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导 论 Introduction

乘势而上推动煤炭工业高质量发展

中国应急管理报社、中国煤炭报社党委书记 崔 涛

今年全国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以下简称《报

告》） 指出，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

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坚持深化市场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加快建设现代

化市场体系，继续打好三大攻坚战。这为煤炭行业统筹

部署今年的工作，抓住机遇，乘势而上，推动高质量发

展，指明了方向和道路。

首先，要坚定对煤炭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报告》

指出，经济长期向好趋势没有也不会改变。2018年，全

国能源消费总量 46.4 亿吨标准煤，比 2017 年增长 3.3%；

煤炭消费量增长 1.0%，这是煤炭消费自 2014年起连续 4

年下降后首次恢复性增长；煤炭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

的 59.0%，虽然比 2018年下降 1.4个百分点，但仍居于各

类能源的首位；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产能利用率为 70.6%，

比上年提高 2.4个百分点。根据 3月 15日国家能源局的公

告，到 2017 年底，全国证照齐全矿井年产能 35.3 亿吨，

已核准（审批）、开工建设（含生产煤矿同步改进、改造

项目）年产能 3.7亿吨，这与当前产量需求基本平衡。由

此可见，“弃煤化”不可行，煤炭作为我国主体能源的地

位不会改变；保持产能规模的适度宽松是国家长期政策

取向。有市场就有未来，煤炭企业要坚决贯彻《报告》

的要求，“信心不能动摇，干劲不能松懈”，因势而谋，

乘势而上，推动发展。

其次，要善于因势而谋，把握发展机遇。《报告》在

部署今年各项工作时，提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为煤炭

企业推进高质量发展创造了条件、提供了支撑。《报告》

指出，推进煤炭清洁化利用。这就要求煤炭企业要坚持

“燃料与原料并重”的发展思路，大力调整产品结构，适

应并引领市场需求；延伸产业链，构建新的经济增长点，

激发发展新动能。《报告》关于降低增值税税率和企业养

老保险单位缴费基数的部署，可明显降低税费负担；关

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多项措施，为企业缓解融资难融

资贵带来了机会；关于支持小微企业发展和就业优先政

策的措施安排，为企业解决去产能及处置“僵尸企业”

工作中人的问题提供了“利好”；关于运用“互联网+”

“智慧+”改造提升传统制造业的部署，将会为企业“依

靠创新走向未来”创造新的机遇和路径。企业是社会的

细胞，《报告》每一个方面的部署和措施，都会在企业中

找到对应项。这就要求我们深入学习研究《报告》，提高

政策研究和运用能力，用好用足用活政策，把政策红利

转化为企业发展动力。

再次，贯彻落实《报告》“发展是硬道理、发展应该

是科学发展和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思想，企业要眼睛向

内，深化改革，推动发展。一是坚持安全发展。2018年

全国煤矿百万吨死亡率为 0.093，同比下降 12.3%，创出

历史最好水平。安全不仅关系到职工生命，也关系到煤

矿生存，煤炭企业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发展决不能以

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的指示要求，坚持底线思维，始

终把“安全第一”落到实处，从管理、技术、装备、人

员素质等各个方面综合施策，确保安全生产。二是要坚

持绿色发展。碧水蓝天是人民生活的基本需求，是煤炭

企业必须履行的社会责任。煤炭企业要坚持依靠科技进

步，在提高资源回收率的同时，减少煤炭生产对地表的

扰动、对地下水的破坏、废气的排放等污染环境因素。

坚持“废弃物是放错地方的资源”的理念，加大开发利

用力度，2018年全国煤矿煤矸石综合利用率、矿井水综

合利用率都已超过 70%，塌陷区治理进一步推进，实现

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并重。三是要坚持高效发展。《报

告》指出，要推动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打造工业互联网

平台，拓展“智能+”。煤炭企业要把握技术发展趋势，

充分运用大数据、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

等信息技术，积极推进生产方式和管理方式的变革，向

着自动化、信息化、智能化方向发展。截至 2018 年底，

全国已建成 145 个智能化无人工作面，线上煤炭交易规

模已占到全年交易量的 50%以上；在管理上，信息技术

已广泛应用于物资采购和供应、煤矿生产、产品销售、

相关服务全系统，管理水平大幅提升，风险管控能力进

一步增强。成绩固然可喜，但发展空间仍然巨大。四是

要坚持共享发展。《报告》强调的“就业稳、收入增”，

既是企业必须履行的责任，更是企业发展的基础。

九万里风鹏正举。让我们全面落实全国两会精神，

按照各项部署和要求，因势而谋，把握机遇；乘势而上，

开拓创新；顺势而为，稳中求进，努力创造煤炭工业高

质量发展的新局面，以优异成绩迎接新中国成立 70 周

年，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做

出新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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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能源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

人类文明每一次重大进步都伴随着能源的改进和

更替，能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和可持续发展对世界

经济和人类社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能源革命指

能源资源及其开发利用方式的深刻变革，这种变

革需要依靠持续的能源转型和能源结构优化实现。

在人类社会发展中，发生过两次大的能源革命：

从柴薪为主的生物能源时代过渡到煤炭时代，从

煤炭时代过渡到油气时代。当前以化石能源为主

的能源体系极大地推动了经济、社会发展，促进

了人类文明和进步。但是，化石能源分布不均带

来的能源安全问题及其开发、利用带来的环境污

染问题也日益突出，使得人类对以可持续、可再

习近平总书记能源革命重要论述的理论逻辑

吕 涛 1，2，侯潇然 1，2

（1.中国矿业大学，江苏 徐州 221116；2.江苏省能源经济管理研究基地，江苏 徐州 221116）

摘 要：作为最大的能源消费国、煤炭消费国、石油进口国，中国能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发

展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同时，中国能源发展对全球能源变革、全球能源与气候治理也有重要的影

响。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能源问题，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能源

革命的重要论述为中国特色能源发展道路指明了方向，是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和党中央治国

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能源革命重要论述的时代背景、能源革命重要论述的

根本出发点、能源革命重要论述与五大发展理念之间的关系、能源革命重要论述“四个革命，一个

合作”之间的内在关系4个方面，论述了能源革命重要论述的理论逻辑。

关键词：能源革命；理论逻辑；能源安全；能源治理；高效发展

中图分类号：F416.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9605（2019） 03－0004－05

基金项目：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十九大精神重点专题研究项

目（2017ZDTXM022）

The theoretical logic of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s important discussion on the
energy revolution

LYU Tao 1，2，Hou Xiaoran 1，2

（1.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Xuzhou 221116，China；2. Jiangsu Energy Economic Management Research Base，Xuzhou

221116，China）

Abstract：As the largest energy consumer，coal consumer，and oil importer，China's energy clean，low-carbon，safe，and ef⁃
ficient development faces enormous challenges. At the same time，China's energy development also has an important impact
on global energy change，global energy and climate governance.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the Party Central Commit⁃
tee with Comrade Xi Jinping as the core has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energy issue. In particular，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s important exposition on the energy revolution has pointed out the direc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nerg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t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s series of important speeches and the new
ideas and strategies of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in governing the country and politics. This paper was based on the back⁃
ground of the important discussion of the energy revolution， the fundamental starting point of the important discussion of the
energy revolution，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mportant discussion of the energy revolution and the five development concepts，
and the inter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our revolutions and the cooperation of the energy revolution. the theoretical logic of
the important discussion of the energy revolution was discussed.
Key words：energy revolution；theoretical logic；energy security；energy governance；efficent development

理论探索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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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能源开发利用为代表的第三次能源革命呼声

高涨。

作为最大的能源消费国、最大的煤炭消费国、

最大的碳排放国、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能源革

命的必要性、复杂性、艰巨性更加突出。党的十

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关

注和着力解决能源问题，积极参与全球能源治理，

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能源革命的重要论述，

为中国特色能源发展道路指明了方向，对全球能

源治理产生了重要影响。

1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能源革命的重要论述

2014年 6月 13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

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研究我国能源安全

战略。习近平指出，面对能源供需格局新变化、

国际能源发展新趋势，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必须

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并就推动能源生产和

消费革命提出 5点要求：推动能源消费革命，抑制

不合理能源消费；推动能源供给革命，建立多元

供应体系；推动能源技术革命，带动产业升级；

推动能源体制革命，打通能源发展快车道；全方

位加强国际合作，实现开放条件下能源安全。这

是建国以来党中央首次专门召开会议研究能源安

全问题，反映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

能源发展的重视，标志着中国进入了能源生产和

消费革命的新时代。十九大报告再次强调，构建

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发展绿色金融，

壮大节能环保产业、清洁生产产业、清洁能源产

业；推进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构建清洁低碳、

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

习近平同志对能源发展的重视由来已久，作

出过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内容涉及全球能源

安全、清洁能源发展、国际能源合作等方面。早

在 2008年 6月 22日，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就

在国际能源会议上发表过重要讲话，指出能源问

题是全球性问题，为保障全球能源安全，国际社

会应该树立和落实互利合作、多元发展、协同保

障的新能源安全观。

2016年 6月 2日和 2017年 6月 7日，习近平先

后向第七届、第八届清洁能源部长级会议致贺信，

指出发展清洁能源是改善能源结构、保障能源安

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中国将坚持

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贯彻创新、协

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积极发展清

洁能源，提高能源效率。2016年 12月 28日，习近

平对神华宁煤煤制油示范项目建成投产作出重要

指示，强调加快推进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增强

我国能源自主保障能力。

2015年 9月 26日，习近平在纽约联合国总部

出席联合国发展峰会并发表题为《谋共同永续发

展，做合作共赢伙伴》的重要讲话，倡议探讨构

建全球能源互联网，推动以清洁和绿色方式满足

全球电力需求。2017年 5月 14日，习近平在“一

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演讲指出，

要抓住新一轮能源结构调整和能源技术变革趋势，

建设全球能源互联网，实现绿色低碳发展。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积极推动国际能

源合作和中国能源企业走出去。近年来，习近平

主席多次访问俄罗斯，推动中俄能源合作深入发

展。2016年 1月 19日，习近平主席访问沙特，提

出能源经贸合作是中沙关系的“压舱石”，双方应

该扩大双边贸易规模，打造长期稳定的中沙能源

合作共同体。2015年 10月 19日—23日，习近平访

英期间达成了一系列重要能源项目合作协议，涉

及核电、油气、电力等领域。

2 习近平总书记能源革命重要论述的理论

逻辑

从形式上看，习近平关于能源革命和能源发

展的论述散见于不同讲话和文件之中，但就深层

内涵来说，其逻辑起点和逻辑主线清晰，具有深

层的理论逻辑和实践价值，具体如下所述。

2.1 重要论述的提出标志着我国能源发展进入新

时代

经过多年发展，我国能源发展的主要矛盾已

经发生改变。在建国以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

国能源发展中的主要矛盾是能源短缺，发展能源

产业、增加能源供给也就成为能源发展的主题。

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传统能源供

给能力总体过剩，以及传统能源发展带来的生态

环境问题突出，能源结构的不合理、可再生能源

发展不充分成了主要矛盾。与此同时，能源发展

的国内外环境呈现出新特点，从国内来看，能源

发展从满足经济增长向清洁、低碳、安全、高效

转变；从国际来看，全球能源增长点从油气向可

再生能源转变、国际能源消费重心从西向东转变。

吕 涛等：习近平总书记能源革命重要论述的理论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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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能源发展的新形势、新特点、新目标，需要

对能源问题进行新布局，制定新战略[1]。在这种背

景下，习近平指出，面对能源供需格局新变化、

国际能源发展新趋势，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必须

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由此可见，习近平同

志关于能源革命的重要论述，是在对能源发展规

律和国内外能源发展形势的深刻认识和准确判断

基础上提出来的，标志着我国能源发展进入了新

时代。

2.2 重要论述的根本出发点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

的美好生活需要

能源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

能源发展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习近平指出，能

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

性问题，对国家繁荣发展、人民生活改善、社会

长治久安至关重要。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

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

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能源绿色发展、能源普遍

服务等都与人民利益密切相关，能源发展的根本

出发点也是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当前我国

能源发展面临需求压力巨大、能源供给制约较多、

能源生产和消费对生态环境损害严重等问题，这

些问题对人民生活产生了严重影响，要解决这些

问题必须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具体而言，

通过加强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分布式能源，

改善广大农村和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用能条件，可

以提高能源基本服务均等化水平，让能源发展成

果更多地惠及全体人民；通过节能、煤炭清洁利

用和可再生能源发展，可以显著降低能源生产和

消费对大气环境的负面影响，改善人民的生存环

境，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美丽中国”的

社会需要、人民需要。

2.3 重要论述是五大发展理念在能源领域的具体

体现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总揽全局，准确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

段性特征，创造性地提出了指导新常态下经济社

会发展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理

念。十九大报告也强调，必须坚定不移贯彻创新、

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能源革命的重要论述是五大发展理念在

能源领域的具体体现，习近平总书记能源发展观、

能源安全观、能源合作观也是以五大发展理念为

基础的。

1）创新是推进能源革命的不竭动力。习近平

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

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伴随着全球能源发展出

现的新趋势和新问题，能源成为世界科技创新最

活跃的领域之一，能源科技创新也引起了世界各

国的关注。中国能源发展中存在的煤炭清洁利用、

可再生能源发展滞后等问题，都必须依靠创新驱

动加以解决，需要大力推动技术创新、产业创新、

商业模式创新，开展燃料电池、碳捕捉利用和封

存、大规模储能、大型先进压水堆、高温气冷堆、

分布式能源等能源开发利用技术的研发、试验和

推广应用等。

2）协调是推进能源革命的重要手段。协调既

是发展手段又是发展目标，是评价发展的标准和

尺度，是发展短板和潜力的统一，是持续健康发

展的内在要求。能源革命只有通过统筹兼顾、协

调发展，才能得到健康、有序、高效推进[2]。具体

而言，推进能源革命要做好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协

调，传统能源发展与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的结构

协调，能源生产、传输和消费不同环节的发展协

调，国际能源合作中的国家利益协调等。

3） 绿色是能源革命的基本原则和核心任

务。十九大报告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

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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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能源体系在生

态文明建设中居于核心地位，能源的绿色、低碳

发展关乎能源革命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成败。因

此，能源革命首先要转变能源发展理念，树立包

括环境安全的新型能源安全观，以科学供给满足

合理需求。能源革命需要从我国国情出发，把提

高能源利用效率、煤炭绿色开采和清洁利用、清

洁能源发展放在突出的位置，推进能源绿色生产

和绿色消费。

4）开放拓展了能源革命的新空间。习近平指

出，我们必须坚持从我国实际出发，坚定不移走

自己的路，同时我们要树立世界眼光，更好地把

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统一起来，把中国发展与世

界发展联系起来，不断扩大同各国的互利合作，

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作为最大的能

源消费国和最大的石油进口国，中国能源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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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联系越发紧密。中国能源革命必须凝聚国际

社会各方力量，实现开放条件下的能源安全。推

进能源革命，需要深入实施“一带一路”能源合

作，推动建立全球能源互联网，加强能源科技领

域的国际合作，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不断提高中

国在国际能源市场的影响力和话语权，为推进能

源革命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

5） 共享是能源革命的本质要求和根本途径。

习近平指出，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

求，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

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能源具有一定的公共产品

性质，能源发展要立足于人民群众生活需求，

要致力于人民群众生活条件改善，要确保人民

群众都能用上能源、用好能源。同时，能源革

命需要畅通公众参与渠道，汇聚群众智慧，促

进能源治理的全民参与、全民监督和全民评价，

促进公众绿色消费和绿色生活方式的形成 [3]。能

源是大自然赋予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人类应该开

发利用好这一财富，为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发挥最

大的作用。从全球视角看，共享需要推进全球能

源合作，构建能源合作共同体，建设全球能源互

联网，实现能源资源的全球配置，解决能源匮乏

地区的发展问题，让世界各国人民共享发展机会

和发展成果。

2.4 重要论述“四个革命、一个合作”是一个有

机整体

能源消费革命、能源供给革命、能源技术革

命、能源体制革命和全方位国际合作是习近平总

书记能源革命重要论述的核心内容，简称“四个

革命，一个合作”，具体包括如下。

1） 推动能源消费革命，抑制不合理能源消

费。从宏观来看，主要是控制能源消费总量，有

效落实节能优先方针，把节能贯穿于经济社会发

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坚定调整产业结构，高度重

视城镇化节能；从微观来看，主要是树立勤俭节

约的消费观，加快形成能源节约型社会。

2） 推动能源供给革命，建立多元供应体系。

中国的能源革命应该包括两个阶段，一是由煤炭

为主的能源系统转变为多元驱动的能源供应体系；

二是由多元供应体系转变为以可再生、可持续能

源为主的能源体系。从现阶段来看，能源革命重

点是大力推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着力发展非煤

能源，形成煤、油、气、核、新能源、可再生能

源多轮驱动的能源供应体系。

3）推动能源技术革命，带动产业升级。能源

技术革命既要立足我国能源发展存在的问题，又

要紧跟国际能源技术革命新趋势，以绿色低碳为

方向，推动技术创新、产业创新、商业模式创新，

并同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紧密结合，

把能源技术及其关联产业培育成带动我国产业升

级的新增长点。

4） 推动能源体制革命，打通能源发展快车

道。能源体制革命需要坚定不移推进改革，还原

能源商品属性，构建有效竞争的市场结构和市场

体系，形成主要由市场决定能源价格的机制，转

变政府对能源的监管方式，建立健全能源法治体

系。十八大以来，电力体制改革、油气体制改革

加快推进，煤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效显著，制

约能源革命的体制矛盾正在一一化解。

5）全方位加强国际合作，实现开放条件下能

源安全。在主要立足国内的前提条件下，在能源

生产和消费革命所涉及的各个方面加强国际合作，

有效利用国际资源。在习近平能源合作共同体思

想的指导下，十八大以来，中国与“一带一路”

国家，特别是与中亚、俄罗斯、阿拉伯国家的能

源合作不断深入，已经从单纯的油气进口向油气、

煤炭能源投资、开发、转化、储运、新能源发电

装备与服务等全产业链的全方位合作。

“四个革命、一个合作”构成一个具有不同功

能、又相互联系的整体，协调推动能源革命。具

体而言，能源消费和能源供给革命是能源革命的

两个车轮和基本着力点，能源革命战略的实施必

须围绕能源生产和消费环节展开，制定具体的战

略和措施；能源体制革命是能源消费和供给革命

的发动机，能够为能源革命带来活力，协调处理

能源变革中的利益关系；能源技术革命是推动能

源生产和消费革命的动力源泉，能源生产和消费

革命的效率提升、污染治理、新能源开发利用必

须依靠能源技术进步加以解决；而全方位加强国

际合作是新时代能源革命的必然要求，随着中国

能源对外依存度不断上升，能源革命仅仅依靠国

内供给是不可能完成的，必须进行能源资源的全

球配置，许多尖端能源科技问题需要国际协同研

究开发。“四个革命、一个合作”之间的关系，如

图1所示。

吕 涛等：习近平总书记能源革命重要论述的理论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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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环境（全方位国际能源合作）

图1 “四个革命、一个合作”之间的关系

综上所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能源革命的重

要论述，是对中国能源问题和国际能源形势深刻

认识和准确判断的基础上提出的，是习近平总书

记系列重要讲话和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

新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创新、协调、绿色、

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在能源领域的具体体现，

展示了新时代的能源安全观、能源发展观和能源

合作观，为中国特色能源发展道路指明了方向，

理论逻辑关系，如图2所示。

图2 能源革命重要论述的理论逻辑

3 结 语

习近平同志关于能源革命的重要论述具有很

强的战略性、针对性、指导性，是当前和今后一

个时期能源领域发展改革的行动纲领[4]；重要论述

深刻揭示了世界能源发展的大趋势、大逻辑，科

学回答了如何化解能源资源和环境约束的世界性

难题，是指导我国能源发展的理论基础和基本遵

循。从全球来看，习近平关于全球能源安全观、

清洁能源发展、全球能源互联网、能源合作共同

体的表述是能源革命重要论述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全球能源治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的重要体现，

也体现了全球能源治理中的中国参与与中国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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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根据相关预测，到 2050年，我国一次能源中

煤炭的比例仍将占到 50％以上，这决定了煤炭能

源供应和消费模式在短期内难以改变[1]。我国煤炭

资源分布不均，北煤南运和西煤东运的运输模式

持续存在[2]。铁路运输安全性高、成本低，是煤炭

最重要的运输方式，占全国煤炭运输量的 70％以

上[3]。物流运输业的发展是各种经济、技术、自然

和社会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国内学者对我国煤

炭铁路运输的路径选择、安全评价、网络优化、

环境影响和道路分工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因此，

鉴于前人的研究基础，本文以近 20年 14个指标影

响数据为基础，评估煤炭铁路运输水平，分析我

国煤炭铁路运输的发展模式，从而对未来的发展

进行可靠的预测。

由于指标之间存在严重的共线性问题，在建

模过程中消除了一些关键的解释变量，使得指标

选择不够全面，信息覆盖不足。单个解释变量的

影响不容易区分，很难完全考虑每个指标对评价

的影响，从而影响定量分析的结果[4]。为此，通过

因子分析，研究所选指标数据的相关系数和协方

差矩阵的内部结构。筛选相互独立的新指标，以

取代一些具有多重共线性的现有指标，消除指标

之间的重叠，新指标的研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

高分析的准确性[5]。从得分系数矩阵，可以导出主

中国煤炭铁路运输业发展评价及预测分析

李 琰，崔 欣
（西安科技大学 管理学院，陕西 西安 710054）

摘 要：铁路是我国最主要的煤炭运输方式，将因子分析与熵权值和 TOPSIS相结合，对 1998—
2017近 20年的 16项相关运输指标的数据进行分析。以熵值法的差异系数对主因子的方差贡献率和

因子得分系数进行调整，消除指标间多重共线性及指标权重不确定问题，从而构造加权规范矩阵，

并计算出每年的因子综合得分与理想解的相对贴近度，以贴近度的测算评价其发展并预测趋势。

实证研究表明，该方法可以有效消除指标间的多重共线性，合理为指标赋予权重，得到更为客观

的评价结果，建立多元回归预测模型可靠、有效。

关键词：煤炭铁路运输；TOPSIS法；因子分析法；熵权法；多元线性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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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evaluation and forecast analysis of China's coal railway transportation
industry

Li Yan，Cui Xin
（School of Management，Xi'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Xi'an 710054，China）

