一定程度

上，使员工工资收入与企业利润相关联。然而，现

有规定仍略显简单，且还有大量企业在发展中忽略

变量

行业工业销售产值（X1）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X2）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X3）

行业营业利润（X4）
行业年末人数（X5）

山西（region2）
陕西（region3）
年份（Year）
常数（_cons）

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
ar1情形

可决系数（R2） =1.000 0
系数（Coef.）
0.411 302 8
0.288 967 1
6.754 031
0.036 837 4
-0.767 164 1
1.206 801
0.329 543 9
0.072 176 8
-163.008 5

显著性

P值
0.000
0.397
0.000
0.000
0.000
0.000
0.001
0.004
0.002

psar1情形

可决系数（R2） =1.000 0
系数（Coef.）
0.324 085 4
0.623 778 4
6.285 024
0.027 952 3
-0.866 153 4
1.630 566
0.426 868 7
0.042 738 2
-103.295 8

显著性

P值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hetonly情形

可决系数（R2） =1.000 0
系数（Coef.）
0.504 260 2
-0.026 695 8
7.374 497
0.041 210 4
-0.719 263 7
0.873 284 2
0.236 885 8
0.100 758 7
-221.307

显著性

P值
0.002
0.960
0.000
0.000
0.000
0.104
0.149
0.006
0.002

普通最小二乘法OLS

可决系数（R2） =1.000 0
系数（Coef.）
0.504 260 2
-0.026 695 8
7.374 497
0.041 210 4
-0.719 263 7
.873 284 2
0.236 885 8
0.100 758 7
-221.307

显著性

P值
0.175
0.979
0.132
0.237
0.071
0.474
0.493
0.223
0.193

表4 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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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这一问题，事实上建立随着行业经济发展而变

化的动态工资体系是当下煤炭类企业亟需解决的

问题。

由于历史原因，山西省煤炭产业发展存在包

袱，煤炭产业与地域关系最为密切，对相关问题应

予关注，在淘汰落后产能上下功夫，促进煤炭企业

兼并重组[19]。同时，大规模生产和先进设备的应用

能够促进企业利润的提高，随着煤炭行业“黄金十

年”的结束，煤炭行业对技术和资金要素的要求提

高，小煤窑大量关停，“大煤企时代”的来临会促

进煤炭产业利润率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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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煤炭资源在我国的能源构成中占有较大比例，

对于推动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但

是，伴随着煤炭资源在整体国民消费结构中的比重

呈现下降趋势，加上生态文明建设等政策的提出，

有关煤炭市场的自我调节能力呈现部分失灵的状

态，产能出现过剩，导致煤炭产量进一步缩减。根

据 2017—2022年煤炭设备市场行情监测及投资可

行性研究报告的结果，发现煤炭行业的资产负债率

由 2015年底的 67.9%上升至 2016年底的 69.5%，

虽然 2017年降杠杆发挥了作用，但是煤炭产业自

身的发展状况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观，尤其是传统

的问题依然存在，部分影响煤炭行业发展的“杠

杆”仍然存在[1]。这些问题的存在要求煤炭行业立

足现状，寻找其他主体，优势互补，实现创新发

展。协同创新机制参与主体包括行业内部不同部门

之间的协同、不同行业之间的协同、行业与科研院

所（高校）之间的协同。新时代下，知识经济蓬勃

发展，协同创新机制已然成为煤炭行业创新发展的

重要途径。不同发展主体所具有的优势和资源不

同，通过协同创新机制将各主体优势进行整合，彼

此各取所需，有效弥补短板，实现较快发展。因

此，煤炭行业协同创新发展机制的研究对于煤炭行

业实现创新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基于ANP—熵权法赋权的煤炭行业协同创新机制评价

夏宗洋 1，彭亦廷 2，宋陈澄 1

（1.黑龙江科技大学 管理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22；2. 内蒙古商贸职业学院 会计系，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70）

摘 要：煤炭行业协同创新发展有利于推动煤炭行业突破发展瓶颈，加快转型步伐。为了实现煤炭行业发

展，通过构建网络层次结构模型并结合熵权法，分析各指标的权重关系，对比两种方法的评价结果。结果表

明：政策完善程度、单位GDP能源消耗率、行业协同意愿以及设备更新率是制约煤炭行业协同创新发展的

重要因素，并从3个角度进行讨论并据此提出相关策略。

关键词：协同创新；网络层次分析法；熵权法；煤炭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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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 of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development mechanism of coal industry based on
ANP-Entropy Weight Method

Xia Zongyang 1，Peng Yiting 2，Song Chencheng 1

（1. School of Management，Heilongjia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Harbin 150022，China；2. Department of Accounting，Inner

Mongolia Business College，Hohhot 010070，China）

Abstract： The coordinated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oal industry is conducive to promoting the coal industry to
break through the development bottleneck and accelerate the pace of transformation.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al industry， the network hierarchy model was constructed and combined with the entropy weight method to analyze the
weight relationship of each index，and the evaluation results of the two methods were compar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degree of policy perfection， energy consumption per unit of GDP， industry synergy willingness and equipment renewal rate
were important factors that restrict the coordinated innovation of coal industry. This paper discussed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and proposed relevant strategies.
Key words：collaborative innovation；network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entropy weight method；coal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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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们关于协同创新发展的相关研究成果较

多，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探讨协同创

新理论发展脉络。陈劲等[2]认为协同创新是以知识

增值为核心的，并通过整合维度和互动强度两个维

度构建协同创新理论框架。何郁冰[3]提出“战略—

知识—组织”三重互动的产学研协同创新模式，初

步构建产学研协同创新理论框架。白列湖[4]探讨将

协同论引入管理研究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并提出管

理协同理论。第二，关注协同理论在实际中的应用

价值。解学梅[5]通过构建结构方程模型研究中小企

业协同创新网络与创新绩效的关系，发现“企业—

企业，企业—中介”等协同创新网络对企业创新绩

效产生正向影响。满江虹[6]以协同发展理念为指

导，研究我国体育事业协同结构优化组合策略，实

现我国体育事业的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朱峥宇等[7]

通过改进传统的协同过滤算法，提出标签分类的协

同过滤推荐算法，解决有价值的信息占比过少等问

题。史玉丁等[8]通过探究乡村旅游多功能发展与农

村可持续生计的关系，构建以自然生态保护、文化

资源传承等内容的功能群，形成乡村旅游与农村可

持续生计协同发展的逻辑框架。

上述学者们的研究丰富了协同创新的理论体

系，协同创新研究已经成为学术界的研究热点。但

是，很少有学者关注煤炭行业的发展与其他发展主

体之间的协同创新发展的机制研究。文章以文献研

究法为基础，提炼煤炭行业发展与不同行业发展主

体协同创新发展的影响因素，并采用网络层次结构

模型和熵权系数法，运用 SD软件和MATLAB软件

计算各影响因素的权重，讨论所有因素之间的影响

大小关系，为探究煤炭行业协同创新发展机制提供

理论指导。

1 相关理论基础

1.1 协同理论

协同论主要研究的是远离平衡状态的开放系统

与外界有物质交换的前提下，如何通过自身协同作

用，自发地形成时间、空间和功能上的有序结

构[9]。美国战略管理学家安索夫[10]将协同理论引入

管理学领域，协同理论成为企业采取多元化战略的

理论基础和重要依据。夏宗洋等[11]通过构建解释结

构模型探讨煤炭行业高校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的影

响因素，为煤炭行业高校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建立

提供了维度。文章以上述研究为基础，将协同理论

引入影响煤炭行业协同创新发展的因素分析中来，

认为煤炭行业发展与不同发展主体存在一定的契合

度，通过将不同主体各自具有的优势进行组合，以

突破煤炭行业发展的困境。

1.2 网络层次分析法

网络层次分析法 （Analytic Network Process，
简称“ANP法”） 是 Satty于 1996年在 ISAHP-IV
上系统地提出了ANP的理论与方法[12]。该方法是层

次分析法的进一步深化，能够探讨高低层次不同因

素的相互影响，具有良好的反馈系统。ANP将整

个系统划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为控制层，主

要包括问题目标和决策准则，每一个决策准则具有

独立性且只受目标元素支配。第二个层次为网络

层，该层次是由所有受控制层支配的元素组成，并

且所有因素内部存在相互影响的网络结构[13]。

1.3 PEST理论

PEST理论主要是立足于行业发展的外部环境，

从政治、经济、社会、技术 4个角度对行业发展的

宏观环境进行分析。其中，政治维度主要涵盖政府

制定相关政策；经济维度包括就业状况、利率和市

场需求等因素；社会维度主要由整个社会的人口结

构、文化的主流价值观等因素组成；技术维度主要

包括科学技术的现金程度、生产效率等内容。

1.4 熵权法

在信息论中，熵表示的是对客体的不确定性程

度的度量。熵权法主要是依据信息论原理的解释，

信息是系统有序程度的一个度量，熵是系统无序程

度的一个度量。如果指标的信息熵越小，该指标提

供的信息量就越大，在综合评价中所起的作用理当

越大，权重随之也应该越高[14]。为了避免主观赋权

法权重系数的不足，采用熵权法确定各指标的权重

系数，熵权系数可以度量各个指标在煤炭行业协同

创新发展评价体系中的变化程度以及其他指标的影

响程度，根据各指标所提供的信息量确定各指标的

权重系数[15-17]。

2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煤炭行业协同创新发展需要明确与目标主体协

同发展的长处与短处，找准各自的需求点，利用协

夏宗洋等：基于ANP—熵权法赋权的煤炭行业协同创新机制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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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创新机制实现创新发展。因此，针对制约煤炭

行业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系统分析是尤为必要的。

文章以煤炭行业发展特点为基础，结合访谈法和

文献研究法，构建煤炭行业协同创新发展的评价指标

体系，旨在为煤炭行业实现协同创新发展提供理论参

考。

协同的主体众多，煤炭行业想要创新发展不仅

可以通过“企业—企业”之间协同，也可以通过

“企业—高校”之间的协同实现创新发展目标。本

文主要以这两个角度为出发点，讨论“企业与企

业”协同模式和“企业与高校”协同模式的影响因

素，并对众多的影响因素进行分类整合，建立煤炭

行业协同创新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通过梳理相关文

献，以 PEST理论为基础，从政治、经济、文化和

技术 4个角度建立煤炭行业协同创新发展评价的一

级指标，在政治维度下共有 3个二级指标；经济维

度主要由 3个指标构成；社会维度由 3个指标组

成；技术维度由3个指标组成，如图1所示。

图1 煤炭行业协同创新发展机制评价指标体系

2.1 政治维度

政治维度具有一定的导向作用，政府针对煤炭

行业发展制定的每一项政策都会指引煤炭行业沿着

特定的方向进行转型，政府制定的法律法规对煤炭

行业协同创新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该维度主要包括

政策完善程度、产业政策支持力度和环保政策的导

向性3个二级指标。

2.2 经济维度

经济维度作为评价煤炭行业协同创新发展的重

要维度之一，经济上支持力度的大小将影响着煤炭

行业协同创新发展成果的数量和质量。该维度主要

由 3个二级指标组成，分别为行业就业率、引进人

才资金、单位GDP能源消耗率。

2.3 社会维度

煤炭行业协同创新发展评价的目标就是寻求煤

炭行业创新发展的突破口，而煤炭行业发展所处的

社会环境影响着煤炭行业发展的社会效益。社会维

度主要包括行业发展的文化氛围、行业协同意愿和

行业发展的价值观3个二级指标。

2.4 技术维度

技术更新的速度对煤炭行业的创新发展起着重

要作用，而技术的创造是由人才提供的，从煤炭行

业发展的角度出发，通过分析煤炭行业发展在技术

方面的难点，找准存在短板的地方，有针对性解决

煤炭行业发展的困境，实现煤炭行业创新发展的目

标。该维度主要由设备更新率、生产流程的规范化

以及产品利用率3个二级指标构成。

3 评价模型构建

理论上，针对某一类群体进行评价的方法众

多，主要包括 3类：一是定性评价，又称为主观评

价，很大程度上依据评价人的经验和学识水平直接

作出评价，具有主观性强的特点，如排列法等。二

是定量评价法。该方法与定性评价法是相对的，又

称为客观评价法，通过特定的数学方法对描述评价

主体特征的相关数据进行计算，进而得出评价结果

的方法。三是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这种方法

结合了定性与定量两种方法的特点，以应对某些边

界模糊的社会问题的评价。

综合考虑文章评价的内容，采用定性与定量相

结合的研究方法，网络层次分析法能够对目标开展

系统性评价，使得决策结果具有科学性，而熵权法

可以有效弥补主观评价带来的不足。本文运用网络

层次分析法和熵权系数法两种方法评价煤炭行业协

同创新发展机制，将两种方法计算得出结果进行对

比研究，保证得出结果的客观性。

3.1 网络层次结构模型确定指标权重

网络层次分析结构模型算法步骤为：①明

确评价目标和准则层次；②建立控制层和网络

层；③建立未加权超矩阵；④建立加权超矩阵；

⑤计算极限超矩阵和标准化权重。构建模型如

图 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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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煤炭行业协同创新发展机制评价模型

依据图 2的网络层次结构模型，通过专家打分

法对各指标的重要程度进行判断得出控制层和网络

层的判断矩阵见表 1。将控制层设置为政治维度、

经济维度、社会维度和技术维度，运用 SD软件设

置，煤炭行业协同创新发展网络层次结构模型，如

图3所示。

针对建立的判断矩阵，通过求和的方法对每个

矩 阵 内 的 元 素 进 行 求 和 得 到 向 量

a = ( )a1,a2 ,…,ai
T

，每个向量汇总得到未加权超

矩阵见表2。
对未加权超矩阵中的每一个向量进行归一化处

理，定义
ωi = ai ∑

i = 1

m

ai其中，ai为对应元素的向量

指标

B11
B12
B13
B21
B22
B23
B31
B32
B33
B41
B42
B43

B11
1
1/2
3
2
1/2
1
1/3
3
5
1/2
1/2
4

B12
2
1
1
1/2
2
2
1
1
2
2
1/3
1/3

B13
1/3
1
1
1/3
1
1/2
1
1/2
1
3
3
2

B21
1/2
2
3
1
2
3
3
1
1
1/3
2
4

B22
2
1/2
1
1/2
1
1/5
1/3
3
1
1
1/4
3

B23
1
1/2
2
1/3
5
1
1/3
4
2
2
1/2
1/2

B31
3
1
1
1/3
3
3
1
1/2
1/2
2
1
1/2

B32
1/3
1
2
1
1/3
1/4
2
1
1/3
1/3
4
4

B33
1/5
1/2
1
1
1
1/2
2
3
1
3
3
1/3

B41
2
1/2
1/3
3
1
1/2
1/2
3
1/3
1
1/4
2

B42
2
3
1/3
1/2
4
2
1
1/4
1/3
4
1
2

B43
1/4
3
1/2
1/4
1/3
2
2
1/4
3
1/2
1/2
1

表1 指标重要程度比较数据

未加权超矩阵

B11
B12
B13
B21
B22
B23
B31
B32
B33
B41
B42
B43

B11
0.29
0.25
0.41
0.41
0.26
0.33
0.26
0.41
0.33
0.22
0.33
0.49

B12
0.21
0.18
0.59
0.59
0.25
0.16
0.26
0.33
0.41
0.55
0.24
0.13

B13
0.23
0.24
0.55
0.54
0.16
0.30
0.20
0.4
0.4
0.27
0.19
0.40

B21
0.25
0.33
0.41
0.15
0.33
0.53
0.55
0.21
0.24
0.24
0.27
0.21

B22
0.24
0.25
0.50
0.33
0.41
0.26
0.25
0.60
0.16
0.25
0.16
0.50

B23
0.23
0.33
0.41
0.26
0.33
0.41
0.25
0.25
0.5
0.26
0.33
0.38

B31
0.27
0.18
0.58
0.33
0.33
0.33
0.41
0.33
0.26
0.38
0.20
0.37

B32
0.29
0.20
0.49
0.16
0.54
0.30
0.4
0.2
0.4
0.55
0.21
0.24

B33
0.39
0.33
0.26
0.63
0.17
0.19
0.55
0.21
0.24
0.17
0.44
0.39

B41
0.33
0.49
0.20
0.41
0.33
0.26
0.25
0.5
0.25
0.2
0.55
0.16

B42
0.33
0.33
0.33
0.41
0.26
0.33
0.41
0.26
0.33
0.10
0.66
0.25

B43
0.25
0.50
0.25
0.26
0.33
0.41
0.54
0.27
0.16
0.31
0.11
0.55

表2 未加权超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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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i = 1

m

ai为m个向量的和，得到的最大特征值所对

应的特征向量 ω = ( )ω1,ω2 ,…,ωm

T
，通过公式

C = a × ω汇总得到加权超矩阵见表3。

图3 构建控制层和网络层次

以加权超矩阵为基础，通过公式 lim
m→∞

( )1 m∑
i = 1

m

ωi

对加权超矩阵做稳定性处理，即：矩阵自乘 4次得

到稳定的极限超矩阵和标准化超矩阵，对其进行

归一化得到极限矩阵权重和标准化权重，具体结

果见表4。

表4 指标权重

3.2 熵权法确定指标权重

假设在有m个评价指标、n个被评价对象的

评价体系中，原始评价矩阵为 Dnm，运用熵权系

数法计算权重的流程共有 5步 [17]。其具体算法如

下。

1）根据煤炭行业协同创新发展机制评价指标

的数量构建判断矩阵。

C = ( )Cij m × n, ( )i = 1,2,…,m;j = 1,2,…,n （1）
2）指标的规范化。

加权超矩阵

B11
B12
B13
B21
B22
B23
B31
B32
B33
B41
B42
B43

B11
0.09
0.08
0.05
0.09
0.04
0.06
0.08
0.10
0.08
0.06
0.13
0.05

B12
0.14
0.07
0.04
0.22
0.06
0.09
0.08
0.08
0.10
0.02
0.16
0.05

B13
0.14
0.05
0.11
0.15
0.04
0.08
0.04
0.10
0.09
0.06
0.03
0.10

B21
0.08
0.05
0.06
0.06
0.04
0.08
0.06
0.03
0.05
0.06
0.19
0.22

B22
0.09
0.05
0.05
0.04
0.08
0.03
0.07
0.08
0.08
0.40
0.10
0.03

B23
0.08
0.04
0.04
0.03
0.04
0.04
0.07
0.03
0.03
0.14
0.11
0.32

B31
0.11
0.04
0.06
0.04
0.03
0.03
0.04
0.04
0.05
0.10
0.34
0.10

B32
0.10
0.05
0.04
0.01
0.02
0.01
0.04
0.03
0.03
0.15
0.10
0.33

B33
0.05
0.08
0.05
0.08
0.02
0.02
0.05
0.03
0.04
0.16
0.20
0.22

B41
0.05
0.06
0.07
0.09
0.08
0.05
0.05
0.12
0.07
0.15
0.08
0.15

B42
0.06
0.05
0.06
0.07
0.06
0.08
0.09
0.06
0.07
0.21
0.08
0.09

B43
0.06
0.05
0.08
0.06
0.07
0.10
0.15
0.07
0.05
0.06
0.17
0.15

指标

政策完善程度

产业政策支持力度

环保政策导向性

行业就业率

引进人才资金

单位GDP能源消耗率

行业发展文化氛围

行业协同意愿

行业发展价值观

设备更新率

生产流程规范化

产品利用率

标准化权重

0.449 14
0.384 03
0.225 61
0.204 24
0.384 46
0.411 30
0.166 83
0.399 42
0.174 97
0.434 97
0.377 91
0.357 12

极限矩阵权重

0.133 923
0.114 508
0.085 899
0.060 899
0.114 637
0.122 639
0.049 743
0.080 614
0.035 313
0.125 313
0.076 272
0.102 952

表3 加权超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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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j =
cij - cjmin
cjmax - cjmin

, ( )i = 1,2,…,m;j = 1,2,…,n （2）
式中：R = ( )rij m × n为对指标进行规范化后标准矩

阵。

3）判断矩阵的归一化，求出归一化判断矩阵。

R' = ( )r'ij m × n =
rij

∑
i = 1

m

rij
,

( )i = 1,2,…,m,j = 1,2,…,n
（3）

4）根据熵的定义，求出评价指标的熵值。

ei = -
1
lnm∑i = 1

m

r'ij ln( )r'ij ,

( )i = 1,2,…,m;j = 1,2,…,n （4）
当 r'ij = 0时，ln( )r'ij 没有实际意义，需要对其进行

修正

r''ij =
1 + rij
∑
i = 1

m

( )1 + rij 。
5）各个指标的熵权系数的计算如下。

wi =
1 - Hj

m -∑
j = 1

m

Hj （5）
式中：Hj——创新能力各评价指标的信息熵，

( )j = 1,2,…,m 。

根据上述算法流程，可以计算出各指标的熵值

和熵权，具体结果见表5。
表5 煤炭行业协同创新发展机制评价指标熵值和熵权

4 结论与建议

本文主要是聚焦于煤炭行业协同创新发展机制

开展评价研究，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和总结，归

纳出煤炭行业协同创新发展的影响因素，并结合

PEST理论对归纳的影响因素体系进行层次划分，

采用网络层次分析法和熵权法分析影响煤炭行业协

同创新发展因素的权重，通过对比两种方法计算的

结果可以得出的结论为：两种方法计算结果得出的

结论基本一致，即：煤炭行业协同创新发展机制应

当优先关注政策完善程度、单位GDP能源消耗率、

行业协同意愿以及设备更新率。

基于上述结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考虑煤炭

行业协同创新发展的策略。第一，政府应立足于国

民能源消耗的实际情况，不断完善行业发展的相关

政策，如：加大对煤炭行业财政投入力度，给予煤

炭行业协同发展的政策支持、委派煤炭行业研究专

家进行技术指导等。同时，煤炭行业的管理者需审

时度势，既需要虚心接受专家给出的意见，也需要

聆听行业内部员工的建议，及时根据政策方向和行

业发展实际需求调整本行业的发展方向，促使煤炭

行业符合新时代发展的要求。

第二，注重人才引进，加强科技人才队伍建

设。人才是实现煤炭行业创新发展的第一驱动力，

是保证煤炭行业永葆生机的重要力量。人才引进可

以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一是，煤炭行业应加强与

各大高校或者科研院所进行交流，积极开展煤炭行

业与高校（科研机构）之间的协同。如：立足于煤

炭行业发展遇到的瓶颈，将瓶颈设立为具体的横向

研究课题，与高校开展合作，为煤炭行业的创新发

展储备优秀人才，以应对煤炭行业创新发展过程中

出现人才短缺的问题；二是，不断完善人才保障机

制，吸引各类人才集聚。具体措施可以细化为：为

人才提供保障性住房，解决落户问题、提供安家

费用、优化工作环境等。完善的人才保障机制可

以免去人才的后顾之忧，有利于建设完备的科技

人才队伍。

第三，加大资金投入，提高技术水平。煤炭行

业的协同创新发展需要创新型技术作为支撑，技术

水平是煤炭行业协同创新发展的根本保障，也是与

其他发展主体开展协同的硬件条件。其中，先进设

指标类型

政治维度
ω1 = 0.190 7

经济维度
ω2 = 0.208 5

文化维度
ω3 = 0.207 1

技术维度
ω4 = 0.393 7

评价指标

政策完善程度

产业政策支持力度

环保政策导向性

行业就业率

引进人才资金

单位GDP能源消耗率

行业发展文化氛围

行业协同意愿

行业发展价值观

设备更新率

生产流程规范化

产品利用率

熵值

0.925 7
0.904 2
0.832 2
0.700 1
0.895 5
0.944 0
0.599 5
0.725 8
0.601 0
0.900 5
0.352 0
0.786 8