Abstract：Railway is the most important coal transportation mode in China. Combining factor analysis with entropy weight and
TOPSIS，the data of 16 relevant transportation indicators in 1998-2017 in the past 20 years was analyzed. The variance coeffi⁃
cient of the entropy method was used to adjust the variance contribution rate and factor score coefficient of the main factor，
eliminating the multi-collinearity between indicators and the uncertainty of index weights，thus constructing the weighted norm
matrix and calculating the annual factor score and ideal. The relative closeness of the solution was evaluated by the measure
of closeness and its trend is predicted. The empirical research showed that this method can effectively eliminate the multicol⁃
linearity between indicators，give weights to the indicators reasonably，obtain more objective evaluation results，and establish
a multivariate regression prediction model that is reliable and effective.
Key words：coal railway transportation； TOPSIS method； factor analysis method； entropy weight method；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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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分和初始评价指标之间的线性关系，并且主成

分的方差贡献率直接被认为是主成分权重的缺陷。

作为避免人为因素的客观加权方法，熵方法忽略

了指数本身的重要性，不能起到降维效应[6]。因

此，本文采用熵方法根据决策矩阵计算各指标的

差异系数，并通过差异系数调整主要因子的方差

贡献率和因子得分系数。也就是说，通过差异系

数、方差贡献率和成分得分系数的乘积，从而确

定每个指数的权重[7]。 选择优越性和劣解方法，对

于由近似最优解的排序方法构造的加权范数矩阵，

比较样本与最优解、最差解之间的距离，使用要

评估的目标和相对接近的最优解作为综合评价标

准和多元回归的解释变量[8]。

1 评价方法与模型

TOPSIS法是最早引入和常用的多目标决策评

估方法。TOPSIS的基本概念来源于折衷解决方案，

通过检测决策矩阵的各个评价对象与最优解、最

劣解的距离，然后进行排序，如果评估对象最接

近最优解并且离最差解最远，则排序最好，否则

不为最优。因此，又称优劣解距离法。计算数据

集Y中每个年份 yi与最优解 y*及最劣解 y0的距离以

及相对贴进度[9]。

1.1 初始评价矩阵的归一化

设有 n个评价指标和m个评价对象来构建原始

数据决策矩阵D，其中

D = [ ]xij
m × n
=
é

ë

ê
êê
ê

ù

û

ú
úú
ú

x11 x12 … x1n
x21 x22 … x2n⋮ ⋮ … ⋮
xm1 xm2 … xmn m× n

（1）

这里，i=1，2，...，m；j=1，2，...，n。
然后，为了消除评价指标观测值的不同量纲

对方案决策的影响，需要对原始决策矩阵进行归

一化 （规范化） 处理，计算归一化评价矩阵

R = [ ]rij
m × n

，其中，rij是 j指标上第 i个评价对象的数

据，rij∈[0，1]。一般有两种不同类型的数据归一化

算法，对于效益型指标，取值越大越好，归一化

算法为

rij =
xij - mini xij

max
i
xij - mini xij

（2）
对于成本型指标，取值越小越好，归一化算

法为

rij =
max
i
xij - xij

max
i
xij - mini xij

（3）
1.2 确定权重，构造权重规范化矩阵

如何消除指标间的相关性问题以及如何客观

地确定指标权重，是多项指标评价需要解决的两

大问题[10]。

1.2.1 因子分析法

因子分析的本质是降维以减少计算量。即用

互不相关的少量新指标来替代原有具有相关关系

的多个指标，以少数几个因子描述多个因素间的

联系，消除了指标间多重共线性问题，它可为评

价提供有效的方法[11]。因子分析的基本过程：a）
对各指标原始数据作极值变换法处理；b）建立各

指标间的相关系数矩阵；c） 对数据进行 KMO和

Bartlett检验；d）当特征值大于 1或方差累积贡献

率大于 80%选取公因子；e）将成份矩阵进行正交

旋转，建立得分系数矩阵。

1.2.2 熵权法

熵由 Shannon（1948）提出，使用信息熵的概

念测量信息的不确定性，值越大，不确定性越大，

该方法已被广泛用于评价指标的权重[12]，根据熵值

来判断煤炭运输指标的离散程度。所选指标对评

价结果的影响大小与指标的离散程度成正相关，

且运输指标权重与其对评价结果的影响成正比。

因此，本研究基于信息熵对决策矩阵计算指标权

重。计算步骤如下。

Step1：所有序列指标总和为

bj =∑
i = 1

m

rij , j = 1, 2, 3, ...,n （4）
Step2：第 j个样本指标值在第 i项指标下所占

权重为

bij = rij /∑
i = 1

m

rij , j = 1,2,3, ...,n （5）
Step3：各指标 rij的熵值 ej

ej = -k∑
i = 1

m

bij ln bij, j = 1,2,3, ..., n （6）
其中，k = 1/ lnm
Step4：各指标的差异性系数 gi：对于给定的

指标 Si，当各年份在该指标上的数值差距越大时，

ej愈小，则该项指标对于所对应年份样本的评价结

果作用就越大。定义差异性系数如下。

gj = 1 - ei, j = 1,2,3, ..., n （7）
则当 gi越小时，Si影响力就越小，否则，就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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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大。

Step5：计算第 j项指标的权重wj为

用差异系数 gj对因子分析得出的方差贡献率 pj
和成份得分系数 βj进行调整为

cj = pj × βj × gj , j = 1,2,3, ...,n. （8）
wj = cj /∑

j = 1

n

cj , j = 1,2 ,3, ...,n. （9）
1.3 计算样本与最优解的贴近度

Step1：由各指标的权重向量w = ( )w1,w2 ,⋯, wn T

与规范化矩阵 R = [ ]rij
m × n

构成加权归一化决策矩阵

V = ( vij) m× n， 其 中 ， vij = rij × wj， i = 1,2,3, ...,m，

j = 1,2,3, ..., n，如下。

V = ( vij) m× n =
é

ë

ê
êê
ê

ù

û

ú
úú
ú

w1r11 w2r12 ⋯ wnr1n
w1r21 w2r22 … wnr2n⋮ ⋮ ⋯ ⋮
w1rm1 w2rm2 ⋯ wnrmn

（10）

式中：wj为式（9）第 j个指标的权重∑
j = 1

n

wj = 1。
Step2：求理想解 （最优解） V+ 和负理想解

（最劣解）V-最优解为

V+ ={maxi vij| j ∈ J| }i = 1,2, ...,m = ( v+1 ,v+2 , ...,v+j , ...,v+n) （11）
最劣解为

V- ={mini vij| j ∈ J| }i = 1,2, ...,m = ( v-1 ,v-2 , ...,v-j , ...,v-n) （12）
Step3：计算各个评价目标到V +和V-的欧几里

得距离S+i 和S-i。

S+i = ∑
j = 1

n ( vij - v+j )2 ,i = 1,2,3...,m （13）

S-i = ∑
j = 1

n ( vij - v-j )2 , i = 1,2,3...,m （14）

Step4：计算各个评价指标与理想解的相对贴

近度。

Di =
S-i

S+i + S
-
i

（15）
由上式可得Ci ∈[ 0,1 ]，当评价目标是最优解

时，Di = 1；当评价目标是最劣解时，Di = 0。可

想而知，某评价目标越逼近于最优解，Di就越接

近于 1，按照 Di的大小进行排序对所选样本年份

进行评价。

1.4 多元线性回归预测

多 元 线 性 回 归 模 型 是 考 虑 p 个 变 量

x1 , x2 , x3 , ..., xp与变量 y之间的关系的数学模型。假

定 y随着各自变量 x1 , x2 , x3 , ...,xp变化，且满足下式

条件。

y = β0 + β1x1 + β2x2 + ... + βpxp + ε

其中， β1 , β2 , β3, ..., βp为（偏）回归系数，ε是

N ( 0,δ2)变量。采用最小二乘法对上式中的待估回

归系数 β1 , β2 , β3, ..., βp进行估计，求得 β值后，即可

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预测[13]。

本文的基本研究思路是通过因子分析消除指

标之间的相关重叠，确定各指标的主要因素及其

对方差的贡献率，以熵值法的差异系数对方差贡

献率和得分系数进行调整（即差异系数×方差贡献

率×成份得分系数），从而确定每个指标的权重，

构造加权规范矩阵，并选择 TOPSIS方法来比较样

本与最优解及最劣解间的距离。将待评价样品与

最优解的相对接近程度作为评价准则，以实现对

煤炭运输能力的综合评价。

2 实证分析

2.1 数据来源与指标选取

本文所选择相关指标的数据来源于《国泰安》

《BP世界能源统计》《中国统计年鉴》等数据库，

所选样本年份区间为 1997—2016年，无直接数据

的，根据定义运用公式计算得出。煤炭铁路运输

的发展受多个因素制约，本文根据煤炭的资源属

性运输特征，构建包括 6个一级指标、14个二级指

标的中国煤炭运输能力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
2.2 评价指标权重计算

归一化可以消除评价指标观测值的不同量纲

对方案决策的影响，使不同单位与数量级的各指

标具有可比性且变换后的指标数据处于区间[0，1]
内，本文通过应用Matlab2015a的mapminmax函数

进行归一化生成。

对归一化的数据进行因子分析时，需要进行

KMO和Bartlett球形度检验。KMO 检验一般用于考

察变量间的相关性，取值在 0~1之间。KMO越接

近于 1，说明偏相关性越强，分析效果越好。一般

来说，KMO统计量在 0.6以上，即可认为因子分析

的效果较好，如果 P值 0.01<P<0.05，则为差异显

著，如果P<0.01，则差异极显著。本文样本数据分

析结果，见表 2。结果显示，KMO检验值为 0.738，
Bartlett的球形度检验的 P值为 0.000，表明样本容

量符合要求且分析的效果较好。

李 琰等：中国煤炭铁路运输业发展评价及预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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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灾害因素A

市场因素B

环境因素C

运量因素D

供需因素E

资源因素F

二级指标

SO2排放增长率（X1）
百万吨产煤死亡率（X2）
商品煤平均售价（X3）
煤炭占国内能源消费比重（X4）
铁路营业里程（X5）
国家铁路煤平均运距 （X6）
铁路网密度（X7）
煤炭铁路承运率（X8）
国家铁路煤货运量增长率（X9）
国家铁路煤货物周转量（X10）
煤炭生产弹性系数（X11）
煤炭消费弹性系数（X12）
煤炭年初年末库存差额（X13）
煤炭储采比（X14）

指标说明

造成污染的主要因素

能源煤炭安全生产与运输保障能力

反映消费水平的进入流通消费环节的煤炭价格

反映煤炭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程度

在某时期内办理客货运输业务的铁路正线总长度

在一定时期内煤炭的平均运送距离

长度面积之比，反映铁路运输条件和路网水平

铁路承运的煤炭量占煤炭消费量的比重

一定时期，反映铁路实际运输煤炭吨数

一定时期，实际运输煤炭吨数与运输距离的乘积

煤炭生产增速与GDP增速之比

煤炭消费增速与GDP增速之比，反映利用效率

反映当年消费能力

当年开采量与剩余储存量之比，反映煤炭资源利用情况

表1 中国煤炭运输能力评价指标体系

表2 KMO 和Bartlett检验

通过方差最大正交旋转法对因子的主成分进

行提取，得到总方差解释表，见表 3。表 3显示了

对应的初始特征值、累计贡献率及旋转后的累积

贡献率。一般而言，如果指标的累积贡献率达到

了80%，可认为这些主成分包含了所有测量指标的

信息。样本中前 3个成分的初始特征值分别为

6.449、4.105和 1.254，均大于 1，累积贡献率达到

了 84.345%，因此本文提取这 3个成分作为第一

主成分 （F1）、第二主成分 （F2） 和第三主成分

（F3），被用作评估煤炭铁路运输能力的新综合

指标。

组成矩阵可以反映每个指标与主要组成部分

之间的密切关系，但由于主要组成部分对某些指

标的解释能力较弱，为此，该因子使用最大正交

KMO取样适切性量数

巴特利特球形度检验

近似卡方

自由度

显著性

0.738
375.069
91
0.000

成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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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始特征值

总计

6.449
4.105
1.254
0.880
0.534
0.404
0.186
0.069
0.041
0.031
0.021
0.013
0.008
0.004

方差的%
46.063
29.324
8.959
6.288
3.812
2.884
1.330
0.496
0.295
0.219
0.153
0.096
0.056
0.027

累积%
46.063
75.387
84.345
90.633
94.445
97.329
98.659
99.154
99.450
99.669
99.822
99.918
99.973
100.000

提取载荷平方和

总计

6.449
4.105
1.254

方差的%
46.063
29.324
8.959

累积%
46.063
75.387
84.345

旋转载荷平方和

总计

5.573
3.807
2.429

方差的%
39.804
27.192
17.350

累积%
39.804
66.995
84.345

表3 总方差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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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转方差方法，使得在每个主成分上具有更大的

负载。 为了便于主要组成部分的命名和指标的解

释，通过 SPSS24.0分析，得到旋转后的分量矩阵

和分量分数系数矩阵，见表4、表5。
从旋转分量矩阵及其分量得分系数可知，X1、

X2、X3、X6、X7、X8、X14（SO2排放增长率、百

万吨产煤死亡率、商品煤平均售价、国家铁路煤

平均运距、铁路网密度、煤炭铁路承运率、储存

生产比）在主成分 1（F1）上具有大的载荷。X9、
X10、X11、X12（国家铁路煤货运量增长率、国家

铁路煤货物周转量、煤炭生产弹性系数和煤耗弹

性系数） 对主成分 2（F2） 载荷较大；X4、X5、
X13（煤炭占国内能源消费比重、铁路营业里程、

煤炭年初年末库存差额）在主成份 3（F3）有较大

的载荷。根据其运输能力的分类特征，主成分 F1
被称为综合发展因子。主成分F2被命名为主观影

响因子，主成分F3被命名为客观影响因子。

因此，可以从表 5可得相应成份得分系数 βj，

使用熵值法将以下公式应用于标准化处理：

bj =∑
i = 1

20
rij , j = 1,2,3, ...,14

bij = rij /∑
i = 1

20
rij , j = 1,2,3, ...,14

ej = -k∑
i = 1

20
bij ln bij, j = 1,2,3, ...,14

其中，k = 1/ ln 20；gj = 1 - ei, j = 1,2,3, ...,14。
可分别计算出第 i份样本指标值在第 j项的指

标 Sj下所占的权重，Sj的熵值 ej和差异性系数 gj，

其中 i = 1,2,3, ...,20， j = 1,2,3, ...,14；用 gj对因子分

析得出的方差贡献率 pj和成份得分系数 βj进行调

整 ， 由 cj = pj × βj × gj , j = 1,2,3, ...,14； wj = cj /∑
j = 1

14
cj，

j = 1,2,3, ...,14，得到各项指标的权重wj，见表6。
2.3 计算相对贴近度

将标准化后的样本数据乘以各指标权重wj，得

成份1
成份2
成份3

X1
0.37
-0.339
0.033

X2
0.98
0.029
0.119

X3
0.937
-0.153
0.234

X4
-0.245
0.196
0.86

X5
0.459
-0.293
0.81

X6
0.982
0.089
-0.064

X7
0.873
-0.178
0.424

X8
0.728
0.496
-0.354

X9
-0.157
0.857
-0.289

X10
-0.143
0.863
-0.298

X11
0.092
0.942
-0.072

X12
0.193
0.875
-0.13

X13
-0.528
-0.301
0.678

X14
0.838
-0.187
-0.011

成份1

成份2

成份3

X1
0.077
-0.122
-0.105

X2
0.184
0.022
-0.028

X3
0.166
-0.015
0.005

X4
0.043
-0.137
0.466

X5
0.007
0.086
0.386

X6
0.204
-0.002
-0.128

X7
0.132
0.024
0.125

X8
0.116
0.106
-0.019

X9
-0.015
0.243
0.048

X10
-0.011
0.243
0.042

X11
0.009
0.323
0.178

X12
0.037
0.283
0.114

X13
-0.177
0.068
0.412

X14
0.165
-0.056
0.04

表4 旋转后的成份矩阵

表5 成份得分系数矩阵

指标

X1
X2
X3
X4
X5
X6
X7
X8
X9
X10
X11
X12
X13
X14

pj

46.063
46.063
46.063
8.959
8.959
46.063
46.063
46.063
29.324
29.324
29.324
29.324
8.959
46.063

βj

0.077
0.184
0.166
0.466
0.386
0.204
0.132
0.116
0.243
0.243
0.323
0.283
0.412
0.165

ej

0.974 100 012
0.901 929 196
0.855 954 842
0.970 316 916
0.708 049 905
0.893 920 399
0.885 090 72
0.952 321 815
0.951 022 365
0.959 981 26
0.962 480 735
0.942 993 101
0.959 214 376
0.889 544 081

gj

0.025 899 988
0.098 070 804
0.144 045 158
0.029 683 084
0.291 950 095
0.106 079 601
0.114 909 28
0.047 678 185
0.048 977 635
0.040 018 74
0.037 519 265
0.057 006 899
0.040 785 624
0.110 455 919

cj

0.091 863 398
0.831 208 121
1.101 435 253
0.123 923 727
1.009 614 228
0.996 814 311
0.698 684 734
0.254 759 227
0.349 001 501
0.285 162 819
0.355 369 423
0.473 082 7
0.150 544 142
0.839 508 613

wj

0.012 149 681
0.109 934 027
0.145 673 76
0.016 389 92
0.133 529 684
0.131 836 791
0.092 406 732
0.033 693 977
0.046 158 284
0.037 715 1
0.047 000 493
0.062 569 03
0.019 910 686
0.111 031 834

表6 权重系数

李 琰等：中国煤炭铁路运输业发展评价及预测分析

13



2019年第3期 煤 炭 经 济 研 究 第39卷

到加权规范矩阵V = ( vij) 20 × 14，然后，确定最优解

V+ ={ }max20 vij ，最劣解V- ={ }max14 vij ，见表7。
计算各个评价目标到V +和V-的欧几里得距离

如下。

S+i = ∑
j = 1

14 ( vij - v+j )2 ,i = 1,2,3, ...,20

S-i = ∑
j = 1

14 ( vij - v-j )2 , i = 1,2,3, ...,20
计算各个评价指标与理想解的相对贴近度

Di =
S-i

S+i + S-i
，其中，i = 1,2,3, ...,20， j = 1,2,3, ...,14，

按Di从大到小进行排序对所选的 20年样本进行评

价，见表8。
由综合评价表可以，近些年中国煤炭铁路运

输业发展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为了更好地预测

未来的发展趋势，本文根据因子分析得出来的因

子得分矩阵，可以得出如下的因子得分函数为

F1=0.077X1 + 0.184X2 + 0.166X3 + 0.043X4 + 0.007X5 +
0.204X6 + 0.132X7 + 0.116X8-0.015X9-0.011X10 + 0.009X11 +
0.037X12-0.177X13+0.165X14

指标

X1
X2
X3
X4
X5
X6
X7

V-

0
0
0
0
0
0
0

V+

0.012 149 681
0.109 934 027
0.145 673 76
0.016 389 92
0.133 529 684
0.131 836 791
0.092 406 732

指标

X8
X9
X10
X11
X12
X13
X14

V-

0
0
0
0
0
0
0

V+

0.033 693 977
0.046 158 284
0.037 715 1
0.047 000 493
0.062 569 03
0.019 910 686
0.111 031 834

表7 最优解与最劣解

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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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份

1997
1998
2002
1999
2003
2000
2004
2001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2
2013
2014
2011
2015
2016

S+i

0.283 285 764
0.287 871 227
0.262 534 473
0.282 433 62
0.248 649 044
0.272 401 284
0.239 385 4
0.262 949 447
0.226 865 729
0.217 115 287
0.209 369 371
0.191 018 694
0.189 801 953
0.180 871 928
0.160 910 053
0.159 372 13
0.164 332 058
0.153 301 215
0.145 979 685
0.129 923 577

S-i

0.080 675 74
0.087 839 931
0.099 076 269
0.118 758 3
0.111 521 091
0.126 028 144
0.111 570 748
0.125 580 938
0.115 681 132
0.125 355 253
0.139 950 938
0.170 733 59
0.181 857 798
0.201 663 635
0.211 323 192
0.217 490 261
0.226 298 211
0.227 575 699
0.244 158 546
0.265 677 312

相对贴近度

0.221 660 091
0.233 796 438
0.273 985 967
0.296 013 688
0.309 634 476
0.316 312 338
0.317 905 097
0.323 220 378
0.337 708 925
0.366 032 222
0.400 637 851
0.471 962 715
0.489 312 597
0.527 176 175
0.567 717 136
0.577107895
0.579 315 605
0.597 504 577
0.625 825 737
0.671 579 158

表8 近20年煤炭铁路运输业综合评价

14



2019年第3期
F2=- 0.122X1 + 0.022X2-0.015X3-0.137X4 + 0.086X5-

0.002X6+0.024X7+0.106X8+0.243X9+0.243X10+0.323X11+
0.283X12+0.068X13-0.056X14

F3=- 0.105X1-0.028X2 + 0.005X3 + 0.466X4 + 0.386X5-
0.128X6+0.125X7-0.019X8+0.048X9+0.042X10+0.178X11+
0.114X12+0.412X13+0.040X14

以此得到以 3个因子 （F1、F2、F3） 为自变

量，相对贴近度（Y）为因变量的实验数据，对其

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整体回归输出表显示 R2统计量为 0.954，调整

后的R2为 0.945。表明该线性模型可以解释自变量

94.5%的变差，模型的精度较高。F=9.798，P=
0.00<0.05，说明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下，总体样本

回归结果通过了F检验，整个回归模型具有统计学

意义。从系数表可知，F1、F2、F3与 Y 均呈正相

关且 F1、F2、F3 对应的显著性水平均小于 0.05，
可见该估计值可取，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其与相

对贴进度的关系。最终得出影响因素模型如下。

Y = 0.425+0.133F1+0.01F2+0.043F3
生态环境部环境工程评估中心预测，在节能

减排不断加大力度的情况下，2021年 SO2排放量下

降为 1 995万 t。中国政府对国际社会承诺，与

2005年相比 2021年单位GDP的 CO2排放量将下降

40%~45%，并将煤炭占能源消费的比例下降至

60％以下。使用得出的影响因素模型，根据上述

指标的调整执行模拟预测。模拟预测输出结果为

0.618 3，表明此情景下，我国煤炭运输业态势将

趋于好转。

3 结论与建议

本文构建了涵盖环境、供应和铁路运输在内

的煤炭铁路运输业发展评价体系，从分析结果可

以看出，发展存在的主要不足体现在环境保护力

度差、节能减排效果不明显、清洁资源利用率低、

煤炭产消比重大以及由于全国煤炭供求错位布局

导致的煤炭铁路运输量大等方面。铁路运输因安

全性高且成本低的固有优势，在未来也将成为煤

炭运输最主要的方式，因此，发展水平的提高应

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降低煤炭在能源生产和消

费结构中的比重，注重清洁能源的发展，不断调

整能源结构，大力推广风能、太阳能等清洁能源

的使用，为低碳发展奠定良好基础；改变煤炭内

部消费结构，利用技术提高煤炭利用率；大力发

展新的煤化工产业，包括煤制烯烃和煤基天然气

等清洁能源，以及可取代传统煤化工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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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行了多次电改，逐渐