熵权

0.684 1
0.202 2
0.201 7
0.158 5
0.408 8
0.455 7
0.223 4
0.534 7
0.311 9
0.591 3
0.131 2
0.33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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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的配备是否完善是提高产出率的重要保证。因

此，煤炭行业可以根据年度获取利润情况，提高应

用于创新型技术研发方面的资金预算比例，积极引

进国内外先进设备，提高煤炭行业发展的技术水准

和产能，从而降低单位GDP能源消耗率，使得煤

炭行业的发展既符合国家政策，也能促进煤炭行业

协同创新发展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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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当前，我国北方地区清洁取暖比例低，特别是

部分地区冬季大量使用散烧煤，大气污染物排放量

大，迫切需要推进清洁取暖，这关系到北方地区居

民温暖过冬，关系雾霾天能不能减少，是能源生产

和消费革命、农村生活方式革命的重要内容 [1]。

2017年，在“电代煤”和“气代煤”（以下简称

“双替代”）政策的推动下，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实

际完成“双替代”近 600万户，据估算，减少散煤

约 1 800万 t，其中“2+26”城市完成 475万户 [2]。

与此同时，也应该看到大力推进“煤改气”，曾令

华北地区一度出现“气荒”，一些地区冬季天然气

供需缺口达到 10%～20%。一方面反映了我国对清

洁供暖、改善大气环境的迫切需求；另一方面我国

的清洁取暖难以依靠一两种能源来解决（能源供给

与经济性压力）。另外，在供热管网、电网、天然

气管网与调峰等基础设施方面还存着很多短板。当

前情况下，发挥清洁煤、电力、天然气、地热等多

种清洁能源的优势，宜煤则煤、宜气则气、宜电则

电，多能互补，是我国北方地区实现清洁供暖的可

行方式。

1 北方供暖用能结构仍以煤炭为主

2017年 12月，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财

政部等部门联合制定了《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规

划（2017—2021年）》，从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

现状、问题以及推动该项工作的方向目标、推进策

基于用户可承受能力的清洁取暖技术经济性评价

樊 金 璐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综合研究所，北京 100013）

摘 要：围绕北方清洁供暖集中和分散两种主要方式，从技术经济环境性等方面进行了量化综合评

价，对于集中供暖，地热供暖、先进燃煤锅炉、热电联产既环保又经济；对于分散供暖，先进燃煤

炉既环保又经济。在不考虑补贴情况下，借鉴英国燃料贫困标准判断国内城镇居民基本能够承受清

洁供暖成本，而农村居民仅可承受清洁燃煤供暖成本。最后，提出进一步结合城乡经济发展水平制

定可操作性的清洁取暖政策的建议。

关键词：清洁取暖；技术经济性；承受能力；燃料贫困

中图分类号：F416.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9605（2019） 01－0039－06
Economic evaluation of clean heating technology based on user's affordability

Fan Jinlu
（Comprehensive Research Institute Ping An Securities Co.，Ltd.，Beijing 100013，China）

Abstract：From the aspects of technical economy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the two main ways of centralizing and dispers⁃
ing clean heating in the north have been quantitatively and comprehensively evaluated. For central heating，geothermal heat⁃
ing，advanced coal-fired boilers，and cogeneration are both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and economical; for decentralized heating，
advanced combustion coal stoves are both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and economical. Regardless of subsidies， the British fuel
poverty standard can be used to judge that domestic urban residents can basically bear the cost of clean heating，while rural
residents can only bear the cost of clean coal heating，an operational clean heating policy was proposed based on the urban
and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Key words：clean heating；technical economy；affordability；fuel poverty

发展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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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支持政策等方面进行了明确规定。其中，截至

2016年年底，我国北方地区城乡建筑取暖总面积

约 206亿m2。其中，城镇建筑取暖面积 141亿m2，

农村建筑取暖面积 65亿m2。“2+26”城市城乡建筑

取暖面积约 50亿m2。从用能结构上来看，供暖用

能仍以煤炭为主[3]。

1.1 用能结构

根据 2016年年底数据，我国北方地区取暖使

用能源以燃煤为主，燃煤取暖面积约占总取暖面积

的 83%，天然气、电、地热能、生物质能、太阳

能、工业余热等合计约占 17%。取暖用煤年消耗约

4亿 tce，其中散烧煤（含低效小锅炉用煤）约 2亿
tce，主要分布在农村地区。北方地区供热平均综

合能耗约 22 kgce/m2，其中，城镇约 19 kgce /m2，

农村约27 kgce /m2。2016年北方地区冬季取暖结构

见表1和图1。

图1 2016年北方地区冬季取暖结构

表1 2016年北方地区分散和集中供暖结构

1.2 供暖热源

在北方城镇地区，主要通过热电联产、大型区

域锅炉房等集中供暖设施满足取暖需求，承担供暖

面积约 70亿m2，集中供暖尚未覆盖的区域以燃煤

小锅炉、天然气、电、可再生能源等分散供暖作为

补充。城乡结合部、农村等地区则多数为分散供

暖，大量使用柴灶、火炕、炉子或土暖气等供暖，

少部分采用天然气、电、可再生能源供暖。主要清

洁供暖方式如图2所示。

图2 主要清洁供暖方式

1.3 供暖类型

从类型来看，分为集中供暖和分散供暖。集中

供暖清洁化主要包括 3个途径：一是通过热电联产

等集中供热替代；二是采用优质煤+先进锅炉技

术；三是使用天然气、电、生物质等清洁燃料替代

燃煤。集中供暖优点有：①提高能源利用率、节约

能源；②有条件安装高烟囱和烟气净化装置，便于

消除烟尘，减轻大气污染，改善环境卫生；③减少

工作人员及燃料、灰渣的运输量和散落量，降低

运行费用，改善环境卫生；④易于实现科学管

理，提高供热质量。集中清洁供暖替代主要方式

如图 3所示。

在农村地区和城市集中供暖覆盖不到的部分区

域，以分散供暖为主。传统燃煤炉具取暖污染较为

严重，可以用优质煤+先进炉具、电取暖、天然气

取暖和热泵等技术来替代[5]。分散清洁供暖替代主

要方式如图4所示。

图3 集中清洁供暖替代主要方式

项目

北方地区耗煤量

其中：分散利用

集中供暖

单位/亿 t
4
2
2

项目

北方地区供热

综合能耗

其中：城市

农村

单位/（kgce · m-2）

22
19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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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分散清洁供暖替代主要方式

2 集中供暖和分散供暖清洁化的经济性分析

2.1 集中供暖经济性分析

清洁燃煤和清洁能源取暖均有污染物排放，但

排放环节和排放量不同，燃煤、燃气取暖等污染物

排放发生在取暖过程；电取暖、热泵取暖 （空气

源、地源、水源）、太阳能取暖等污染物排放发生

在取暖前的电力生产过程。采用全生命周期方法科

学、全面评价不同取暖方式节能环保效果。

以普通燃煤锅炉为基准，传统燃煤工业锅炉

以层燃式链条炉为主，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

物排放分别按照 50 mg/m3、300 mg/m3、300 mg/m3

（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3271），能效按照

60%计算，煤价按照 540元/t计算。以输出 1 GJ能
量为基准，不同集中供暖方式全过程技术经济性

见表 2。
从能耗来看，地热供暖最低，天然气锅炉、先

进燃煤锅炉、热电联产相当，传统燃煤锅炉最高；

从污染物排放来看，地热供暖、天然气锅炉、先进

燃煤锅炉、热电联产基本相当，传统燃煤锅炉最

高；从经济性来看，地热供暖、先进燃煤锅炉、热

电联产运行成本基本相当，天然气锅炉最高。

表2 不同集中供暖方式全过程技术经济性

注：输出1 GJ能量。

2.2 分散清洁供暖技术经济性分析

以传统燃煤炉具取暖作为清洁采暖的基准，根

据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城镇生活源产排污系数手

册和《民用水暖煤炉通用技术条件》 2016年报批

稿，传统燃煤炉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分

别按照 400 mg/m3、350 mg/m3、300 mg/m3，能效

40%，吨煤价格 600元。按照典型民宅 （100 m2）

的采暖热负荷指标 23.5 W/m2，全年供暖季累积热

负荷为 29 GJ。以输出 1 GJ能量为基准，不同分散

供暖方式全过程技术经济性见表3[6]。
从能耗来看，燃气炉、南方地区空气源热泵、

先进燃煤炉比较低，电采暖、普通炉、北方地区空

气源热泵比较高；从污染物排放来看，普通炉最

高，先进燃煤炉次之，燃气炉、空气源热泵、电采

暖较低；从燃料成本方面，电采暖最高，空气源热

指标

能耗/kgce
烟尘/g

二氧化硫/g
氮氧化物/g
碳排放/kg
燃料成本/
（元/a/户）

运行成本

（元/a/户）

传统燃煤

锅炉

59.86
35.83
214.97
214.97
131.24
1 312.47

1 778.86

热电

联产

39.04
2.05
14.35
20.50
85.59
855.96

1 341.54

先进燃煤

锅炉

39.91
2.99
10.48
14.97
87.49
1 028.78

1 669.24

燃气锅炉

38.21
1.78
3.56
17.79
54.26
2 149.60

2 327.25

地热

供暖

7.18
0.85
5.95
8.49
36.62
783.95

1 282.67

指标

能耗（kgce）
烟尘（g）

二氧化硫（g）
氮氧化物（g）
碳排放（kg）

燃料成本（元/GJ）
投资/（供暖面积100 m2）

燃料成本（元/a/户）

费用年值（元/a/户）

普通炉

68.25
286.63
250.80
214.97
149.61
57.33
1000

1 662.46
1 762.46

先进燃煤炉

48.75
35.83
71.66
107.49
106.86
68.25
2 000
1 979.12
2 179.12

燃气炉

40.14
8.92
22.30
66.89
63.75
87.10
5000

2 525.78
3 025.78

空气源热泵

42.87～65.95
2.18～3.64
15.26～25.45
21.80～36.36
93.98～156.76
69.37～115.71

25 000
2 011.69～3 355.53
4 511.69～5 855.53

电采暖

85.74
4.36
30.55
43.64
188.17
138.89
1 500
4 027.78
4 177.78

表3 不同分散供暖方式全过程技术经济性

注：输出1 GJ热量，100 m2/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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泵、燃气炉较高，先进燃煤炉最低；从费用年值来

看 （考虑设备），空气源热泵最高，电采暖次之，

先进燃煤炉最低。

3 用户收入水平及可以承受能力

3.1 以可支配收入衡量用户收入水平

收入水平指标包括家庭总收入和可支配收入。

家庭总收入指调查户中生活在一起的所有家庭成员

在调查期得到的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性

收入、转移性收入的总和，不包括出售财物和借贷

收入。可支配收入指调查户可用于最终消费支出和

其他非义务性支出以及储蓄的总和，即居民家庭可

以用来自由支配的收入。它是家庭总收入扣除交纳

的个人所得税、个人交纳的社会保障支出以及调查

户的记账补贴后的收入。计算公式为：可支配收入

=家庭总收入-交纳个人所得税-个人交纳的社会保

障支出-记账补贴。因此，本文选用更能反应居民

可用于消费的可支配收入作为比较指标。

从可支配收入来看，一般各省会城市要高于省

内普通地级市，中东部的城市要高于西部地区，城

镇居民要高于农村居民。2016年，北方主要供暖

地区省会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范围在3万～4.3
万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范围在 1万～1.8
万元；地级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范围在 2.6万
～4.1万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范围在 1万
～1.5万元[7]。省会城市和地级城市城乡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分别见表4和表5。
表4 省会城市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资料来源： 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表5 地级城市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2 国内供暖费用可承受力

燃料支出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应有一定的

限制，过高支出用于供暖支出，将影响居民的生活

水平。英国最开始对燃料贫困（Fuel poverty）给出

定义：如果让家里保持合理温度的采暖开支超过家

庭收入的 10％，该家庭则处于燃料贫困线以下。

随着社会的发展，英国政府目前利用低收入、高消

费（Low Income High Costs，LIHC）的指标来衡量

燃料贫困。按照英国官方的标准，认为合理的燃料

消费是：用于花费必要取暖的能源费用最好等于或

低于国家统计的中位线水平之下。根据 2012—
2016年英国家庭收入及燃料成本的中位数计算 [4]，

合理的燃料消费占收入中位数占比约为 5%～6%，

见表6。
表6 2012—2016年英国家庭收入及燃料成本的中位数

资料来源： Annual Fuel Poverty Statistics，平安证券研究所。

根据我国北方地区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按照

5%的合理燃料消费占比和每户 3人计算，城镇居

民户均合理年供暖费大约在 4 000～6 000元/户，

农村居民户均合理年供暖费大约在 1 500～2 500
元/户，见表 7。目前，对城镇居民来说，主要以集

中供暖为主，供暖费基本都在可承受范围内；对农

省会城市

兰州

银川

石家庄

哈尔滨

呼和浩特

太原

西安

济南

乌鲁木齐

郑州

2016年城镇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元
29 661.41
30 477.81
30 459.26
33 190.00
40 220.00
29 632.14
35 630.00
43 052.16
34 190.00
33 214.00

2016年农村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元
10 391.00
12 037.00
12 345.00
14 438.90
14 517.00
14 591.00
15 191.00
15 346.00
16 351.00
18 426.00

地级市

沧州

保定

临沂

丹东

济宁

大庆

泰安

包头

2016年城镇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元
25 679.72
25 679.72
30 859.45
26 111.44
29 986.79
36 509.00
30 299.38
40 955.00

2016年农村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元
11 340.00
11 612.00
11 646.00
13 450.00
13 615.00
13 909.00
14 428.00
14 692.00

年份

2016
2015
2014
2013
2012

收入的中位

数/£
22 017
21 333
20 729
20 354
19 707

燃料成本的中

位数/£
1 177
1 236
1 266
1 239.3
1 242

燃料成本中位数占收

入中位数比例/%
5.35
5.79
6.11
6.09
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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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居民来说，以分散供暖为主，如果不考虑政府补

贴，清洁煤取暖是比较可行的取暖方式。

表7 我国城乡家庭合理供暖费

4 2021年供暖多能互补情景分析

根据《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规划 （2017—
2021）》，对清洁取暖目标、天然气供应量、供暖

面积等方面还提出了具体要求。

1）清洁取暖目标。到 2021年，北方地区清洁

取暖率达到 70%，替代散煤 （含低效小锅炉用

煤） 1.5亿 t，清洁燃煤集中供暖、天然气供暖、

生物质能清洁供暖、电供暖（含热泵）取暖、地热

供暖分别达到110亿m2、40亿m2、21亿m2、15亿m2、

10亿m2。

2） 天然气供应量。2021年冬季采暖季期间，

三家石油企业向六省市供气量达到 593亿m3，通过

推动供气主体多元化，引入其他供气主体，力争供

气量达到 745亿 m3。按照 600亿 m3天然气计算，

可替代煤炭约 7 600万 tce。北京冬季供气量约

80%用于采暖。估算冬季能用于采暖的天然气约

480亿m3。

3） 供暖面积。参考城市和农村供暖面积增

速，按照整体供暖面积年均增速 6%计算，预测到

2021年，北方地区供暖面积约为276亿m3，清洁供

暖面积不低于70%。

根据以上内容，设定3个情景。

情景一（S1）：完成规划清洁供暖目标，天然

气供暖和电取暖按照目标完成。到 2021年，散煤

（块煤）、燃煤锅炉超低排放、热电联产、电供暖

（含热泵）、天然气供暖的面积分别为 87.50亿m2、

30亿m2、 80亿m2、15亿m2、40亿m2。

情景二（S2）：完成规划清洁供暖目标，天然

气供暖和电取暖超过目标 20%。到 2021年，散煤

（块煤）、燃煤锅炉超低排放、热电联产、电供暖

（含热泵）、天然气供暖的面积分别为 76.50亿m2、

30亿m2、80亿m2、18亿m2、48亿m2。

情景三（S3）：完成规划清洁供暖目标，天然

气供暖和电取暖超过目标 40%。到 2021年，散煤

（块煤）、燃煤锅炉超低排放、热电联产、电供暖

（含热泵）、天然气供暖的面积分别为 65.50亿m2、

30亿m2、80亿m2、21亿m2、56亿m2。

到 2021年，相比 2016年，预测北方用于供暖

能源中：散煤 （块煤） 下降，优质动力煤、天然

气、电力上升。其中，散煤由 2.71亿 tce下降到

0.85亿～1.48亿 tce，降幅50%左右；优质动力煤由

0.5亿 tce上升到 1.63亿～1.78亿 tce，增长 3.2倍以

上；天然气由 183亿 m3上升到 330亿～460亿 m3，

表8 2021年北方主要供暖方式面积和耗能预测

省会城市

石家庄

太原

呼和浩特

哈尔滨

济南

郑州

西安

兰州

银川

乌鲁木齐

地级市

济宁

泰安

临沂

沧州

保定

包头

丹东

大庆

2016年城镇居民

户均合理供暖费/元
4 569
4 445
6 033
4 979
6 458
4 982
5 345
4 449
4 572
5 129

2016年城镇居民户均合

理供暖费/元
4 498
4 545
4 629
3 852
3 852
6 143
3 917
5 476

2016年农村居民户均合

理供暖费/元
1 852
2 189
2 178
2 166
2 302
2 764
2 279
1 559
1 806
2 453

2016年农村居民户均合

理供暖费/元
2 042
2 164
1 747
1 701
1 742
2 204
2 018
2 086

年份

2016

2021
（S1）
2021
（S2）
2021
（S3）

项目

面积/亿m2

耗能/亿 tce
面积/亿m2

耗能/亿 tce
面积/亿m2

耗能/亿 tce
面积/亿m2

耗能/亿 tce

散煤

（块煤）

137.00
2.71
87.50
1.48
76.50
1.30
65.50
1.11

燃煤锅炉

超低排放

-
-

30.00
0.35
30.00
0.35
30.00
0.35

热电

联产

35.00
0.40
80.00
0.91
80.00
0.91
80.00
0.91

电供暖

（含热泵）

4.00
0.10
15.00
0.37
18.00
0.45
21.00
0.52

天然气

供暖

22.00
0.24
40.00
0.44
48.00
0.53
56.00
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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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 1.8 倍以上；用电量由 307 亿 kWh 上升到

1 100～1 600亿kWh，增长3.6倍以上。

5 问题与建议

5.1 问 题

1）从经济承受力来看，没有补贴，“双替代”

成本高。从农村居民经济可承受能力来看，在没有

政府补贴的情况下，可以承受清洁煤+先进炉具的

方案。政府推动的“双替代”是以大量补贴推动

的。地方财政负担较重，未来随着新项目的推进，

以及原有项目的运营维护仍需大量投入，部分地方

政府进退两难，另外，还要承担温暖过冬的保障压

力。以北京“煤改电”为例，每户每年 10 000度
电补贴指标，每度电补 0.2元，如按此补贴强

度推广到所有北方地区，光运行费用就需要每年

2 000~3 000亿补贴，这还没考虑巨额初投资。

从用户角度来看，由于政府采取“先用后补”

的补贴方式，用户担心补贴不到位、运行费用高，

不敢敞开用，导致 2017—2018年采暖期家庭供暖

温度普遍偏低。

2）从能源供应来看，天然气缺口大，峰谷差

加大。2017年中国天然气进口储存度近 40%，地

下储气库工作能力占 3.4%。LNG接收站储罐均是

正常运营储罐，可供调峰使用的容量很小。干线

管道管存气只有在应急状况下可动用，不具备调

峰能力。“气代煤”新增加大量的天然气需求，从

季节上又集中在冬季，对我国的天然气保障能力

是巨大的挑战。华北地区天然气季节峰谷比已达

到 3.5，应急储备仅 1亿m3，还不够该地区冬季平

均四分之一天的消费量。2017年“气荒”之后，

重点区域“气代煤”项目规划和推进趋于理性，

目前一些地区已经转向更多采用“电代煤”取暖。

5.2 建 议

不同清洁取暖方式的适宜条件、经济成本等不

同，同样，不同地区、不同用户的经济社会基础也

不尽相同，因地制宜、多能互补是近期解决清洁供

暖的主要途径。根据上文研究，从可支配收入分

析，目前我国农村居民难以承担较高的取暖成本，

短期依靠大量财政补贴不可长期持续，建议客观总

结和评估已有居民燃煤取暖清洁化工作的基础上，

统筹社会经济发展、自然地形、能源可获得性、基

础设施情况等因素，科学制定城乡的散煤综合治理

工作方案，重点考虑农村居民的经济可承受能力，

制定可操作性的清洁取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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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煤矿开采带来的固废量非常巨大，尤其是排放

煤矸石对环境造成了严重污染。一方面，填埋沟

壑、占用土地堆积等简单的处理方法，随着时间的

推移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越来越严重，另一方面利

用煤矸石生产传统建材、煤矸石发电等途径，既不

能彻底解决环保问题，又不具有经济竞争力。近年

来，随着我国绿色建筑的推广，尤其是国家层面出

台的一系列关于低能耗、环境友好型绿色装配式建

材的产业政策，加之相关工艺技术及装备的进步，

为煤矿固废资源化利用带来了新机遇，本文试图通

过预测煤矿固废资源化新型产品的市场需求来分析

煤矿固废资源化的潜在经济价值。

1 煤矿固废资源化利用现状

1.1 国外煤矿固废资源化状况

美国、德国、英国等国家对煤矿固废的利用率

较高，资源化途径也较为广泛。如利用低热值煤矸

石进行发电；利用煤矸石作为道路铺装材料；对煤

矸石进行煅烧改性加工后作为工业废水的预处理附

着介质；利用煤矸石破碎后作为建筑粘结剂和骨

料。总体来看，国外煤矿固废资源化利用相对成

熟，技术工艺先进。

1.2 国内煤矿固废资源化状况

近年来，我国在煤矿固废资源化利用方面做了

大量的探索，相关产业发展较快。一是借鉴国外经

验，利用低热值煤矸石进行发电，该项探索已经在

国内得到了产业化发展，各地建设项目较多；二是

利用煤矸石生产水泥及砖瓦等传统建材；三是利用

煤矸石生产超细高岭土，由于晋陕蒙地区煤矸石富

含煤系高岭土，经过煅烧研磨所生产的超细高岭土

可以广泛应用于化工涂料、造纸、印染等下游产

业；四是利用煤矸石对矿区塌陷区进行充填治理，

同时有的学者探索通过生化方式改善煤矸石的理化

性质后用于矿区土壤改良及生态复垦[1-3]。

综合来看，煤矸石发电、煤矸石生产砖瓦传统

建材及高岭土等途径的技术相对成熟，但受限于煤

矸石热值、三废排放等因素影响，煤矿固废利用率

偏低，产业规模难以做大，以环境、经济效益为核

心的市场竞争力普遍较弱，而其他塌陷区治理及土

煤矿固废资源化利用经济价值研究探讨

张峰玮，曾 琳
（中煤科工清洁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100013）

摘 要：以煤矿固废品种煤矸石为对象开展了深入研究，预测了煤矸石相关资源化产品的全国市

场需求以及内蒙古准格尔目标市场需求，并以此为基础完成了对全国及内蒙古准格尔煤矿固废中

远期潜在经济价值的分析。

关键词：固废；资源化利用；经济价值；煤矿开采

中图分类号：F416.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9605（2019） 01－00045－07
Study on the economic value of coal mine solid waste resource utilization

Zhang Fengwei，Zeng Lin
（CCTEG Clean Energy Co.，Ltd.，Beijing 100013，China）

Abstract： In-depth research was carried out on coal gangue of coal mine solid waste variety， the national market demand
and the target market demand of Zhungeer in Inner Mongolia for coal gangue-related resource products were predicted. Based
on this， the mid- long term potential economic value of solid waste in the whole country and Zhungeer coal mine in Inner
Mongolia was analyzed.
Key words：solid waste；resource utilization；economic value；coal m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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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生态修复等途径仍在试验探索阶段。

1.3 装配式建筑趋势下煤矿固废资源化新途径

近年来，随着技术工艺及装备的发展，加之绿

色节能及装配式建筑的发展，煤矸石生产新型装配

式绿色发泡陶瓷建材的资源化利用途径开始焕发市

场生机，该新型产品综合性能指标优势较明显，绿

色环保、寿命长久，防火防水及隔音效果好，且施

工简单，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或将掀开煤矿固废

大规模资源化利用的“蓝海”。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建筑市场，全国房屋总面

积已超过 440亿m2，每年新增建筑约 20亿m2，约

占全世界新建建筑面积总量的一半。我国的绿色建

筑及装配式建筑起步较晚，95%以上仍是高能耗建

筑，建筑能耗已占全社会能耗的 27%。建筑节能明

显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4-7]。

近年来，我国中央政府及省市地方政府陆续出

台了一系列关于绿色建筑发展的相关政策，尤其是

政策明确提出了绿色建筑发展目标，即到 2020
年，绿色建筑占新建建筑比重超过 30%，全国装配

式建筑占新建建筑的比例达到 15%以上，其中重点

推进地区达到 20%以上。同时，提出加快推广新建

建筑中绿色建材的应用比例，推广使用新型墙材，

发展节能环保、轻质高强的绿色墙体材料、保温材

料[8-9]。

2017年年底，我国城镇化率达到 58.52%，距

研究机构预测的 70%～75%的城镇化峰值，还有较

大发展空间。在政策支持下，随着城镇化的持续推

进，绿色节能建筑及相关绿色节能建材的市场前景

非常广阔。特别是雄安新区建设的序幕已经拉开，

未来以雄安新区为核心的京津冀大区域绿色节能建

材市场潜在需求巨大。

在越来越严格的环保政策下，传统建材的常用

原料砂石的取用逐渐受到限制，对建材生产企业的

制约也日益趋严，特别是“2+26”家城市及其周

边。在这种情况下，在内蒙古准格尔地区采用煤矸

石等废弃物生产发泡陶瓷隔墙板绿色节能建材，即

将面临良好的发展前景。

发泡陶瓷隔墙板是最近几年研发的一种新型绿

色环保建材，具有A级防火、防噪音、保温、寿命

长，固废利用率高等优势。利用煤矸石生产加工发

泡陶瓷墙材的工艺技术已经相对成熟，产品对煤矸

石固废的利用率可高达 80%以上 [10-11]。该种隔墙材

料的主要竞争产品包括传统的加气混凝土、石膏板

及轻质隔墙复合材料，各自的性能指标对比见表

1。通过对各种隔墙板性能比较，可以看出。

1）石膏板隔墙、红砖隔墙的综合性能差，属

于逐步被取代淘汰的材料。

2）加气块隔墙和ALC蒸压轻质砂加气混凝土

砌块安装复杂、运输成本高、隔音防火等级不高，

需要双面抹灰、防水差、损耗大，外墙还需要做外

保温。目前仅用于民用外墙工程，综合竞争力弱；灰

砂砖工序多，施工慢，施工现场较脏，人工成本高。

3）轻质隔墙复合材料的综合性能较好，但主

要材质为有机聚苯泡沫或岩棉，环保性不如无机发

泡陶瓷材料，且承重强度远不如发泡陶瓷隔墙板。

4）虽然发泡陶瓷材料的单价高，但由于施工

简单高效，大幅节省了时间和人工成本，另外由于

容重轻，可以降低建筑物负荷，增加建筑使用面

积，工程综合造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得到有效降低。

通过对比分析可知，发泡陶瓷隔墙板的综合性

能指标较优势明显。该种材料的不足主要是行业产

能不足、售价较高。作为一种新型绿色墙体材料，

随着未来产能的持续增长及量化生产后成本的逐步

降低，预计发泡陶瓷隔墙板在绿色装配式建筑中的

应用前景或将十分广阔。

2 全国煤矿固废资源化潜在经济价值分析

2.1 分析思路及前提假设

对煤矿固废资源化潜在经济价值的分析，主要

是基于对相关新型资源化产品发泡陶瓷隔墙材料市

场容量的预测完成，基本思路如下：首先，依据未

来城镇人口新增数量及城镇人均住房面积测算新增

建筑面积；其次，依据装配式建筑规划目标测算未

来新增装配式建筑面积；获得未来新增装配式建筑

面积数据后，测算新增装配式建筑隔墙板市场需求

及发泡陶瓷隔墙板市场需求；最后，基于上述预测

结果，完成对煤矿固废资源化经济价值的分析测

算。预测的前提假设主要包括：①房地产行业平稳

发展、城镇化稳步持续推进；②各地装配式建筑政

策及规划在未来持续推进，并得到相对较好的落

实；③未来 3～5年之内，不会出现全面替代发泡

陶瓷隔墙板的装配式建筑隔墙材料。本次预测未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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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既有建筑，尤其是公共建筑节能改造所带来的潜

在市场规模；④本次预测未考虑富裕地区村镇高收

入阶层新建或改善自有建筑品质的需求。

2.2 2020年及 2025年新增城镇人口数量及人均

住房面积取值

新增城镇人口相关数据的取值主要参考国家及

各省市人口发展规划、年度住宅用地供应计划以及

各地区年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城市总

体规划、人口规划等资料。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6年全国城镇人均住

房面积 36.6 m2，2012年到 2016年的复合增长率约

2.7%[12]。考虑到数据滞后性等综合因素，本次预测

忽略人均住房面积增长率，采取相对保守取值，对

2020年及 2025年城镇人均住房面积依旧采用 2016
年数值36.6 m2。

2.3 装配式建筑占比取值

2016年，住建部出台的《建筑产业现代化发

展纲要》提出，到 2020年，装配式建筑占新建建

筑的比例在 20%以上，到 2025年，装配式建筑占

新建建筑的比例 50%以上。考虑实际发展落实等情

况，除特大型一线城市外，其余城市保守取值，

2020年取值为 15%，2025年取值为 25%。北京、

天津一线城市按照政府出台的实际规划目标取值，

即 2020年为 30%，2025年分别为 50%、40%。另

外，雄安新区建设起点要求高，规划要求采用装配

式建筑构造“绿色生态宜居新城区”。按照中国建

筑设计院装配式建筑工程研究院相关专家的介绍，

雄安新区 80%～90%将是装配式建筑，对 2020年
及2025年装配式建筑占比分别取值80%、90%。

2.4 发泡陶瓷隔墙板占装配式建筑隔墙板需求比例

当前主流装配式隔墙板种类并不多，主要是加

气混凝土、石膏板、灰砂砖及轻质隔墙复合材料，

本次预测按照发泡陶瓷隔墙板占装配式建筑隔墙板

市场需求的 10%～30%区间测算。另外，据行业经

验及常识，隔墙板面积一般为建筑面积的 2～3
倍，本次预测保守选取2倍。

2.5 全国潜在市场需求及经济规模预测结果

2017年全国新建建筑面积 17.87亿m2，以过去

5年平均增速 6.71%测算：预计 2019—2020年全国

累计新建建筑面积 61亿m2，2020—2025年全国新

建建筑面积预测 130亿m2；以装配式建筑占新建建

筑面积 15%、25%测算：2018—2020年预计累计新

增装配式建筑 9亿m2 （15%）；2020—2025年预计

累计新增装配式建筑32亿m2（25%）。

产品

材质

防火

吸水率/%

强度

隔音

施工

发泡陶瓷隔墙板

泡沫陶瓷属于陶瓷材质是经

过 1200℃高温煅烧而成的陶瓷

材料，又经回火退火消除应力

而形成的一种结构牢固，柔性

泡沫陶瓷保温材料

A级防火，泡沫陶瓷材料本

身就经过 1200℃烧结而成，不

但防火，而且耐火，点不着、

烧不坏，更不会粉化

≤ 1
烧结的陶瓷结构经过回火退

火的热处理，抗压强度达到 6
Mpa，柔韧性非常好

内部结构为多孔，具有很好

的隔音吸音效果

产品体薄、重量轻，施工比

较简易，工序少，人工成本较

低，现场干净，材料边角料可

回收

加气混凝土

以硅质和钙质材料

为主要原料制成的多

孔硅酸盐材料，其经

发气后含有大量均匀

而细小的气孔

A级防火，主材料为

无机材料，因而具有

良好的耐火性能

0.4
抗 压 强 度 ≥ 3.0

Mpa， 抗 折 强 度 ≥ 1.5
Mpa

多孔结构，具有一

定的吸声能力

工序多，施工慢，

施工现场较脏，人工

成本较高

石膏板

石 膏 板 是 以

建 筑 石 膏 为 主

要 原 料 制 成 的

一种材料

属难燃 B1级

产 品 ， 具 有 一

定的防火性能

≤ 10
抗 压 强 度 ≥
2.5Mpa

隔音效果不好

重量轻、强度

较 高 、 安 装 简

易 、 工 期 短 、

施 工 简 便 ， 现

场较干净

灰砂砖

以砂和石灰为主

要原料，允许掺入

颜料和外加剂，经

坯料制备、压制成

型、经高压蒸气养

护而成的一种材料

属于不燃产品

0.15
抗 压 强 度 ≥ 10～25
Mpa

隔音性能良好

工 序 多 ， 施 工 慢 ，

施工现场较脏，人

工成本高

轻质隔墙复合材料

外层是氯氧镁水泥，内

层是聚苯乙烯泡沫板或发

泡水泥

属A级防火产品，具有一

定的防火性能

0.069

抗压强度为3.8 Mpa

隔音性能良好

重量轻、强度较高、安

装简易、工期短、施工简

便，可减少时间成本和人

工成本

表1 发泡陶瓷隔墙板与其他隔墙材料主要性能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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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过程可预测：2018—2020年累计新增

装配式隔墙板潜在需求 18亿m2；2020—2025年累

计新增装配式隔墙板潜在需求64亿m2。若按照发泡

陶瓷隔墙板占比10%～30%计算：2018—2020年累计

发泡陶瓷隔墙板需求1.8亿～5.4亿m2，2020—2025年
累计发泡陶瓷隔墙板需求6.4亿～19.2亿m2，2019—
2025年累计发泡陶瓷隔墙板需求8亿～25亿m2。

2.6 全国煤矿固废资源化经济价值测算

通过上述预测过程可知，2019—2020年累计

发泡陶瓷隔墙板需求1.8亿～5.4亿m2；2020—2025
年累计发泡陶瓷隔墙板需求 6.4亿～19.2亿m2。按

照上述分析，2019—2025年，预测全国累计发泡

陶瓷隔墙板潜在市场需求约8亿～25亿m2。

煤矸石制发泡陶瓷的固废利用率可达 80%以

上，按照当前工艺技术发展状况，2019—2025年
累计 8亿～25亿m2的发泡陶瓷市场需求将消耗煤

矿固废量约3 000万～8 000万 t；若按照相关资源化

产品规模化成本下降后取值100元/m2计算，2019—
2025年基于煤矸石发泡陶瓷产品的全国煤矿固废资

源化潜在经济规模或将达1 060亿～2 600亿元。

3 内蒙古准格尔煤矿固废资源化潜在经济

价值分析

内蒙古准格尔地区煤矿固废资源化利用的经济

价值分析，同样从煤矿固废资源化产品发泡陶瓷的

市场容量预测入手。在预测固废资源化产品市场容

量时，需要合理考虑其潜在的销售区域，即必须确

定其潜在目标销售城市，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开展综

合预测研究才有意义。

3.1 潜在目标销售城市筛选

鉴于发泡陶瓷隔墙板作为一种新型绿色墙材目

前的售价仍然相对较高，所以在对装配式建筑及建

筑品质要求不高的三四线城市，发泡陶瓷隔墙板或

短期内难以与传统墙体材料竞争。因此，在潜在目

标市场选择上，房价水平是一个考虑因素。另外，

产品运距过远则运输成本过高，产品的价格竞争力

会下降。基于以上分析，对于潜在销售目标城市的

确定，主要采取了两个选择标准，一是房价分别按

照 8 000元/m2以上、10 000元/m2以上以及 15 000
元/m2以上分别统计；二是销售半径限于 1 000 km
之内。按照上述两个标准筛选，得到 21个目标城

市，见表2。
表2 发泡陶瓷隔墙板潜在目标市场区域一览表

注：房价数据取自中国房地产行业协会发布的 2018年 4月最

新数据。

3.2 预测2020年及2025年城镇居民新增住房面积

依据各城市 2020年比 2017年新增城镇人口数

量与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可以测算到 2020年
时目标城市城镇居民新增住房面积。同理，依据各

城市 2025年比 2020年新增城镇人口数量与城镇居

民人均住房面积，可以测算到 2025年目标城市城

镇居民新增住房面积。其中，雄安新区面积规划分

为起步 100km2、中期 200 km2和远期控制 2 000 km2

的三期规划；雄安新区规划承载 200万～250万人

口[13-16]。

3.3 预测2020年及2025年新增装配式住宅面积

在 2020年及 2025年城镇居民新增住房面积数

据基础上，依据 2020年及 2025年装配式建筑占比

取值，可以测算 2020年及 2025年各目标城市的新

增装配式住宅面积。

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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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

北京

保定

廊坊

石家庄

呼和浩特

张家口

太原

承德

雄安

天津

秦皇岛

唐山

衡水

邯郸

聊城

沧州

淄博

兰州

西安

郑州

济南

房价水平/元
6 0000+
1 0000+
15 000+
15 000+
9 000+
9 500+
10 000+
8 000+
-

15 000+
8 000+
9 000+
8 000+
8 000+
8 000+
8 000+
8 000+
10 000+
12 000+
13 000+
15 000+

运距/km
＜600
＜600
＜600
＜600
＜600
＜600
＜600
＜600
＜600

600～1 000
600～1 000
600～1 000
600～1 000
600～1 000
600～1 000
600～1 000
600～1 000
600～1 000
600～1 000
600～1 000
600～1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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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预测 2020年及 2025年目标城市隔墙板市场

需求

依据测算所得的 2020年及 2025年各目标城市

的新增装配式住宅面积与隔墙板面积系数（2倍）

进行计算，可以预测 2020年及 2025年目标城市隔

墙板市场需求量。

3.5 预测 2020年及 2025年发泡陶瓷隔墙板市场

需求

按照发泡陶瓷隔墙板占装配式建筑隔墙板市场

需求比例 10%～30%区间取值计算，不同房价下各

目标城市发泡陶瓷市场需求详细测算结果见表 3-
表5。

城市

房价/元
运距/km

2020年城镇人口数量/万人

2025年城镇人口数量/万人

2020年城镇居民新增住房面积/亿m2

2025年城镇居民住房新增面积/亿m2

2020年装配式住宅占比/%
2020年新增装配式住宅面积/亿m2

2025年装配式住宅占比/%
2025年新增装配式住宅面积/亿m2

2020年新增隔墙板市场需求/亿m2

2025年新增隔墙板市场需求/亿m2

2020年发泡陶瓷隔墙板市场需求/亿m2

2025年发泡陶瓷隔墙板市场需求/亿m2

北京

60 000+
＜600

1.3
0.65
30
0.39
50
0.33
0.78
0.65
0.08
0.23
0.07
0.2

廊坊

15 000+
＜600
353
475
0.31
0.45
15
0.05
25
0.11
0.09
0.22
0.01
0.03
0.02
0.07

石家庄

15 000+
＜600
550
700
0.24
0.55
15
0.04
25
0.14
0.07
0.27
0.01
0.02
0.03
0.08

雄安

-
＜600
100
200
0.41
0.37
80
0.33
90
0.33
0.65
0.66
0.07
0.2
0.07
0.2

天津

23 000+
600～1 000
1800
2050
2.07
0.92
30
0.62
40
0.37
1.24
0.73
0.12
0.37
0.07
0.22

郑州

15 000+
600～1 000
1000
1200
1.18
0.73
15
0.18
25
0.18
0.35
0.37
0.04
0.11
0.04
0.11

济南

15 000+
600～1 000

430
500
0.12
0.26
15
0.02
25
0.06
0.04
0.13
0
0.01
0.01
0.04

合计

5.63
3.91

1.62

1.52
3.23
3.03
0.32
0.97
0.3
0.91

表3 2019—2025年目标城市发泡陶瓷隔墙板市场需求

注：房价15 000元/m2以上。

序号

城市

2020年城镇居民新增住房面积/亿m2

2025年城镇居民住房新增面积/亿m2

2020年装配式住宅占比/%
2020年新增装配式住宅面积/亿m2

2025年装配式住宅占比/%
2025年新增装配式住宅面积/亿m2

2020年新增隔墙板市场需求/亿m2

2025年新增隔墙板市场需求/亿m2

2020年发泡陶瓷隔墙板市场需求/亿m2

2025年发泡陶瓷隔墙板市场需求/亿m2

1
北京

1.3
0.65
30
0.39
50
0.33
0.78
0.65
0.08
0.23
0.07
0.2

2
保定

0.15
0.48
15
0.02
25
0.12
0.05
0.24
0
0.01
0.02
0.07

3
廊坊

0.31
0.45
15
0.05
25
0.11
0.09
0.22
0.01
0.03
0.02
0.07

4
石家庄

0.24
0.55
15
0.04
25
0.14
0.07
0.27
0.01
0.02
0.03
0.08

5
太原

0.08
0.11
15
0.01
25
0.03
0.02
0.05
0
0.01
0.01
0.02

6
雄安

0.41
0.37
80
0.33
90
0.33
0.65
0.66
0.07
0.2
0.07
0.2

7
天津

2.07
0.92
30
0.62
40
0.37
1.24
0.73
0.12
0.37
0.07
0.22

8
兰州

0.4
0.37
15
0.06
25
0.09
0.12
0.18
0.01
0.04
0.02
0.05

9
西安

0.98
1.1
15
0.15
25
0.27
0.29
0.55
0.03
0.09
0.05
0.16

10
郑州

1.18
0.73
15
0.18
25
0.18
0.35
0.37
0.04
0.11
0.04
0.11

11
济南

0.12
0.26
15
0.02
25
0.06
0.04
0.13
0
0.01
0.01
0.04

合计

7.24
5.96

1.86

2.03
3.71
4.06
0.37
1.11
0.41
1.22

表 4 2019—2025年目标城市发泡陶瓷隔墙板市场需求

注：房价10 000元/m2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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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预测结果看，2019—2025年，以内蒙古准

格尔地区为中心，运距在 600 km范围内：若选

择房价为 15 000 元/m2 以上，则潜在目标城市

2019—2020年发泡陶瓷隔墙板累计市场需求约

0.16 亿～0.48 亿 m2， 2020—2025 年约 0.18 亿～

0.54亿m2。综上，2019—2025年累计市场需求约

0.34亿～1.02亿m2。

若考虑运距范围 600～1 000 km的城市，房价

仍选择为 15 000元/m2以上，则该类潜在目标城市

2019—2020年发泡陶瓷隔墙板累计市场需求约0.32
亿～0.97亿 m2，2020—2025年约 0.30亿～0.91亿
m2。综上，2019—2025累计市场需求约 0.62亿～

1.88亿m2。不同运距及房价下隔墙板市场需求预测

总统计结果见表6。
3.6 内蒙古准格尔煤矿固废资源化经济价值分析

通过上述预测结果可知，2019—2025年，以

内蒙古准格尔地区为中心，其潜在目标城市发泡陶

瓷隔墙板累计市场需求最大或可达1亿～3亿m2。

煤矿固废制发泡陶瓷的资源化率可达 80%以

上，按照当前工艺技术发展状况，2019—2025年
以内蒙古准格尔为中心的目标市场累计 1亿～3亿
m2，发泡陶瓷市场需求将消耗当地煤矿固废量约

320万～1 200万 t；若按照相关资源化产品规模化

成本下降后取值 100元/m2计算，2019—2025年基

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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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计

城市

北京

保定

廊坊

石家庄

呼和浩特

张家口

太原

承德

雄安

天津

秦皇岛

唐山

衡水

邯郸

聊城

沧州

淄博

兰州

西安

郑州

济南

2020年
城镇居

民新增

住房面

积/亿m2

1.3
0.15
0.31
0.24
0.30
0.16
0.08
0.19
0.41
2.07
0.24
0.65
0.31
0.30
0.49
0.38
0.43
0.40
0.98
1.18
0.12
10.69

2025年
城镇居

民住房

新增面

积/亿m2

0.65
0.48
0.45
0.55
0.32
0.19
0.11
0.29
0.37
0.92
0.23
0.29
0.48
0.55
0.15
0.73
0.34
0.37
1.10
0.73
0.26
9.53

2020年
装配式

住宅占

比/%

30%
15%
15%
15%
15%
15%
15%
15%
80%
30%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2020年
新增装

配式住

宅面积/
亿m2

0.39
0.02
0.05
0.04
0.04
0.02
0.01
0.03
0.33
0.62
0.04
0.10
0.05
0.05
0.07
0.06
0.06
0.06
0.15
0.18
0.02
2.37

2025年
装配式

住宅占

比/%

50
25
25
25
25
25
25
25
90
40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025年
新增装

配式住

宅面积/
亿m2

0.33
0.12
0.11
0.14
0.08
0.05
0.03
0.07
0.33
0.37
0.06
0.07
0.12
0.14
0.04
0.18
0.09
0.09
0.27
0.18
0.06
2.92

2020年
新增隔

墙板市

场需求/
亿m2

0.78
0.05
0.09
0.07
0.09
0.05
0.02
0.06
0.65
1.24
0.07
0.20
0.09
0.09
0.15
0.11
0.13
0.12
0.29
0.35
0.04
4.75

2025年
新增隔

墙板市

场需求/
亿m2

0.65
0.24
0.22
0.27
0.16
0.10
0.05
0.14
0.66
0.73
0.12
0.15
0.24
0.27
0.07
0.37
0.17
0.18
0.55
0.37
0.13
5.84

2020年发泡陶瓷

隔墙板市场需求/
亿m2

0.08
0.00
0.01
0.01
0.01
0.00
0.00
0.01
0.07
0.12
0.01
0.02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3
0.04
0.00
0.47

0.23
0.01
0.03
0.02
0.03
0.01
0.01
0.02
0.20
0.37
0.02
0.06
0.03
0.03
0.04
0.03
0.04
0.04
0.09
0.11
0.01
1.42

2025年发泡陶瓷

隔墙板市场需求/
亿m2

0.07
0.02
0.02
0.03
0.02
0.01
0.01
0.01
0.07
0.07
0.01
0.01
0.02
0.03
0.01
0.04
0.02
0.02
0.05
0.04
0.01
0.58

0.20
0.07
0.07
0.08
0.05
0.03
0.02
0.04
0.20
0.22
0.03
0.04
0.07
0.08
0.02
0.11
0.05
0.05
0.16
0.11
0.04
1.75