放宽了对电力部门的限制。2002年 “厂网分离”

是我国实行电力市场化改革的分水岭，由此形成

了我国电力部门发展格局：两大电网公司及五大

发电集团。2015年我国出台相关文件，以市场为

主导，进一步细化、明确电力体制改革的有关要

求及实施路径。“十三五”是我国电力工业加快转

型发展的重要机遇期，通过电改实现电力资源的

进一步优化配置，提高电网运营效率，从而推动

我国经济发展。然而，我国不同地区电力发展对

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仍然存在差异，长期来看不

电力产出、溢出效应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

刘志雄 1，陆 扬 2

（1.广西民族大学 中英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6；2.广西民族大学 商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6）

摘 要：基于对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拓展式，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利用我国 31个省际（不

包含港澳台） 2000—2016年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电力产出、溢出效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

表明：我国整体电力产出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关系，但部分省区电力价格扭曲导致电力部门对该地

区的经济增长贡献不高。东部地区存在大量省际间壁垒，整体电力产出对经济增长呈现负的溢出效

应。经济增长与技术进步都出现正的溢出效应，技术进步的溢出效应在发电量与经济增长的传导机

制中起到催化剂作用，资本与劳动力投入对经济增长呈现负的溢出效应。政府在调节经济活动中出

现过度干预，抑制了经济增长。因此，我国需要完善统一的电力市场规则，减少政府干预，提供更

多机会增强市场活力，继续提升电力交易模式市场化水平，加强技术研发投入，开发与利用新能源。

关键词：电力产出；溢出效应；经济增长；空间杜宾模型；能源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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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power output and spillover effects on economic
growth

Liu Zhixiong 1，Lu Yang 2

（1.Sino-British College，Guangxi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Nanning 530006，China；2.School of Business，Guangxi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

ties，Nanning 530006，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expansion of Cobb-Douglas production function， the spatial Dubin model was constructed， and the
panel data of 31 provinces（excluding Hong Kong，Macao and Taiwan） in China from 2000 to 2016 were used to empirically
study the impact of power output and spillover effects on economic growth.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China's overall power out⁃
put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economic growth，but the power price distortions in some provinces and regions have caused
the power sector to contribute little to the region's economic growth. There were a large number of inter-provincial barriers in
the eastern region， and overall power output had a negative spillover effect on economic growth. Both economic growth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had a positive spillover effect，and the spillover effect of technological progress played a catalytic role
in the transmission mechanism of power gener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Capital and labor input had a negative spillover ef⁃
fect on economic growth. The government’ s excessive intervention in regulating economic activities has curbed economic
growth. Therefore，China needs to improve the unified power market rules，reduce government intervention，provide more op⁃
portunities to enhance market vitality，continue to improve the marketization level of power trading mode，and strengthen in⁃
vestment in technolo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develop and utilize the new energy.
Key words：power output；spillover effect；economic growth；spatial Dubin model；energy consum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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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于区域经济间的协调发展 [1]。此外，技术溢出对

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表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异，即

沿海地区的技术溢出转折点显著高于内陆地区水

平 [2]。可见，为进一步推动我国经济可持续发

展，需要考虑电力发展及技术溢出的促进作用。

1 相关文献回顾

1.1 电力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学者们对电力消费与经济增长间关系的研究，

可以追溯到Kraft等 [3]对美国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关

系的研究。Masih [4]、Asafu-Adjaye [5]、Fellow [6]发

现，印度、日本及南亚国家的电力消费对经济增

长具有重要影响。Morimoto等 [7]、Tang等 [8]、Shah⁃
baz & Feridun [9]、Shahbaz & Lean [10]发现，斯里兰

卡、马来西亚与巴基斯坦的电力消费与经济增长

存在双向Granger因果关系。在以中国为对象的研

究中，Shiu等 [11]、Yuan等 [12]、Cheng等 [13]发现，中

国电力消费单向影响经济增长。实际上，经济增

长也影响电力消费，Rong等 [14]、刘生龙等[15]、曹金

龙等 [16]研究发现，短期内经济增长单向影响电力消

费，西部地区和华东地区尤为明显。宋锋华等 [17]指

出，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电力消费与经济增长二

者的关系有差异，经济增长对能源消费的依赖存

在门槛值，当人均消费水平超过这一门槛值后，

电力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效应将会大幅提升 [18]。此

外，产业结构在电力消费促进经济增长的影响中

扮演着双刃剑的作用 [19]。产业结构变量能够发挥中

介效应，进而催化了电力消费拉动效率，但产业

结构优化升级也会提升能源利用率从而降低电力

消费，不利于电力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同时，电

力消费促进经济增长的效果还与地区所处不同发

展阶段和特点息息相关[20]。

1.2 溢出效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区域间的交流合

作日益频繁，相邻地区之间经济增长相互影响 [21]。

溢出效应越来越备受关注，尤其是技术溢出效应，

在国际经济活动与国内区域经济活动中频繁出现。

在国际经济活动中，技术溢出来自外部招商引资

和内部自主研发，外商直接投资存在技术溢出效

应促进了我国经济增长 [22]，但大量引进国外技术也

可能导致国内企业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压缩

内资企业的利润空间，挤出国内R&D产出 [23]，因

而需要适度提高经济开放度，从而更加有助于提

升技术引进的经济增长效应 [24]。自主研发能够有效

促进技术进步，有助于地区产业结构调整，R&D
投入对相邻区域经济增长存在正向知识溢出效

应 [25-27]。在国内区域经济活动中，我国知识技术对

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显著为正，同时呈现局部集

聚的现象，长三角地区极为突出，空间技术溢出

在该地区工业高质量发展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 [28]。

此外，我国区域间溢出效应的效果还取决于相邻

地区距离的长短，并随距离增加而减弱。

1.3 文献评论

上述文献分别从电力消费视角和技术溢出视

角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做了研究，但仍存在如下

不足。

1） 现有文献普遍关注电力消费影响经济增

长，忽视了电力生产影响经济增长。电力消费仅

对消费地的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在复杂的现实经

济活动中，从消费视角分析占取邻区电力资源以

影响邻区经济增长的机制缺乏说服力，需要从生

产视角开展研究。

2）现有文献集中于研究技术溢出效应。溢出

效应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经济活动产生的相互

影响也是溢出效应的重要表现，因而需要拓展溢

出效应的范畴。

3）现有文献缺少将溢出效应、电力消费与经

济增长置于统一框架中研究。在经济活动中，技

术溢出不仅能够提高本地区与周边地区工业生产

效率，还能通过提升能源效率从而提高发电部门

的产量，促进经济增长。

4）基于时间与截面相结合的面板数据研究较

多，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研究电力消费对经济增长

的影响凤毛麟角，更不涉及以电力生产为视角的

空间计量。

上述不足，为本文提供了研究空间。本文利

用全国 31个省际（不包含港澳台） 2000—2016年
的面板数据，基于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拓

展式，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实证研究电力产出、溢

出效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2 理论分析与模型构建

2.1 理论分析

假设 A、B两地区相邻，电力市场机制完善，

资源要素充分流动，并面临如下两种情形。情形

1：在A地区中，电力生产大于电力消耗。此时在

刘志雄等：电力产出、溢出效应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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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地区，电力消耗大于电力生产。情形 2：在A地

区中，电力生产小于电力消耗。此时在B地区，电

力消耗小于电力生产。

在情形 1中，A地区将过剩的“产能”通过电

网企业销售到B地区，导致A地区从电网企业的售

电利润中获得一定的产电利润，从而使A地区的产

电部门为经济增长做出贡献，促进本地区经济增

长。同时，B地区的电力消费需求从其他地区得到

满足，为该地区的经济增长积累了足够的动能。

在情形 2中，A地区的电力消耗大于电力生产，迫

使A地区要从B地区购买“过剩产能”以满足经济

增长需求。在资源要素自由流动的前提下，A地区

的电力消费得到满足，为该地区的经济增长打下

良好基础。同时，B地区从电网企业的售电利润中

获得产电利润，使得B地区的产电部门为本地区经

济发展做出贡献，促进本地区经济增长。

现实中，仅有两个地区处于相邻的情形，相

对较少，更多是处于 3个及以上地区相邻的状态。

当A地区的电力生产大于电力消费时，总会有一个

或者多个地区消费A地区的过剩产能；同理，当A
地区的电力消费大于电力生产时，总会有一个或

多个地区为A地区的电力需求进行供给。因此不管

处于哪种情形，地区电力生产与经济增长均呈正

相关，相邻地区的电力生产也与本地区的经济增

长正相关。

2.2 模型构建

采用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形式，考虑电

力产出这一因素可得：

Y = AaKbLcEPd；a + b + c + d < 0 （1）
式中：Y为本地区的经济增长；A为本地区的技术

进步；K为本地区的资本投入；L为本地区的劳动

力投入；EP为本地区的电力产出。

当相邻地区的电力生产对本地区经济增长产

生影响时，则有：

Y = AaKbLcEPWd；a + b + c + d < 0 （2）
式中：EPW为相邻地区的电力产出。

若考虑相邻地区带来的溢出效应，则有：

Y = AWaKWbLW cEPWd；a + b + c + d < 0 （3）
式中：AW、KW 与 LW 分别为相邻地区的技术进步、

资本投入与劳动力投入。

对（1）式两边分别取自然对数有：

ln Yit = a ln Ait + b ln Kit + c ln Lit + d ln EPit + εit（4）
如果某区域的被解释变量依赖于相邻区域的

被解释变量，则可以构建如下空间自回归模型

（SAR）为

yit = λWiyit + εit （5）
其中：Wiyit为相邻地区的被解释变量。如果

某区域的被解释变量依赖于相邻区域的解释变量，

则可构建SDM模型为

yit = WiXit δ + Xit β + ui + γt + εit （6）
式中：WiXit δ、Xit β分别为相邻区域与本区域的解

释变量。

结合（5）与（6）式，有：

yit = λWiyit + WiXit δ + Xit β + ui + γt + εit （7）
式中：ui为区域 i的个体效应；γt为时间效应；εit
为随机扰动项。

把（7）式与（1）、（3）式结合，得到关于发

电量、技术溢出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空间计量模型

表达式为

ln Yit = λ0Wi ln Yit + λ1Wi ln Ait + λ2Wi ln Kit +
λ3Wi ln Lit + λ4WiEPit + a ln Ait + b ln Kit + c ln Lit +
d ln EPit + ui + γt + εit

（8）

式中：Wi ln Yit为相邻区域的被解释变量；Wi ln Ait、
Wi ln Kit、Wi ln Lit、WiEPit为相邻区域的解释变量。

3 模型运算

3.1 运算方法

本文利用 Stata14.0计量工具，对截面为 31、
时间长度为 17的面板数据进行模型估计。在实证

中，利用杜宾空间模型进行估计，并利用普通计

量估计以验证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其中，采用空

间计量估计需要考虑空间的相关性，为此采用空

间权重矩阵和Moran指数来计量，具体如下。

3.1.1 空间权重矩阵设定

区域间经济活动往往存在关联，且地理位置

上越紧密，交流越频繁。因此，以空间权重矩阵

来界定区域之间的地理位置关系是空间计量的核

心步骤。假设Wab为区域 a与区域 b的地理位置关

系，其矩阵表达式如下。

W= ( )w11 ⋯ w1n⋮ ⋮
wn1 ⋯ wnn

（9）

利用“相邻”距离函数定义区域之间的关系：

若区域a与区域b接壤，则Wab=1；若区域a与区域b
没有共同的边界，则Wa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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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Moran指数设定

采用Morazn指数检验区域间的考察对象是否

存在空间上的相关性，其表达式为

I =
∑i = 1

n ∑j = 1
n wij( )xi - x̄ ( )xj - x̄

S2∑i = 1
n ∑j = 1

n wij
（10）

式中：S2 =
∑i = 1

n ( )xi - x̄
2

n
为方差，Wij 为空间权重；

∑i = 1
n ∑j = 1

n wij为样本中空间权重之和。

为保持空间矩阵的统一性，在构建空间杜宾

模型（SDM模型）时，对Moran指数进行标准化处

理，即∑i = 1
n ∑j = 1

n wij = n，此时 Moran指数可以表

达为

I =
∑i = 1

n ∑j = 1
n wij( )xi - x̄ ( )xj - x̄

∑i = 1
n ( )xi - x̄

2 （11）
I值介于-1至 1之间，I > 0表示存在空间正自

相关，即地理位置上高观察值与高观察值相邻，

低观察值与低观察值接壤；I < 0表示存在空间负自

相关，即高观察值与低观察值相邻；若 I值接近 0，

则不存在空间自相关，观察值的分布是随机的。

3.2 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在指标选取方面，为了尽可能排除现实经济

中其他因素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本文设置相邻

地区的资本投资、劳动力投入与本地区的对外开

放、金融贡献度、产业结构调整、政府购买力度

作为模型的控制变量，具体指标选取，见表1。
在数据来源方面，本文选取我国 31个省际

（不包含港澳台） 2000—2016年的面板数据作为样

本，并且对非百分比数值的数据进行对数处理

（百分比数值的数据进行对数处理可能会影响其经

济含义，故取原值），以保证数据的平滑性，具体

数据来源见表 1。其中，西藏 2003年发电总量的数

据缺失，本文使用均值法补齐。

4 实证结果分析

4.1 空间相关性结果分析

Moran指数的计算结果，见表 2。可以看出，

样本所有年份的指数都通过了 1%的显著性水平检

变量

经济增长

资本投入

劳动力投入

对外开放

金融贡献度

产业结构调整

政府购买

技术进步

各地区发电总量

代表指标

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亿元

私营企业和个体就业人数/万人

货物进出口总额/亿美元

金融产业增加值/地区生产总值/%
第三产业增加值/地区生产总值/%
地方财政支出/地区生产总值/%

各地区R&D内部支出/亿元

各地区内每年的发电量/（亿kW · h-1）

处理方式

取自然对数

取自然对数

取自然对数

取自然对数

取原值

取原值

取原值

取自然对数

取自然对数

数据来源

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年份

Moran指数

Z值
P值
年份

Moran指数

Z值
P值

2000
0.328
3.456
0.000
2009
0.337
3.561
0.000

2001
0.328
3.453
0.000
2010
0.334
3.546
0.000

2002
0.334
3.506
0.000
2011
0.334
3.546
0.000

2003
0.335
3.516
0.000
2012
0.329
3.506
0.000

2004
0.338
3.552
0.000
2013
0.328
3.497
0.000

2005
0.331
3.491
0.000
2014
0.329
3.503
0.000

2006
0.327
3.447
0.000
2015
0.344
3.632
0.000

2007
0.326
3.443
0.000
2016
0.36
3.78
0.000

2008
0.326
3.446
0.000
—

—

—

—

表1 指标选取处理及数据来源

表2 2000—2016年中国经济增长Moran指数统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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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即 2000—2016年我国省际经济增长存在空间

相关关系；Moran指数的值皆为正数，且整体数值

随年份轻微波动，在 2013年呈现增长态势，说明

我国省际经济增长存在正的空间依赖关系，且省

际依赖的程度逐渐增强。

4.2 空间地图分析

由 2016年我国 31个省际 （不包含港澳台）

GDP与产电量可知，GDP与产电量的关系可以分

为3种情况。

1）部分产电量比较靠前的地区，其GDP也相

对靠前（如山东、江苏、广东、四川等地区），说

明其产电量与GDP的关系是对等的。

2）部分产电量比较靠后，但GDP排名比较靠

前（如江西、湖南等），即该地区的经济发展动能

通过消耗相邻地区的过剩产能得以实现。

3） 部分产电量比较靠前的地区，其区域的

GDP相对比较靠后 （如内蒙古、新疆、山西等），

即该区域的产电量与GDP的关系不是对等的。

第三种情况的出现说明，在我国部分发电量

较靠前的省份中，其发电部门对该地区的经济增

长贡献程度甚微，源于我国电力体制改革不到位

所致。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我国 2016年火力发

电占全国发电量的 74.37%，虽然比例有所下降，

但在未来短期内，这一主要发电方式不会改变。

因此，我国绝大多数省际发电企业的盈利水平

都会受到燃煤资源价格的影响。然而，我国从

事电力销售的电网企业由于其行业特点及自身

在该行业的垄断地位，拥有一定的定价权力，

不会受制于燃煤资源价格的波动。这种价格波

动影响的不一致促使利润更多地流入了电网企

业，从而导致电力输出地区的经济增长，微弱

地受益于本地区电力生产部门的贡献 ，2016年
我国两大电网与五大发电集团公司收入与利润，

见表 3。

电力企业

国家电网公司

南方电网公司

合计

中国华能集团公司

中国大唐集团公司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

中国华电集团公司

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公司

合计

主营业务收入/亿元

20 946
4 765
25 711
2 461
1 584
584.16
1 893
1 959.35
8 481.51

利润/亿元

866
556
1 422
139
107.46
91.09
131.2
132.12
600.87

粗利润率/%
4.13
11.67

5.65
6.78
15.59
6.93
6.74

4.3 计量结果分析

为更进一步考察区域间整体的溢出效应，利

用空间杜宾模型进行实证，结果见表 4。由于

Hausman检验可以判断空间模型估计方式的选择，

检验结果 P值为 0.157与 0.142 1，表明无法拒绝使

用随机效应估计法的原假设，即应该选择随机效

应法来估计该空间计量模型，本文选择具有随机

效应的空间杜宾模型进行数据回归。

从空间杜宾模型的估计结果来看，整体拟合

效果良好，大部分因素符合理论预期。除了产业

结构调整较不显著外 （未通过 10%的显著性水平

检验），技术进步、发电总量、固定资产投资、劳

动力投入、对外开放水平以及金融贡献度均促进

了经济增长。政府购买力度抑制了经济增长，表

明政府干预不当阻碍了经济增长，应合理减少政

府购买。

从溢出效应的核心变量来看，W乘以经济增

长的系数为正且通过 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

我国省际之间的经济发展存在正的溢出效应，即

经济活动交流日益频繁促进了省际之间的经济增

长；W乘以技术进步的系数为正且通过 1%的显著

性水平检验，表明我国区域之间已经出现了技术

溢出效应，且通过各种方式提高周围相邻地区的

技术水平，从而促进周边地区的经济增长。同时，

本文还发现该变量在实证结果中表现出中介效应，

即在添加了该变量之后，相邻地区的电力生产对

表3 2016年我国两大电网与五大发电集团公司收入与利润统计

注：数据来自于各公司的社会责任报告（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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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的显著性会被增强，说明技

术溢出因素在电力生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中起到

催化剂的作用，提高了发电部门的能源利用率，

扩大了电力输出地区的电力产量，由于省际间壁

垒与电力价格改革不完善，增加了售电利润与产

电利润的损失，从而使得相邻地区的发电量与本

地区经济增长呈负相关关系；W乘以各地区发电

总量的系数为负且在 5%的水平上显著，即相邻地

区的电力生产与本地区的经济增长呈负相关关系。

我国诸多省份之间存在电力市场中的省际间壁垒，

即部分地区或严控与禁止从外省购买电量，或通

过各种方式 （交易手续不同且繁杂） 制约全国电

力市场资源的配置，从而使周边地区的过剩电力

并没有充分流入缺乏经济发展动力的本地区，导

致两种情况发生：一是本地区的经济长期动力不

足，从直观上表现为邻区的电力生产抑制了本地

区的经济增长；二是相邻地区的过剩产能不得消

化，发电部门只能减少产出，不利于电力输出地

模型变量

技术进步

各地区发电总量

资本投入

劳动力投入

对外开放

产业结构调整

政府购买

金融贡献度

常数项

W×技术进步

W×各地区发电总量

W×资本投入

W×劳动力投入

W×经济增长

Hausman test
R2

N

混合面板

0.089 4***
（0.014 7）
0.067 7***

（0.014 8）
0.421***

（0.016 9）
0.268***

（0.017 3）
0.107***

（0.008 85）
0.397**

（0.172）
-0.413***

（0.064 1）
-2.000***
（0.432）
2.457***

（0.117）

0.985
527

固定效应

0.221**
（0.023 4）
0.127***

（0.028 9）
0.292***

（0.021 2）
0.138***

（0.021 3）
0.085 2***

（0.016 1）
0.331**

（0.151）
-0.205**

（0.090 8）
1.359***

（0.40 4）
3.257***

（0.155）

0.982
527

随机效应

0.180***
（0.020 9）
0.135***

（0.022 9）
0.327***

（0.018 5）
0.188***

（0.019 5）
0.076 0***

（0.013 3）
0.191

（0.148）
-0.299***

（0.073 4）
0.678*

（0.398）
2.959***

（0.133）

527

随机空间杜宾

0.179***
（0.021 2）
0.152***

（0.025 7）
0.233***

（0.020 7）
0.134***

（0.019 2）
0.055 2***
（0.015 1）
0.202

（0.135）
-0.155*

（0.083 4）
1.032***

（0.387）
2.577***

（0.232）

-0.079 3
（0.054 9）
-0.005 8

（0.039 2）
-0.067 1**
（0.030 6）
0.273***

（0.056 9）
0.157 0
0.925
527

随机空间杜宾

0.145***
（0.022 2）
0.197***

（0.026 9）
0.236***

（0.020 3）
0.141***

（0.019 2）
0.055 5***
（0.014 3）
0.134

（0.136）
-0.157*

（0.081 8）
1.256***

（0.387）
3.114***

（0.225）
0.149***

（0.033 6）
-0.105**

（0.051 9）
-0.084 7**
（0.041 7）
-0.097 0***
（0.031 0）
0.229***

（0.053 7）
0.142 1
0.955
527

表4 2000—2016年我国31个省际（不包含港澳台）计量回归结果

注：*、**、***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下显著；括号内的数字是标准误差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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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经济发展。