表5 2019—2025年目标城市发泡陶瓷隔墙板市场需求

注：房价8 000元/m2以上目标城市。

50



2019年第1期

于煤矸石发泡陶瓷产品的内蒙古准格尔区域煤矿固

废资源化潜在经济规模或将达到100亿～300亿元。

4 结 论

2019—2025年，基于煤矸石发泡陶瓷产品的

全国煤矿固废资源化潜在经济规模或达 1 060亿～

2 600亿元，可消耗煤矿固废量约 3 000万～8 000
万 t；对内蒙古准格尔地区来说，该区域煤矿固废

资源化潜在经济规模或将达 100亿～300亿元，可

消耗当地煤矿固废量约 320万～1 200万 t。从以上

分析可知，煤矿固废资源化利用的经济价值潜力较

大，但需要说明的是，本次预测仅是基于煤矿固废

资源化市场前景较为广阔的产品角度来进行分析探

讨，随着技术的进步，煤矿固废资源化的途径会越

来越多，其潜在经济价值也必将持续得以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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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城市房价

元/m2

15 000
10 000
8 000

运距＜600 km
2019—2020年发泡陶瓷

隔墙板需求/亿m2

10%
0.16
0.17
0.19

30%
0.48
0.50
0.56

2020—2025年发泡陶瓷隔

墙板需求/亿m2

10%
0.18
0.21
0.25

30%
0.54
0.63
0.75

运距600～1 000 km
2019—2020年发泡陶瓷隔

墙板需求/亿m2

10%
0.16
0.20
0.29

30%
0.49
0.61
0.87

2020—2025年发泡陶瓷隔

墙板需求/亿m2

10%
0.12
0.20
0.33

30%
0.37
0.59
1.00

表6 2019—2025年潜在目标市场发泡陶瓷隔墙板需求汇总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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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我国资源禀赋的特点是富煤贫油少气，油气资

源的探明储量低于全球储量的 2%。这一特点决定

了我国油气保障能力较低，可持续供应能力不足。

近年来，伴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我国油气对外依存

度迅速攀升（图1）。2018年，我国进口原油4.6亿 t，
对外依存度已超过 70%，天然气对外依存度也超过

43%。由于油气进口存在来源、通道和价格等风

险，不断攀升的能源对外依存度影响着我国的能源

安全。我国进口原油中有 50%以上来自于政治局

势不稳定的中东地区，有 70%需经过马六甲海

峡，90%以上需经过南海和东海等海域，我国进

口管道天然气主要来自于中亚的土库曼斯坦、乌

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以及中缅天然气管

道，进口 LNG主要来自卡塔尔、澳大利亚、马来

西亚和印尼。

图1 我国原油进口量及原油对外依存度

油气资源的地域性和季节性相对短缺，给我国

能源安全带来很大隐患。由于中东、委内瑞拉等世

界主要石油输出国地区政治局势动荡不安，我国油

气进口渠道的长期稳定性缺乏保障。因此，煤炭无

疑将长期在我国能源体系中担任保障性角色 [1- 2]，

低油价下的煤化工产业经济性和发展战略

申 万
（协鑫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江苏 苏州 215000）

摘 要：分析了我国资源禀赋的特点以及煤炭在我国能源体系中长期担任保障性角色的现状，研究

了现代煤化工对有效降低石油对外依存度、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意义，分析煤炭价格与原油价格的

相关性，得出：在低油价时，现代煤化工行业将承受较高的市场风险，煤化工企业应延伸产业链，

走高端化、差异化的发展路线，改变我国在相关领域产品高度依赖进口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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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analyz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 resource endowment and the status that coal will play a support⁃
ive role in China's energy system for a long time.And studied the significance of modern coal chemical industry to effectively
reduce the current dependence on oil and protect national energy security as well as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coal price and
crude oil price.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modern coal chemical industry will bear high market risk at the low oil price. Coal
chemical enterprises should extend the industrial chain，take a high-end and differentiated development route，and change the
status that China's products in related fields are highly dependent on im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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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的能源消费主体地位将长期难以改变 （图

2）。预计 2020年、2030年、2050年，煤炭在一次

能源消费中将分别占58%、54%和40%。

面对油气资源对外依存度日益升高的现状，发

展煤化工产业不仅可以实现煤炭资源的清洁高效利

用，还可以部分代替石化产品。在中国发展煤化工

对于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不仅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也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

图2 煤炭在我国能源消费结构中的占比

1 发展现代煤化工产业的重要意义

现代煤化工是一个资金密集型、生产规模型、

技术含量高的产业。煤化工以煤为原料，经化学加

工过程使煤转化为气体、液体和固体燃料以及化学

品。煤炭经过转化为油品或化工品后，其形成的化

工产品所带来的附加值、利润远高于煤炭采掘[3]。

现代煤化工产业随着核心技术和系统技术的国

产化率逐渐提高，有望进行大规模产业化应用，将

部分替代和减少我国油气消费量，促进石化行业原

料来源的多元化，一定程度上弥补我国油气资源的

短缺，为实现我国能源安全提供战略支撑 [4-6]。作

为替代油气的重要途径，煤制油产业已经有一定的

规模，据中国石化联合会煤化工专委会统计，截至

2018年 9月底，中国煤制油产能达 921万 t。若

“十三五”期间煤制油产业产能达 2 375万 t/a，约

能实现替代原油 3 170万 t/a，将有效降低石油对外

依存度、保障国家能源安全。

现代煤化工也是促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和推动

煤炭产业转型升级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当前，我国

煤炭的利用方式主要是直接燃烧，在利用燃烧上产

生热能的过程中，会释放大气污染物，增加治理的

难度和成本。煤化工产业的核心是以煤炭、水、氧

等为原料经过气化或转化生成合成气（CO、H2），

这一过程会脱除煤炭燃烧产生的硫氧化物、氮氧化

物、粉尘及其它杂质，可以对煤炭中的主要化学元

素如碳、氢、硫、氧等予以充分的回收和利用，硫

和氢的利用率均可以达到 99% 以上，从而实现煤

炭清洁利用[7-8]。

2 发展现代煤化工产业的难点

在我国煤化工产业发展的初期，全国出现过

“逢煤必化”的现状，众多小型煤化工项目一哄而

上，资源整合效率低、管理成本高、安全环境风险

大，影响了煤化工产业的健康发展[9]。我国现代煤

化工项目受水资源制约严重，煤化工项目用水量较

大，据测算每吨煤制油需要耗水 5.8~9 t、煤制乙

二醇耗水 25 t、煤制烯烃耗水 22~32 t。由于煤化

工项目主要分布在煤炭资源丰富的宁夏、陕西、内

蒙古等中西部水资源匮乏地区，水资源制约是未来

煤化工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障碍。另外，现代煤化工

项目高浓度含盐废水是污染治理的难点。煤化工项

目运行中，由于用水和添加催化剂、药剂等试剂，

会产生大量杂盐，一个 60万 t/a的煤制烯烃项目，

年产盐量为 3万~5万 t，产出量大且盐分成分复

杂。杂盐无序堆存，环境风险极大，而提纯、回收

利用杂盐的技术工艺复杂，投资和运行成本较高，

运营中的煤化工项目真正实现“分盐”屈指可数。

因此，现代煤化工产业需要统筹发展，向新型

化、大型化、产业基地及基地群方面进一步优化，

推进优化煤炭清洁转化产品链升级和煤炭清洁转化

技术，加强煤化工技术、产品、工艺领域的耦合集

成，提升技术水平和清洁转化技术，应该重点推进

开发的技术包括：完善清洁能源产品多联产升级技

术、推进超大型洁净煤气化升级技术、优化节能降

耗超大型气体净化技术、开发超大型低压等温高位

回收甲醇合成技术、耦合优化工艺产品行业领域集

成技术、突破低阶煤分级分质利用热解技术、加大

对环保三废排放控制，创新突破核心技术等。以创

新驱动为引领，突破关键技术瓶颈，减少对生态环

境的负面影响，建设布局合理、技术特色突出的大

型化、集约化、上下游一体化的现代煤化工基地，

促进煤化工产业的深度发展。

申 万：低油价下的煤化工产业经济性和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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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煤化工产业经济性分析

煤化工主要产品如柴油、汽油、烯烃等与石油

化工产业产品高度重合，具有激烈的竞争关系，因

此煤化工产业的经济性与油价关系密切。国际原油

价格波动剧烈（图 3），由于石化的化工产品成本

75%来自原油，石化行业产品和原料的价格基本呈

强正相关关系（图 4），原油价格的下跌会使得石

化路线产品的成本随之下降，因此石化企业面对原

油价格波动可以通过调整产品价格来转移成本。对

于现代煤化工行业，由于行业特性，其固定成本占

比较高，煤炭成本仅占煤化工成本的 30%～40%，

而煤炭价格波动小于原油价格降幅，因此在低油价

时，煤化工行业难以有效降低原料煤炭的成本，产

品价格将难以与石化行业竞争。

图3 布伦特原油期货结算价（美元/桶）

图4 石化产品和原油的价格相关度

经测算，当保证煤制油项目税后 IRR不低于

10%时，从成本角度考虑油价与煤制油、煤制烯烃

的可承受煤价关系（图 5），煤制烯烃对低油价的

承受力要好于煤制油。2012—2018年，秦皇岛港

山西产动力末煤 （Q5 500） 年均平仓价在 2015年
最低为 411元/t，2018年回涨至 647元/t。根据 2018
年煤价水平，煤制烯烃盈亏平衡点需要油价在约

75美元以上，煤制油盈亏平衡点在 85美元以上，

而 2018年年底国际油价暴跌至每桶 50美元附近，

大部分煤化工企业的煤化工业务已经处于亏损。虽

然部分拥有自有煤矿的煤炭企业集团可以通过关联

交易将煤炭开采的利润转移至煤化工业务，在财报

角度实现煤化工业务的盈利，但并不能掩盖煤化工

行业整体的下行风险。

图5 油价与煤制油、煤制烯烃可承受煤价关系

由于风电、光伏逐步实现了平价上网甚至低于

煤电上网电价，在可预见的未来，能源需求的增量

将主要来自风电、光伏等可再生能源，而新能源汽

车的推广也会降低对油品的需求。随着页岩革命带

来的页岩油气开采技术的进步和美国恢复对外出口

原油，虽然局部地区仍存在季节性供应紧张，但总

体上国际油气市场将呈现供大于求的局面。因此，

长期来看国际油价大概率将在中低水平波动，难以

长期回到 70~80美元上方。如果再考虑未来碳排放

权以及碳捕捉和封存（CCS）带来的额外成本，在

长期保持中低油价的情况下，煤化工产业的经济性

将面临严峻考验。

过去，有许多企业在高油价和投资过热的大环

境下，虽然并不具备化工行业生产运营经验，也缺

乏煤化工专业人才和资金实力，却纷纷进入煤化工

掘金，盲目上马煤化工项目，造成煤化工行业局部

过热，某些中小煤化工企业漠视环保投入，通过低

价占领市场，造成劣币驱逐良币，挤压大型煤化工

企业的生存空间。煤化工项目投资巨大，需要大规

模融资，规模300万 t/a的煤直接制油项目需要建设

投资近 380亿元，银行有息贷款可占到总投资的

70%左右。低油价对于盲目进入煤化工行业的企业

冲击极为猛烈，如果油价长期维持在低位水平，煤

化工企业盈利能力就会大幅减弱，一些不具备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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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或成本优势的企业或将破产倒闭。因此，低油

价一定意义上也是市场经济无形之手，对不具备核

心竞争力的煤化工企业主动出清，有利于行业的正

本清源和优胜劣汰，长远来看利好煤化工产业的可

持续发展。

4 低油价下煤化工产业发展策略

面对低油价，我国煤化工企业不能坐等油价上

涨摆脱困局，需要不断优化经营机制和管理模式，

在降本增效上做文章，加强技术创新，通过内部挖

潜和节能、降耗、减排，提升转化效率和催化剂性

能，降低运营成本。同时，应结合煤制油、煤制烯

烃的产品特点，积极探索、着力开发高端化、差异

化产品，改变我国在相关领域产品高度依赖进口的

现状，填补油品和聚烯烃细分市场缺口，增强现代

煤化工行业的抗风险能力[10]。

近年来，随着煤制烯烃等新原料路线的蓬勃发

展，我国聚乙烯、聚丙烯供应能力增长迅速。2018
年 1—10 月，我国 PE 和 PP 的进口量分别为 1
168.01和 269万 t，同比增长 21.25%和 3.9%，进口

依存度分别为 47.44%和 13.58%。我国聚烯烃行业

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中低端产品产能过剩，而高端

产品严重依赖进口（图 6）。随着市场需求的不断

增长，大量企业进入聚烯烃行业，中低端聚烯烃产

品产能迅速扩大，产品价格竞争激烈。与此同时，

利润率高的高端、高性能聚烯烃如茂金属聚烯烃弹

性体、高刚性高抗冲共聚丙烯、改性树脂材料等产

品，自给率不足 40%，仍需要大量进口。因此，应

提高煤化工企业研发积极性，一方面在 PE、PP等

图6 截至2018年11月油品及烯烃产品进口依存度

大宗产品上继续保持成本竞争力，另一方面，积极

切入高端原料和聚烯烃产品，例如 α-烯烃、聚碳

酸酯、聚丙烯管材专用料、电容膜专用料、聚乙烯

汽车油箱专用料、燃气管道专用料、汽车保险杠专

用料、高性能茂金属聚烯烃弹性体、高刚性高抗冲

共聚丙烯、各种改性树脂等高端专用料，通过进入

高端产品市场，提升企业经济效益。

在产品差异化方面，现代煤化工、煤制油产品

与石化路线生产的产品相比，具有显著的清洁性和

性能差异。煤直接液化油品具有“一大三高四低”

的特点，即大比重，高热值、高热容、高热安定

性，低凝点、低硫、低氮、低芳烃。以煤基喷气燃

料制成的新型航空燃料，与目前广泛使用的航空煤

油相比，具有高热环境下安定性强、相同体积燃料

释放能量更多等突出特点。煤直接液化柴油区别于

石油基柴油的优异品质，可以作为军民用航空飞

机、航天火箭以及特种装甲车辆的油品，有利于延

长飞机、战车等续航时间和里程、拓展战时燃料来

源，更好地满足新型装备用油需求，满足我国日益

增加的特种油品需求。另外，煤间接液化制油产品

具有十六烷值高、超高清洁性的特点，可以作为清

洁油品及油品升级调和组分，满足我国日益严格的

油品环保要求。企业通过进入细分的油品供应领

域，除了可以获得差异化产品带来的高溢价，一定

程度上也避免了与石油化工的竞争，规避油价波动

的风险。

煤化工产业同样可以通过与氢能耦合摆脱低油

价的影响。2050年，预计氢能在我国终端能源体

系占比将达到 10%，成为我国能源结构的重要组成

部分。随着氢燃料电池实现技术突破，氢燃料汽车

和氢燃料储能、发电站已经逐渐开始商业化应用。

目前，焦化制氢和煤气化制氢是最具经济竞争力的

制氢工艺路线，规模化制氢成本在 0.8元/m3左右，

远低于至少 2元/ m3的天然气制氢，以及 2.7~3.6
元/ m3的电解水制氢。据亚化咨询《中国煤制氢年

度报告 2018》统计，全国煤制氢的总规模已经达

到 80.5万标m3/h。可以预期，煤制氢将成为煤化工

值得探索的又一个重要发展方向。此外，煤化工产

业还可以通过技术创新，探索以煤气化为基础的煤

制石墨烯、碳电极、碳纳米材料等高附加值的碳基

新材料领域，通过拓展产品线提升产业竞争力。

申 万：低油价下的煤化工产业经济性和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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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煤化工项目除了产出常规的油品和化工产

品，还伴随大量的电、热、蒸汽等副产品。通过与

临近的工业园区、城市管网融合发展，煤化工企业

可以实现资源综合利用，以集约化方式将电、热、

蒸汽销售给周边用户，实现项目的利润最大

化[11-12]。

5 结 语

现代煤化工和现代石油化工不是互相替代，而

是协调发展、优势互补的关系。在低油价下宏观经

济背景，现代煤化工仍有生存和发展的机会。低油

价在某种程度上有利于煤化工产业的理性发展，避

免煤化工项目盲目上马，有助于提高项目的经济性

和竞争力。在低油价的压力下，煤化工企业才有更

强的动力去开发更高效的生产工艺和技术，降低技

术成本，冷静选择产品路线和技术路线。

现代煤化工是我国的长期发展战略，是国家鼓

励发展的新兴产业，无论油价涨跌，必须坚持煤炭

资源清洁高效转化的大方向始终不变。煤化工企业

应该按照循环经济理念，大力推动现代煤化工与煤

炭开采、电力、石油化工、化纤、冶金建材等产业

融合发展，延伸产业链，壮大产业集群，提高资源

转化效率和产业竞争力。未来，鉴于特朗普政府执

政时期国际油价预期将长期保持低位，从煤化工行

业的发展方向看，应重点保障现有项目稳定运营，

慎重决策新建项目。对于煤化工产品，可根据市场

需求稳步发展，走高端化、差异化的发展路线，积

极探索煤制氢和煤制碳基新材料，改变我国在相关

领域产品高度依赖进口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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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国煤炭开采现状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能源需求量日益增

加。煤炭作为我国主体能源，产量由 2005年的

21.5亿 t增加至 2017年的 35.2亿 t。与此同时，随

着国家对煤矿安全开采的重视程度不断增加，机械

化、自动化程度已提升至 78%，煤矿安全形势持续

好转，煤矿百万吨死亡率由 2005年的 2.81降至

2017年的0.106，下降了96.2%。

近年来，随着我国科技的不断进步，煤矿的安

全生产形势有了较大的提升和好转。1992年，国

家召开了开展安全高效矿井建设座谈会和工作会

议，鼓励建设安全高效矿井。我国安全高效矿井数

量从 1993年的 12处增加到 2017年的 763处。安全

高效矿井建设使得矿井设计、施工建设、煤矿装

备、采煤工艺、矿井管理等技术水平大幅提升，培

育出较高素质的职工队伍，使煤炭行业的整体科学

化水平有了显著提高[1]。建设安全高效矿井使煤矿

生产技术水平得以逐步提升，矿井采掘机械化程

度、单产单进及劳动效率增幅明显，尤其是原煤工

效，从2005年4.109 t/工提高到2017年的7.06 t/工。

煤炭企业通过建设安全高效矿井，加大采掘机

械化程度，减头减面，简化环节，提升生产集约化

程度，提高单产水平和劳动效率，促进经济发展方

式转变，增强企业盈利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1]。煤

矿趋向大型化，落后产能逐步淘汰，2017年年

底，年产 120万 t以上的大型煤矿 1 200多处，产量

占全国总产量的比重提高到78%[2]。

2 我国煤炭开采政策分析

本文研讨的煤炭开采政策是指以促进煤炭安全

绿色开发为目的的政策措施，主要包括煤炭安全、

绿色、高效政策。自 20世纪 80年代，我国先后出

台了有关煤炭绿色安全开发的法律、法规和政策，

对煤矿开采回采率、机械化装备水平、建设安全高

效矿井、生产带来的废弃物排放、土地复垦、生态

修复等方面进行了规定，煤炭的安全绿色开采情况

大为改观，见表1。
本文将 36个政策从高效开采、安全开采、绿

我国煤炭开采现状及政策研究

秦 容 军
（煤炭科学研究总院煤炭 战略规划研究院，北京 100013）

摘 要：基于煤炭开采现状分析，系统梳理了煤炭安全绿色开发相关政策内容，从行政管制和经

济工具角度对现有政策进行分类，通过构建煤炭安全绿色开发政策评价指标体系，对相关政策进

行评价，分析煤炭开采政策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煤炭开采；安全绿色；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政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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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the current analysis of coal mining status， the relevant policies of coal safety green development were
sorted out systematically， existing policies were classifi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dministrative control and economic tools.
Through constructing a coal safety green development policy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relevant policies were evaluated， and
the problems in the coal mining policy were analyzed. Finally，the corresponding policy recommendations were pro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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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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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发布时间

1985
1989
1994
1995
1996
1996
1997
1997
1998
2001
2002
2005
2005
2006
2006

2006

2006

2006
2006
2007
2007
2009
2010
2012
2013
2013
2014
2014
2015
2015
2016
2016
2016
2017

2017
2017

发布单位

国家经济委员会

国务院

煤炭工业部

煤炭工业部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煤炭工业部

国家环境保护局和煤炭工业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国务院

国务院办公厅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国务院

国务院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务院办公厅

国务院

国务院办公厅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

国土资源部

国家发改委

环境保护部

国务院

国家发改委

国务院

国家能源局、财政部、国土资源部等

国家能源局、环境保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务院办公厅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

国家能源局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国家煤矿安监局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等十

六部委

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等23部委

国家安监总局、国家煤矿安监局、国家发改委等部委

政策名称

《关于开展资源综合利用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

《土地复垦规定》

《煤炭工业环境保护暂行管理办法》

《关于加快高产高效矿井建设的决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煤炭法》

《国有重点煤矿关停矿井管理暂行规定》

《关于加强乡镇煤矿环境保护工作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

《关于关闭非法和布局不合理煤矿有关问题的通知》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土资源部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矿产资源管理

秩序意见的通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法》

《国务院关于全面整顿和规范矿产资源开发秩序的通知》

《关于促进煤炭工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

《煤炭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做好煤炭资源开

发规划管理工作的通知》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安全监管总局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做好煤矿整顿

关闭工作意见的通知》

《国务院关于同意深化煤炭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改革试点实施方案的

批复》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土资源部等部门对矿产资源开发进行整合意

见的通知》

《关于制定煤矿整顿关闭工作三年规划的指导意见》

《2007年整顿和规范矿产资源开发秩序工作方案》

《煤炭产业政策》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煤炭工业矿区总体规划》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淘汰落后产能工作的通知》

《煤炭工业“十二五”规划》

《能源发展“十二五”规划》

关于印发《煤矿充填开采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

《关于促进煤炭安全绿色开发和清洁高效利用的意见》

《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2014-—2020年）》

《关于开展“机械化换人、自动化减人”科技强安专项行动的通知》

《关于促进煤炭工业科学发展的指导意见》

《关于减少井下作业人数提升煤矿安全保障能力的指导意见》

《煤炭工业“十三五”相关领域发展指导意见》

《能源技术革命创新行动计划（2016—2030年）》

《关于利用综合标准依法依规推动落后产能退出的指导意见》

《关于做好2017年钢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工作的

意见》

《关于大力推进煤矿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工作的通知》

表1 1985—2018年我国煤炭开采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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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开采 3个方面进行统计分析，同时统计政策是否