从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来看，W乘以资本投

入的系数为负且在 5%的水平下显著，说明周围地

区的固定资产投资将会吸收本应该在本地区投资

的资本，使得本地区的经济发展缺少资本投入的

动力，不利于本地区的经济增长；W乘以劳动力

投入也为负且在 1%的水平下显著，表明相邻地区

加大对劳动力投入的力度，有可能会导致本地区

的劳动力大批流入相邻地区市场，使得本地区的

劳动力投入不足，从而抑制了本地区的经济增长。

为确保空间杜宾模型的估计结果的稳健性，

本文设置了常规计量结果来检验本地区电力生产

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否稳定，结果显示模型中各

变量的回归结果基本上差距不大，表明该回归模

型结果是稳健的。由此可见，由于电力价格改革

不完善、省际间壁垒的存在，不仅使利润与电力

资源不能够充分、合理地在电力市场中流动，还

阻碍了市场机制对资源的高效配置。技术溢出不

参与传导，仅在传导过程中增强了各种效应对经

济增长的影响。

4.4 进一步回归

为深入探究我国不同地区关于电力产出、技

术与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差异，本文分别利用东

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地区的省际数据进行 SDM回

归，回归结果见表5。
表5 2000—2016年我国东部、中部与西部地区回归结果

注：*、**、***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下显著；括号

内的数字是标准误差值。

根据表 5可知，由于地理与政策优势，东部地

区技术进步的溢出效应显著高于其他两个地区；

中部地区与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溢出效应要显著

高于东部地区，说明中央“中部崛起计划”与

“西部大开发”政策的实施，加深了两地区内各省

际之间的经济联系与合作。与整体回归结果不同，

中西部地区内发电量的溢出效应显著促进了周围

地区的经济增长，而东部地区的发电量溢出效应

显著为负，且其负的溢出效应要大于中西部地区

的正溢出效应，说明在我国电力市场中，省际间

壁垒问题集中出现在我国东部地区，并且严重抑

制了我国电力市场的发展。

5 结论及建议

本文研究发现，我国整体电力产出与经济增

长呈正相关关系，但部分省区存在的电力价格扭

曲，导致电力部门对该地区的经济增长贡献不高；

在东部地区存在着大量省际间壁垒，整体电力产

出对经济增长呈现负的溢出效应；经济增长与技

术进步都出现了正的溢出效应，技术进步的溢出

效应，在发电量与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中起到催

化剂作用；资本与劳动力投入对经济增长呈现负

的溢出效应；政府在调节经济活动中出现过度干

预，抑制了经济增长。因此，本文就以上得出的

结论提出几点建议。

1）需要完善统一的电力市场规则。在电力改

革初期，我国各省经济体量较小，省际间的联系

不频繁，较少关注区域电力市场发展，不断摸索

属于自己的一套电力交易规则与模式，造成了众

多一系列规则不统一的问题。随着经济快速增长，

省际间的交流、合作日益密切，当区域电力市场

成为主流之后，需要对各式各样的区域内交易时

序、基本交易规则、现货交易规则进行统一规范

和完善，以便于省际间电量交易的衔接，减少达

成交易所耗费的成本造成的省际间壁垒。

2）减少政府干预，提供更多机会增强市场活

力。研究结果表明，政府直接干预不仅不会缓解

周边地区的“吸引效应”，还会给本地区的经济增

长造成负面影响。因此，政府需要继续提供更多

就业机会、投资机会、提高薪资水平、鼓励创新

创业等多途径增强本地区自身的经济活力，从而

使得各要素“回流”到本区域中。

3）继续提升电力交易模式市场化水平。尽管

在新一轮电力改革后，省际市场化交易方式逐渐

铺开，但其比例仍然较小，长期合约形式的非市

场化交易方式仍是主流。省际电力交易是跨区域

资源配置的重要手段，市场在其中起到决定性的

作用。因此，需要继续提升省际电力交易市场化

地区变量

W×技术进步

W×各地区发电总量

W×经济增长

R-sq
N

东部地区

0.209 5***
（0.038 0）
-0.422 5***
（0.072 7）
0.235 8***
（0.055 4）
0.968 4
221

中部地区

0.074 0**
（0.034 3）
0.070 4**

（0.031 5）
0.463 4***
（0.087 4）
0.992 6
102

西部地区

0.188 2***
（0.057 5）
0.173 3**

（0.067 5）
0.415 2***
（0.071 9）
0.988 7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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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将电力市场模式从“协议+市场”模式向

“市场”主导模式过渡，提升市场的透明公开程

度，破除电网企业的“垄断地位”，使得资源在市

场中充分流动。

4） 加强技术研发投入，开发与利用新能源。

能源技术进步是实现一个国家能源计划的核心手

段 ，有利于相邻地区能源效率的提高。当前，我

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重要时期，保证经济增长质

量不能以牺牲环境保护为代价，这就要求自主研

发出产能效率更高的清洁能源，并通过技术创新

提高能源利用率。我国需要通过加大科技创新投

入，使清洁能源在耗能比重中占更大的比例，从

而保持强劲的能源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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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资源型城市是一类依托本地区的矿产、森林

等自然资源，以开采、加工为主导产业的城市类

型[1]，受资源禀赋、生命周期阶段、资源存量与经

济持续发展现状差异影响，又可进一步分为不同

的类别[2]。资源型城市的发展对推动世界工业化、

城镇化发展，繁荣近现代文明做出了重要贡献。

但受自然资源非可再生性的影响，资源型城市经

济发展过程中或先或后、或早或迟都会出现一系

列问题，德国鲁尔等城市即是典型例证[3-4]。中国

的资源型城市数量多、分布广，为新中国现代工

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国家对工矿能源基地

建设发展策略因时、因需而异，尤其是 20世纪 90
年代的经济体制改革，引发了国内各界对资源型

城市（老工业基地）可持续发展的关注[5-11]，党中

央、国务院和各级地方政府高度重视资源型城市

的转型发展（图 1），中国自然资源学会也于 2016
年专门筹建了“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专业委员

不同类别资源型城市工业结构演进对比研究

——基于淮南市、攀枝花市的比较

杨显明 1，高莉苹 2

（1.青海师范大学 地理科学学院，青海 西宁，810008；2.青海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青海 西宁，810008）

摘 要：以淮南市和攀枝花市为案例，从工业结构变动系数、工业结构转换频度系数、转换方向系

数、所有制结构多元化指数和霍夫曼系数几个量化指标着手，对比分析了单一型资源城市和复合型

资源城市主导工业、关联产业和基础产业的演进情况。结果表明：单一型资源城市工业结构的“锁

定效应”强于复合型资源城市，但复合型资源城市重化程度强于单一型资源城市；单一型资源城市

工业企业所有制多元化程度高于复合型资源城市，两者的演变规律具有高度一致性；煤炭资源型城

市的接续替代产业以承接外部产业发展为主，复合型资源城市则立足特色资源内生发展特色产业。

关键词：工业结构；演进规律；单一型资源城市；复合型资源城市；淮南；攀枝花

中图分类号：F12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9605（2019） 03－002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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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evolution for two kinds of
resource-based cities

——Based on the comparison between Huainan City and Panzhihua City
Yang Xianming 1，Gao Liping 2

（1.College of Geographical Science，Qinghai Normal University，Xining 810008，China；2. Marxism College，Qinghai Normal University，

Xining 810008，China）

Abstract：Taking Huainan City and Panzhihua City as examples，starting from several quantitative indicators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variation coefficient，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conversion frequency coefficient，the conversion direction coefficient，the
ownership structure diversification index and the Huffman coefficient，the evolution of leading industries，related industries and
basic industries in compound resource city and single resource city were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lock-in ef⁃
fect”of the single-type resource urban industrial structure was stronger than that of the compound resource city，but the com⁃
pound resource city was more severe than the single-type resource city；the single-type resource city industrial enterprise had
more diversification than the compound type，and the evolution laws of the both were highly consistent; the alternative indus⁃
tries of coal resource-based cities were mainly to undertake the development of external industries，while the compound re⁃
source cities were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ndogenous development of characteristic industries.
Key words：industrial structure；evolution law；single resource city；composite resource city；Huainan City；Panzhihua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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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呼吁和鼓励学术界进一步关注中国资源型城

市的转型发展。

自威廉 .佩第和克拉克率先发现三次产业演化

规律后，库兹涅茨将学术界研究视角转引到工业

结构领域[12]，钱纳里进一步通过经济计量统计分析

的方法对工业化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著名的

标准结构模式[13]。此后，霍夫曼对工业结构演变规

律作了更深一步的研究，将工业结构划分为生产

性和消费性两大部类，分别收集了大量的统计数

据并进行数量分析，提出了霍夫曼系数概念，为

研究工业结构演变提供了重要思路和方法[14]。对于

资源型城市工业结构的研究，Huberty于 1929年率

先分析了资源型城市矿产资源的加工利用情况，

指出矿区产业发展具有“铃”型分布的特点[15]。此

后，Lucas、Bradbury、Aschmann等相继提出了四

阶段论和六阶段论的矿业城市生命周期理论[16-18]，

为世界各国的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提供了理论基

础。国内学者围绕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存在的实

际问题和转型发展，探讨了资源型城市工业化阶

段分析、工业结构路径依赖、工业结构高度化的

目标选择和途径等问题[19-21]。正确把握不同类别、

不同发展阶段资源型城市工业演化规律，对于指

导资源型城市工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本文以四川攀枝花市和安徽淮南市为案例，

分析探讨复合型资源城市和煤炭资源型城市工业

结构演化路径、特征上的差异。

1 案例地概况与典型性

淮南市地处安徽省中北部，是华东地区重要

的能源基地，是典型的煤炭资源型城市。淮南矿

区煤炭资源总量约 450亿 t，累计采煤 12亿 t，正处

于中兴期发展阶段[2]。淮南始于 1902年大通煤矿，

到 1952年始建市。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建设和发展，

现已形成以煤炭、电力工业为主体，拥有化工、

机械、食品、服装、建材等工业门类的区域综合

性城市。尤其是进入 21世纪以来，淮南市抓住矿

业城市中兴期这一转型良期和东部地区产业转移

机遇，大力调整工业结构，转型发展初见成效。

截至 2015年，淮南市工业总产值突破 337.9亿元

（当年价），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实现增加值 331.8亿
元，比上年增长7.2%[22]。

攀枝花市也称渡口市，位于川滇交界金沙江、

雅砻江汇合处，是川滇地区乃至西南地区重要的

钢铁工业基地。市域内资源种类繁多、储量丰富，

其中，钒、钛、磁铁矿资源储藏量近 80亿 t、煤炭

资源储量 6亿多吨，除钒、钛外，还有镍、钴、钼

等 20多种有色和稀有金属[23]，属于典型的复合型

资源城市，当前也处于矿业城市中兴期发展阶段。

攀枝花市建于 1965年，是国家三线建设的重点建

设项目。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建设和发展，现已形

成钢铁、能源、建材、新兴战略产业为主体，工

业门类较为齐全的工业城市。截至 2015年，全市

图1 国家支持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的政策演进

杨显明等：不同类别资源型城市工业结构演进对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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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总产值超过 1545亿元（当年价），较上年增加

685.4亿元，增长8.2%[24]。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方法

为了便于对不同类别资源型城市工业结构演

化过程进行对比分析，本文采用定性分析和定量

化研究相结合的方法，设计以下 4个指标进行测度

比较。

1）工业结构变动系数（k），该系数用以表征

工业结构变化幅度大小。

kit = 1m∑i = 1
m∑

t = 1

n ( || qi( t + 1 ) - qit )

式中：Kij表示工业结构变动系数，i表示行业，j表
示年份，qit表示 i行业第 j年在工业总产值的比重。

K值越大，表明工业结构变化幅度越大。

2）工业结构转换频度指数（v）、转向方向系

数（θ）。

v = ∑( vi - v0 ) pi
v0

（2）

θ = 1 + v01 + vi （3）
式中：Vi表示 i行业产值年均增长率； v0表示工

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pi表示 i行业在工业产值

的比重；θ表示转向系数，能反映行业产值增

长态势。

3）所有制结构多元化指数（H）。

Hi = -∑
k = 1

n

pik ln ( pik ) （4）
式中：Hi为 i年份工业所有制结构多元化指数；pik
为 i年份第 k种所有制类型工业产值比重；n为所有

制类型总数。Hi值越大，所有制构成越多元。

4）霍夫曼系数（h），该系数用来反映工业结

构重化程度。

h = k轻工业

k重工业

（5）
式中：K轻工业为轻工业占工业总产值比重；k重工业为

重工业占工业总产值比重。

2.2 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数据来源于淮南市和攀枝花市相应

年份官方公布的统计年鉴数据，确保数据具有较

强的连续性和权威性。由于时间尺度较长，且中

国国民经济发展以 5年期规划和实施为主，本文仅

对每个时代的中期和末期年工业统计数据进行分

析，从总体上进行比较，亦能很好把握案例城市

工业结构演进特征。鉴于统计口径存在差异，研

究过程中对照 1984、1994、2002、2012年 4次国

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对工业各行业部门进行了

重新归并、计算处理。

3 淮南市、攀枝花市工业结构演进过程分析

为了便于对两种不同类别资源型城市工业结

构进过程的对比，本文将案例城市工业结构分为

主导产业、关联产业、基础产业以及特色产业 4个
亚类，分析其工业结构的历史演进情况。结果表

明：作为煤炭资源型城市和复合型资源型城市的

代表，淮南市和攀枝花市的主导产业、关联产业、

基础产业以及特色产业的行业类别有显著差异，

各行业在不同时期工业结构中的地位不同，其历

史演进过程和特点也不相同。

3.1 淮南市工业结构演进过程分析

本文依据 2015年淮南市统计年鉴数据，将

1950-2015年的工业部门分为 33个行业，依据其产

值比重分析淮南市工业结构演化进程。

3.1.1 淮南市主导产业演进过程分析

作为典型的煤炭资源型城市，煤炭工业在淮

南市工业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20世纪 50年代

到 70年代，淮南市煤炭工业产值净增 19 875万
元 （1970 年 价）， 比 重 却 从 74.87% 下 降 到

21.17%，这主要是受到期间电力工业发展的挤

压；20世纪 80年代至 21世纪初，受体制转型、

市场竞争以及转型调整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淮南

市煤炭工业呈现出波动性增长特征，产值比重上

扬了近 30个百分点；此后 10年，淮南市加快转

型调整，煤炭工业总产值净增 10多亿元 （当年

价），但比重总体呈下降趋势，2015年仅占工业

总产值的 31.36%。

电力工业则与煤炭工业相反，呈现出此消彼

长的态势。20世纪 50年代至 80年代，随着国民经

济的持续发展，电力需求增加，为降低煤炭外运

成本，鼓励在矿区发展火电，电力工业持续发展

壮大，电力工业产值比重由 4.15%增长到 2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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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20世纪 90年代中期，电力工业发展亦出现波动

性增长发展态势，这期间既有上游煤炭原料供应

挤压导致价格变化的刺激，也有体制改革的影响，

还受到全国能源跨区域调配、东部长三角地区能

源消费市场消费需求变化的影响；此后 20年，东

部地区经济持续快速发展，能源消费需求持续增

长促使电力工业稳步发展，到 2015年，淮南市电

力工业实现总产值逾 75个亿，产值比重达到

33.41%。

淮南市化学工业经历了从无到有、发展壮大

到消退的过程：研究期前 15年是化学工业发展初

期，产值比重不到 5%；此后 20年，受资金、技术

以及工农业发展需求的拉动，化学工业进入历史

的最好发展时期，其产值比重最好时跃升至 20%
左右，提升了 17个百分点；1990年以后，行业竞

争加剧，淮南市化学工业开始下滑，到 2015年化

学工业产值比重回落到5%以下。

3.1.2 淮南市关联产业演进过程分析

淮南市机械设备制造业属于服务于主导产业

发展的生产性配套行业，主要囊括了矿山机械专

用设备制造、交通运输机械设备制造、电气机械

设备制造和通用机械设备制造 4个部门。20世纪

50年代处于起步发展阶段，产值比重低于 5%；

1970—1980年，随着国家对淮南能源基地建设力

度的进一步加强，矿山机械专用设备得到较快发

展，同期煤炭产量的增加极大地促进了交通运输

机械设备制造业的发展，导致机械设备制造业产

值比重维持在 10%左右，特别是 1980年一度超过

了 12%；自 1990年开始，受周边地区 （尤其是临

近的徐州） 竞争和体制改革的影响，淮南市机械

设备制造业逐步失去市场竞争力，市场份额逐步

减少、产值逐年下降，产值比重回落到 5%以下；

2010年后，淮南矿业集团进军内蒙，生产规模扩

大，矿山专业机械设备生产量回升，重视在特种

运输车辆的历史积淀并加大研发投入，扩大了市

场销售份额，2015年机械设备制造业产值比重回

升到8.67%。

平衡严重失衡的职工性别比例、缓解社会

就业矛盾是淮南市纺织工业的发展的重要原因，

属于社会性配套行业，随着淮南城市经济的发展

而逐步衰退。1965年前，数十万煤炭产业工人及

眷属涌入淮南，为满足就业需求，纺织业作为社

会配套发展起来，受计划经济的制约，其产值比

重低于 3%；一直到 1990年，计划经济调拨供给

制以及人民群众旺盛的消费需求，为纺织业提供

了稳定的市场需求，其产值比重攀升到 9.5%左

右；90年代中期，受经济体制改革和东部沿海地

区轻纺工业发展的影响，严重挤压了淮南纺织工

业发展，本行业在波动性中衰退，产值比重逐年

下滑；至 21世纪，淮南市纺织业基本上被挤出工

业行业。

3.1.3 淮南市基础产业演进过程分析

淮南市的基础产业包括食品加工、造纸等行

业。淮南地处黄淮海冲积平原，自然条件优越，

是我国重要的商品粮、商品棉以及油料作物生产

基地；加之前期有较长的开发建设历史，食品加

工业有良好的基础，食品工业、饲料加工业和酿

酒业在工业体系中占有一定地位。在建市初期，

食品工业产值比重达到了 15%左右；60年代初期

受自然灾害影响，食品工业产值比重跌至 5%左

右；之后到 80年代末期，国家加大对煤炭能源基

地建设力度，数十万煤炭工业及眷属进入淮南，

为保障城市居民生活，淮南市食品工业产值比重

回升到 10%左右；90年代经济体制改革，对以中

小企业为主体的食品加工业冲击很大，大量村办、

社办企业倒闭，加之煤炭、电力、化工等行业发

展速度快，食品加工业产值比重重新回落到 5%左

右；之后淮南市工业结构调整，酿酒业得到发展，

食品加工行业产值比重逐年回升，到 2015年超过

15%。

淮南市造纸业既有其合理性（原料供应充足、

临近东部市场），也是计划经济时期产业布局“大

而全”的结果。从 1955年造纸厂建成投产到 1995
年，计划经济确保造纸业有稳定的发展条件，产

值比重维持在 4%-8%之间；1995年以后，经济体

制改革、市场竞争以及环保等诸多因素导致淮南

市造纸业失去发展优势，许多造纸厂关闭、停产，

产值比重不足1%。

3.2 攀枝花市工业结构演进过程分析

攀枝花是三线建设的重点项目，出于保密的

需要，早期统计数据缺乏。加之建市后的行政区

划进行了多次调整，统计数据不具有一致性。本

文仅选取了 1980-2015年的统计数据来分析其工业

结构演化情况。

杨显明等：不同类别资源型城市工业结构演进对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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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攀枝花市主导产业演进过程分析

攀枝花主导工业主要有钢铁工业、能源工业

和铁矿开采业。最近 35年来，攀枝花市钢铁工业

经历了 3个发展阶段：20世纪 80年代 10年间攀枝

花市钢铁工业产值净增 3.3亿元，但产值比重由

65.29%降到 53.49%，年均降幅近 1.2个百分点；20
世纪最后 10年，受惠于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交

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业的持续兴起增

加了钢铁的需求量，枝花钢铁工业经受住了经济

体制改革的阵痛，保持了年均 1.4个百分点的增长

态势，到 1999年实现工业产值 95.59亿，产值比重

上升到 79.68%；之后受同类市场竞争和转型调整

的影响，攀枝花钢铁工业产值比重呈现出断崖式

下降态势，到2015年产值比重达30%。

攀枝花能源工业主要包括火电和水电两类，

前期以火电为主、后期以水电为主。由于钢铁工

业需要消耗大量持续稳定的电力，攀枝花能源工

业发展总体是稳步增长态势，1980年产值比重近

10%，2000年左右下降至 7.54%，此后一路上扬至

2015年的14.95%。

铁矿开采是钢铁工业的上游原料供应环节，

与钢铁工业发展态势互为影响，呈现出此消彼长

的发展态势，即 20世纪 80年代以年均 0.2%的速度

呈现缓慢增长态势；此后 15年，铁矿开采产值比

重维持在 3%左右；最近 10年受市场需求的刺激，

上升到12%左右。

3.2.2 攀枝花市关联产业演进过程分析

攀枝花市工业部门中的关联产业包括机械设

备制造业、建筑材料业 2类。攀枝花市机械设备

制造业由生产性服务配套和主导产业产品前向关

联配套两部分构成，主要包括专用设备制造业、

通用设备制造业和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3个部门。

相对于煤炭开采专用设备而言，铁矿开采专用设

备的市场较小，加之攀枝花钢铁基地在规划建设

时利用地势采用了管道运输、厂区各生产车间通

过轨道交通运输，攀枝花机械设备制造业产值比

重远低于淮南：在 1990年代中期以前，该行业产

值比重一致维持在 2%左右；此后 15年，受外地

产品竞争和企业改制影响，产值比重跌到 1%以

下；到 2010年，受市场需求扩张的刺激，钢铁工

业刺激并带动了机械设备制造业发展，产值比重

重新回升，达到 3%左右；到 2015年，国家去产

能政策导致机械设备制造业产值比重下降了 1个
百分点。

为了消解铁矿开采和炼铁过程中产生的大量

尾矿、矿渣，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对建筑材料的需

求，攀枝花市发展了以水泥为代表的建筑材料工

业。该行业的发展经历了 3个时期：90年代以前，

钢铁基地、水电基地建设以及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需要大量的建筑材料，建材工业稳定发展，产值

比重一致维持在 2.5%-3%左右；20世纪 90年代，

企业改制以及行业整顿，大量中小企业关、停、

并、转，行业产值比重降到 1.5%以下，达到历史

最低水平；西部开发战略的实施以及区域社会经

济的快速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再度兴起，加之房

地产的发展对水泥等建筑材料需求大量增加，行

业产值比重快速上升，到 2015年达到 8.7%的水

平。

3.2.3 攀枝花市基础产业演进过程分析

攀枝花市地处金沙江干热河谷区，属于典型

的热带季风气候区，加之地势起伏大，气候垂直

分异明显，拥有优越的农业气候资源，是四川省

重要的热带水果、糖料作物 （甘蔗） 以及高山牧

区，发展了具有区域特色的农副产品加工业、制

糖业和饮料业。20世纪 80年代该产业产值稳定在

3%~3.5%；20世纪 90年代，受经济体制改革和华

南地区行业竞争的影响，食品加工业产值比重下

降至 2%，1995年达到历史最低水准，仅占 1.2%；

进入 21世纪，随着农业种植结构调整和资源型城

市产业逐步转型，食品加工业产值比重快速攀升，

维持在7.5%左右。

攀枝花市域内拥有大面积的林场，森林资源

丰富、木材蓄积量大，1995年以前木材采运在工

业结构占有较为稳定的比重，维持在 1%左右；90
年代中期，长江洪水灾害后，上游地区加强水土

保持，大量伐木工人转型为护林员，木材采运产

值在工业总差值中占比不足 0.5个百分点；2005年
以后，受家居、建材需求扩大的刺激，攀枝花市

充分发挥口岸优势，从东南亚地区进口木材，家

俱制造和建材业得到较好发展，到 2015年，木材

加工业产值比重达超过 4%，成为西南地区重要的

木材加工中心。

3.2.4 攀枝花市特色产业演进过程分析

攀枝花市拥有世界级储量的战略性资源—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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钛资源及其它有色、稀有金属资源，发展成为重