涉及资助、补贴、惩罚等经济手段，见表2。
表2 煤炭开采相关政策分析

注：表中数字为“表1中的政策序号”。

从表 2可知，煤炭开发政策中行政手段未涉及

经济工作的政策有 31项，占比 86%，而采用经济

工具和行政管制相互辅助的政策有 5项，占比

14%。整体看来，煤炭开发政策以强制管理手段为

主，造成企业主观能动性缺乏。煤炭开发政策中以

法律形式发布的政策有 4项，占比 11%；以条例形

式发布的政策有 23项，占比 64%；以规划形式发

布的政策有 9项，占比 25%。可以看出政策以条例

为主，如图1所示。

图1 煤炭开采政策的政策工具及类别

36项煤炭开发相关政策中，涉及高效开采的

政策有 16项，占比 44%[4]；涉及安全开采的政策有

20项，占比 56%；涉及绿色开采的政策有 20项，

占比56%，如图2所示。

为了评价煤炭开采政策执行效果，本文构建了

矿井机机械化程度、瓦斯抽采量等指标的煤炭安全

绿色开采政策效果评价体系，见表3。

图2 煤炭开采政策方向分类

表3 煤炭安全绿色开发政策效果评价指标体系

从表 3可知，高效开采以机械自动化、矿井集

约化发展为主要特点；安全高效开采主要以减少小

型煤矿、降低百万吨死亡率为主；绿色开采主要以

采煤塌陷土地复垦程度和瓦斯抽采利用情况为主。

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政策实施以来，我国煤炭安全生

产形势得到一定的提升。

2.1 煤炭高效开采方面

16条煤炭高效开采相关政策重点明确了提高

回采率，机械化换人、自动化减人，建立大型矿

井，提高矿井集约化程度，淘汰落后产能等方面，

例如《关于开展“机械化换人、自动化减人”科技

强安专项行动的通知》中明确指出：“通过‘机械

化换人、自动化减人’示范企业（矿井）建设，建

立较为完善的‘机械化换人、自动化减人’标准体

系，推动煤矿、金属非金属矿山、危险化学品和烟

花爆竹等重点行业领域机械化、自动化程度大幅提

升，到2018年6月底，实现高危作业场所作业人员

减少30％以上，大幅提高企业安全生产水平[5]。”

通过煤矿高效开采的相关政策实施，我国煤矿

政策

类别

法律

条例

规划

法律

条例

规划

政策方向

高效开采

5、8

1、4、21

22、24、25、
28、33、34、
35、36

13、27、29
23

安全开采

4、6、9、10、
15、16、18、
19、31

24、25、28、
34、35、36

26、27、29、
30
23

绿色开采

2、11
3、7、10、
12、14、17、
18、20、32

22、34、35

26、29
23

政策

工具

行政

管制

经济

工具

政策目标

煤炭安全绿色开发

一级指标

高效开采

安全开采

绿色开采

二级指标

矿井机械化程度

煤矿数量

30万 t以下煤矿数

百万吨死亡率

采煤塌陷土地复垦率

瓦斯抽采量

瓦斯利用量

秦容军：我国煤炭开采现状及政策研究

59



2019年第1期 煤 炭 经 济 研 究 第39卷

的机械化、自动化程度大幅提升，矿井机械化程度

由 2005年的 45%提升至 2017年的 78%。矿井也由

小煤矿粗放式开采向大型煤矿集约式开采转变，全

国煤矿数量由 2005年的 2.48万处减少到 2017年的

7 000余处。其中，年产 120万 t以上的大型煤矿

1 200多处，比 2005年增加 910处，产量占全国总

产量的比重由 35.7%提高到 78%（其中年产千万吨

级煤矿70处，产能占全国的20%左右）；年产30万 t
以下的小型煤矿 3 209处 （其中 9万 t以下的煤矿

1 954处），数量比 2005年减少了 1.62万多处，产

能占全国的比重由近 30%下降到 10%以下 [6]。大型

矿井单产单进大幅提升，例如神华集团大柳塔煤

矿年产 3 300万 t，矿井煤炭回采率提升，不仅提

高了矿井自身的经济效益，而且也减少了国家资源

的浪费。

2.2 煤矿安全开采方面

20条煤炭安全开采相关政策重点明确了推行

安全生产标准化、淘汰落后装备、关闭安全设施

等不齐全的小型煤矿等方面的内容。国务院办公

厅转发安全监管总局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做好煤矿

整顿关闭工作意见的通知指出：“把煤矿整顿关

闭工作作为实现安全生产的一项重要举措列入地

方各级人民政府工作目标，纳入政绩考核内

容[6]。”

煤矿安全开采关系整个行业的稳定、健康、

持续发展，我国针对煤矿安全出台了部分政策，

以增大煤矿安全生产的可靠性。国内大中型国有

重点煤矿的安全系数相比于小型煤矿较高。因

此，关闭小型、不合规的煤矿是确保煤矿安全的

重要途径之一。

2.3 煤炭绿色开采方面

20项煤炭绿色开采相关政策重点明确了推行

绿色开采、矿区生态复垦责任制、制定清洁高效开

采方针战略等方面的内容。《2007年整顿和规范矿

产资源开发秩序工作方案》明确规定了“在 2007
年年底前全面建立矿山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制度，

并逐步形成矿山环境治理和生态恢复责任机

制”[5]。

通过国家煤炭绿色开采方面政策的不断实施，

矿区环境得到了较大改善，矿井坚持煤与瓦斯共

采，煤矿瓦斯与煤层气抽采利用量逐年增加，煤矿

采煤塌陷土地复垦得到有效改进，由 2005年的

12%提升至 2017年的 49%[7]。瓦斯抽采和利用量也

呈现大幅提升，瓦斯抽采量由 2005年 23亿m3增至

2017年 170亿 m3，增加了 639%；瓦斯利用量由

2005 年 9 亿 m3 增至 2017 年 92.9 亿 m3，增加了

932.2%。

3 存在的问题

我国针对煤矿资源安全、高效、绿色开采，制

定了相应的法律、法规及其他相关政策，极大程度

的改善了矿井工人的工作环境、安全可靠性等，但

仍有部分矿井机械化、自动化程度偏低，安全生产

难以保障。尽管煤矿开采相关的环保政策不断制

定，但部分政策制定具有局限性，由煤炭开采引起

的矿区生态破坏现象日益显现，亟需改进。

3.1 缺少提升小煤矿安全高效生产的引导性政策

我国煤矿机械化水平已提升至 78%，百万吨死

亡率已降至 0.106，但相比于国外仍具有较大差

距。我国煤矿伤亡事故多发生在安全生产水平较低

的小型煤矿。而我国产能处于30万 t以下的煤矿仍

有 3 209处，安全高效生产形势依然较为严峻。由

于针对该类煤矿提升安全高效生产水平的引导政策

不足，造成企业缺少安全高效改造动力。

3.2 煤矿绿色开采技术的政策支撑力度不足

煤矿采煤沉陷区复垦率不足 50%，环境治理效

果还远未满足生态需要。统计的涉及绿色开采的政

策有 17项，仅 1项涉及税收优惠，但优惠力度较

小，以至于绿色开采技术推广面不足。以煤矿充填

开采为例，煤矿充填采用矸石充填前期需对井下支

架进行改造，预计每个支架增加成本 10万~20万
元；实际生产过程中，采用矸石充填吨煤成本增加

40~50元。采用膏（水）体充填前期需建设地面泵

站和管道等，至少增加前期投资 3 000万元；实际

生产过程中，吨煤成本增加 90~110元。根据财税

〔2014〕 72号规定，充填开采减征 50%的煤炭资源

税优惠政策，按照目前资源税征收最高税率 9%，

煤价以 500元/t计算，可减免资源税 22.5元，仅相

当于矸石充填成本的 1/2，远小于膏（水）体充填

成本。因此，综合以上两个方面可知，国家对煤矿

绿色开采补贴的政策优惠力度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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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政策建议

4.1 加强财税扶持政策

加强煤炭绿色开采的财税支持，促进煤炭绿色

开采技术在实际中的应用和推广[4]。主要可从加大

增值税和所得税、扩大资源税减免两方面考虑。

1）加大增值税和所得税支持力度。从增值税

来看，煤炭企业从事的是煤炭开采，其生产活动并

没有带来煤炭产品价值的增加，但是由于我国采掘

业属于第二产业，要与制造业一样缴纳增值税，无

形中增加了煤炭企业的税收负担[8]。为了鼓励煤炭

企业采用绿色开采技术，建议在明确界定资源环境

责任和义务的前提下，根据实际履责情况予以减免

或部分减免增值税，从所得税来看，建议对采用绿

色开采技术的煤炭企业按当年实际应用技术成本的

一定倍数抵扣当年应税所得额[8]。

2）扩大资源税减免优惠。为了促进资源节约

利用，自 2014年 12月 1日起，我国实行煤炭资源

从价计征，并对充填开采置换出来的煤炭，资源税

减征50%，但减半计征的优惠幅度并不足以抵消采

用充填开采技术的成本费用。为推进煤炭企业采用

绿色开采技术，建议扩大资源税减免范围，对采

用绿色开采技术达到一定标准的煤炭企业予以减

免优惠。

4.2 加大鼓励煤炭安全高效绿色开发技术研发的

政策支持

加大煤炭安全高效绿色生产技术研发的支持力

度，鼓励发展离层注浆减沉技术，矸石充填、膏体

充填等采空区充填技术，煤与瓦斯共采技术，煤

—水双资源协同开发技术，煤炭资源井下原位转

化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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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国土资源部发布的全国油气资源动

态评价显示，当前我国 2 000m以上的煤层气资源

储量约 30万亿m3，其中可被开采利用的煤层气资

源量约为 12.5万亿m3。煤层气资源勘探开发起步

较早，勘探技术、开发技术较为成熟，与其他新近

发展的页岩气、致密气、水合物等新型非常规天然

气资源相比，具有勘探程度与开发技术优势，作为

能源领域的优先发展目标，潜力较大。我国出台了

一系列煤层气产业政策，有效促进煤层气产业的发

展。为满足新时期构建清洁高效低碳的能源体系要

求，需进一步完善煤层气产业相关政策，指导煤层

气产业快速发展。

1 煤层气产业政策评价方法选择

产业政策评价方法对政策评价具有重要意义，

合适的产业政策评价能够有效地表现产业政策的有

效性、合理性和科学性，反之，则不利于产业政策

的评价。因此，选择适当的评价方法十分重要。产

业政策评价方法总体上可分为定量评价方法和定性

评价方法。其中，定量评价方法包括模糊综合评价

法、灰色关联分析法、统计分析法、运筹学方法

等；定性评价方法包括专家评价法、对象评价法、

前后对比法等。

本文主要采用定性评价法，从近期煤层气产业

我国煤层气产业政策评价研究

郑 德 志
（煤炭科学研究总院 煤炭战略规划研究院，北京 100013）

摘 要：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推进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构建清洁高效低碳的能源体系，而煤层

气开发利用具有节能、环保、安全等多重效益，作为常规天然气最可靠的补充能源将迎来发展空

间。为促进新时期我国煤矿区煤层气产业发展，科学评价煤层气产业政策实施效果，采用定性评价

法，从近期煤层气产业发展、科技支撑、社会与环境效应 3方面对比分析了产业政策实施效果，提

出了我国煤层气产业发展存在的相关问题，从政策体系、财政补贴等角度提出了进一步促进煤层气

产业发展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煤层气产业；产业政策；非常规能源；能源革命

中图分类号：F426.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9605（2019） 01－0062－04
Research on China's coalbed methane industry policy evaluation

Zheng Dezhi
（Research Institute of Coal Strategy and Planning，China Coal Research Institute，Beijing 100013，China）

Abstract：The report of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ointed out that the energy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revolution should be promoted to build a clean， efficient and low-carbon energy system. Th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coalbed methane has multiple benefits such as energy conservation，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safety， it
will usher in the development space as the most reliable supplementary energy source of conventional natural gas.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oalbed methane industry in China's coal mining area in the new era，and evaluate the implemen⁃
tation effect of coalbed methane industry policy scientifically， from the recent development of coalbed methane industry，sci⁃
ence and technology support，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effects，using the qualitative assessment method，the effects of industri⁃
al policy were analyzed， the related problem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coalbed methane industry were proposed，An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were proposed to further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oalbed methane industry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policy system and financial subsidies.
Key words：coalbed methane industry；industrial policy；unconventional energy；energy r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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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科技支撑、社会与环境效应 3个方面对比分

析了产业政策实施效果。

2 煤层气产业政策效果

据不完全统计，自 1994年原煤炭工业部颁布

《煤层气勘探开发管理暂行规定》以来，国家从税

收、价格、补贴、对外合作、资源管理、矿业权管

理、排放标准等方面，累计出台煤层气产业发展相

关政策文件（包括法律法规等） 30余项，极大的

促进了煤层气产业发展。

2.1 产业发展

煤层气勘查储量稳步增长。“十二五”期间，

在国家政策和新技术、新装备研发的支持下，我国

煤层气产业发展迅速。新增煤层气钻井数量 11 300
余口，新增探明地质储量 3 505亿m3，年均增长率

为 111%。截至 2017年底，全国煤层气累计探明地

质储量达到6 974亿m3，如图1所示。

图1 2011—2017年我国煤层气新增及累计探明地质储量

煤层气开发利用规模不断提高。2011—2017
年，我国煤层气地面开发与井下抽采规模明显扩

大。在地面开发方面，煤层气产业化基地在鄂尔多

斯盆地东缘和沁水盆地初步形成，已经投产的重点

开发项目有潘庄、樊庄、潘河等，与此同时煤层气

勘探开发在四川、新疆、贵州等省（区）取得了突

破性进展。2017年，煤层气产量 50亿m3，年均增

长 13.8%；井下抽采方面：全国大中型高瓦斯和煤

与瓦斯突出矿井均按要求建立了瓦斯抽采系统，山

西、贵州、安徽、河南、重庆 5省（市）煤矿瓦斯

年抽采量超过 5亿 m3。2017年，井下抽采 128亿
m3，年均增长5.7%，如图2所示。

图2 2011—2017年我国煤层气抽采量

煤层气利用量稳步提高。2017年，煤层气利

用量 93亿m3，利用率为 52.2%，从 2011年起年均

增长2.1%，如图3所示。

图3 2011—2017年我国煤层气抽采量与利用量

2.2 科研平台与科技成果

据初步统计，国内 14所矿业类高校先后开设

了煤及煤层气相关专业课程，为煤层气产业发展提

供了大量的科技人才。其中，中国矿业大学于

2008年单独设立了煤层气专业本科课程，中国地

质大学 （武汉） 2006年设立了“煤及煤层气工

程”专业，安徽理工大学 2013年成立煤与瓦斯共

采实验室。高校煤层气相关专业的设立、实验室的

建设培养了大批煤层气专业人才，极大的促进了煤

层气领域相关技术装备的发展。

2011—2017年，煤层气产业相关方向发表论

文 3 462篇（仅统计煤炭学报、煤炭科学技术、中

国煤层气、煤炭技术、煤炭地质与勘探期刊）。煤

层气专业相关课题研究获得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科学

技术奖 182项，其中，特等奖 2项，一等奖共计 31
项，二等奖共计 64项，三等奖共计 85项。煤层气

领域的相关基础研究极大的促进了科技进步，从而

进一步加快了煤层气产业发展。

郑德志：我国煤层气产业政策评价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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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社会与环境效益

1978年我国煤矿事故致死人数达 4 000多人，

百万吨死亡率为 9.44，瓦斯事故引起的死亡人数占

主要部分。自 2006年至今，随着我国煤矿安全投

入增加、科技保障和煤矿应急能力不断提升，全国

煤矿死亡人数在逐年减少，瓦斯事故致死的人数大

幅下降。2006年全国煤矿瓦斯事故发生数和死亡

人数分别为 327起和 1 319人，2011年全国煤矿瓦

斯事故发生数和死亡人数相较于 2006年下降了

63.6%和 59.6%。2017年全国煤矿瓦斯事故发生数

和死亡人数相较于 2006年下降了 92.4%和 92.2%。

煤矿瓦斯事故预防治理体系逐步完善，为实现全国

煤矿生产状况的持续稳定好转打下坚实的基础，为

我国煤层气产业安全发展做出贡献。

煤层气的开发利用降低了 CH4 对环境的污

染。CH4作为煤层气的一种主要成分，其温室效

应能力是 CO2的 20多倍，对臭氧层的破坏能力是

CO2的 7倍，煤炭开采过程中的瓦斯任意排放，不

仅是对能源的一种浪费，同样也对环境产生严重

破坏。2011—2017年，我国煤矿井下瓦斯抽采达

800亿m3，极大的减少了对环境的污染。

3 煤层气产业发展政策存在问题

我国煤层气产业发展起步较早，紧跟国际发展

趋势，我国煤层气产业在政策、地质勘探、开采开

发等方面仍面临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

1）对煤层气产业开发的扶持力度不够。财政

部《关于“十三五”期间煤层气（瓦斯）开发利用

补贴标准的通知》（财建 〔2016〕 31号） 明确，

“十三五”期间，煤层气（瓦斯）开采利用中央财

政补贴标准从 0.2元/m3提高到 0.3元/m3。并提出，

根据产业发展、抽采利用成本和市场销售价格变化

等，财政部将适时调整补贴政策。现有补贴标准相

对于煤层气产业大规模的前期投入略显不足。

2）煤层气的产业的优惠政策缺乏全面性和系

统性。我国煤层气产业政策未能覆盖煤层气勘探、

开发、运输、利用等全过程，其优惠政策同样覆盖

不全。例如，在一些煤层气开发地区，尤其是我国

中西部煤层气资源相对较为丰富的地区，煤层气传

输管网未能得到及时的政策优惠与重视，导致煤层

气产业发展滞后于市场需求，影响相关产业在发展

中的平衡性。我国煤层气产业发展至今，对该产业

社会效益的研究较少，对煤层气产业前期的鼓励政

策也相对匮乏，往往是已经取得成果之后，才可以

受到政策带来的优惠。

3） 对不同区域的煤层气产业政策缺少区分

性。不同地区的煤层气区域的地质条件、煤层气浓

度和其它的环境条件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差异，这致

使我国不同地区煤层气产业发展的主要障碍有所差

别。如果采用统一的补贴政策，对于发展较为困难

的地区，投入显得不足。

4）对不同规模企业的煤层气产业政策缺少区

分性。现有煤层气的相关产业政策未能将不同规模

情况的企业作以区分，多数煤层气企业效益较差，

投资积极性不高。在煤层气项目投资过程中，由于

产业投资金额巨大、风险较大、且煤层气投资回收

年限迟，所以不同规模情况的企业在享受国家扶持

过程中缺少针对性，这不利于煤层气产业发展的平

衡性，致使煤层气产业发展速度跟不上产业预期进

度。

5） 对煤层气产业中矿权管理机制缺少完备

性。虽然地方企业依照原国土资源部下发的《关于

加强煤炭和煤层气资源综合勘查开采管理的通知》

进行整改，也在煤炭与煤层气矿权重叠的问题上取

得了一些进步。但目前两种矿产矿权重叠的问题依

旧严峻，一是由于煤炭企业在拥有煤炭产权初期并

未将煤层气产权做出明确划分，使得其它煤层气抽

采企业难以获得对原煤炭矿区的煤层气资源进行抽

采的权利；二是由于当煤层气企业先一步拥有矿区

煤层气产业矿权后，煤炭企业同样很难再对矿区内

的煤炭资源进行开采。

4 推进煤矿区煤层气产业发展政策建议

1）加大对煤层气产业发展的扶持力度，完善

煤层气气价补贴、税收和土地使用等相关政策。鉴

于煤层气的非常规特性，应出台优于常规天然气开

发和销售的政策优惠，并对政策的覆盖期进行适当

的延长；根据煤层气开采条件和环境的特殊性，依

照煤层气的勘探深度、实际储备量、煤层气浓度等

因素，构建财政补贴梯级标准，对煤层气企业进行

财政补贴等级划分；采用灵活多样的土地供应政策

如长期让租、灵活出让、征以租代等，给予煤层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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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用地以资金保障。

2） 加大对煤层气产业相关技术的研究支持。

对从事煤层气开发利用的企业实施贴息补助，保障

企业所需资金，减少企业投资压力。采用加速折旧

等方法，让企业处理研发使用的设备及相应的固定

资产，使其尽快回收投资，从而使得煤层气开发利

用过程中也享有政策支持；针对煤层气产业关键技

术进行专项财政补贴，由财政拨付专项基金支持煤

与煤层气共采国家重点实验室等创新平台建设，

实施科技重大专项，加大关键技术攻关，设立技

术创新示范项目，以技术突破引领煤层气产业快

速发展。

3）推广“矿权公开竞争出让”机制，制定矿

权作为股权的投资政策。建立煤层气矿权回收机

制，由政府向煤炭企业手中回收煤层气矿权，再由

各个煤层气企业自主竞争，同时鼓励原矿区煤炭企

业积极参加煤层气产业，倡导煤气共采共进体系。

释放由于企业能力不足而被“占而不采，圈而不

探”的优质煤层气资源，鼓励有实力、有责任、信

用高的煤炭企业进入煤层气产业。与此同时，鼓励

煤层气矿权参与混合所有制，拉动更多的社会资本

进入煤层气产业当中，激发煤层产业的发展积极

性，促进煤层气产业发展。

5 结 语

近年来快速发展的页岩气、致密砂岩气等新兴

非常规天然气资源正在引发新一轮能源革命，随着

我国推进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构建清洁高效低碳

的能源体系的逐步实施，煤层气开发利用具有节

能、环保、安全等多重效益，作为常规天然气最可

靠的补充能源迎来发展空间。国家先后出台了一系

列相关政策，有效促进了煤层气产业快速发展。但

我国煤层气产业仍然存在有待进一步解决的相关问

题，其中包括政策支持力度不够、政策体系不完

备，缺少系统性、全面性等问题。发展煤层气产业

对保障能源安全、保障煤矿安全开采、提高煤炭资

源利用效率等具有重要意义。新时期，加大对煤层

气产业发展的扶持力度、加大对煤层气产业相关技

术的研究支持、健全煤层气产业政策体系，可以有

效促进我国煤层气产业的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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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 40年来，我国煤炭行业人力资源管

理取得显著成就，形成了较完善的人力资源管理制

度 [1-2]，为了改变“脏累苦险”的行业形象，摆脱

管理落后、理念落后的管理现状，煤炭行业在矿山

企业管理上狠下功夫，借鉴西方人力资源管理先进

经验[3]，在人力资本理论及人力资本投资方面进行

了大胆探索。

1 煤炭企业人力资本投资存在问题分析

人才存量不足、质量不高。对煤炭企业人力资

本进行衡量可从两个方面观察，一是人才存量，二

是人才质量，二者均可以反应在学历结构及职称结

构上。当前煤炭企业精英人才缺乏，全日制本科以

上学历人员仅占全煤炭系统专业技术人员的不足

40%；另一方面，拥有中高层次职称的人数情况也

不容乐观，煤炭行业中高级职称人员比例是明显低

于全国平均水平。

人力资源结构不合理。煤矿从业人员绝大部分

产业工人及辅助生产人员，人事管理人员、科技研

发人员、营销人员数量不足，所占比例很小，而且

大多人员配置结构不合理；管理人员也主要来源于

与煤矿生产有关的技术人员，普遍缺少全面、系统

的人力资源管理知识，管理层的知识结构不合理，

缺乏系统科学理论及环境科学理论的支撑。

人员考核和培训不到位。人员考核是为组织的

生存目标而服务，我国煤炭企业在绩效考核方面已

取得很大进步，有力助推了煤炭企业整体发展。随

着知识变成个人、组织、行业和国家层面生存与发

展的关键因素，员工培训已成为人力资本投资的重

要渠道，但是纵观煤炭企业，人员考核和培训这个

煤炭企业人力资本投资分析

耿 莉 萍
（河南理工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河南 焦作 454003）

摘 要：人力资本投资对于煤炭企业提升人力资源管理至关重要，由于缺乏有效地人力资本投

资，导致煤炭企业面临人才存量不足，质量不高、人力资源结构不合理、考核培训不到位、人才

流失严重等问题。据此提出了煤炭企业加强人力资本投资的路径，并以某矿生产科工作人员为

例，建立了相应的评价指标，运用专家打分和层次分析法，得出了该岗位人力资本投资方案，对

于煤炭企业加强人力资本分析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人力资源管理；人力资本投资；煤炭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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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in coal enterprises
Geng Liping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Henan Polytechnic University，Jiaozuo 454003，China）