要的钒钛生产基地，位居中国四大钒钛生产基地

之首。20世纪 80年代以前，受提炼和加工技术制

约，产业发展缓慢，行业产值占比不超过 0.5%；

之后 20年间，由于缺乏统一规划，企业作坊式生

产，主要以资源开采和粗加工为主，数量多但技

术含量低，市场竞争力弱，加之战略性资源市场

需求不够旺盛，行业产值净增长量大，但占比不

到 0.1%；进入 21世纪，国家和地方政府加强对钒

钛战略资源的统筹开发，随着攀西战略资源创新

开发试验区的建立，整合各类资源，加大研发投

入、扩大生产能力、提高产品竞争力，将钒钛产

业作为转型发展的重要方向，资源开采与提炼开

发并重，2015年该行业产值近 70亿元，比重接

近 1%。

4 不同类别资源型城市工业结构演进对比

分析

为了能更加深入揭示两类不同类别资源型城

市工业结构演进的共性和差异性，从定量和定

性分析两个方面来探讨案例城市工业结构演进

的异同。

4.1 工业结构变动情况的对比

运用公式（1）计算两个案例城市工业结构变

动系数，结果表明两个城市工业结构变化幅度都

很小，证明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具有显著的“锁

定效应”[20]。攀枝花市和淮南市工业结构变动系数

分别为 0.097、0.072，反映了不同类别资源型城市

工业结构演化的差异性：即单一型资源城市工业

结构的“锁定效应”强于复合型资源城市。说明

资源禀赋对资源型城市工业结构演替具有重要意

义，即可利用资源种类越多，发展不同工业部门

的基础越好，越有利于城市经济的持续、稳定发

展。两个案例城市近 30年来的发展态势充分说明

了这一点。

从工业结构内部各行业的变动情况来看，淮

南市工业结构的调整态势整体上比攀枝花市弱

（图 2），工业发展路径依赖性强于后者。1995年
企业体制改革后，国家加速推进资源型城市体

制改革，单一型资源城市面临的内在发展压力

更大，导致这一时期淮南市工业结构转换频度

高于攀枝花市。2003年以后，国家将转型发展

的范围扩大到所有的资源型城市，特别是四川

省人民政府和攀枝花市人民政府积极抢抓转型

发展机遇、利用特色资源优势打造建设攀西战

略资源创新开发实验区，加大了工业结构调整

的力度，导致这一时期攀枝花市工业结构转换

频度高于淮南市。

图2 案例城市工业结构转换频度指数

从淮南市各工业行业转换方向系数变化来看

（表 1），60年代前期是工业发展的重要时期，绝大

多数工业部门发展速度都很快。20世纪 90年代后

期开始，淮南市工业进入了探索转型发展阶段，

各行业转换方向系数变化较大。其中，煤炭工业

在 1980-2005年这段时间内发展速度较快，之后明

显放缓；农副食品加工行业在 1961-1975年发展速

度较快，之后放缓，到 2006年之后有重新加速发

展；食品制造、服装制造、木材加工、造纸、建

材、机械设备制造等行业在转型发展过程中充当

了主力，在 2006年后快速发展。相反，纺织、印

刷、炼焦、化学、有色金属冶炼、通用设备制造

等行业发展速度明显放缓。

由于攀枝花市开发和建市的时间相对较晚，

20世纪 80年代后期是各行业发展的重要时期；

2005年是攀枝花市进行转型探索的重要时间起点，

较淮南市要晚 （表 2）。其中，铁矿开采在 1980-
1990年、2005-2010年发展速度较快，2010年有所

减缓，这跟去产能有一定关系；随着梯级电站水

力资源建设的逐步完工，电力工业自 2004年后发

展速度显著减缓；有色金属开采、煤炭采选、建

材、木材工业、造纸、塑料橡胶生产、有色金属

加工和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在 2005年后发

展速度很快；而医药、钢铁工业、电子设备制造

等行业发展势头逆向下行；化学工业自 20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一致保持稳定发展态势。可见，两

杨显明等：不同类别资源型城市工业结构演进对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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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

煤炭采选

铁矿采选

非金属矿开采

农副食品加工

食品制造

饮料制造

烟草

纺织

服装制造

皮革加工

木材加工制造

家具制造

造纸工业

印刷业

文体用品制造

炼焦

化学工业

医药制造

橡胶制品业

塑料制品业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黑色金属冶炼加工业

有色金属冶炼加工业

金属制品业

通用设备制造业

专用设备制造业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

电气机械设备制造业

电子信息设备制造业

仪表制造

其它制造业

电力工业

其它工业

水的生产

1950-
1955
0.997
1.274
1.274
1.056
1.274
1.274
1.274
1.014
1.274
1.274
1.013
1.274
1.007
1.274
1.274
1.274
1.046
1.274
1.274
1.274
1.009
1.274
1.274
1.274
1.003
1.274
1.274
1.274
1.274
1.274
1.011
1.027
1.274
1.274

1956-
1960
1.009
0.428
0.428
0.541
0.428
0.428
0.428
1.634
0.428
0.428
2.534
0.428
0.691
0.428
0.428
0.428
1.053
0.428
0.428
0.428
1.914
0.428
0.428
0.428
1.237
0.428
0.428
0.428
0.428
0.428
1.867
0.983
0.428
0.428

1961-
1965
0.982
1.111
1.111
1.154
1.111
1.111
1.111
1.043
1.111
1.111
0.990
1.111
1.079
1.111
1.111
1.111
1.284
1.111
1.111
1.111
0.952
0.889
1.111
1.111
0.982
1.111
1.111
1.111
1.111
1.111
0.993
1.155
1.111
1.111

1966-
1970
0.942
0.927
0.927
1.015
0.92
0.927
0.927
1.124
0.927
0.927
0.987
0.927
0.942
0.927
0.927
0.927
1.640
0.927
0.927
0.927
0.980
0.927
0.927
0.927
1.181
0.927
0.927
0.927
0.927
0.927
1.201
0.960
0.927
0.927

1971-
1975
0.908
0.907
0.907
1.013
0.907
0.907
0.907
1.144
0.907
0.907
0.952
0.907
0.939
0.907
0.907
0.907
1.034
0.907
0.907
0.907
1.012
0.907
0.907
0.907
1.084
0.907
0.907
0.907
0.907
0.907
0.922
1.219
0.907
0.907

1976-
1980
0.943
0.933
0.933
0.953
0.933
0.933
0.933
1.079
0.933
0.933
1.100
0.933
1.014
0.933
0.933
0.933
1.071
0.933
0.933
0.933
1.091
1.031
0.933
0.933
0.934
0.933
0.933
0.933
0.933
0.933
1.039
1.059
0.933
0.933

1981-
1985
1.106
0.809
0.809
1.039
0.809
0.809
0.810
0.989
0.809
0.809
0.648
0.809
1.002
0.809
0.809
0.809
1.060
0.809
0.809
0.809
1.691
0.648
0.809
0.809
0.648
0.809
0.809
0.809
0.809
0.809
0.648
0.928
0.809
0.809

1986-
1990
0.948
0.930
0.930
0.878
0.934
0.930
0.930
1.044
0.930
0.930
0.930
0.930
1.042
0.930
0.930
0.930
0.968
1.781
0.930
0.930
1.050
0.930
0.930
0.930
0.930
0.930
0.930
0.930
0.930
0.930
0.930
1.065
0.930
0.930

1991-
1995
1.160
0.711
0.711
0.991
0.727
0.711
0.711
0.790
0.711
0.711
0.711
0.711
0.885
0.711
0.711
0.711
0.853
0.941
0.711
0.711
0.950
0.711
0.711
0.711
0.711
0.711
0.711
0.711
0.711
0.711
0.711
0.844
0.711
0.711

1996-
2000
1.053
0.997
0.798
0.899
1.277
0.920
0.997
0.969
0.911
0.798
0.997
1.184
0.814
0.850
0.798
0.798
0.936
0.908
0.893
0.846
0.90
0.798
0.997
0.874
0.867
0.846
0.997
0.891
0.798
0.798
0.798
1.227
1.312
0.950

2001-
2005
1.145
0.732
0.732
0.904
0.684
0.677
0.732
0.730
0.876
0.732
1.090
0.685
0.719
0.586
0.732
0.732
1.034
0.765
0.737
0.842
0.881
0.732
0.586
0.951
1.294
1.725
0.697
0.775
0.732
0.732
0.732
0.922
0.586
0.715

2006-
2010
0.954
0.732
0.732
1.590
1.168
1.061
0.732
0.776
1.029
0.732
1.024
0.677
1.080
0.732
1.738
0.585
0.911
0.801
0.930
1.232
1.092
1.017
0.732
4.054
0.953
1.271
1.704
1.332
0.732
0.732
0.732
0.990
0.732
1.057

2011-
2015
0.919
0.980
1.190
1.345
1.234
0.865
0.980
0.930
1.541
2.158
1.274
1.553
1.116
0.784
1.886
0.980
0.930
1.146
1.56
0.784
1.236
0.802
0.980
0.871
0.839
1.014
4.908
1.219
5.300
1.063
1.846
1.04
1.228
1.223

表1 1950—2015年淮南市工业内部各行业转换方向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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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资源型城市工业结构演进过程中，虽然都在经

历转型调整，但复合型资源型城市对“转型”反

应的时间相对要滞后一些；各自的主导产业、关

联产业和基础产业部门在不同时期发展态势存在

显著差异；复合型资源城市工业结构对转型调整

的政策响应度要高于单一型资源城市，这一点通

过行业转换方向系数的极值可以反映出来。

4.2 所有制结构演化的对比

中国工业企业的发展经历了计划经济和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两个时期，制度因素对其所有制结

构打下深刻的烙印。案例城市工业企业所有制结

构多元化指数图 （图 3） 表明：在 2000年前和

2010年后两个时段内，淮南市和攀枝花市工业企

业所有制结构演化趋势高度一致；2000-2010年变

化趋势相反；工业企业所有制结构多元化趋势不

断加强。两者间的差异性表现为淮南市工业企业

所有制结构多元性更强，原因有三：一是资源差

异导致工业性质不同，淮南市以煤炭工业为主体，

偏于“劳动力资源密集型+资金密集型”，除国有

企业可进入外，集体企业、私营企业乃至混合经

行业

煤炭采选

黑色金属开采

有色金属开采

非金属开采

木材采运、加工

食品加工

食品制造

饮料生产

纺织服装类

造纸印刷类

文教制品

电力工业

石油、炼焦

化学工业

医药工业

塑料橡胶制品

黑色金属加工

有色金属加工

金属制品

非金属制品工业

机械加工

专用设备制造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

电气设备制造

电子设备制造

废旧物资利用

其它工业

水的生产

1980-1985
1.027
1.299
0.934
0.934
1.118
0.989
0.827
1.893
1.153
2.350
0.759
0.940
7.377
1.342
1.143
0.944
0.976
0.747
1.232
0.972
0.948
0.934
0.936
0.934
0.934
0.934
0.984
0.934

1986-1990
1.006
1.003
0.938
1.178
0.935
1.078
1.720
1.001
1.354
1.130
1.048
1.023
3.028
1.171
1.139
1.011
0.977
0.938
0.956
1.064
0.930
0.750
1.116
4.176
2.309
0.938
0.798
1.002

1991-1994
0.935
0.425
2.128
0.925
0.840
1.077
0.469
0.663
0.623
0.539
0.734
0.701
1.865
0.797
0.490
0.597
1.246
0.519
0.961
0.972
0.945
0.498
0.736
0.561
1.224
0.498
0.876
0.671

1995-1999
0.996
0.870
0.744
0.818
0.843
0.925
0.763
1.086
0.823
0.858
0.744
1.10
0.758
1.121
0.939
0.828
1.015
0.744
0.754
0.994
0.853
0.762
0.775
0.744
1.168
0.992
0.744
1.084

2000-2004
0.901
0.922
0.868
0.731
0.771
0.847
0.694
0.857
0.694
0.927
0.868
1.509
9.709
1.769
0.880
0.787
1.065
1.065
1.065
1.065
1.065
1.065
1.065
1.065
1.065
1.065
1.065
1.065

2005-2009
1.495
31.574
2.460
1.072
1.149
0.572
0.665
0.797
0.665
1.540
0.665
0.731
3.252
1.238
0.532
1.761
0.802
8.118
1.290
1.399
2.745
0.665
9.713
0.898
0.665
0.665
0.665
0.697

2010-2015
1.051 1
0.993
1.243
6.832
1.230
4.292
2.283
0.925
0.807
1.250
0.837
0.861
0.858
1.394
0.837
1.466
0.938
1.044
1.203
1.026
0.874
1.595
2.232
2.206
0.837
11.928
6.315
1.284

表2 1980—2015年攀枝花市工业内部各行业转换方向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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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体也可进入；攀枝花市以钢铁工业为主体，属

于典型的“资金密集型”，需拥有雄厚的资本才能

准入，企业所有制主体相对单一。二是发展基础

差异导致工业基础不同，淮南市建市前已有“淮

南三镇”作依托，已有食品加工等工业部门；而

攀枝花市建市前纯粹是山区，工业基础一穷二白。

三是发展环境差异所致，淮南市处在国家重要的

商品粮生产区，经济相对发达，且靠近东部经济

发达地带，更利于不同投资主体进入；攀枝花市

处在西南山区，经济基础薄弱，且远离经济发达

地区，投资主体可进入性差。2000-2010年间两者

的工业企业所有制结构多元化指数呈反向变化趋

势，即前述原因在转型调整期的效应体现，淮南

市对原有工业企业主要采取的“关、停、并、转”

调整措施，导致指数下降；攀枝花更多是采取的

“引”的措施，鼓励不同投资主体投资建厂，指数

在上升。2010年后期的变化则是区位差异导致的

资本可进入性不同的体现。

图3 案例城市工业所有制数结构系数

4.3 工业结构重化程度的对比

按照工业产品的性质差异，工业可以分为轻

工业和重工业两类，前者主要提供生活消费品，

后者主要为国民经济各部门提供生产资料[25]。案例

城市工业不同时期的霍夫曼系数表明（图 4）：资

源型城市工业结构具有“超重发展”特征[26]，复合

型资源城市工业结构重化程度较单一型资源型城

市高，资源型城市工业结构重化趋势具有一致性。

20世纪 90年代以前，两市的工业结构朝轻工业方

向发展，原因有二：一是工业基地经过前期建设，

逐步完成资金和技术的积累，关联性产业和基础

产业不断发展壮大，重化程度有所减弱。二是随

着国民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相应提高，对

生活消费品的种类、数量需求不断上涨，促进了

轻工业的发展。20世纪 90年代中后期开始到 2010

年，工业结构朝重化方向发展，与该时期经济体

制改革和企业改制有关，“关、停、并”主要是针

对生产能力低、效益差的中小企业为主，这类企

业主要以轻工业居多。2010年后工业重化程度降

低，与转型调整有关，资源型城市不断优化投资

环境、加大招商引资和承接产业力度，大量的非

资源工业企业得以进入，改变了工业结构。受原

有工业基础和区位因素的影响，淮南市工业重化

程度低于攀枝花市。

图4 案例城市霍夫曼系数

4.4 工业结构演进路径的对比

在不同资源基础上发展的工业体系不相同，

不同工业体系中产业链的关系也不相同。从发生

学视角看，产业链的差异实质是各行业发生的内

在逻辑关联的差异。淮南市工业体系建立在单一

的煤炭资源基础上，工业体系以煤炭采掘为起点，

产业链的延长是基于对上游部门产品的消纳，前

向关联引导产业链的延长；配套产业是建立在生

产性服务和社会性服务基础上的侧向关联；产业

链相对较短（图 5）。攀枝花市工业体系建立在煤、

铁和其它有色金属资源基础上，工业体系以钢铁

工业为中心，产业链的延长既有前向关联引导产

业链的延长以消纳上游部门产品，也有原料需求

导致后向关联产业链延长；配套产业主是建立在

生产性服务基础上的侧向关联；产业链相对较长，

也更复杂（图6）。

图5 煤炭资源型城市工业各行业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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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复合型资源型城市工业各行业关系图

4.5 工业结构演进趋势的对比

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须立足于当地的资源条

件、产业基础选择和培育接续替代产业，同时还

必须符合国家产业发展政策、地方区域发展规划，

充分发挥区位优势[27]。淮南市和攀枝花市建市的资

源条件和现有工业结构的差异，工业结构未来的

演进趋势必然相异。根据两市的资源条件、工业

现状和区域产业定位，结合表 1、表 2各行业转向

系数来看，两市未来工业结构主要行业分别有 6种
和8种（表3），共性与差异性共存。

资源基础决定了煤炭工业和钢铁工业在两市

工业体系中基础地位；电力工业、化学工业、机

械设备制造业、食品工业是两市共同选择的行业

部门，但又存在差异性：淮南偏重于火电，攀枝

花偏重于水电；淮南以煤化工为主，攀枝花以天

然气化工为主；淮南长于专用机械设备制造，攀

枝花精于交通运输设备制造；淮南食品工业偏于

白酒生产，攀枝花则偏于农副食品加工。两市利

用地理区位优势，分别发展了服装加工和家具生

产行业；但钒钛加工业则是攀枝花利用符合型资

源发展的特色工业，具有垄断性。可见，复合型

资源城市工业结构演进过程中可供选择和发展的

工业门类比单一型资源城市要多，转型面临的困

难相对小一点。

表3 淮南市、攀枝花市工业结构演进趋势

5 结 论

以淮南市和攀枝花市为案例，对比了处于相

同生命周期阶段的单一型资源城市和复合型资源

城市工业结构的演进，表明两类资源型城市工业

结构演进过程既有共性，也存在差异性。

1）两类资源型城市工业结构都是建立在自身

资源基础之上，存在严重的路径依赖；资源型城

市工业结构与资源禀赋、建市基础有较大关系；

制度因素深刻作用于资源型城市工业结构的演进

过程。

2）从生产链角度看，煤炭资源型城市工业结

构的演进以前向关联和侧向关联为主，产业链较

短；复合型资源城市工业结构的研究融合了前向

关联、后向关联和侧向关联，产业链相对更长。

3）从演进趋势看，资源型城市工业结构的演

进都立足于资源禀赋和现有产业基础。但煤炭资

源型城市的接续替代产业需利用好区位优势，以

承接产业发展为主；复合型资源城市须利用好特

色资源，发展特色产业。

由于本文采用案例研究，仅选取了煤炭资源

型城市作为单一型资源城市的代表，且攀枝花市

缺少前期统计资料，研究结论能否代表两类资源

型城市工业演进规律，有商榷的空间。以 5年期时

间间隔进行研究，虽然简化了研究过程，能揭示

资源型城市工业结构演进趋势，但可能会忽略特

殊时点工业结构发生跃迁的情况，不能完全揭示

其演进进程中的变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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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煤炭在生产和消费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将国

内汽柴油零售价格与平均价格、发电天然气价格

与秦皇岛港 23.07 MJ/kg（5 500 kcal）动力煤年平

均价格，折算成同等发热量后进行价格综合分析，

煤炭、天然气与石油比价为 1：3：7，相当于我国

煤炭价格是汽柴油价格的1/7、天然气价格的近1/3，
煤炭是我国最经济与最廉价的能源资源[1]；燃煤发

电厂经过技术改造升级后，烟尘、二氧化硫、氮

氧化物、汞的排放达到了燃烧天然气发电厂的排

放标准，实现了超低排放，且成本可控，经济效

益相当明显，所以煤炭也是可以清洁利用的能源。

另外从能源安全角度考虑，对外依存度大，肯定

影响我国的能源安全，从而影响到我国经济与国

家安全。长期来看，国内煤炭能源的支柱核心地

位不可动摇。2013年我国彻底取消了煤炭价格的

双轨制，煤炭价格在市场中由供需双方根据供需

进行调控。煤炭价格市场化提高了煤炭行业的整

体运行效率和利用效率，减少对煤炭资源的浪费，

提升了煤炭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同时，煤炭价格

与市场化的扩大，一定程度上加大了煤炭市场的

风险，由于煤炭在宏观经济与整体经济的稳定与

发展中的特殊性，采用科学的方法研究分析煤炭

价格对宏观经济以及各个行业的影响，尤为迫切

和重要，也便于政府决策者、能源生产和消费者

及时把握市场发展规律，提早制定或调整生产、

消费策略，对于促进经济进一步发展，提升国内

总体能源经济效率，都有着非常重要的理论和实

践意义。

许多学者关注煤炭价格的波动问题，并围绕

煤炭价格波动展开了丰富多样且深刻的研究。运

用计量经济学、VAR模型、Granger因果检验以及

投入产出，分析对煤炭价格波动的传导效应以及

相关产业之间的影响。丁志华[2]从总物价和总产量

的总量效应入手，比较分析测度了煤炭价格波动

对实体经济结构变量的影响效力；罗世兴[3]对动力

煤进行了系统性的定量化研究，认为经济增长的

基于CGE模型的煤炭价格波动传导效应研究

云 小 鹏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管理学院，北京 100083）

摘 要：煤炭是我国最重要的基础能源，在生产和能源消费中占重要的作用。利用CGE模型研究

了我国煤炭价格变化对能源需求总量及结构、电力生产总量及结构、GDP与部门的产出以及能耗及

碳排放的影响，构建我国CGE模型，研究相关变量的影响效应。在此基础上对我国宏观经济以及

煤炭价格的波动影响政策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CGE模型；煤炭价格；能源；波动；传导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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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coal price fluctuation conduction effect based on CGE model

Yun Xiaopeng
（School of Management，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Beijing），Beijing 100083，China）

Abstract：Coal is the most important basic energy source in China an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duction and energy con⁃
sumption. This paper used the CGE model to study the impact of China's coal price changes on total energy demand and
structure， total electricity production and structure，GDP and sector output， energy consumption and carbon emissions， and
China's CGE model was built to study the impact of related variables. On this basis，suggestions were made on China's mac⁃
roeconomic and coal price fluctu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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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nger原因并不是由价格波动造成，且与投资关