Abstract：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is crucial for coal enterprises to improve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Due to the lack
of effective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coal enterprises face problems such as insufficient talent stock， low quality，unreason⁃
able human resource structure，inadequate assessment training，and serious brain drain. Based on this，the paper put forward
the path of strengthening the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of coal enterprises. Taking the staff of a mine production department
as an example， the corresponding evaluation indicators were established. Using the expert scoring and analytic hierarchy pro⁃
cess， the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plan of the post was obtained. It was of great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coal enterprises to
strengthen human capital analysis.
Key words：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human capital investment；coal enterpr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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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性工作并没有做好。

人才流失严重。自 2013年以来，煤炭价格接

持续下跌，导致企业主营业务收入与利润的大幅度

减少，煤炭企业为了保证一定量的利润，不让整个

行业亏损严重，必定会减少成本，而这一举措的结

果往往是减少员工的工资、福利等，导致员工所得

到的薪酬达不到预期期望。长此以往会导致员工工

作积极性不高、不愿意学习甚至离职。

笔者认为，煤炭行业存在由于人力资本投资乏

力，导致企业生产效率低下、安全成本加大、技术

升级延缓。若想改变这个现状，煤炭企业必须从多

方面入手，将人力资本投资在现代煤炭企业人力资

源管理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出来。

2 煤炭企业强大人力资本投资路径

人力资本投资指的是一个国家为了经济发展，

在教育经费和技术训练等方面所进行的投资。企业

人力资本投资指的是通过增加人力资源数量和质量

而影响未来货币和物质收入的各种活动。笔者认

为，煤炭企业人力资本投资应从 4个方面入手。

第一，按照人力资源规划的要求，吸纳优秀人

才，特别是具有硕士及博士学位的各专业毕业生。

煤炭行业“黄金十年”后，企业应为更多选择煤炭

行业就业的各类研究生提供更广阔的平台，做好人

才招聘及培育工作。

第二，做好煤炭企业工作分析。随着煤炭企业

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其发展战略也不断发生改变，

这就要求煤炭企业及时进行工作分析。工作分析也

被称之为职位分析、岗位分析，它是指了解组织内

的一种职位并以一种格式把与这种职位有关的信息

描述出来，从而使工作任职者及相关人等能了解这

种职位的过程。工作分析是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的基

础，煤炭企业其他的人力资源管理工作都是在此基

础上逐步展开。另外，鉴于煤炭企业有其独特的人

力资源特点，需要围绕行业特点和企业特点进行有

效的工作分析。

煤炭企业的管理者通过工作分析，可以对企业

人员编制和人员结构有更深入的研究，对不合理的

人员结构加以改善，还可以通过工作分析发现和改

进人员素质、发现组织在分工协作、责任分配、工

作环境等方面的缺陷，及时消除和调整那些不利于

工作设计和环境的因素，进而达到提高人员素质、

整合资源的目的。

第三，做好员工绩效管理工作。绩效管理是确

定员工当前工作绩效，指导员工下一个工作绩效朝

着更好的目标努力，并制定改进计划的过程。对于

煤炭企业而言，科学的绩效管理不仅可以帮助员工

了解自己的工作表现，而且还能影响他们未来的努

力程度和工作方向。

第四，做好员工培训工作。煤炭企业要构建现

代企业组织结构、岗位设置系统并完成工作分析，

持续开展员工培训工作并与绩效管理工作同步运

行，这项工作是煤炭企业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途

径。除了各煤炭企业自己做好培训的计划、组织与

各项工作外，还可以考虑与具有煤炭主体专业招生

资格的高校开展密切合作[4]，有战略导向性的、有

标准地进行员工培训工作，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力

度，推动煤炭企业各级管理及生产技术人员自我学

习，提高煤炭职工整体业务素质[5]，促进煤炭企业

人力资源结构优化、人力资本存量提升。

3 实证分析与应用

3.1 人力投资分析综述

为了实现更加高效的人力资源管理，煤炭企业

需要对每一类岗位进行投资分析。针对不同类型的

岗位能力需求，设置合理的评价指标，采取科学的

评价方法，最终得出每一类岗位的人力资本投资方

案。为煤炭企业各类人才激发创造能力、提升自身

素质、明确发展方向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安全生产是煤炭企业进行生产与管理实践过程

中最需要重视的问题，也是会引起潜在劳动者产生

恐惧的一个突出问题。不仅关系到煤矿职工的人身

安全和煤矿的正常运营，还关系到煤炭企业在全社

会的形象及社会的稳定。解决好安全生产问题，有

助于煤炭企业吸引优秀潜在人才。煤矿生产工序流

程复杂，涉及到多个环节，每一个环节的运转都关

系到生产的安全稳定性。下面就以生产科科员进行

人力投资分析，生产科科员的工作说明书见表1。
3.1.1 评价指标及其衡量要求

根据岗位性质，设定相应的评价指标与衡量要

求，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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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岗位评价指标

3.1.2 指标体系的建立

根据 5个评价指标，建立相应的指标评价体

系，如图1所示。

图1 生产科科员岗位评价指标体系

3.2 测评意义及测评方法

企业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直接结果是人力资本

存量的提高，具体表现为员工素质和能力的提

岗位名称：生产科科员

上级主管：生产科科长

岗位职能：构成岗位职责的主要事项是：组织、协调、指挥、控制生产计划，有组织实施实践能力；

（1）负责矿井的采掘技术管理工作，落实采、掘技术政策。学握釆掘比例，保证釆掘接替。组织推广正规循环作业；

（2）负责编制矿井的年、季、月作业计划和长远规划，掌握各项工程进展情况，做到生产科学衔接，各项计划落实；

（3）负责矿井的技术改造、设计方案的申报；

（4）参加安全人检査、质量达标检査、每月的进尺验收、工作面开工前的验收；

（5）织织审查主要工程测量计算结果，搞通搞懂工作区域地质情况、井下水文情况，能为本矿井日常工作及突发事件提供相应

的图纸和资料，并督促各专业技术人员建立相应台账；

（6）负责掘进、支护过程中支护材料的统计工作，推广先进经验，降低维修率、提高使用率、减少损耗率；

（7）负责矿井工程质量、文明生产的检查验收；

（8）负责各种规程及技术措施的落实，对存在问题及时组织解决，并提出处理意见；

（9）负责制定改进生产和安全的技术措施；

（10）负责制定本专业的专项工程计划，并负责落实到位。

职业要求：

（1）国家法律认可的高等学校教育学历和矿山工作特定的管理协调能力为；

（2）煤矿生产作业经验；

（3）组织需要的责任感和事业心，忠诚度和必要的吃苦精神。

所属部门：生产科

岗位编码：10302

序号

A

B

C

D

E

评价指标

知识

技能

执行能力

身心素质

企业文化

衡量要求

通过考察员工专业知识、相关性知识以及

逻辑能力的提升效果，来确定人力资本投资

对员工知识提高的情况

在实际工作中，通过考察员工专业技能、

通用技能、复合型技能、独创能力以及周密

性等指标是否得到有效的提高来判断人力资

本投资的有效性

考察企业人力资本投资对提升员工组织、

协调和控制企业决策计划执行过程和决策计

划执行效果能力的促进作用

通过考察员工身体健康以及个性品质的变

化，来确定人力资本投资对其影响的情况。

通过考察员工价值观、企业安全文化理念

的改善来分析企业人力资本投资所可能带来

的企业文化提高的情况

表1 生产科科员工作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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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6] ，以及由此带来的员工工作满意度的提高等；

这些直接结果必须作用于实际的生产过程，才能给

企业带来经济效益的提高，也就是说经济收益其实

只是企业人力资本投资的间接结果。由此，也就决

定了企业人力资本投资具有收益难货币化的特点，

但是企业人力资本投资带来的长远效益应是煤炭企

业今后必须看重的发展方向，具体评价方法如下。

1）构造网络结构。可以考虑采用基于网络层

次分析法的专用计算软件 super decisions2.0来进行

计算。首先，根据各个评价指标之间的依存关系，

建立评价指标的网络层次结构模型。

2）确定层次元素单排序权重。确定层次元素

单排序权重，一是根据每一个准则对同一元素组中

每一元素的影响和被影响关系进行两两比较分析，

得到归一化排序权重；二是基于同一准则对不同元

素组中的每一元素的影响和被影响关系进行两两比

较分析，得出归一化排序权重[7]。相对重要性的比

例标度见表3。
表3 相对重要性的比例标度

3）数据录入。根据以上数据资料将各元素组

（一级评价指标） 和元素组中元素 （二级评价指

标）的各个判断矩阵打分结果进行数据录入到计算

软件中。

4）得出赋权结果。将每个一级评价指标和二

级评价指标所对应的关系判别矩阵分别输入到考虑

采用的计算机软件中，进而得出用网络层次分析法

对各个评价指标的最终赋权计算结果。

3.3 测评结果

由于人力资本投资具有典型的收益难货币化特

点，因此在对方案进行选择时，就应该重点考虑哪

种投资方案能够带来的收益最大。为了相对准确合

理地对多种人力资本投资方案进行评价，假设企业

邀请有关专家针对设定的 3个投资方案，实施后对

该岗位员工工作态度、工作效率等产生的影响提出

一些建议，并对员工在各评价指标方面上的表现进

行百分制打分。本文针对某煤矿生产科科员提出 3
种人力资本投资假设方案，分别为方案A、方案B
和方案C。有关专家为各个投资方案百分制打分结

果和利用网络层次分析法经过加权的各指标赋权权

重计算结果见表4。
表4 生产科科员岗位评价指标加权得分

加权得分之和即为该投资方案的综合评价得

分，如上表最后一栏所示，可见 3个人力资本投资

方案的综合评价得分情况分别是：方案A为 74.394
分、方案 B为 84.755分、方案 C为 83.715分。因

此，从收益最大化的角度来讲，企业应选择方案B
为最佳方案。

4 结 语

伴随着煤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工作的推进，我

标度

1
3
5
7
9

2，4，6，8

含义

两个因素重要性程度相等

对比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稍微重要

对比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明显重要

对比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强烈重要

对比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极端重要

对于两相邻判断的过度值，折中处理

指标

A1 学历

A2 专业知识

A3 相关性知识

A4 逻辑能力

B1 专业技能

B2 通用技能

B3 复合型技能

B4 从业时间

B5 独创能力

B6 周密性

C1 组织能力

C2 协调能力

C3 控制能力

C4 指挥能力

D1 体能

D2 个性品质

E1 安全文化

E2 价值观

加权总分

方案A
加权得分

0
3.833 3
1.342 16
3.223 73
9.622 56
4.139 1
4.186 05

0
6.391 08
6.570 9
6.150 975
12.327 92
10.362 38
6.150 975

0
0.040 09
0.019

0.036 195
74.396 415

方案B
加权得分

0
3.066 64
1.059 6
2.545 05
12.028 2
5.242 86
5.023 26

0
5.680 96
5.840 8
7.381 17
14.639 405
14.803 4
7.381 17

0
0.025 32
0.014 25
0.022 86
84.754 945

方案C
加权得分

0
3.641 635
1.130 24
3.054 06
11.426 79
4.690 98
4.744 19

0
5.680 96
6.205 85
7.381 17
14.639 405
14.063 23
6.971 105

0
0.037 98
0.017 1
0.030 48
83.715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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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煤炭资源的勘查开发出现了积极变化，绿色矿山

建设也进一步付诸实施，煤炭资源强国战略被提上

议事日程，因此对煤炭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也提出

更高要求，需要建设一个新的组织机构模式[8]。我

国煤炭企业要想保持旺盛的生命力与强劲的战斗

力，就离不开优秀的人才，并且要留住优秀人才、

助推人才不断发展。

组织中的员工是企业重要的人力资产，在企业

多种资产中只有人力资产具有学习、成长和做出贡

献的潜能[9]，今后煤炭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只有

不断的完善管理体系，建立健全人才培育和激励机

制，树立人本观念，加强人员管理，才能不断地招

揽和留住优秀人才，才能真正的让人力资源变为人

力资本，使煤炭企业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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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能源的发展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能源结

构不断在调整，清洁能源所占比例逐年增加。煤炭

在今后较长时间内仍将是中国的主体能源。因此，

简单的“去煤化”并不能从根源上解决我国能源问

题，需要寻求符合国情的能源转型路径，遵循清洁

低碳的发展要求，多种措施并举，实现煤炭资源的

清洁高效利用。近年来，随着过剩产能的逐步退

出，煤炭行业迎来了新一轮的发展契机，但煤炭利

用方式粗放、能效低、污染重等问题没有得到根本

解决。进一步加快煤炭资源清洁高效利用发展脚

步，走绿色发展道路，才能实现煤炭工业的可持续

发展，从而为经济增长做出更多贡献。

1 煤炭资源清洁高效利用的现实意义

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2018年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产能利用率为 70.6%，石油和天

然气开采业产能利用率为 88.3%。煤炭资源的利用

效率有待进一步提高，受到生态文明建设的政策制

约，煤炭产能利用效率的提高必须要以保护环境、

减少污染为前提。而煤炭的清洁高效发展，对于

煤炭行业、生态环境、经济运行等则有着重要的

意义。

1.1 煤炭资源清洁高效利用是煤炭行业发展的必经之路

我国的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

我国煤炭资源清洁高效利用现状及对策建议

李 小 炯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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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效利用与节能减排技术装备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013）

摘 要：通过分析煤炭资源清洁高效利用对于煤炭行业、生态环境、经济运行的现实意义，结合

煤炭资源清洁高效利用现状，认为仍旧存在相关政策不合理、资源利用效率低，技术推广应用有

难度等问题。提出强化政策支持、加强技术创新、统筹推广应用等发展建议，对于加快推动能源

消费革命，提高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水平，有效缓解资源环境压力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清洁高效利用；高质量发展；绿色发展；煤炭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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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u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clean and efficient utilization of coal resources in China
Li Xiaojiong 1，2，3

（1. Energy Conservation Technology of China Coal Research Institute Co.，Ltd.，Beijing 100013，China；2.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High-
efficiency Mining and Clean Utilization of Coal Resources，Beijing 100013，China；3. National Key Laboratory of Efficient Utilization of

Energy and Energy Saving and Emission Reduction，Beijing 100013，China）

Abstract：By analyzing th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clean and efficient utilization of coal resources for coal industry，ecologi⁃
cal environment and economic operation， combined with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clean and efficient utilization of coal re⁃
sources， it is believed that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such as unreasonable policies， low resource utilization efficiency，
and difficulty in technology application. Based on this，this paper put forward development proposals such as strengthening pol⁃
icy support，strengthening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and coordinating the promotion and application. It wa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accelerating the energy consumption revolution，further improving the clean and efficient utilization of coal，and effectively
alleviating the pressure 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Key words：clean and efficient use；hing quality development；green developmen；coal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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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煤炭行业的发展也应适时转变。随着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的推进，煤炭行业逐渐度过了寒冬期。国

家不断推进清洁能源的开发利用，煤炭的可替代能

源有所增加，如 2017年天然气的消费量较前一年

增长 14.8%，对煤炭行业形成了一定的发展压力。

国家《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煤炭清洁高效

利用行业行动计划 （2015—2020年）》 等政策，

指明了煤炭行业供给侧改革的发展方向是清洁高效

利用。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成为煤炭行业在煤炭需求

放缓、环境制约增强等客观因素综合作用下寻求高

质量发展的必经之路。

1.2 煤炭资源清洁高效利用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必

然要求

近年来，生态环境质量差、污染物排放量大、

生态受损严重等问题日益突出，生活在雾霾的笼罩

之下，人们对生存环境多有抱怨。研究表明，煤炭

消费过程中所产生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颗粒物

分别占据人为源排放总量的 94%、60%和 70%左

右，是大气污染的主要来源。十九大报告明确提

出，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

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像对待

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作为主要消费能源，煤炭

的开发与利用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不言自明。

煤炭资源的清洁开发与利用始终保持着清洁的基本

特征，可以减少煤炭全产业链的污染排放，是改善

生态环境的有效举措，也是对生态文明建设要求的

积极回应。

1.3 煤炭资源清洁高效利用是经济绿色发展的重

要保障

长期以来，煤炭作为我国各行各业生产的主要

动力能源之一，对我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

动作用，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也推动了煤炭行业

的繁荣，二者共同发展、相互促进。我国绿色

GDP的增长，离不开煤炭清洁利用的大力支持，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政策名称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煤炭工业环境保护暂行管理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煤炭法

中国洁净煤技术“九五”计划和 2010年发

展纲要

发布《关于加强乡镇煤矿环境保护工作的规

定》的通知

煤炭工业“十五”规划

关于发布《燃煤二氧化硫排放污染防治技术

政策》的通知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燃煤电站项目规划和建

设有关要求的通知

关于促进煤炭工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

国 家 中 长 期 科 学 和 技 术 发 展 规 划 纲 要

（2006—2020年）

煤炭工业“十一五”规划

煤炭工业节能减排工作意见

煤炭产业政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

洁净煤技术科技发展“十二五”专项规划

煤炭工业“十二五”规划

出台年份

1988年
1994年
1996年

1997年

1997年
2001年
2002年

2004年
2005年
2006年
2007年
2007年
2007年
2008年
2012年
2012年

序号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政策名称

能源发展“十二五”规划

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关于印发 《煤电节能减排升级与改造行动计划

（2014—2020年）》的通知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

（2014—2020年） 的通知

关于促进煤炭安全绿色开发和清洁高效利用的意

见

商品煤质量管理暂行办法

工业领域煤炭清洁高效利用行动计划

关于促进煤炭工业科学发展的指导意见

煤炭清洁高效利用行动计划（2015—2020年）

2015年工业绿色发展专项行动实施方案

能源技术革命创新行动计划（2016—2030年）

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

现代煤化工产业创新发展布局方案

煤炭深加工产业示范“十三五”规划

国家能源局关于印发 2018年能源工作指导意见的

通知

煤矿防治水细则

出台年份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4年

2014年
2014年
2014年

2014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7年
2017年
2018年
2018年

表1 煤炭清洁相关政策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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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转型，也会反作用

于煤炭行业的发展，推进煤炭的清洁发展。鉴于我

国“富煤、贫油、少气”的资源现状，煤炭在未来

很长时期内仍将是我国最主要的消费能源，“十三

五”发展规划将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技术作为今后能

源建设的战略重点。一来是保障能源安全，二来是

推动煤炭的清洁革命，为经济绿色发展提供高效、

高质量的动力保障[1]。

2 煤炭资源清洁高效利用的现状分析

2.1 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有关政策不合理

煤炭的清洁高效利用离不开国家政策的大力支

持。自 20世纪 80年代以来，我国已累计出台有关

煤炭清洁的主要政策 32项（表 1），内容大致可划

分为煤炭提质加工、燃煤发电、燃煤工业锅炉、民

用散煤燃烧、煤炭清洁转化应用等方面[2]。随着时

代进步、科技发展、社会需求的变化，国家适时对

这些政策进行修订，推动煤炭行业和煤炭资源的绿

色可持续发展。然而，受到政策制定、执行、调整

的滞后性影响，在一定时间段内某些政策的存在制

约了煤炭的清洁化发展。

以 2017年环保部公布的 《高污染燃料目录》

为例，该目录将所有的涉煤制品全部列入了高污染

燃料范围内，并指明了禁燃区（表 2、表 3）。虽然

在能源结构短期内无法根本改变的情况下，禁限用

煤炭及其制品是改善城市大气环境质量行之有效的手

段，却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煤炭制品的使用规模和适

用范围，挤压了煤炭资源清洁发展的空间。

表2 禁燃区内禁止燃用的燃料组合类别

表3 部分煤炭制品的组分含量限值

2.2 煤炭资源清洁利用效率比较低

长期以来，为确保产量，我国煤炭行业一直都

呈现高开采、低利用、高排放的特征。2016年，

国家发改委和国家能源局印发了《能源技术革命创

新行动计划 （2016-2030）》，指出煤炭行业的重

点发展方向是无害化开采和清洁高效利用。煤炭行

业经过“去产能”调控，煤炭开采作业情况有所改

善。但是由于清洁开发技术应用范围有限，尚未普

及，煤炭开采过程中产生的废气、废水、固体废弃

物等并未得到二次利用，既对矿区生态环境产生了

一定的破坏，也使得诸多煤炭资源未得到充分开

发，造成了煤炭资源的极大浪费。尤其是一些小型

煤矿，资质不全、技术传统，不注重改善技术、提

质增效，缺少科学合理的规划，只是通过扩大产量

来增加利润，有的甚至未经政府许可擅自越界开

采，更是对当地的生态和资源造成了难以修复的破

坏和浪费 [3]。从煤炭行业整体清洁生产情况来看，

效率仍比较低，需要进一步研发、推广先进清洁技

术，推动煤炭供给侧的绿色开采。

2.3 煤炭清洁利用推广阻碍大

推广煤炭清洁开发与利用，不但能最大限度的

减少资源和能源的消耗，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

效率和利用效率，实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目的，还

可以统筹煤炭行业、经济和生态等协调发展，兼顾

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4]。

我国煤炭清洁利用推广的阻碍主要来源于技术

和资金问题。我国的煤炭清洁利用技术取得了很大

的进步，但仍存在很多的难题没有突破，尤其是一

些核心的煤炭处理技术尚未掌握，仍然需要进口，

无形中增加了研发、推广的成本。有些技术尽管达

到世界先进水平，但是得不到国家政策的支持，不

能大力推广，对于煤炭清洁利用水平的提高作用有

限。由于一些废弃物的处理成本较高，一些实力较

差的煤炭企业负担较重，承担这些费用比较困难，

故不愿采用新技术，这也对煤炭清洁利用的规模化

类

别

Ⅰ
类

Ⅱ
类

Ⅲ
类

燃料种类

单台出力小于20蒸吨/h的锅炉

和民用燃煤设备燃用的含硫量

大于0.5%、灰分大于 10%的煤

炭及其制品（其中，型煤、焦

炭、兰炭的组分含量大于表3
中规定的限值）

除单台出力大于等于20蒸吨/h
锅炉以外燃用的煤炭及其制品

煤炭及其制品

石油

焦、油

页岩、

原油、

重油、

渣油、

煤焦油

——

非专用锅炉或未

配置高效除尘设

施的专用锅炉燃

用的生物质成型

燃料

燃料种类

型煤

焦炭

兰炭

含硫量/%
0.5
0.5
0.5

灰分/%
-
10.0
5.0

挥发分/%
12.0
5.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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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形成了阻力[5]。

除此之外，煤炭清洁利用推广还受到了行政执

行方面的阻碍。我国煤炭的利用主要分为六大部

分，分别是燃煤发电、炼焦和喷吹、煤化工转化、

建材耗煤、民用煤和其他零散用煤，用于发电的煤

炭占到了消费总量的 50%以上，煤炭成为了政府建

设生态文明的管治重点。2018年，北方多个省市

冬季取暖采取了“煤改电”“煤改气”等限煤措

施，有的地区为了完成环保考核，出现了“为禁

煤而禁煤”的情况，一刀切的“去煤化”，禁止任

何形式的燃煤，对煤炭的清洁利用发展进程形成

了阻力[6]。

3 对于煤炭资源清洁高效利用的建议

3.1 强化煤炭清洁发展的政策支持

在政策制定层面，政府需结合社会实际、行业

实际，发现煤炭清洁发展存在的问题，科学合理的

设计相关的标准和条例，帮助煤炭行业建立健全清

洁发展综合评价手段，从政策内容上做到宏观全

面，确保煤炭清洁产业顺利发展 [7]，不能片面的、

盲目的一刀切，打消煤炭清洁发展的积极性。在政

策执行与监督层面，要加大政策的宣传与贯彻力

度，提高政策执行人员的理解水平和工作水平，减

少政策的执行偏差，确保政策目标的实现；也要建

立煤炭市场监督管理体系，依据国家标准体系对煤

炭的清洁应用进行监督，督促煤炭生产和利用企业

清洁化发展。在政策调整层面，要收集社会对煤炭

清洁发展的真实看法，依据社会的发展进步和国

家的宏观统筹规划，对不符合煤炭行业现状、不

适用煤炭发展、不利于煤炭清推广的政策适时作

出调整。

除了行政命令类的政策规定外，政府还应从煤

炭行业的清洁可持续发展出发，辅之以恰当的财税

政策、金融政策、市场价格政策，加大煤炭清洁发

展工作的外部支持力度。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

保护税法》为例，政府建立“绿色税制”，对每吨

煤矸石收取 5元环保税费，通过增加煤炭生产成

本，对煤炭行业及煤炭产品的清洁化发展形成外部

压力，促进内部清洁发展动力的形成。

3.2 加强煤炭清洁利用技术的创新

在国家“三去一降一补”的大环境下，煤炭行

业必须改变过去粗放的生产方式，探索适用于规模

化发展的清洁技术。加强煤炭清洁技术创新，应从

多方面着手：首先，煤炭清洁技术创新需要人才、

资金、设备的大力支持。人才的培养途径主要有两

种，一种是学校的专业教育，一种是工作实践锻

炼。无论是哪一种人才培养，都需要有足够的资金

支持和激励，才能为技术创新奠定先期条件。设备

是技术创新必不可少的要素，若是装备水平太低，

则很难支撑起人才创造和改进技术必要的实验过

程。人才、资金、设备对于煤炭清洁技术创新缺一

不可，基本要素配备好才能顺利开展技术研发工

作。其次，为了实现煤炭产业和煤制品全产业链的

清洁，实现煤炭行业绿色发展，研发人员应该从煤

炭安全绿色开采、提质加工、清洁燃烧、深加工转

化、污染物控制、碳减排技术等[8]方面寻求技术上

的突破与创新。再次，要控制煤炭产能总量，合理

控制煤炭资源开发速度。通过强化管制手段，杜绝

违规产能、淘汰落后产能，对于现阶段技术达不到

清洁生产的复杂矿区要限制开采，保障煤炭资源不

被破坏的同时，也为煤炭清洁开采技术的研发提供

动力。

3.3 统筹煤炭清洁技术的推广应用

煤炭清洁技术的推广应用是一项惠民工程，国

家应大力支持。首先，国家在推广煤炭清洁技术时

要充分考量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的推广

使用，做到量力而行，稳步推进。我国幅员辽阔，

区域发展差距较大，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和一般规模

的的中小城市对清洁能源的供给量需求、地理区位

特点和经济承受能力显然是不同的，对煤炭清洁技

术的迫切程度也有较清晰的轻重差异。京沪等大城

市迫切改善空气质量且经济能力较强，在这类地区

推广煤炭清洁技术较为容易，而在中西部经济欠发

达地区，集中用煤规模化水平不高，推行煤炭清洁

技术应用的工作难度较大，政府应采取措施进行宏

观协调，协调好煤炭清洁技术的整体应用和部分应

用。其次，政府有关部门应承担起这些技术的统筹

推广与协调应用的责任，将煤炭清洁发展的利益相

关者联合起来，打造煤炭资源生产和利用的统一

体，建立煤炭清洁发展的协调机制，调动多方面的

力量和资源，为煤炭全产业链的清洁利用疏通障

碍，做到从煤炭生产到消费的全过程清洁管控，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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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落实煤炭清洁有关政策。再次，政府还可以联合

煤炭行业充分利用互联网在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推广

上发力，提高行业、公众对煤炭清洁利用的认知，

强化公共的煤炭绿色消费观念和相关企业的社会责

任感。

4 结 语

随着科技进步和清洁能源利用率大幅提高，煤

炭在我国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重逐步降低是大势所

趋。我国的能源消费仍然以煤炭资源为主，煤炭行

业只有减少负外部效应，清洁转型，才能实现可持

续发展。煤炭清洁生产与应用是落实我国生态文明

建设、推进绿色发展、生态转型的有效途径，既符

合“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

念，也为煤炭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绿色基础。

2018年，《中国矿产资源报告》公布了新推广的煤

炭高效开采和综合利用技术：数字化煤层气高效抽

采技术、煤矿井下废水加载絮凝磁分离处理技术、

煤矿区水害致灾隐患高效探测与治理技术、煤矿下

向深孔钻机成套技术、综放工作面煤炭安全高效回

采成套装备优化、西南矿区软岩支护与无煤柱开采

关键技术、地表水回灌工艺技术。在政策支持和政

府统筹下，这些新的煤炭清洁技术将会取得良好的

推广应用效果。在国家“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规划

下，我国的煤炭清洁理念将会得到越来越多的人认

同，煤炭清洁生产与应用会越来越受到监督与支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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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煤炭经济形势已趋于好转，特别

是在供给侧结构改革下，通过淘汰落后产能，煤炭

价格平稳回升，煤炭企业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利益。

不少企业重新调整了公司战略，聚合力、拓市场、

防风险、增效益，加快企业结构调整，推进供应链

管理创新，加强与客户的合作，提升企业经济的运

行质量和效益，实现科学平稳发展。

1 我国煤炭贸易供应链协同管理研究背景

1.1 我国煤炭生产地和消费地地理分布差异

我国煤炭资源北多南少，西富东贫，煤炭生产

和供应主要集中在西部和北部地区，煤炭消费却相

对集中在经济发达的东部和中南部地区，这种错位

布局形成了长期以来我国煤炭运输“北煤南运、西

煤东运”的基本格局，供应链长且复杂。大部分煤

炭经营企业在贸易中仍然应用传统的供应链管理模

式，这种管理模式是对结点企业进行简单的结合，

是点与点的连接，注重于相邻企业节点之间的联

系，缺乏统一性、系统性和灵活性。由于我国煤炭

产地和消费地跨度大、路线长、时间久，加之运输

能力限制，供应链各企业信息不畅，导致节点企业

作用出现工作滞后事倍功半，需求高峰季节供应不

足，高峰过后大量煤炭积压堆场、港口，影响整个

供应链的价值增值。

1.2 企业自身组织结构不能适应业务发展

完整的煤焦、煤电物流服务供应链涉及煤炭从

生产到入炉口燃烧的所有中间环节，从煤炭采掘到

销售、陆运、港储、水运、流通加工、配送到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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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的整个过程。由于煤炭供应链涉及到煤炭产

地、中转地、港口、用户，煤炭经营企业内部可能

多个部门往往针对一笔业务，企业组织结构设置分

散，各职能部门，如采购、销售、结算等负责管理

业务中不同模块，各部门之间缺乏信息沟通，从而

导致部门之间利益冲突，降低企业的运作效率。

1.3 供应链中各企业缺乏协同意识和信任基础

煤炭供应链中的企业在实施供应链管理时，供

应链的各参与企业是具有不同经济利益的实体。在

没有协同管理的情况下，企业以本公司的战略、文

化、组织为出发点，更多考虑企业利益。在此情况

下，供应链中的成员不愿分享市场信息，对合作企

业缺乏理解和信任，对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往往很难

达成一致的看法。由于信息不对称，合作企业之间

往往采取自我保护和防范措施，导致供应链企业信

任程度低下，使得供应链整体效率受到极大抑制。

1.4 企业信息化系统程度低，信息层面协同不够

供应链协同管理的载体是先进的计算机网络管

理信息系统，企业信息化程度低、信息化建设滞

后，将严重影响供应链管理效率。我国大部分企业

仍沿用信息化程度不高的管理工具和管理模式，信

息化仅局限于日常部门业务办公或处理单项事务，

没有建立统一的供应链管理系统，供应链企业之间

沟通困难，导致信息传递效率偏低，难以在关键时

间节点抓住市场变化，做出正确的决策，导致错失

市场机遇，库存成本增加，不能及时供货。此外，

企业的信息化体制不够健全，信息化系统建设没有

统一规划，使得采购、销售、库存、合同等管理工

作出现大量不同部门进行重复管理的问题。

1.5 煤炭供应链整体效益差，生产企业与最终用

户需求真实性存在偏差

传统的供应链管理中，供应链的每一个阶段只

追求各自目标利益的最优化，而未考虑对整条供应

链的影响，由于成员企业之间信息不共享，各企业

只能根据本公司的需要预测供需信息和市场价格，

确定企业本身的运营策略，整个供应链运作缺乏统

一性，生产企业生产与最终用户的需求真实性往往

出现很大偏差，而信息的不真实性会沿着供应链逆

流而上，产生逐级放大的现象，形成牛鞭效应。上

游的企业无法接触到真实的用户需求，只能预测需

求，造成大量的库存积压或库存短缺等一系列问

题；下游企业由于不了解煤炭生产企业生产情况，

而只能根据供应商提供的供货量进行采购，往往导

致企业需求旺盛的时候供应不足，无法满足下游用

户需要，错过最佳盈利良机。

2 供应链协同管理相关理论

2.1 煤炭供应链内涵

供应链最早来源于彼得·德鲁克提出的“经济

链”，后经由迈克尔·波特发展成为“价值链”，最

终演变为“供应链”。“供应链”的定义为：围绕核

心企业，通过对信息流，物流，资金流的控制，从

采购原材料开始，制成中间产品以及最终产品，最

后由销售网络把产品送到消费者手中。

煤炭物流指煤炭从生产、收购、储存、运输、

加工到销售服务的整个过程中的实体运动以及在流

通环节的增值活动。煤炭物流是系统物流，它存在

于煤炭产品的开采准备阶段、挖掘生产过程阶段和

销售活动阶段的过程中，是生产煤炭、洗选煤炭、

运输煤炭、销售煤炭等一系列煤炭实体搬运流转动

态过程，具有量大、点多、面广、时间性强等特

点，如图1所示。

图1 煤炭供应链系统示意图

2.2 供应链协同管理内容和历史沿革

2.2.1 管理中的协同学

管理学科中最早体现协同学理论的是对企业多

元化投资的研究。20世纪 60 年代，战略管理的鼻

祖伊戈尔·安索夫便将协同理念引入管理领域，成

为企业采取多元化战略的理论基础和重要依据。协

同学简单地说就是“1+1>2”，其研究重点是协同

效应，协同效应表示的是在一个具有多个子系统的

复杂系统中，各个子系统通过协同作用使得整个系

统统一起来，这种统一行为的作用要优于各个子系

统进行独立活动的作用。协同作用属于一种自组织

吕 波：我国煤炭贸易供应链协同管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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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所有复杂的系统中都具有这一能力，是一种

内生的能力，该能力可以为复杂系统构建出有序的

结构框架。所以，协同学理论有时也被总结为“协

同致使有序”。

2.2.2 煤炭供应链协同管理

供 应 链 协 同 （Supply Chain Collaboration，
SCC）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企业为了实现战略目

的，通过公司协议或联合组织等方式，结合成的一

种网络式联合体。煤炭供应链协同是指煤炭供应链

各个企业通过多种方式结合成的一种以供应链中某

一企业为核心联合体，各个企业之间利用网络技

术、信息技术和通讯技术，从而生产商（煤矿），一

级分销商、二级分销商和客户（电厂、焦化厂、化

工厂等）可动态地共享信息、优化整体，谋求价值

链优势，构成竞争优势群，从而最低成本，效益最

高，提升供应链的整体竞争力，提高客户收益最大化。

2.2.3 煤炭供应链协同管理的基本框架

企业实现供应链协同化管理可分为基础建设、

职能集成、内部供应链协同、外部供应链协同 4个
步骤，关键点是企业内部供应链和外部供应商及客

户的协同。

从决策范围和决策时间的角度，可以把企业内

部供应链与外部供应商及客户的协同按其层次划分

为战略层协同、战术层协同和操作层协同，即供应

链结构搭建、供应链计划、供应链执行 3个层面。

对于从事煤炭贸易角度来看，战略层协同的结构化

设计，主要定义煤炭经营企业与供应厂商和消费

厂商之间的关系。战术层协同主要是直接供需关

系的上下游企业间的需要，包括煤种、生产、运

输、存货、采购、加工等协同策略的制定。执行

层协同主要是通过协同技术的支持，具体实现供

应链的同步运作和信息协同，按照内容可分为供

需协同、产品协同、信息协同、采购协同、库存

协同、运输协同、服务协同等形式，如图 2所示。

2.2.4 煤炭贸易中供应链协同管理与传统供应链

管理比较

供应链管理中，由于煤炭供应链物流节点多，

煤炭企业生产、物流配送、场储涉及物流节点数量

和类型较多，管理难度较大。传统煤炭供应链管理

割裂了上游生产企业生产与下游用户的需求，信息

传递不畅，尤其在煤炭供应链中企业依仗自身的垄

断性各自为战，难以形成统一的价值观、利益观，

没有起到应有的价值作用。

图2 煤炭供应链协同3个层次

为了防止供应链失调，必须对供应链进行协同

管理，使得供应链企业合作更加和谐，彼此间相互

支持，供应链更加高效有序，从而提高整体供应链

的竞争水平。与传统的供应链管理相比，供应链协

同管理具有以下优势，见表1。
表1 煤炭供应链协同管理与传统供应链管理比较分析

3 供应链协同管理模型构建及实施策略

3.1 煤炭供应链协同管理模型的建立

3.1.1 供应链协同模型构建的原则

在煤炭行业供应链协同网络模型构建过程中，

应遵循满足供应链管理思想得以实施和贯彻的要

求，实现供应链企业1+1>2共同盈利的目的。供应

链协同模型主要构建原则有：①自顶向下和自底向

上相结合的设计原则；②简洁性原则；③集优原

则；④协调性原则；⑤动态性原则；⑥创新性原则。

3.1.2 供应链协同管理模型的构建

在链层协同中遵循着“供需联动、信息共享、

关联业务、互惠共赢”理念，打破煤炭物流链与服

务管理层的资源边界，通过在时间、空间和功能结

供应链功能

供应链战略

供应链架构

供应链信息

供应链合作

供应链服务

供应链协同管理

基于最终客户需求和价

值链的增值

统一的有机体

信息共享

共赢合作

提升最终客户满意度

传统供应链管理

单个企业部门价值

最大化

孤立单个企业部门

缺乏沟通

单打独斗

只针对上下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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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方面重新整合，基于互联网技术和管理系统技

术，实现煤炭供应链战略协同、信息协同、利益协

同、库存协同、服务协同运作，从而构造链层结构

的煤炭供应链协同管理模式，如图3所示。

煤炭供应链协同管理的核心部分由 3部分组

成。①供应链管理中的核心企业。核心企业是供应

链运行的发动机，它是对整个供应链各企业进行组

织和管理工作，保证供应链上的各企业在采取行动

时能够始终从供应链整体绩效最大化的角度考虑问

题。②煤炭贸易供应链中的供应厂商。在煤炭贸易

中供应厂商可以分为一级、二级或多级供应商，他

们之间是相互连接的网络结构。③煤炭贸易供应链

中的客户。在煤炭贸易中，客户是指需煤企业，往

往可以是中间商，也可以直接是煤炭终端用户。

3.2 实施供应链协同管理在煤炭贸易中的措施策略

3.2.1 以供应链协同为目的的内部管理机制

企业分散式的组织结构，不利于供应链协同管

理，针对于此，企业加强战略体系建设，建立符合

煤炭贸易运作的高效、科学、执行能力强的管控体

系，推动企业目标和计划落地。建立合理的管理制

吕 波：我国煤炭贸易供应链协同管理研究

图3 煤炭供应链协同模型

度，明确各层级管理人员的职能，以供应链协同为

核心，业务发展为重点，理顺管理流程、业务流

程，消除各部门职能条块分割的现状。开展企业内

部信息化重构，使内部业务流程与信息传递对接，

内部信息与供应链节点企业信息对接，以响应瞬息

万变的市场环境。同时加强基于互联网的 ERP、
IMS、WMS系统建设，使系统充分与供应链其他企

业系统对接，以实现供应链协调管理。

3.2.2 供应链战略目标协同体系

供应链战略目标协同体系，是供应链协同体系

中各企业战略目标和供应链运营的战略目标是否冲

突，是否具有一致性，既要有供应链整体统一战略

目标，也要有各企业自身的协同目标。供应链战略

目标协同建设，本质上是协同整个供应链的战略目

标、业务发展和供应链上各企业的利益平衡关系。

企业协同目的使得供应链战略职能集成化、信息共

享化、响应迅速化、业务顺畅化、利益平衡化、库

存合理化、服务优质化、利润最大化等。在确立供

应链战略协同目标的同时，建立起战略的沟通协商

机制、管控监督机制、平衡制约机制、综合评价机

制、合理退出机制等，让各个参与企业明确自身的

“责、权、利”，确保供应链协同战略目标的实现。

3.2.3 供应链的利益分配协同机制

供应链利益分配协同要求各节点企业彼此相互

团结，环环相扣形成一个有机整体。以有机整体建

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综合考虑联盟成员的实

力，如规模大小、市场范围、人员水平、承担风

险，资金多少、贡献程度等因素。其目的是对供应

链企业资源进行优化配置，充分调动成员企业的积

极性和主动性，从而使联盟利益达成一致。

3.2.4 供应链业务流程协同体系

供应链业务流程协同体系，是对供应链企业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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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到供应链各参与企业的一系列管理活动。由于供

应链节点企业、物流、信息流、资金流要素的变

化，导致供应链业务流程根据变化进行动态调整。

因此，业务流程协同成为供应链协同的重要组成部

分。供应链业务流程协同是供应链价值增值的重要

方法和手段。通过对协同流程进行有效的优化，以

实际情况为出发点，采取相应的手段做法，突破管

理瓶颈，把整个供应链建成高效、规范、科学、动

态、平顺的流程管理体系，以流程带动物流、资金

流、信息流在供应链内顺利流转，使供应链业务流

程协同管理发挥良好的效果。

3.2.5 供应链信息协同策略

供应链信息协同体系，是通过信息数据驱动传

递为基础实现数据信息的有效传递、实时共享同步

的协同体系。在煤炭供应链管理中，煤炭从开采到

电力用户、焦煤用户、化工品用户等，这种业务链

条长且复杂，供应链信息协同确保信息传递精确

性、信息共享有效性，使得信息在传递过程中不离

散、不失真，通过应用互联网技术、数据采集技

术、电子数据交换技术等，实现了节点企业之间的

信息共享，进一步优化供应链。在成员企业进行协

同决策时，摆脱了各节点企业由于企业单一目标分

散，企业独立决策所造成的供成链整体效益协调问

题，从而实现资源信息的优化配置，提高煤炭企业

供应链管理的总体水平。

3.2.6 煤炭供应链协同库存管理协同

库存是企业重要资产，主要表现为它在企业总

资产中所占比例较大、在企业存货资产中所占的绝

对金额比较大。煤炭供应链库存管理协同是将库存

管理放在整个供应链管理之中，从点到链、从链到

面的分布式管理的过程。它是基于供应链的总体战

略要求，以降低库存整体成本为目标，通过对供应

链上各个节点库存的协调管控，合理的调配库存多

少和分布情况，提高市场响应能力，库存管理成本

最小化，保持供需平衡，消除供应链管理的不规则

需求波动给企业带来的风险，实现供应链整体动态

库存的科学分配。

3.2.7 供应链服务协同体系

供应链服务协同是以终端客户需求为核心，以

战略协同为目标，通过资源共享和信息共享，对供

应链销售渠道和终端用户实施的服务运作方法。在

供应链信息协同的前提下，企业对客户的需求进行

更好的渠道融合，与客户之间进行沟通交互，提高

企业对客户的消费理解与问题反馈，在不同的客

户，如煤炭长协用户、重点用户、地销户建立不同

的服务协同体系，及时了解客户真实的需求，认真

听取客户反馈信息，互惠互利，用心服务。

4 供应链协同管理绩效评价

4.1 煤炭供应链协同绩效评价的内涵

煤炭供应链协同绩效评价是指运用一定的评价

方法、量化指标及评价标准，对评价对象进行考核

和评估，对比目标差距，并进行调整。有效的煤炭

供应链协同绩效评价能够促进供应链成员沟通交

流，信息反馈，合理评判供应链协同运营效果，是

供应链有效计划、控制和决策的重要一环。因此，

科学、全面地分析和评价煤炭供应链协同运营绩

效，是供应链协同运作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煤

炭供应链协同管理绩效评估系统是一个循环的过

程，可分为 5个步骤：供应链协同管理战略目标制

定、绩效评估目标和指标制定、绩效评估计划的制

订与执行、监控与评估、激励与指导修订整改，如

图4所示。

图4 煤炭供应链协同管理绩效评估体系

4.2 指标体系设计思路

根据煤炭贸易运作的特点，采取定量和定性相

结合的分析方法，对一定时期内供应链协同指标的

有效性和效率进行客观评价。首先，对供应链协同

6个指标进行量化评分，其次，根据 KPI关键指

标，分解6个指标，变为13个二级指标，对二级指

标再进行量化，最后，运用定量定性评分法，结合

绩效标准，对指标进行打分，找出绩效得分与重要

性标准得分的差距，进行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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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指标的绩效评价

某企业采用专家意见法，对评价内容进行分数

量化，采取百分制的形式，对 6个评价内容进行量

化，其中，战略协同 21分、利益协同 16分、业务

协同 16分、信息协同 21分、库存协同 10分、服务

协同 16分。对评价指标进行量化，其中，战略协

同包含匹配度、目标一致性、信任度 3个评价指

标，每个指标 7分；利益协同包含营业利润率、总

资产报酬率两个评价指标，每个指标 8分，业务协

同包括供需率、准时交货率两个评价指标，每个指

标 8分；信息协同包含准确性、及时性、共享性 3
个评价指标，每个指标 8分；库存协同包含存货周

转率一个评价指标 10分；服务协同包含满意率和

投诉率两个评价指标每个指标 8分。对照绩效标

准，采用定量定性评分法，得出绩效分值，与重要

性标准比较，找出得出差值，见表2。
4.3.1 战略协同指标

评价内容主要含 3个二级指标，分别是匹配

度、目标一致性、信任度，并用德尔菲法对 3方面

内容进行客观评价。对照绩效标准，完成 95%以上

按照百分百打分，小于 95%的按照得分的百分比乘

以重要性标准分值，得出绩效得分。从表 2可以看

到，匹配度和信任度指标得分差值为 0.7和 0.56，
说明这方面工作还有待提高。

4.3.2 利益协同指标

通过财务状况分解为具体的、可测度的目标，

将其分为营业利润率、总资产报酬率 2个二级评价

指标，将完成状况与年初计划比较，采用百分比形

式进行打分，完成 95%以上记满分，不足 95%以

下，按照得分的百分比乘以重要性标准分值，得到

绩效分值，表 2中可以看到，2个二级指标得分差

值为0，所以这方面工作还是比较满意的。

4.3.3 业务协同指标

采用供需率和准时交货率两个评价指标。其中

供需率方面，供货量与需求量平衡或略高于需求量

可记做满分。供应量低于需求量，按照百分比形式

乘以重要性标准分值，得出绩效分值；准时交货率

方面，按照准时交货次数与总交货次数的比值乘以

百分比，再乘以重要性标准分值，得出绩效分值。

从表 2可以看到，准时供货方面分值差为 0.72，有

表2 企业供应链绩效评价分值表

评价
内容

战略
协同

利益
协同

业务
协同

信息
协同

库存
协同

服务
协同

评价指标

匹配度

目标一致性

信任度

营业利润率

总资产报酬率

供需率

准时交货率

准确性

及时性

共享性

存货周转率

满意率

投诉率

评价
方法

定性

定量

定量

定性

定量

定量

评价公式

—

营业利润/营业收入

息税前利润总额/平均资产总额

供应量/需求量

准时交货次数/交货总次数

—

销货成本/平均存货余额

满意客户/客户总数

投诉客户/客户总数

绩效标准PAS

好≧ 95%
中≧ 75%，＜95%

差＜65%

好≧年初计划95%
中≧年初计划80%
差≦年初计划70%

好≧ 100%
中≧ 75%，＜100%

差＜75%

好=100%
中≧ 75%，＜100%

差＜75%
好≧ 100%

中≧ 75%，＜100%
差＜75%
好=100%

中≧ 85%，＜90%
差＜85%

好=0
中＜0，＜20%

差≧ 20%

重要性得
标准分 Ι
7
7
7
8
8
8
8
8
8
8

10

8

8

绩效
得分Ρ
6.3
7
6.44
8
8
8
7.33
7.2
7.6
7.28

10

8

7

得分
差值 Ι-Ρ
0.7
0
0.56
0
0
0
0.67
0.8
0.4
0.72

0

0

1

吕 波：我国煤炭贸易供应链协同管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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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因为大风原因没有及时供货，出现延期，说明