系不明显，与消费存在单向Granger因果关系，与

进出口存在双向因果关系；杨彤等[4]运用复杂网络

方法，构建了包括煤炭、电力涉及 76个产业的价

格传导网络模型，对电力价格传导强度与煤炭产

业传导强度进行了比较分析；杨燕等[5]对涉及煤炭

的两条产业链的价格传导机制进行研究，提出了

煤炭价格波动主要由需求拉动引起，脱离了供需

关系影响，完全由“有形的手”把握传导不显著；

朱美峰等[6]从产业分类的角度对煤炭价格模型波动

的传导机制进行深入分析，应用投入产业价格模

型，测算煤炭价格波动给 3个产业物价水平产生的

影响；江兴[7]计算了近年来煤炭价格对中国物价总

体水平和各部门产品价格的影响程度；段治平等[8]

通过建立投入产出价格模型，分析了煤炭价格变

动对各个相关行业产业的影响传导程度。

由于煤炭在我国能源供给中的重要地位，煤

炭价格的波动对我国实体经济有着重要的影响。

计量经济学研究方法对社会经济问题中难以量化

的因素无法表现和处理，不适用于中长期研究分

析[9]。投入产出研究方法虽然能考虑到各个要素之

间的相互关系，但是建立在各个要素之间不可替

代、有着严格的假设条件的基础上，与现实的情

况存在较大的差距，不能实际反应各个研究对象

之间的相互联系，存在局限性。相比较而言，CGE
模型结合了分析宏观经济系统影响效应与刻画微

观能源、环境技术经济特性的优势，更能真实反

应，也更全面合理。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在 2015
年投入产出延长表的基础上，构建社会核算矩阵，

利用 CGE模型对煤炭价格波动对经济与相关产业

的传导效应进行分析。

1 CGE模型的构建

CGE模型是建立在一般均衡理论的基础上，

主要对政策变动及外部冲击效应进行模拟的一种

有效工具[10]。本文用CGE模型研究了我国煤炭价格

变化对能源需求总量及结构、电力生产总量及结

构、GDP与部门的产出以及能耗及碳排放的影响，

构建我国CGE模型，研究相关变量的影响效应。

1.1 CGE模型模块函数

本文构建的CGE模型主要包括生产函数模块、

贸易函数模块、3个主体函数模块 （企业函数模

块、居民函数模块与政府函数模块、均衡与闭合

函数模块、社会福利函数以及动态函数模块），详

细模型结构如下。

1）本文在生产模块中，将生产函数分为 6层
次套嵌，最高层中包含 2个投入，其余以此嵌套，

生产函数要素的投入合成采用函数形式。第一层

CET生产组合函数（中间投入与劳动—资本—能源

投入的合成）为

min PKELi∙KELi + PNDi∙NDi （1）
s.t.QXi = ( βkeliKEL ρqii + βndiNDρqi

i )
1
ρqi （2）

Eclepi = ( βhyepi∙Eρclepi
hyepi + βnuepi∙Eρclepi

nuepi + βwiepi∙Eρclepi
wiepi + βsoepi∙Eρclepi

soepi)
1
ρclepi

（3）
2）贸易函数模块替代关系采用常弹性转换函

数形式，在一定技术约束下生产者确定产品分配

的最优策略，国内生产由国内销售和出口组成，

国内产品由国内产出和进口组成为

QXi = γei( ξdi∙QDρei
si + ξei∙QEρei

i )
1
ρei （4）

3）机构模块函数由政府收入支出、企业收入

支出以及居民收入支出函数组成，居民部分采用

斯通—盖利效用函数，其他为等比例线性函数。

YGT =∑
i
GINDTAXi +∑

i
GTRIFMi + GHTAX + GETAX + GWY

（5）
4）闭合与市场出清模块函数包括国际收支平

衡、政府收支平衡以及投资—储蓄平衡为

∑
i
PMi∙QMi + YWK + YWG =∑

i
PEi∙QEi + YHW + GWY + ----SF∙EXR

（6）
RGDP =∑

i
HDi +∑

i
GDi +∑

i
INVi +∑

i
STOi +

∑
i
(QEi - ( 1 + tmi)QMi)

（7）

GDPi = Ri∙Ki +W∙Li + tind i∙PXi∙QXi （8）
GDP =∑

i
GDPi （9）

PGDP =
GDP
RGDP

（10）
5）社会福利函数采用政策实施前商品价格来

计算外部政策冲击对居民福利的影响，采用希克

斯等价变动为

EV = E (Us,PQb) - E (Ub,PQb) =∑
i
PQbi∙HDs

i -∑
i
PQbi∙HDbi

（11）
6）动态模块函数包括劳动力市场、商品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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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资本市场均衡，进行优化组合，实现成本最

小化。

KSt + 1 = KSt -∑
i
Ki, t∙depri + TINVt （12）

min PKELi∙KELi + PNDi∙NDi （13）
1.2 模型的数据基础

本文以 2018年发布的 2015年全国投入产出延

长表为基础，根据研究的需要以及相应的产业结

构特点，将投入产出表调整为 23个部门。根据调

整编制的 2015年投入产出表，以及社会核算矩阵

理论与社会核算矩阵基本结构，同时参考《中国

统计年鉴 2017》与《中国财政年鉴 2017》相关基

础数据，编制论文基础数据，2015年中国微观社

会核算矩阵。

1.3 模型的参数设置

模型中生产函数的设置与贸易模块含义替代

弹性系数的设置，主要参看以前学者的研究成果，

其中主要参考了郭正权等[11]相关学者的取值。

模型中生产函数、Armington函数、CET函数

的份额参数，由基年社会核算基准数据标定出来，

同时根据基础数据，对相关份额参数在模型程序

中进行标定。根据建立的模型，通过 CGE模型评

价分析影响效应。

2 模型及影响效应分析

2.1 情景设置

本文以煤炭的基期价格作为外生参数，分析

煤炭价格变化在 4种不同情形下对能源需求总量及

结构、电力生产总量及结构、GDP与部门的产出

以及能耗及碳排放的影响。

1） 情景 1：假设煤炭价格上涨 10%。电力价

格实行政府管制，保持不变。

2） 情景 2：假设煤炭价格上涨 20%。电力价

格实行政府管制，保持不变。

3） 情景 3：假设煤炭价格下降 10%。电力价

格实行政府管制，保持不变。

4） 情景 4：假设煤炭价格下降 20%。电力价

格实行政府管制，保持不变。

2.2 模型结果

1）煤炭价格变化对能源需求总量及结构的影

响分析见表 1。表 1分析了煤炭价格上涨与下降对

能源需求总量与结构的影响。结果显示：情景 1与
情景 2下，煤炭价格上涨，将导致石油与天然气的

需求量增加，且随着上涨度增加，影响效应增

强。情景 3与情景 4下，煤炭价格下降，导致一

次电力及其他能源需求量下降；石油、天然气的

需求量减少，随着下降幅度增加，影响效应增

强。究其原因，情景 1、情景 2、情景 3、情景 4
下，煤炭价格上涨，将导致其他能源需求增加，

价格水平上升。不同能源之间存在替代效应，价

格存在着正相关。石油价格上升幅度小，是由于

石油的价值量下的碳排放系数较小，同时与煤

炭、天然气能源存在替代效应。总体来看，在这

4种煤炭价格情景下，都将使一次能源价格上升，

且分类型一次能源的需求量，取决于不同的作用

对象，以及能源之间的替代效用，呈现出不同的

变化特点。

表1 价格情景对能源需求总量与结构的影响 %

2）煤炭价格变化对电力生产总量与结构的影

响分析，见表 2。表 2分析了煤炭价格上涨与下降

对电力生产总量与结构的影响。结果显示：情景

1与情景 2下，将导致发电总量与 5种分类型电力

的发电量都有所上升。随着上涨力度增加，影响

效应增强。情景 3与情景 4下煤炭价格下降，导致

发电总量有所下降，火电、水电、核电需求量有

所上升；而风电与太阳能发电量大幅度下降。随

着政策力度增加，影响效应增强。究其原因：情

景 1与情景 2下，电力对化石能源具有替代作用，

因此，煤炭价格上涨导致发电量都有所上升；情

景 3与情景 4下，由于煤炭价格下降，将导致产出

水平下降，其他电力由于之间的替代作用，因此

产出水平上升，导致化石能源使用成本提高，火

电发电量略微下降，由于替代作用，其他 4种类

型的电力发电量上升，但火电占发电总量的比例

较高，综合作用下，导致发电总量有所下降。总

体来看，由于煤炭价格上涨，将使发电总量与 5
种一次电力发电量都有所上升。但煤炭价格下

降，使发电总量略有下降，不同类型的发电量

变化情况取决于政策的直接作用对象与电力之

间的替代效应。

项目

一次能源需求量

石油

天然气

一次电力及其他能源

情景1
0.068 2
-1.435 1
-1.804 1
0.400 6

情景2
0.145 4
-3.004 2
-3.833 2
0.834 7

情景3
-0.002 9
0.053 1
0.049 7
-1.023 4

情景4
-0.002 5
0.082 5
0.077 1
-1.590 2

云小鹏：基于CGE模型的煤炭价格波动传导效应研究

37



2019年第3期 煤 炭 经 济 研 究 第39卷

表2 政策情景对电力生产总量与结构的影响 %

3）煤炭价格变化对GDP与部门产出的影响分

析，见表 3。表 3分析了煤炭价格上涨与下跌对

GDP与部门产出的影响。结果显示：情景 1与情景

2下，煤炭价格上涨将导致实际 GDP下降，名义

GDP上升；情景 3与情景 4下，煤炭价格下跌将导

致实际GDP上升，名义GDP上升。部门产出方面，

农业、金属与非金属开采业、化工与金属非金属

制品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与邮政业、公共服务

业等部门产出下降；而轻工业、核燃料加工业、

装备制造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与邮政业、批发

零售、住宿和餐饮、信息服务与金融服务业、房

地产与租赁业等部门产出上升。随着上涨下降力

度增加，影响效应增强。原因是煤炭价格变化影

响资本在部门之间的分配，同时导致全社会价格

水平上升，综合作用下，GDP与部门产出呈现了

表 3的结果。另外，能源部门产出的变化情景，主

要受到投资影响，以及不同能源之间的替代作用，

与表 1、表 2的结果具有一致性。煤炭价格上升将

导致化石能源使用成本上升，因此化石能源投入

比较多的部门产出都有所下降，同时化石能源部

门产出也下降。相应化石能源投入比重低的部门

产出都有所上升。水电、核电、风电、光电由于

项目

发电总量

火电

水电

核电

风电

太阳能及

其他电力

情景1
0.211 1
0.159 8
0.421 5
0.163 3
0.452 6
0.452 6

情景2
0.435 8
0.327 9
0.879 5
0.330 2
0.943 1
0.943 2

情景3
-0.044 8
0.219 9
0.232 2
0.226 4
-12.205 1
-12.323 5

情景4
-0.065 0
0.347 6
0.366 5
0.357 5
-19.015 5
-19.188 5

项目

实际GDP

名义GDP

农业

金属与非金属开采业

轻工业

化工与金属非金属制品业

核燃料加工业

装备制造业

建筑业

交通运输与邮政业

批发零售、住宿和餐饮

信息服务与金融服务业

房地产与租赁业

公共服务业

煤炭采选产品

炼焦产品

石油开采产品

精炼石油加工品

天然气开采产品

燃气生产和供应

火电生产与供应

水电生产与供应

核电生产与供应

风电生产与供应

太阳能及其他电力生产与供应

情景1

-0.029 1

0.156 3

-0.008 3

-0.245 7

0.047 5

-0.010 4

0.088 2

0.128 8

-0.0671

-0.114 1

0.095 2

0.033 6

0.081 3

-0.002 2

0.341 6

0.308 9

-5.881 1

-1.543 3

-3.717 7

-1.307 0

0.159 8

0.421 5

0.163 3

0.452 6

0.452 6

情景2

-0.065 9

0.939 0

-0.019 1

-0.521 5

0.096 4

-0.030 6

0.174 8

0.262 1

-0.151 0

-0.252 6

0.192 7

0.060 9

0.157 7

-0.011 6

0.716 3

0.646 2

-12.202 6

-3.243 2

-7.844 3

-2.780 9

0.327 9

0.879 5

0.330 2

0.9431

0.943 2

情景3

0.000 5

0.821 5

-0.001 0

-0.023 5

0.001 5

-0.013 1

0.125 2

-0.006 6

-0.014 6

0.009 0

0.014 0

-0.016 0

0.014 5

0.008 2

0.121 8

0.046 3

0.052 0

0.045 1

0.042 4

0.022 7

0.219 9

0.232 2

0.226 4

-12.205 1

-12.323 5

情景4

0.000 2

1.689 6

-0.001 8

-0.038 7

0.001 8

-0.022 1

0.197 1

-0.011 9

-0.024 5

0.012 7

0.020 9

-0.026 1

0.020 8

0.012 0

0.192 2

0.072 2

0.080 0

0.069 8

0.065 2

0.034 1

0.347 6

0.366 5

0.357 5

-19.015 5

-19.188 5

表3 政策情景对GDP与部门产出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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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投入化石能源，同时还具有替代作用，因此产

出也上升。石油开采部门，一方面是替代作用，

另一方面由于价值量计算的排放系数下，产出也

有所上升。

总体来看，煤炭价格上升将使实际GDP有所

下降，但下降幅度很小，将使名义GDP有所上升。

实施风电与太阳能发电补贴消减政策，将使实际

GDP略微有所上升，名义GDP有所上升。单一的

价格变化情景对部门产出方面，有的部门产出上

升，有的部门产出下降，且随着价格变化力度增

强，影响效应增强，但整体上影响不大。

4） 煤炭价格变化对能耗与碳排放的影响分

析，见表 4。表 4分析了煤炭价格上涨与下降的 4
种情景对能耗与碳排放的影响。在 4种情景中，在

情景 1、情景 2的实际GDP下降幅度比能源消费总

量下降幅度小，同时情景 3与情景 4的实际GDP还
略有上升。因此 4种情景下，能耗强度都有所下

降。情景 1、情景 2由于化石能源的需求量都有所

下降，因此，碳排放总量相应有所下降；而情景 3
与情景 4，由于风电与火电发电量下降，加之能源

之间替代作用，化石能源需求量上升，因此，碳

排放总量有所上升，碳排放强度与碳排放总量呈

现相同的变化。随着价格变化力度增加，影响效

应增强。总体来看，4种煤炭价格情景下，能耗强

度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碳税政策影响效应相对

较大。煤炭价格上涨将使碳排放总量下降，尤其

碳税政策影响较大；煤炭价格下降碳排放总量将

有一定程度的增加，碳排放强度与总量呈现一致

的变化趋势。

表 4 煤炭价格变化情景对能耗与碳排放的影响 %

煤炭价格上涨与下降的 4种价格变化情景下，

都将使一次能源需求总量下降，且分类型一次能

源的需求量，取决于不同价格变化作用对象以及

能源之间的替代效用，呈现出不同的变化特点。

煤炭价格上涨将使发电总量与 5种一次电力发电量

都有所上升，但煤炭价格下降将使发电总量有所

下降，不同类型的发电量变化情况取决于政策的

直接作用对象与电力之间替代效应。实施石油与

天然气补贴消减政策与碳税政策，使实际GDP有
所下降，但下降幅度很小，将使名义GDP有所上

升。煤炭价格上涨将使实际 GDP略微有所上升，

名义GDP有所上升。单一的政策情景对部门产出

方面，有的部门产出上升，有的部门产出下降，

且随着政策力度增强，影响效应增强，但整体上

影响不大。4种价格变化情景下，能耗强度都有不

同程度的下降，碳税政策影响效应相对较大。煤

炭价格上涨与碳税政策，将使碳排放总量下降，

尤其碳税政策影响较大，在煤炭价格下降时，碳

排放总量将有一定程度的增加，碳排放强度与总

量呈现一致的变化趋势。静态模型由于缺乏时间

积累对相关变量的影响效应，相关政策的影响效

应较小。

3 结论及建议

3.1 结 论

综上所述，与煤炭价格相关程度较小的行业，

如农业、批发零售、住宿、公共服务业等，当煤

炭价格波动时，这些产业变化很小，在 0.1%以下。

与之相反，与煤炭行业产业相关程度较高的行业

变动较大，如石油开采变动最为明显，这些产业

也是煤炭产业的替代产业。由于不同能源之间的

互补与替代性，导致能源价格波动方向的差异，

在煤炭价格下降，太阳能、风电等新能源技术进

步，煤炭能源环境成本上升导致了电力需求的大

幅波动，倒逼了电力的市场化改革进程。从煤炭

开采业可以看出，当煤炭价格波动时，煤炭产业

敏感性很强，因为与电力产业的替代作用，所以

煤炭价格的上涨与下跌程度更大。煤炭价格波动

与碳排放变化趋势相反，非对称性明显，所以有

必要采取措施遏制煤炭价格的大幅度波动。

3.2 政策建议

1）推进煤炭下游主要行业的市场化进程，通

过市场力量引导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调整。煤炭

价格波动对高耗能产业影响巨大，将直接推动行

业成本大幅上涨。成本上涨能促进企业降低单位

增加值能耗，有利于节能减排，同时，成本上升

降低行业利润，影响行业投资及增长速度。从近

几年的实际情况看，我国煤炭价格实际大幅上涨，

但主要用煤行业能耗不降反升，说明该行业一直

保持高增速，增加的成本顺利转移。着力推进煤

项目

能源消费总量

能耗强度

碳排放总量

碳排放强度

情景1
-0.068 2
-0.039 1
-0.100 2
-0.071 2

情景2
-0.145 4
-0.079 6
-0.217 8
-0.152 0

情景3
-0.002 9
-0.003 4
0.099 6
0.099 1

情景4
-0.002 5
-0.002 6
0.156 7
0.156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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炭下游市场化进程，改善市场机制，实现节能减

排，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形

成适度竞争的市场氛围，有利于形成公平竞争的

市场环境，依托市场调节使行业发展保持在一个

合理水平。

2）进一步推进煤炭价格市场化改革进程。从

煤炭价格波动对我国实体经济的实证和验证分析

结果来看，我国煤炭价格依然具有较浓的计划色

彩，国家有关部门对价格进行干预调控，甚至直

接限价，导致煤炭价格变化难以反映其市场供给

与需求状况，价格调节作用难以有效体现，影响

行业运行效率。着力构建煤炭市场价格在行业间

的调节动能，避免和减少政府部门直接间接对价

格指令性调控，努力形成煤炭供需双方自主衔接

协商定价的市场机制。

3）建立煤炭战略储备体系和煤炭价格的预警

机制，避免价格频繁波动，在对宏观经济预测基

础上对煤炭需求供给进行预测和规划。煤炭价格

波动将会对我国的产业物价构成影响，价格上涨

促进物价持续上涨，加速经济的通货膨胀风险，

进一步刺激我国经济增长，加剧经济运行风险。

价格过度下跌会对经济形成较强的负向冲击，从

而减缓我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国家应加大调控手

段，努力避免频繁波动对经济的影响，建立和完

善煤炭战略储备体系，从而起到平抑供需的作用，

有效缓解煤炭价格的大幅波动。

4）完善煤炭期货市场。煤炭期货市场建立有

利于我国煤炭价格调控体系完善，在煤炭价格逐

步市场化的背景下，期货市场是完善企业和用户

规避价格波动风险、保障行业平稳发展的关键，

期货市场具有规避风险和价格发现功能。规范期

货市场管理体制，建立和完善有关法律法规和监

管体系，在煤炭期货交易品种上扩大，并增加市

场参与程度，提升我国煤炭市场影响力，打造我

国煤炭市场的指向标。

由于模型建立在理想假设前提下，受多重综

合因素影响，假设分析与实际运行情况有一定出

入，例如突发事件或政策变化等对价格的影响。

在实际生产生活中，供需状况是价格的决定因素，

对实际的价格传导作用更大，同时由于价格传导

存在一定的时滞性，实际中可能会有延期，从而

价格的变动对相关产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产生影

响，并且波及生产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所以，正

确分析和研究价格传导机制可以为产业发展提供

依据，并对国民经济健康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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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在能源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中国仍然是煤

炭的主要消耗国，占据了能源耗费总量的绝大部

分。曾经的煤炭行业风光无限，让众多的煤炭企

业在一时间快速发展，也让拥有煤炭资源的省份

经济快速崛起，之后由于煤炭资源的不合理利用

和过度开采导致的一系列环境问题，让煤炭能源

一度由高速发展的行业沦为被人们深入讨论和限

制的行业，而随之引起的则是煤炭价格在这其中

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000—2018年，我国

煤炭价格经历了“黄金十年”的迅速增长和十年

过后的惨痛下跌，煤炭市场价格再一次出现上涨

的利好趋势。在能源交易过程中，石油的期货价

格在其国际市场中指导功能较好，通过石油的期

货价格能够很好地引导国际石油现货价格的走势，

然而国际煤炭价格形成机制却不健全，在此大背

景下，我国作为煤炭生产和利用的大国，煤炭价

格体系是否有效，是值得关注的重大课题。受我

国煤炭供需结构影响，煤炭期货价格大幅度波动，

对煤炭企业和下游发电、化工等行业造成了不小

的冲击，对其经营发展埋下了潜在的风险。国家

“十三五”规划和能源行业“十三五”规划均指出

要建立健全国内煤炭期货市场价格机制，充分利

用我国煤炭期货市场的价格预测机制，特别是扩

大煤炭期货交易市场中价格有效性的重要作用。

因此，煤炭期货交易市场价格是否有效值得进一

步探讨和研究。

中国煤炭期货市场价格有效性的实证研究

赵笙凯，吕靖烨
（西安科技大学 管理学院，陕西 西安 710054）

摘 要：采用郑州、大连两个期货交易市场的煤炭期货价格以及中国煤炭现货价格，运用协整分

析法和ECM误差修正模型对现煤炭期货市场价格是否有效进行了研究，在此基础上，通过Grawger
因果关系检验煤炭期、现货价格之间存在的关系并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显示：我国煤炭期货

市场价格与现货价格之间保持长期的价格相关性联系，煤炭期货价格在一定程度上有着价格发现

和价格指导的功能，并对煤炭现货价格产生直接的影响。煤炭期货市场价格也进一步影响着煤炭

现货市场的生产和消费，为煤炭行业的平稳发展奠定基础，甚至是让能源市场整体供求格局变得

更加稳健和有效。

关键词：现货价格；误差修改模型；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煤炭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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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price effectiveness of China's coal futures market

Zhao Shenkai，LYU Jingye
（School of Management，Xi'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Xi'an 710054，China）