以后需要对天气等因素加以考虑。

4.3.4 信息协同指标

信息共享是以供应链系统作业流程为基础，信

息共享的动态性是现代经营的要求，也是供应商及

顾客企业实力，产品服务的通道。信息协同主要分

解准确性、及时性、共享性 3个二级指标，通过德

尔菲法，对 3个二级指标进行打分，按照百分比形

式乘以重要性标准分值，得出绩效分值。表 2中可

以看到，准确性、及时性、共享性得分分别为

90%、95%、91%，乘以重要性标准分值，得出绩

效分值，3个指标得分差值分别为 0.8、0.4、0.72，
所以信息协同方面还有待改进。

4.3.5 库存协同指标

存货周转率也称存货周转次数，周转越高，表

示企业存货管理效率越佳。公司依据给出专家意

见，全年量化满分 12次，超过等于 12次，记做满

分，不足 12次，按其比值乘以百分之百，再乘以

重要性标准分值，得出绩效分值。表 2中可以看

到，存货周转率绩效得分为 10分，得分差值为 0，
表明存货协同指标是非常到位的。

4.3.6 服务协同指标

公司服务系统评价指标从客户满意度和投诉率

两个角度设定的二级指标进行分析。通过调查问卷

的方式，对供应链客户进行定期回访，找出差距和

不足，其中满意率为满意客户与客户总数比值，乘

以重要性标准分值，得出绩效；投诉率为投诉客户

与客户总数比值，用 1减去投诉率与客户总数比

值，再乘以重要性标准分值，得出绩效分值。表 2
显示，投诉率分值差额为 1，原因是因为质量异

议，后续派出质量技术部及业务人员圆满解决客户

投诉。

5 供应链协同管理的成效

5.1 提高企业经济效益

通过煤炭供应链协同管理，各节点建立了合作

伙伴信任关系，从而实现了节点企业从战略、利

益、业务、信息、存货和服务的协同，从管理系统

和网络信息实现了共享，抢抓市场机遇，使得供应

链节点企业实现共赢。

5.2 建立合理的企业内部运营机制

通过供应链协同管理，构建了供应链服务平

台，通过数据对接信息共享，协同供应链业务流

程，使内部各科室单位以业务为中心，建立合理的

管理制度，明确各层级管理人员的职能，理顺流

程，完善内部运营机制，建立科学、高效、执行能

力强的管控体系，形成职责清晰、管理有序、控制

有力、监督有效的运营体系，不断提升管理水平。

5.3 加强节点企业紧密关系扩大煤炭市场份额

供应链协同管理是企业为了自身的生存、发展

和未来而进行的整体性、长远性合作体系，企业作

为整个供应链条的中心，通过协同合作把煤炭资源

产地、中转地、消费地的客户串联起来，形成完整

的供应链网络，在提高对供应链上游资源企业掌控

能力的同时，加强了与客户之间的交流，优化资源

配置，节约成本费用，扩大市场规模，树立强大的

外部形象，从而来吸引更多的供应商和客户，进一

步拓展煤炭市场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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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随着国家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和供给侧改革的不

断推进，煤炭企业考虑区位优势、资源优势等因素

外，企业竞争力的增强将更多依靠内部管理水平的

提升。自 2003年以来，我国大型煤炭企业逐步实

施精细化管理[1]，管理水平得到进一步提升，但是

远远没有达到精益管理的要求，而人力资源是企业

所有生产要素中最活跃和最具能动性的因素，是企

业最重要的资源之一。精益管理作为一种先进的管

理模式已成为共识，许多煤炭企业在生产精益管

理、成本精益管理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是人力

资源的精益管理却鲜有涉及。因此，完善煤炭企业

的人力资源精益化管理，有利于提高企业的管理水

平和生产效率，为新形势下煤炭企业增强市场竞争

能力提供思路。

1 研究现状

精益管理作为提升煤炭企业管理水平的重要途

径，引起了很多学者的广泛关注。王艳[2]根据煤炭

行业的发展现状，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分析了精

益管理在煤炭行业应用的思路。于中淼等[3]强调了

精益管理在煤炭企业中的应用，并以兖矿集团赵楼

煤矿为例，分析了赵楼煤矿全面实施精益化管理的

效果。李浩荡[4]提出煤矿实施精益化管理的思路，

分析了神华集团井工矿实施精益管理后的效果，提

高了生产效率和管理水平。张东波[5]指出人力资源

作为企业发展的重要资源，通过研究煤炭企业人力

资源精细化管理出现的问题，提出了具体的应对策

略。郭泽华[6]分析了新形势下煤炭企业人力资源管

理面临的挑战，并根据实际调研提出解决煤炭企业

人力资源管理问题的办法。

以上学者从不同角度对煤炭企业应用精益管

基于精益管理的煤炭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研究

颜爱华 1，黄珊珊 2

（1.应急管理部研究中心，北京 100713；2.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北京 100192）

摘 要：人力资源是企业管理中的重要一环，分析精益管理模式下人力资源管理的特征，探讨现有

人力资源管理模式与精益管理模式之间的差距，提出精益管理模式下煤炭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优化的

途径，并以A煤炭企业为例，介绍实施精益人力资源管理取得的效果。

关键词：精益管理；人力资源；煤炭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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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of Coal Enterprises Based on Lean

Management
Yan Aihua1，Huang Shanshan2

（1. Research Center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Department，Beijing 100713，China；2. Beijing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University，
Beijing 100192，China）

Abstract：Human resources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enterprise managemen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under lean management mode were analyzed， the gap between existing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mode and lean manage⁃
ment mode was discussed，and the ways to optimize 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 in coal enterprises under lean management
mode were proposed. Taking A coal enterprise as an example， the effects of implementing lean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was introdu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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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煤炭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等问题进行了研究，但

是对煤炭企业应用精益管理方法解决人力资源问题

却鲜有研究。因此，本文在介绍煤炭企业精益管理

模式基础上，通过分析煤炭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出现

的问题，提出煤炭企业人力资源优化的思路，通过

人力资源的优化，为打造煤炭企业的“升级版”奠

定坚实的基础。

2 精益管理模式下煤炭企业人力资源的特征

1）组织结构扁平。传统的煤炭企业组织结构

属于典型的“金字塔”式结构，这种组织结构部门

层次多、管理效率低，生产指令需要层层下达，员

工反映迟缓，造成信息的时效性较差，与精益管理

的即时响应不符。同时，精益管理要求“以人为中

心”，煤炭企业的组织结构与此相对应，对垂直分

工和水平分工弱化，把煤炭生产的指挥职能分解，

强调基层生产单位的主动性。

2）人员分工协作。传统煤炭企业强调人员分

工明细，各司其职，而精益管理强调团队协作，让

每个员工都积极参与生产过程，采用灵活的生产小

组形式，根据外部环境变化及时调整生产进度，实

行柔性化生产，大大提高生产效率。

3）领导职能转变。在精益管理模式下，煤炭

企业领导职能弱化，将由传统的生产监督角色转变

为组织协调角色。同时，组织结构扁平化要求领导

层级相应减少，对领导的综合素质能力提出更高要

求。在煤炭企业精益生产方式下，领导人员必须具

备多种能力，包括管理能力、综合知识能力、组织

协调能力、目标管理能力等，并且精益管理强调团

队化合作，领导还要具备很强的人际沟通能力和冲

突处理能力。

4）员工能力提升。组织结构的转变使煤炭企

业生产效率提高，岗位数量大幅度减少，对员工的

素质特别是综合性技术要求增加，在煤炭生产工作

中要有一定的分析判断能力、复杂系统分析能力

等。具体包括独立性与责任心、科学学习和工作能

力、信息交流与合作能力、工作承受能力、组织与

联系任务能力等，见表1。
5）人机协调增加。在煤炭企业精益管理生产

方式下，信息化技术、互联网技术、物联网技术等

将全面应用，煤矿智能化技术将大幅度提高，与煤

炭生产相关的巷道掘进技术、通风技术、安全监测

技术、煤炭运输技术等自动化技术也会全面应用。

煤炭精益管理要求以“人”为中心，充分调动员工

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设备技术不断进步，

员工对设备的运用也要跟上步伐，对人机协调能力

的要求增加。此外，设备一般用于危险、重复、程

序化、繁重的任务环节，而且在煤炭开采过程中，

受到很多不可预见因素的影响，经常会出现各种突

发情况。因此，要充分发挥人员和设备的长处，增

加人机协调能力，实现煤炭的精益化生产。

表1 精益管理模式下员工素质要求

3 煤炭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存在的问题

1）人力资源管理模式落后。现阶段我国大部

分煤炭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水平远远没有达到现代企

业制度的要求，还局限于传统的企业人事管理阶

段，把人力资源管理定位为职能部门，重点是对员

工的监督控制，机械的按照上级规定进行办事，而

不是定位在对人力资源的开发。与其他企业不同，

由于我国煤炭企业还存在大量体力劳动者，人力资

源部门把体力劳动者和管理者分开进行管理，对整

个企业的人力资源没有准确进行把握，也就不能对

企业的人力资源进行科学管理，与精益管理模式下

的人力资源管理要求相差甚远。

2）人力资源管理人才缺乏。由于煤炭企业高

层对人力资源重视不够，相应的投入也较少，造成

人力资源管理长期流于形式。现有煤炭企业人力资

源管理者大都是别的岗位调任，是非人力资源管理

专业人士，专业化水平较低，不仅缺乏基本的人力

资源管理专业知识，而且在沟通能力、协调能力上

关键能力

独立性与

责任心

科学学习和

工作能力

信息交流与

合作能力

工作承受

能力

组织与联系

任务能力

具体内容

质量意识、安全意识、判断能力、决策能力、纪

律意识

学习能力、逻辑思维能力、抽象思维能力、系统

学习能力、理论实践结合能力、创新意识能力

书面表达能力、口头表达能力、团队协作意识、

社会责任意识、环境适应能力、社会交际能力

自信心、受挫能力、压力自我管理能力、主动沟

通意识

组织协调能力、工作灵活能力、认真细心态度、

自我控制能力、系统工作能力、应急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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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表现出明显不足。同时，对人力资源管理的出发

点和归属认识模糊，对于人力资源对企业发展战略

和经营管理起的作用更是认识不够。人力资源管理

人才的缺乏制约了煤炭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水平的提

升，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企业未来的发展。

3）绩效管理缺乏激励。绩效管理作为企业管

理的一个重要方面，能够使员工认识到工作存在的

不足，也会激励员工，增强对企业的归属感。目前

煤炭企业对绩效管理认识不足，绩效考核标准不科

学，受管理者主观判断的影响较大。绩效考核有的

是一碗水端平，有的是单纯为了考核而考核，这不

仅没有起到激励员工的作用，而且部分员工产生了

抱怨情绪，影响员工的长远发展。在考核指标方

面，过多的采用定性指标，不仅很难衡量员工的绩

效，而且考核结果也缺乏公信力，影响员工之间的

团队建设和和谐。煤炭企业没有根据人力资源的实

际设定考核周期，往往是月末进行考核作为发放工

资的依据，或者年底进行考核，作为发放年终奖的

依据，考核结果往往并不理想。对于不同煤炭企

业，企业经济效益和人力资源现状不同，应设置不

同的考核周期。在考核过程中，应进行有效的沟

通，及时消除员工的疑虑，考核的公正性和考核结

果才能使员工容易接受。

4）人力培训流于形式。员工培训是企业投资

员工继续再教育的重要方式，是提升员工综合素质

的一个重要途径，也是加强团队建设、培养企业文

化的渠道，可以更好的改善员工的行为，提高员工

的技术水平，特别是对复杂设备、信息系统的认

识，也能够提升员工对煤炭生产安全的认识。通过

培训能够使员工朝着组织战略目标努力，保证企业

可持续和良性发展。现有煤炭企业对企业培训重视

不够，培训仅仅流于形式，培训项目没有进行科学

合理的设置，培训对象覆盖不全，只是对生产操作

一线员工进行安全相关培训，对关系员工长远发

展、前瞻性技术、团队建设与合作等培训较少。培

训方式比较单调，只是由相关专家授课、观看相应

视频等形式，培训方式枯燥乏味，员工对培训也只

是视作领导交代给的任务，培训效率低下，不能有

效的满足企业对人力资源发展的要求。只是出现问

题才进行相应的培训，不利于人力资源的可持续发

展，对企业长远发展不利。

5）薪酬制度不完善。科学合理的薪酬制度在

一定程度上能够激励员工，增强员工对企业的认同

感和对工作的积极性。煤炭企业的薪酬制度存在很

多问题，薪酬分配制度不合理，虽然煤炭企业认识

到应向生产一线岗位和高技术人才倾斜，但仍然重

视不够，管理者与普通员工差距还较大，不利于调

动员工工作的积极性。薪酬周期调整不合理，行政

级别和工作时间长短仍是决定工资的重要因素，许

多工作时间较短的技术人才得不到相对应的报酬，

造成高学历人才流失严重。由于绩效考核不合理，

薪酬不能与员工实际贡献相匹配，降低员工工作的

积极性。福利保障不足，由于煤炭企业大多数位于

远离市中心的地区，交通、子女教育等保障不足，

许多刚毕业本科生通过读研等方式继续深造，毕业

后去往大城市，造成青年技术员工流失严重，使员

工队伍不稳定。如果薪酬制度不能进行科学合理的

设置，就很难增强员工的竞争能力，更谈不上员工

对企业的认同感，进而影响煤炭企业的健康和持续

发展。

4 精益管理模式下煤企人力资源优化路径

1） 精简组织机构。推进煤炭企业生产现代

化，是在去产能背景下提高效率和经济效益的唯一

途径。提高生产效率要扭转煤炭企业用人多、效率

低的现象，建立扁平化的组织机构，避免重复设置

部门，力求层次清晰、结构简单，提高信息传递的

效率，有利于专业化生产。一是精细划分部门，按

照权责对等、精干高效的原则，实现一职多能，通

过合并相同岗位、整合相似岗位、取消重复机构等

措施对部门进行精细划分，避免因人设岗等现象，

力求组织机构扁平化。二是明确各部门职责，对各

个部门的责任进行准确划分，对各个部门承担的工

作义务、任务的数量、工作的质量、完成的期限、

负责的部门进行明确。三是畅通部门渠道，通过赋

予各个部门相应的权限，明确各个部门的职责，同

时要加强反馈，对组织机构中信息不顺畅的节点进

行再梳理，提高员工的主观能动性，减少各个部门

互相推诿的现象，最大限度提升工作效率。

2）创新人才机制。加快煤炭企业人才体制机

制创新，使用好、培养好各类人才，打造良好的人

才成长环境，煤炭企业才能拥有强大的人才队伍。

颜爱华等：基于精益管理的煤炭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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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统筹推进各类人才队伍建设，使各个人才队伍

加强协调，分类合作，建设柔性化的管理团队，统

筹推进复合型科队级管理人才队伍、高素质班组管

理人才队伍、创新性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和高技能操

作人才队伍建设。二是树立先进的人才管理理念，

摒弃传统的人才管理理念，树立每个员工都是人

才、经过培养都能成为人才、真干实干才能成才、

取得成绩才是人才的理念，形成尊重人才的良好氛

围。三是加强各类人才机制建设，健全竞争选优的

人才选拔机制、公正公平公开的人才考核机制、动

态有序的人才优化配置机制和科学有效的人才激励

机制、充满活力的人才培养机制。通过体制机制建

设，为各类人才提供成长空间，使人才精益管理理

念得到充分发挥。

3）培养复合型人才。复合型人力资源管理人

才的培养必须与煤炭企业生产实际相结合，既要懂

煤炭生产经营技术，又要具有丰富的人力资源精益

化管理理论和经验。随着信息和互联网技术的发

展，专业的人力资源管理信息技术和设备为人力资

源的信息化管理奠定了基础。因此，通过信息化的

人力资源管理手段，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对人力资源

信息进行快速处理和精准管理，使人力资源管理系

统化、模块化，而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应用离不开

复合型人力资源管理人才。复合型人力资源管理人

才能够将煤炭企业长远发展的目标与人力资源管理

规划相结合，使员工个人目标与企业战略目标相一

致，根据煤炭企业发展的实际对个人和组织规划进

行调整，最终使煤炭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源源不断为

企业发展提供动力支持。

4） 强化基层管理。精益生产强调以人为中

心，充分调动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同

时，精益生产为员工培养指明了方向，精益管理模

式下基层人力对标管理如图 1所示。因此，基层员

工的精益管理也是煤炭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方

面。一是加强基层员工的精益管理思想教育，合理

安排精益生产管理的课程，对于理解精益生产较好

的员工给予适当的奖励，在早班会前由班组长或者

基层领导讲解精益生产的要求，对员工进行教育和

熏陶，形成全员上下实施精益管理思想的氛围。二

是建立基层员工技能矩阵，技能矩阵作为一种梳理

岗位技能的有效工具，能为人力资源配置的优化提

供参考。能够清楚每个员工对具体岗位的差距，从

而显示出员工需必备的技能，让每位员工都能找准

自己的定位并且明确自身的奋斗目标，同时技能矩

阵是一个动态的工具，通过找准差距为人力资源管

理者实施相应的培训提供依据，使个人奋斗目标与

企业战略目标紧密结合。三是精益管理要求员工是

复合型人才，对基层员工实施顶岗计划，在基层岗

位上培养更多的多技能员工，使基层员工能够胜任

多个岗位，也能使基层员工在不同的岗位上对不同

的问题有新的认识，对员工提高综合分析问题的能

力和内部沟通协调能力具有很大的帮助。同时通过

实施基层员工顶岗计划使煤炭企业也能从容应对因

个别员工请假造成的生产延误。四是完善基层员工

的激励政策，把员工激励分为物质层面的激励和精

神层面的激励，物质方面的激励包括岗位工资、工

龄工资、年薪工资、加班工资、绩效工资，还包括

合理化建议奖励和特殊贡献奖励，也可以为员工提

供一些额外的福利，包括免费单身宿舍、建造文体

中心、发放生日礼物、节日问候等，精神层面的激

励包括总结表彰和个人发展机会等。

图1 精益管理模式下基层人力对标管理

5 案例分析

A企业作为国家重点煤炭企业，在煤炭产业不

景气的情况下，以产量维持企业盈利的模式不复存

在，降本增效、深挖内潜成为企业的共识。人力资

源管理作为精益化管理的重点，通过实施人力资源

的精益管理可以精简业务流程，提高生产效率，营

造积极向上的文化氛围，从而达到“降成本、提效

率、增效益”的目的。A企业实施精益化人力资源

管理的主要做法主要有以下4个方面。

1）领导重视，组建精益化管理领导小组。虽

然只是精益化人力资源管理，但是这一过程涉及到

企业的多个部门，为保证精益化管理的顺利开展，

按照“上层推动、分步实施、各司其责”的原则，

成立了由主要领导任组长的精益化管理领导小组，

负责精益化管理方案的制定、实施细则的掌控和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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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部门的协调。成立由人力资源部担任主体的精益

化实施小组，负责精益化管理细则的制定、精益化

管理的宣传推广和具体任务的实施。

2） 内外联动，找准精益化管理存在的问题。

由人力资源部制定精益化管理问题清单，各个业务

部门对照人力资源精益化管理标准，对本部门人力

资源管理的日常业务、核心业务和关键业务进行梳

理，找准存在的问题。请专业的咨询公司、煤炭企

业管理专家等共同为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存在的问题

进行诊断，形成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问题报告。

3）精准落实，提高生产和管理效率。基于企

业人力资源管理存在的问题，构建年度精益化管理

指标，在各个业务部门宣传精益管理的理念，营造

良好的实施氛围。在实施精益化管理过程中，一是

进行 6S管理，不断更新各类规章制度和管理办法，

切实提高员工的积极性，对具体业务进行规范化，

定期按照精益管理标准进行整理。二是提升员工能

力，通过制定员工技能矩阵，各个员工对比自身差

距，通过集体培训、个人学习和外出学习等方式，

弥补自身不足。三是交替岗位，通过岗位互换，强

化员工的服务意识，提高工作效率，实现一专多

能、一岗多责，保证了生产连续性。四是提升业务

效率，按照精益化管理的要求，积极实施信息化技

术改造，优化工作环节，降低人力资源成本，降低

特殊环节的安全风险，使业务效率大大提高。

4） 实施 PDCA循环，保证精益管理效果。通

过实施精益管理，全面剖析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方面

存在的问题，做到有针对性的进行改进，但是精益

管理是一项长期工程，在于进行持续改进、全员参

与。因此，在前期问题诊断、任务执行、业务纠正

的基础上，对精益管理进行不断的重复、循环和持

续提升，将精益化人力资源管理与业务流程紧密结

合，做到人人精益、事事精益，从而保证精益管理

常态化，为企业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A煤矿企业在实施精益管理之后，开展相关培

训，员工都积极配合，找准自身差距，从而实现自

身价值。在经过 3个月轮岗后，煤矿生产效率明显

提升，因突发状况造成生产延误的概率基本为零，

员工对全流程的生产过程也都熟练掌握。由于制定

了相应的激励政策和培训计划，员工技能大幅提

高，煤炭产量和质量有了显著提高，离职率明显下

降，员工收入也快速增加，比实施精益管理之前平

均收入增加了 8%。从企业方面来看，以前企业实

际发生成本都大于预算成本，在实施精益管理之

后，A企业成本明显下降，2017年上半年A企业预

算成本为 810万元，实际成本为 700.12万元，精益

管理对于企业降成本、提效率有明显的效果。

6 结 语

精益管理作为一种先进的管理理念，已经成为

国内外的共识。但是，绝大部分煤炭企业对人力资

源管理重视不够，未能正确认识到人力资源管理对

于企业效益的重要性。在去产能和环保政策日趋严

格的情况下，煤矿经营压力越来越大，因此，“增

效率、降成本”将成为煤炭企业的常态，人力资源

管理作为企业管理重要一环，企业管理者应该充分

认识到精益管理模式对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性，引

进先进的管理理念，提高企业核心竞争能力，使我

国煤炭企业逐渐与国际一流能源企业接轨，走上可

持续发展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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