Abstract：Using the coal futures prices of China's most representative Zhengzhou and Dalian futures trading markets and the
current Chinese coal spot price，using co-integration analysis and ECM error correction model，whether the current coal fu⁃
tures market price is effective was studied. On this bas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al period and spot price was tested by
Granger causality and an empirical study was conducted.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was a long-term price-related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rice of China's coal futures market and the spot price. The coal futures price had the function of
price discovery and price guidance to a certain extent，and had a direct impact on the spot price of coal. The price of coal
futures market had further affected the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of the coal spot market，laying a foundation for the stable
development of the coal industry，and even making the overall supply and demand pattern of the energy market more stable
and effective.
Key words：spot price；error modification model；Granger causality test；coal fu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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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期货交易市场价格有效性问题，世界各

国学者对此已经有了广泛而有深度的探讨。Fama
在 1970年的有效市场假说中提出了广为人知的三

类有效市场，分别是强式有效、半强式有效和弱

式有效[1]。有效市场理论在当前的各个商品交易市

场中被人们广泛运用，同时在有效市场假说中若

证明商品市场有效，则能进一步说明商品期货价

格和未来现货价格具有一致性。

由于金融价格时间序列普遍都具有非平稳性

的特征，因此国外学者采用 Johansen和 Juselius得
出的协整分析法对商品期货交易市场各品种进行

协整检验以及无偏性检验[1]。检验结果表明：所测

试的多半期货品种中，其期货市场价格与现货价

格都有很好的协整关联性，而在无偏性检验中，

检验结果却有着不同的结论，有些检验结果符合

无偏性检验，有些则不符合。

有些国外学者则在此背景下分析风险溢价条

件下商品期货市场有效性的问题。测试结果显示：

美国期货交易市场中的玉米、铜等多个农产品品

种的价格市场出现失效的情况少之又少。而Lais也
在 1991年研究结果表明：在商品期现货价格不存

在相关关系的情况下，商品的期现货价格的协整

关系是该商品市场有效性的重要前提[2]；Wang、
Holly以及Ke则在 2005—2007年间运用 Johansen协
整关系验证了期现货市场的长期均衡关系；Yan和
Reed在 2014年研究了中国期货市场交易价格所具

有的功能，结论表明中国农产品期货交易价格单

向引导效应和预测作用显著存在[3]。

相较于国外学者，我国对于这一领域的研究

则相对较晚。国内学者对商品期货市场的探究重

点集中在期货市场有效性和期货市场价格发现和

预测功能的相关探究上。华仁海等[4]运用协整关系

模型等检验方式，研究了我国上海、大连等期货

交易所金属铜、大豆、豆油等商品价格的相关属

性，研究表明这些商品期、现货价格序列都保有

特定的长久稳定联系，期货市场价格的价格预测

功能也能得到较好的发挥，只是不同商品表现出

来的因果关系有所不同；马露楠等[5]运用 VAR、
GARCH模型对市场有效性进行了实证研究，检验

了期、现货价格两者之间的因果联系和均衡关系

及其作用的滞后性；赵立祥等[6]运用一阶自回归以

及方差比检验等方法对碳交易市场有效性进行了

实证研究，得出中国碳交易市场中碳价格也有一

定的有效性。从上述分析来看，国内外学者对上

述问题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农产品、有色金属等

方面，能源消耗以及环境保护问题再次提上日程，

如果能够从煤炭期货市场价格和现货价格来研究，

能够更深入地剖析中国煤炭期现货市场的有效性

问题和相关性问题，对于煤炭现货价格来说，煤

炭期货价格的价格发现功能产生积极效应；对现

货市场也提供相关调试作用，同时也进一步影

响着煤炭现货市场的生产和消费。最终对于国

家能源消耗以及能源损失能够提供一定的预测

指标和预测趋势，从而能间接地促进中国能源

改革和转型。

1 研究设计

Johansen在1988年提出了较为有效的协整关系

检验，1990年，Juselius在 Johansen协整关系检验

的基础上完善该理论，从此依赖于回归系数的两

商品协整关系检验应运而生。这也进一步证明了

如果两商品价格数据间保有协整相关关系，那么

就表明两者价格数据持一种相对长久的均衡联系。

本文采用该关系检验对煤炭期货市场价格和现货

价格进行研究，从而得出两者是否保有长久的均

衡联系。

为了检验两个数据X和Y是否具有协整关系，

首先验证两数据是否是平稳的同阶单整数据，如

果满足同阶单整，就可以对其进行协整关系分析，

当此检验完成时，应当首先关注得出的数值中统

计量的大小。通过观察和比较结果表中的各个数

据，当检验统计数值均保持于 5%显著性水平下，

并且原始统计量都拒绝原假设，则说明两数据持

有协整关系[7]。在进行简单的协整关系检验之后，

通过残差平稳性分析以及 ECM误差修正模型分析，

对协整关系进行再一次的深入探讨，为了提高协

整关系中对于持续均衡联系的检验，运用残差平

稳性分析能够更好地规避虚假回归的问题，而运

用 ECM误差修正模型则能使得协整关系的强度更

加精准、准确，从而使得所得数据更有说服力。

在经过一系列关于商品之间协整关系的检验

之后，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此检验主要是确定

时间序列间是否有因果关系以及这种关系的影响

方向，即当两组时间数据X与Y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时，是时间数据 X的变化引起了时间数据 Y的变

化，还是时间数据Y的变化引起了时间数据X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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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或是两组时间数据间存在双向的引导关系[8]。

究其实质是如果一个因素受到另一个因素滞后阶

数的改变，便可以说这两个数据间存在有Granger
因果关系。针对此次检验，在进行Granger检验之

前，首先应当确保各金融时间序列是稳定、有效

的，否则当用不稳定的金融时间序列进行实验分

析则会出现虚假回归的问题，即“伪回归”，使得

检验结果不真实[9]。

通过对近几年来煤炭市场期、现货价格的比

较和定量研究，得出前人简单的数理分析和关系

检验并不能准确地归纳和描述出煤炭期现货价格

之间到底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也没能详细说明

期现货价格在整个煤炭行业中起着怎样的作用。

发现运用协整关系和 ECM 误差修正模型以及

Granger因果检验能够更进一步分析和探究中国煤

炭市场价格的有效性，揭示中国煤炭期现货价格

内部运行机制。

2 实证分析

2.1 数据选取

通过选择 2013—2018年郑州和大连两个商品

交易所的动力煤期货市场价格和现货价格数据进

行分析，由于中国煤炭期货市场还处于萌芽发展

时期，同时煤炭期货品种也较少，因此在本文中

选取这两个国内重点期货市场的重要品种，能够

更为直观有效地说明我国煤炭期货市场的价格是

否有效，从而也避免了出现单一市场绝对化的问

题。2013—2018年，我国煤炭期货价格刚刚进入

期货市场[10]，同时我国煤炭价格正处于一个极不平

稳的动荡之中，所以选取这期间的煤炭价格对于

煤炭期货市场价格有一定的研究价值和研究意义。

在接下来的实证研究当中，各项数据分别设

置如下：郑州商品交易所动力煤期货价格为

PRICEQ，郑州动力煤现货价格为 PRICEX；郑州

商品交易所动力煤期货价格一阶差分为DQ1，郑州

动力煤现货价格一阶差分为DX1。大连商品交易所

动力煤期货价格为PRICEJQ，大连动力煤现货价格

为PRICEJX；大连商品交易所动力煤期货价格一阶

差分为 DJQ，大连动力煤现货价格一阶差分为

DJX。
2.2 单位根检验

针对两个煤炭交易所煤炭期、现货市场价格，

对其相关数值进行单位根分析，如图1所示。

从图 1看出，2013—2018年我国两个重要的煤

炭期货市场关于煤炭期货价格和现货价格变动趋

势上大致相同，总体都经历了由黄金期的大幅度

上涨到低迷期的价格暴跌再到近期价格上涨的一

个过程。郑州动力煤期货价格和现货价格从 2014
年第一季度的 600元跌落到 300多元，跌落了将近

一半价格，与此同时大连动力煤期货价格和现货

价格也从原先的 1 100多元大幅度跌落到 400多元，

相同的是在 2018年年初都同时出现了一个较大幅

度的上涨，价格分别从最低价涨到了 600多元和 1
600多元[11]。而不同的则是郑州动力煤现货价格跟

随期货价格的趋势比大连动力煤现货价格跟随的

趋势更为紧密和贴近。由此看出两个期货市场基

本都呈现一种相同的趋势，虽然有几处阶段存在

不一致的变动，但总体来说相对一致。对于 2013
—2018年的煤价波动情形，其主要的原因有多方

面，既可以归因于国家政策的调整和改善，又可

以体现为市场供求格局的转变，还可以用经济周

期的变化来解释。

图1 煤炭期货价格和现货价格分布散点图

2014年国家实行大气污染治理限制煤炭消费，

与此同时“黄金十年”之后煤炭产能出现严重过

剩，从而导致煤炭价格在 2014年之后呈现一直下

跌的状态，而当 2016年下半年由于 供给侧改革的

影响，我国煤炭行业去产能效果明显，煤炭需求

也得到了进一步的上升，同时期货市场投资者对

于煤炭期货市场价格较为看好，因此助推了 2016
年下半年煤价的大幅上涨[12]。同时从图 1也可得出

赵笙凯等：中国煤炭期货市场价格有效性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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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表 1可以观测出，两组一阶差分数据序

列中得出的 ADF数值均比 3个水平评定值小，

说明通过一阶差分后的原金融数据序列都是平

稳的，与此同时，可以看出P值也在一个合理的

范围内，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达到了显著水平的

要求，因此本文采用一阶差分的金融序列数据

做接下来的协整关系检验。

2.4 协整关系检验

2.4.1 线性回归分析

因为上文已表明 DQ1和 DX1是平稳的，已

经达到了协整关系检验的条件。因此可用作协

整关系检验，下面对 DQ1和 DX1做线性回归分

析，见表2。
根据模型回归结果可知，该回归方程系数

为正数，动力煤期货市场价格和动力煤现货价

格两者呈正相关关系。接下来进行残差平稳性

检验，对其协整关系作进一步分析。

表2 线性回归分析

注：括号中是T统计值。

煤炭现货市场价格总体分布在期货市场价格的右

侧，这说明了煤炭期货市场价格在很大程度上对

现货价格起到了指导、调节作用，它比现货价格

更早一步的做出相关反应。同时也说明了期货市

场价格在整个价格运行周期中都担任着价格发现、

价格预测的角色，引导着现货价格做出变动。

由于原始金融数据序列在图 1可以看出是不平

稳的时间序列，因此在完成描述性统计之后，对

其数据进行一阶差分，使得相关原始数据达到相

对的平稳，以便为接下来的分析提供一个更可靠

的数据。

通过图 1所示，原始序列具有不平稳的特性，

所以应将原序列进行一阶差分，对其原始数据进

行一阶差分可以得出，两个不同市场的期货品种

价格的一阶差分序列都在 0均值游走不定。两组煤

炭数据的一阶差分都较为平稳，而原始数据具有

一定的不平稳性，不适用于进行接下来的研究分

析[13]。 因此，原始数据模型不能应用到接下来的

分析之中，而应选用两个商品交易所煤炭期货的

一阶差分后的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以达到数据

波动幅度变小和所选时间序列为同阶单整的效果，

防止出现参数不显著的情况，为接下来的协整关

系检验提供更好的序列数据支持，从而使得检验

更为有效。

2.3 ADF检验

为了检验两组数据是否平稳，需要对这两组

数据分别进行ADF检验，从而达到数据平稳的效

果，见表1。

残差平稳性检验

检测值

及检测临界值

检测值

1% level
5% level
10% level

DQ1，DX1残差检验表

T统计值

-39.424 76
-3.435 423
-2.863 668
-2.567 953

可能性

0.000 0

DJQ，DJX残差检验表

T统计值

-18.132 81
-3.435 510
-2.863 706
-2.567 973

可能性

0.000 0

变量

DX1

常数

系数

0.061 922
（3.973 765）
0.057 311

（0.668 983）

变量

DJX

常数

系数

0.081 850
（1.718 056）
0.063 311

（0.140 673）

表3 两市场残差平稳性检验

单位根检验

检测值

及检验临界值

检测值

1% level
5% level
10% level

DJQ

T统计值

-18.063 57
-3.435 432
-2.863 672
-2.567 955

DQ1

T统计值

-39.032 62
-3.435 423
-2.863 668
-2.567 953

DJX

T统计值

-29.919 25
-3.435 423
-2.863 668
-2.567 953

DX1

T统计值

-4.058 439
-3.435 510
-2.863 706
-2.567 973

表1 DQ1、DJQ与 DX1、DJX的ADF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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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残差平稳性检验

在进行上述的线性回归分析之后，为了更深

入检验两数据是否具有持久的均衡关系，应对其

进行残差平稳性检验。两市场残差平稳性检验表

如下，见表3。
郑州动力煤期货价格和大连动力煤期货价格

的 ADF观测值分别为-39.424 76与-18.132 81，两

者都低于 1%置信水平下的临界值，所以，可以印

证两个煤炭市场的残差数据序列不存在单位根，

这也进一步表明了两个时间序列是平稳序列 ，这

表明 DQ1、DX1和 DJQ、DJX都通过了协整检验，

同时它们内部都存在长期的均衡平稳关系。通过

测试数据的显著性可以进一步说明，我国煤炭期

货市场是长期有效的。由所得出的线性回归模型

检验结果可知，煤炭期货价格的线性回归为正，

则可认为 DQ1、DX1以及DJQ、DJX都存在正相关

关系，两组都满足之前的协整关系检验。

2.5 ECM误差修正模型分析

经过上述的协整关系分析之后，为了避免所

研究问题虚假回归的出现以及增强所用模型的精

度和拟合度，通过 ECM误差修正模型来观测两者

在达到均衡时的偏差调整机制，从而能够更深一

步分析协整与长期协整的关系[14]，并对动力煤价格

采取进一步的探讨和研究，见表4。
表4 误差修正模型检验表

注：括号中是T统计值。

变量

DZX

E（-1）

系数

（4.522 770）
0.047 086

（-30.589 85）
-0.862 472

变量

DDX

E（-1）

系数

（2.969 513）
0.108 494

（-39.447 77）
-1.115 023

原假设

PRICEX 不是PRICEQ的Granger因果检验

PRICEQ 不是PRICEX的Granger因果检验

观测值

1 237
1 237

F统计值

2.779 99
7.843 93

可能性

0.062 4
0.000 4

表5 郑州煤炭 Granger因果检验

注：2阶滞后期

原假设

PRICEX 不是PRICEQ的Granger因果检验

PRICEQ 不是PRICEX的Granger因果检验

观测值

1 232
1 232

F统计值

1.905 98
3.619 85

可能性

0.065 2
0.000 7

原假设

PRICEX 不是PRICEQ的Granger因果检验

PRICEQ 不是PRICEX的Granger因果检验

观测值

1 227
1 227

F统计值

1.134 96
2.884 84

可能性

0.327 0
0.000 6

原假设

PRICEX 不是PRICEQ的Granger因果检验

PRICEQ 不是PRICEX的Granger因果检验

观测值

1 237
1 237

F统计值

0.119 43
2.176 51

可能性

0.887 4
0.113 9

原假设

PRICEX 不是PRICEQ的Granger因果检验

PRICEQ 不是PRICEX的Granger因果检验

观测值

1 232
1 232

F统计值

0.664 57
1.134 81

可能性

0.702 3
0.338 4

原假设

PRICEX 不是PRICEQ的Granger因果检验

PRICEQ 不是PRICEX的Granger因果检验

观测值

1 227
1 227

F统计值

0.706 04
0.875 64

可能性

0.746 8
0.571 7

注：7阶滞后期

表6 大连煤炭Granger因果检验

注：12阶滞后期

注：2阶滞后期

注：7阶滞后期

注：12阶滞后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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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表可知，郑州、大连两个商品交易所

煤炭价格的误差修正项 （ECM） 的系数分别

是-0.862 472和-1.115 023，反映了若当前煤炭价

格偏离长期均衡时，误差修正项向长期均衡调整

的反向力度分别是0.862 472和1.115 023。
2.6 Granger因果检验

在检测完协整关系和滞后阶数影响的大程度

之后。为了更具体深入地检验煤炭期货市场和现

货市场是否具有长期的相关关系，需要通过Grang⁃
er因果检验来对其进行更深一步的研究。

从表 5、表 6可以得出，大连商品交易所的动

力煤期、现货价格关系与郑州商品交易所的结果

是一样的。同时，大连煤炭期货价格也随着滞后

阶数的改变而改变。两者对其双方带来的影响是

随着滞后阶数的改变而改变，滞后阶数的增加导

致了其影响力变小[15]。而这也进一步说明了煤炭现

货对煤炭期货没有直接的影响，但相反煤炭期货

价格对煤炭现货价格却有着一定的引导和预测作

用，这在一定层面也表明了煤炭期货市场价格对

煤炭现货价格有一定的指导能力。

从上述两表中可以看出，选取的两个商品交

易所煤炭期现货价格存在 Granger因果关系，而他

们之间则更为具体地表现为动力煤期货价格对现

货价格起着正向影响，而现货价格则不能称之为

期货价格的 Granger原因。同时，大连动力煤期货

价格也随着滞后阶数的滞后而改变，他们的影响

数值随着滞后阶数的增加而变小。这也更深层次

地说明了煤炭现货对煤炭期货没有直接的影响，

而煤炭期货价格对煤炭现货价格却有着一定的指

导作用。最终也更清晰地表明了煤炭期货市场价

格对煤炭现货价格有一定的预测能力和价格发现

能力。

3 结 论

本文首先采用 ADF检验和协整关系检验，对

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其次通过误差修正模型和

Granger因果检验对煤炭期货市场价格和现货市场

的有效性进行了实证研究，最后在有效市场假说

的统一前提下，反映了动力煤价格回归均衡的速

度以及两者的关系。通过对煤炭价格的定量分析，

以及对动力煤期货市场价格和现货价格的Granger
因果分析，揭示了中国煤炭期货市场价格和现货

价格的相关关系，从而最终得到的结论如下。

1）煤炭期货价格以煤炭现货价格为基础，同

时期货价格又反作用于现货价格。期货价格和现

货价格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关系。

2）煤炭期货价格和现货价格呈现长期持久的

均衡关系，并在较短时间内不会发生大的改变。

通过协整关系可以看出两者之间长期均衡，并成

正相关的关系一直持续下去，而通过误差修正模

型则看出影响力度随着滞后阶数的改变而改变。

两者相互依存、相互影响。

3） 通过 Granger因果分析可以得出，动力煤

期货价格很大程度上对煤炭现货价格产生影响，

这也进一步验证了动力煤期货市场价格对现货价

格有价格预测和价格发现的功能，能够对未来现

货价格作出一定的反映和调节。

4）通过误差修正模型分析可以得出，动力煤

价格在偏离长期均衡关系时，能够以一个较为强

劲的力将之调整回长期均衡关系，使之能够持久

地使两者价格长期保持在均衡关系上下浮动。而

这也进一步说明煤炭期货价格和现货价格能够保

持一定程度的长期均衡关系，让期货价格更好地

发挥其价格发现等功能。

由以上检验结果可以看出，总体而言，煤炭

期货市场在过去的前几年经历了一个较长的下跌

区间。 虽然，煤炭期货市场还依然处在一个比较

不稳定的情形下，但如今的煤炭期货市场已经开

始呈现出好转的趋势。而煤炭期货市场经过多年

的调整和转变，也正在一步步的向更好的方向发

展。动力煤期货市场价格对现货价格的走势和发

展起到了一定的影响，并且对动力煤期货价格的

价格发现功能产生了积极效应，对现货市场提供

了调节的作用，同时也进一步影响着煤炭现货市

场的生产和消费，为煤炭行业的平稳发展奠定基

础，甚至能够让能源市场整体供求格局变得更稳

健和有效。

因此，通过上述对煤炭期货市场和现货市场

的实证研究可以看出，一方面我国应当加强完善

对国内期货市场价格调节机制，使得期货价格能

够更好地引导和调节现货价格市场的发展和运营；

另一方面我国应当建立健全煤炭期货市场，在原

有煤炭期货市场的基础上，加强对价格的监控和

反映。让煤炭期货市场能够更好地准确地反映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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炭期货市场价格，并且能够与现货价格相结合，

为煤炭行业乃至能源行业改革提供有利的数据支

持。从而更为有效地跟随我国“十三五”规划和

能源经济改革的步伐，让煤炭在此次改革中得到

更好地完善和升级，最终使我国的能源经济体制

趋于完善和能耗结构趋于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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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经济发展至今，日益突出的环境和气候变化

问题已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焦点。研究表明，进入

工业化阶段越早的国家，开始关注环境问题的时

间就越早，治理经验相应也越丰富。温室气体排

放是造成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进一步分析即为

碳排放。多数发达国家在碳减排方面的工作已推

行多年，并取得了一定成效。近些年，发展中国

家也在逐步加入碳排放治理的队伍，中国在此方

面展现出了大国形象和引导力。例如，在“十二

五”期间，碳强度下降幅度在 20%以上，非化石

能源占12%、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占全球的四分之

一，新的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占全球的三分之一。

“十三五”规划确定了到 2020年进一步将碳排放强

度下降 18%的目标[2]；中国向《巴黎协议》递交的

《自主减排贡献预案 （INDC）》中承诺，到 2030

年碳排放强度将比 2005年降低 60%~65%，中国的

节能减排工作将进一步推进[1]。
自 2018年 1月 1日起，中国正式征收环境保护

税，加强了污染控制及排污监管。但其中涉及的

大气污染物并不包括二氧化碳，中国的碳治理方

式仍较为谨慎保守。一方面，生态环境部已明确

发布信号，2020年后，将针对综合能耗 5 000 tce
以下或未纳入碳交易市场的企业征收碳税；另一

方面，碳税从理论走向征收的进程并不顺利，虽

经历多次讨论，至今仍未进行实质征收[3]。因此，

我国的碳治理途径仍以碳交易为主，2017年 12月
全国统一碳排放交易市场成立，但并不是系统内

的所有行业和企业均被纳入碳配额体系，中国统

一的碳市场当前仅包括电力行业[4]。
西方发达国家在碳治理方面走在了世界前列，

多数经合组织国家已开征碳税。自 1990年起，许

多北欧国家率先引入碳税。芬兰的碳税制度建立

比欧盟正式采用温室气体排放交易体系提前了 15
年。1991年，瑞典开始对化石燃料征收碳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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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挪威、荷兰、丹麦、法国、美国、德国、澳

大利亚等国家也陆续开展了碳税的征收工作[5]。虽

然不同国家的具体征收体系及模式存在差别，但

对这些国家进行的相关绩效评估分析表明，各国

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由于开征碳税而得以降低，减

少了能源消耗，同时促进了能源替代和节能减排

技术的开发和应用，也增加了就业岗位。可以看

出，碳税确实产生了良好的环境作用并反应了经

济效率。欧盟国家在低碳经济技术和产业发展方

面已经领先于世界，这与其早期引入碳税密不可

分。其中，科学合理的碳税制度设计和对实施节

奏的恰当把控是其成功的核心[6]。

1 文献综述

1.1 碳交易市场建立与发展文献综述

Rogge[7]研究了欧盟的碳排放交易系统，认为

其在控制碳排放方面发挥作用的同时，还可以增

强各部门的创新能力，其中电力部门的利好反应

最为强烈。汪明月等[8]基于不对称纳什谈判合作收

益分配模型，确定谈判后的合作收益最佳折扣方

案，给出了地方政府的减排收入分配系数及初始

收入分配矩阵。张颖等[9]认为我国的碳排放权交易

市场价格存在明显的波动和规律性，且波动幅度

较大，并指出我国林业碳汇造林的平均成本远高

于按目前碳市场交易价格所获得的平均收益，从

经济上来说是十分不划算的。赵选民等[10]以我国的

7个碳交易试点省市碳交易价格为研究对象，选取

了国内外的主要传统能源价格指标进行实证研究。

结果表明，传统能源价格与碳排放权交易价格之

间存在显著的负向关系。党庶枫等[11]认为在《巴黎

协定》所引导的碳交易机制的新趋向下，中国肩

负争取碳交易经济利益的压力，面临着碳市场连

接的风险与机遇，以及部门核证机制的制度挑战。

中国应在稳健有序的碳交易秩序建设中逐步摸索

碳市场连接。崔也光等[12]认为在我国试点地区中，

碳配额分配过多或过少、碳排放强度管制宽松或

过紧均会导致企业参与碳交易的动机下降，因此

合理制定配额是推动我国碳市场发展的关键所在。

1.2 碳税征收及影响问题文献综述

关于碳税征收问题，讨论较多的仍为碳税对

经济发展的影响及其减排效果。Dissou等[13]通过比

较碳交易和碳税政策，认为碳交易比碳税冲击更

小、更为稳定，但碳税可以实现更好的社会福利

和补贴。傅志华等[14]认为受覆盖面和调控范围限

制、碳市场中价格形成机制构建难度大以及可能

发生市场失灵等因素影响，仅凭借碳交易一种手

段并不能有效解决中国碳减排的所有问题。相比

之下，碳税的覆盖面更广、更为公平，且在中国

国情下，开征碳税具有立法效力更高和征收更为

灵活的独特优势。刘磊等[15]则认为碳税与碳交易同

时使用时，能够以较低的经济代价完成碳减排目

标。徐文成等[16]通过引入碳税、碳排放、碳存量以

及人力资本等变量对经典RBC模型进行拓展，发

现碳税改革不仅能降低碳排放和碳存量，而且会

通过影响人力资本的机制对产出形成正向影响。

刘传哲等[17]归纳了碳税动态变化及部门间差异化碳

税两大热点，通过对碳税收入 3种用途——并入财

政收入、削减扭曲性税收及建立专项基金的对比

分析，提出了我国碳税征收及使用的最佳路径选

择。蓝海燕等[18]提出考虑环境治理成本的量化碳税

设计思想，认为可以进行税收调节，从而达到政

府财税与环境治理的“双重红利”。

2 国外碳治理的发展现状及措施

过量排放温室气体一直是国际社会普遍关心

的环境问题。根据 《2018全球碳市场进展报告》

显示，全球共有 21个碳交易体系正在运行，碳市

场所覆盖的全球碳排放份额增至 2005年的 3倍，

达到近15%。全球碳市场覆盖范围的逐步扩张，为

应对气候变化和实现减排目标提供了信心和力

量[19]。
碳税是内化气候变化和纠正市场失灵的有效

选择。在已经提出的多种气候变化控制政策工具

中，碳税被看作是有效减少碳排放的重要经济工

具。在过去 10年左右的时间里，十几个发达国家

先后开征碳税，在降低国内化石能源消耗和减少

碳排放方面取得了可观的效益。欧洲采取碳税的

主要国家征收碳税的时间都较长，最短的英国气

候变化税也有 10年历史[20]。因此，碳税对欧洲国

家社会经济状况的影响逐渐显现。研究其特点，

从欧盟国家的碳税实施路径来决策我国是否实施

碳税政策、适合开征的时点、碳税的引入路径、

具体政策的制定、实施后的影响等具有很强的借

鉴和参考价值。

世界碳税实践经验基本形成了“全球学欧洲，

欧洲学北欧”的格局[21]。实施碳税的所有国家的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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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制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在全国征收的碳税制，

该类别主要集中在欧洲发达国家，可分为两个子

类。第一个子类包括芬兰、瑞典、挪威、丹麦和

荷兰。这些国家是世界上开征碳税最早的 5个国

家，在这些国家中，碳税作为明确的税种单独列

出，见表 1。第二个子类包括意大利、德国和英

国。这些国家开征碳税的时间晚于第一个子类，

而且这些国家的碳税是拟碳税，即碳税不是作为

单独的税种直接征收的，而是通过将碳排放因素

加入现有税收的税基来形成“隐形”碳税。另一

类是只在国内特定区域实施的碳税制度，主要包

括加拿大的魁北克省和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美国

的加州等地区。由于仅在某些地区实施，此类碳

税制度仍处于试验阶段。

3 国内碳交易市场的发展情况

近年来，在实现低碳经济发展目标的过程中，

我国逐渐加大对新能源汽车、火电减排、建筑节

能、资源回收、节能材料和环保设备等低碳新能

源产业的投资。同时，碳排放交易市场作为一项

有力的工具，通过市场调节机制实现碳减排，在

我国渐成体系，见表2。

国家

芬兰

瑞典

挪威

丹麦

开征时间

1990年

1991年

1991年

1992年

税率制定

逐渐增加，从每

吨二氧化碳 1.2欧
元到20欧元

逐渐提升，从每

吨二氧化碳 43欧

元到106欧元

制定了多样的税

收优惠政策，使实

际税率在不同行业

和能源产品之间存

在较大不同，从最

低的无税负到每吨

二氧化碳40欧元

从碳税开始征收

起，税率便制定在

较高标准，为每吨

二氧化碳13欧元

征收模式

经历三阶段：①1990—1994年，碳税

征收的初始阶段，基于能源产品中的含

碳量计税；②1994—1996年，税基是由

能源产品的含碳量和所含能量确定的，

两者的比例从 0.6： 0.4转变为后来的

0.75：0.25；③1997年至今，碳税计算

基础完全取决于能源产品燃烧释放的二

氧化碳，形成纯二氧化碳排放税[22]

将碳税附加于能源税，不同的化石能

源进行了差异化碳税税率设置。自 1995
年以来，通过考核 CPI指标，使得碳税

税率与通货膨胀率相联系

对石油产品和煤炭产品征税，天然气

产品税率为零。对于不同的行业税收优

惠及减免政策不同，并且存在一定的区

域差异。比如，造纸、冶金和渔业税收

优惠力度较大；北海地区享受的税收优

惠比大陆更多[23]

分两个阶段完成碳税的引入：1992—
1993年为第一阶段，当时开始对居民征

收碳税；1993年后为第二阶段，企业也

被纳入碳税的征收对象之中[21]

特点

①煤炭和天然气在生产活动中使用时不

征收碳税；②当使用低排放的生产方法时，

电力生产企业可以获得额外的补贴，而且

政府明确定义了低排放生产方式；③通过

制定工业企业的低电价和高能工业企业的

退税政策，保持国内工业企业的竞争力

①家庭所承担的税负重于企业；②电力

生产企业税收优惠政策更为丰富和完善；

③将碳税与所得税挂钩，碳税收入可弥补

部分个人所得税下降而造成的政府收入

减少

①挪威的碳税税率处于欧洲中等水平；

②为了维护本国竞争力，挪威制定了一系

列的碳税减免方案，减免办法体现了产业

差异和地区差异，但是地区差异带来的减

免幅度远远小于产业差异带来的；③对冶

金业和渔业的税收减免力度最大，其次

是造纸业，这种特点主要由该国行业结

构决定

①居民税负重于企业；②建立碳税等环

境税的收入再循环系统，主要受益低收入

和中等收入者；③丹麦的税收转移计划不

存在交叉补贴，消费者和企业获得的转移

支付数额是与其所缴纳的碳税数额直接挂

钩的

年份

2010

2011

2012

2013

2016

2017

2018

事件

10月，首次提出建立和完善碳排放交易制度

11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批准七个省市试点碳排放交易

6月，在深圳正式启动了中国第一个碳排放交易平台

12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布了《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

3月，《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条例》草案已提交国务院审议

截至 3月底，八大行业配额分配方法和标准线已完成；7月底，启动了注册登记制度，全国交易系

统开始运行；12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方案（发电行业）》正式发布，全国统一碳排放交

易市场成立

《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即将出台

表1 部分国家碳税征收模式对比

表2 中国碳排放交易重要事件及政策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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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 5年的试点工作和 1年的全国性交易，到

2018年年底，我国的碳排放交易量已达到近 8亿 t。
其中，湖北碳排放交易所贡献了最大的交易量，

占比超过40%；其次是上海碳排放交易所，交易量

约为 2亿 t。而福建、天津、重庆交易所交易量较

低，合计占比低于5%，如图1所示。

图1 2013—2018年各地区交易所碳排放交易量占比

在交易额方面，截至 2018年年底，我国累计

碳排放交易额在 110亿元以上，交易额度最大的仍

为湖北碳排放交易所，占比将近70%，遥遥领先于

其它省份。福建、天津、重庆碳排放交易所交易

次数低，交易额度也很小，合计占比约 4%，如图

2所示。

图2 2013—2018年各地区交易所碳排放交易额占比

从交易价格来看，2013—2018年全国碳排放

交易平均价格约为 14元/t，其中，仅湖北、深圳、

福建 3个交易所的交易价格高于全国均等水平，而

其他地区的交易价格均低于均等水平。最低的是

上海，仅为 2.44元/t。价格差异较大的主要原因是

各区域市场存在大量不确定因素，且配额预算出

现偏差等，如图3所示。

比较过去几年全国各地区碳排放交易价格，

可以看出，除天津和重庆交易量较小外，其余交

易所的价格基本维持在 23元/t左右，其中最高的是

北京碳排放交易所，达到52.72元/t，如图4所示。

图3 2013—2018年全国各地交易所碳排放交易价格统计

图4 2018年全国各地区交易所碳排放交易价格统计

4 碳税与碳交易模式对比

碳税和碳交易作为两种碳减排的主流手段，

在各个国家的碳减排进程中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而关于两种模式的效率性逐渐成为各国学者讨论

的重点，由于两者在征收对象、征收环节、作用

原理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因此适用于不同国情。

各国均应根据自身情况来选择适应本国发展的碳

减排模式。如下表从不同维度对碳税与碳交易模

式进行对比，以为各国碳减排方式的选择提供参

考（表3）。

5 政策建议

完善碳交易市场的立法与监管体系。科学完

备的法律体系是引导和规范碳交易制度有效运行

的必要条件，碳排放交易市场的体制改革涉及能

源、环境、价格、税收、金融等方面，如果没有

法律的保障，各项工作的进行将十分困难，无法

形成畅销机制，难以调动企业的参与积极性。从

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大多数是立法在前，建设

在后。要解决中国碳排放交易市场问题，有必要

解决法律法规的问题。在发展中国碳排放交易市

张皓月等：碳交易和碳税模式的对比研究

51



2019年第3期 煤 炭 经 济 研 究 第39卷

场时，应同步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和配套政策，建

立和完善碳排放交易市场监管体制，加强碳排放

额核定和管控的标准化。

合理确定碳配额，适当调节碳资产价格。我

国幅员辽阔，区域差异性大，交易所运行结果显

示各地区减排效果不一，且存在明显的波动性和

规律性，几个试点省市还时常发生零交易量、交

易不连续等情形。从各试点地区的碳 K线可以看

出，碳价最高的试点地区是北京市，但也不超过

60元，大部分地区都在 30元左右，而碳价过低的

主要原因在于超额碳配额。超额碳配额是因为碳

强度下降目标导致总量发放过多，而在后续配额

时没有及时进行调节，因此市场激励性不强。就

碳配额而言，可使用EU-ETS总量分配模式，在设

定排放总量之后，主要采用基准线方式进行配额，

基准线以可以参考行业减排标杆的排放水平。同

项目

征收对象

征收环节

作用原理

执行单位

（权 力 单

位）

监管机构

监管力度

减排效果

当前表现

碳税

化石燃料的一次购买的生产活动中需要使用化石燃

料的燃烧作为部分或全部动力来源的部门及企业
因为多数燃料的消耗来自于燃料一次购买部门的使

用，二氧化碳的排放也多集中于此环节，因此碳税的征

收应针对燃料的一次消耗环节

利用庇古税原理进行设计及征收，即税收能够补偿

经济行为负外部性。使得企业产生污染后带来的社会

环境成本等于企业为排污所应付出的成本，即最优碳

税税率应当等于边际环境损害成本

纳入正式税收系统，由税务机关（国家税务总局）

直接征收

依据“谁征收谁监管”原则，由税收管理权力机构

（国家税务总局）直接征收

由国税局负责征收及监管，力度较强

相较于碳交易市场，碳税的减排效果更强，监管也

更加规范。以日本为例，日本碳排放量在 2009年降至

12.06亿 t，比未实施碳税时降低 11.58%，首次比《京

都议定书》 规定的 1990 基准年度的 12.34 亿 t 低
2.27%。此外，政府将征收碳税所得收入投资补贴于

新能源环保技术的开发和推广。在众多方面的影响

下，日本成为太阳能、风能、智能电网、新能源汽

车、混凝土再利用等的开发技术和应用技术等方面的

世界领导者。它不仅大大提高了日本能源密集型行业

的国际竞争力，而且还抑制了过度的能源消费[24]

目前国内未开展碳税的征收，但国际上从 20世纪

90年代起，便陆续由国家开征碳税。北欧政府是该次

改革的首批尝试者，后来世界其他地区也开始了碳税

的尝试，主要是在北美。这些国家在国内部分地区实

施了区域碳税，如加拿大的魁北克省和不列颠哥伦比

亚省以及美国的加州等地区。与此同时，目前实施碳

税的多数政府都使用碳税收入来弥补其他减税导致的

财政收入下降。这种做法的理论依据正是环境税的

“双重红利”理论。通过利用环境税来弥补扭曲税收

的减少，在保护环境的同时促进了劳动力的就业和社

会投资，提高了整个税收系统的效率

碳交易

目前我国只针对电力行业企业开放碳交易，并对特定企

业进行配额，后续会拓展到其他各类行业，增加交易品种

企业根据自身碳排放目标及预算进行自主交易

在每个报告期初，政府综合各行业碳排放情况、企业

历史排污情况、社会减排目标等为企业制定该期间内的

碳税配额，各企业形成相应的碳资产。若企业在配额内

排污，则可将多余的配额在碳市场上进行交换卖出；当

企业排污超出配额，超出部分的减排成本高于市场碳价

格时，则考虑从市场上购买其他企业的多余碳配额，进

行排污
主要市场参与者有：政府（制定规则，分配配额）；交

易所（交易和清算）；控排减排企业（需求或供应来源）；

中间商 （倒卖配额）；第三方核证机构 （企业检查和控

制，CER认证）；咨询公司（开发CER，碳资产管理咨询

等）

主要为第三方核证机构

较弱

在碳交易体系下，市场本身是平衡的，配额总量固定，

是政府依据历史排放数据、减排目标及理论量化计算得

出的，因此排污总量相对稳定，能平稳推进减排目标的

实现。通过碳约束倒逼能源结构优化，使清洁能源更有

经济上的竞争性。但企业之间的配额确定难度较大，且

就目前碳交易市场的运行状况来看，市场交易并不活跃，

减排效果相对有限

目前交易尚未达到活跃有序，年行情在1~2次。当减排

成本高于市场碳价时，公司购买配额以避免自行减排造

成的过高成本。但是，由于碳排放的核算和核查无法实

时进行，因此目前并非企业每排放一吨二氧化碳就要进

行一次配额。现实情况是，排放核算是在一年中的某个

特定时间完成的，同时配额一次性清算缴纳。企业通常

在一个周期开始的时候获得碳配额，形成企业自身的碳

资产。而后在周期结束时核算实际碳排放，进行配额支

付。因此，碳资产的获取、使用和核算之间是存在一定

时间差的。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经验表明，大多数控排企

业更希望能在周期开始之前集中交易。但这会造成碳市

场大部分时间活跃度较低，不利于形成有效的碳价信号。

而对于控排企业，在获得碳资产后直至周期结束，碳资

产只能存在于企业账户中，而无法有效利用

表3 碳税与碳交易模式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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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历史强度下降情况可作为配额的辅助参考。

这可以引导企业降低碳排放强度，形成绿色低碳

发展机制。

考虑碳税与碳交易并行体系。通过上述比较，

可以看出两种碳减排方式碳交易和碳税各有利弊。

碳税的征收可以涉及更多行业和大多数企业，并

在短时间内即可达到一定的减排目标，减排效果

更好，但鉴于中国目前国情，立即征收碳税可能

会对经济产生较为严重的负面影响，这也是多数

学者在讨论是否征收碳税时的顾虑所在。而碳交

易虽然方式较为缓和，可从交易试点逐步推向全

国，有一定的经验可循，但这个过程相对漫长。

中国的碳交易市场不是很活跃，离预期的减排效

果仍然存在很大差距。因此，少部分学者提出考

虑碳税与碳交易相结合的方式，一方面，可以实

现较强的监管力度和较为规范的碳治理体系，利

于改善能源结构；另一方面，对经济的冲击力可

被控制在可承受范围之内，真正达到在经济发展

的前提下实现减排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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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已

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煤炭作为

我国的主体能源，实现高质量发展，不仅是我国

新的发展历史方位对其提出的新要求、新任务，

更是煤炭行业自身实现新旧动能转换、不断提升

内生发展动力的必然选择。

1 新时代高质量发展要求提高商品煤供应

质量

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对煤炭行业发展提

出了新要求：一是行业发展方式亟待深刻转变。

过去，我国煤炭的发展主基调就是扩能保供，煤

炭发展也是围绕人民群众用能的“硬需求”来呈

现。进入新时代，随着经济增速换挡、动力转换，

保供已经不是我国煤炭发展的重点和主要矛盾，

而是应该在如何提高煤炭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上下

功夫[1]。二是资源和环境对煤炭发展的约束加剧。

当前，资源与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制约能源乃至社

会发展的核心问题。实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强国的奋斗目标，既要煤炭行业提供强大物质

原动力，又对煤炭发展提出了更严、标准更高的

管制和约束。三是人民群众用能需求向多层次、

生态化转变。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社

会公众对环境风险认知和防范意识增强，使人民

对环境安全、环境质量改善诉求更加强烈，人民

对煤炭供给质量的要求不断提高。

煤炭行业面对新挑战，关键是要加快推动煤

炭清洁高效利用，落实国家环保政策和供给侧改

革的相关要求。商品煤供给质量直接决定了煤炭

清洁高效利用的成效如何，发电锅炉用煤质量的

大幅提高都将进一步促进节能减排。按照新时代高

质量发展要求，提升供给质量和服务水平，为煤炭

利用提供更加清洁、适用的产品是必然趋势。

2 商品煤供应质量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本文重点从生产 （供应） 端、商品煤供应方

式、终端用煤质量 3个方面分析了商品煤质量现状

及存在的问题。

2.1 生产端用煤

随着大量中小煤矿关闭退出，中大型煤矿已

新时代商品煤供应质量要求研判

陈 茜，任世华
（煤炭工业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北京 100120）

摘 要：新时代中国高质量发展对商品煤供应质量提出了新要求、新挑战，调研分析了商品煤供应

质量现状与存在的问题，从用户端分析了满足高质量发展的商品煤供应质量要求，提出了针对不同

用户提供定制化、优质化、高端化产品的发展定位，并提出企业提高商品煤供应质量的具体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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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生产主体。截至 2018年 6月底，全国共有生

产煤矿 3 816处，产能 34.91亿 t，其中，产能在

120万 t~500万 t之间的煤矿产能占 41.38%，千万吨

级大型煤矿年产能合计 65 040万 t，占全国总产能

的 18.63%。2018年，大型煤炭企业原煤产量 26.11
亿 t，占全国总产量的73.6%。

大型煤炭企业普遍重视商品煤质量，通过配

采、洗选加工、装车外运全过程的煤质管控措施，

提高商品煤供应质量。我国大型煤炭企业如国家

能源集团、伊泰集团、同煤集团、中煤平朔集团

等基本建立了自己的商品煤品牌和产品系列，各

产品系列的质量指标固定化，商品煤质量得到有

效保障。以国家能源集团为例，所生产供应的 7个
系列、数十种产品质量远超《商品煤质量管理暂

行办法》的要求，并打造了特低灰、低硫等特色

产品。

2.2 商品煤供应方式

2.2.1 煤电联营、中长协合同提高煤炭直供比例

在国家政策引导下，我国煤电联营取得一定

进展，根据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公布的数据，截至

2017年年底，煤炭企业参股、控股电厂权益煤电

装机容量增加到 3亿 kW，占全国火电装机的比重

提高到 27.1%左右。另外，国家发改委连续 3年发

文积极推动鼓励煤炭供需双方签订中长期合同。

据统计，2018年全国大型煤炭企业中长期合同签

订量 80%，秦皇岛港 23.07 MJ/kg（5 500 kcal）动

力煤中长期合同价格稳定在 560~570元/t的合理区

间[2]。煤炭直供直销减少了流通环节，确保了煤

源、煤质和煤价的相对稳定。

2.2.2 中小中间商供应仍大量存在

我国中小煤炭用户广泛存在，且单个用户用

煤量少，难以直接与大型煤炭企业签订直供合同，

商品煤采购主要依赖中小中间商。大多数中小中

间商经营的煤炭产品单一，没有对煤炭产品的煤

质指标进行标识，用户只能是买到什么煤用什么

煤，很难做到品种和质量均符合设备需要。在煤

炭运销紧张时期，有些中间商将高硫煤、煤矸石

等劣质煤掺混销售，使热效率下降、污染物超标

排放，给环保治理带来很大问题。

2.3 终端用煤质量

2.3.1 动力用煤质量

根据 2017年第 2季度动力用煤产品质量国家

监督抽查工作情况的通报，在所抽查的 19个国内

主要产煤省、市、自治区中，抽查企业合格率和

产品合格率为 87.5%[3]。部分区域出现合格率为零

的情况。本次抽查中，有 15家企业的 15批次产品

不合格，主要为氟（Fd）含量不合格，另有 2家企

业灰分实测值超过45%，其余多数动力用煤质量均

能达到《商品煤质量管理暂行办法》的要求[3]。各

区域氟含量和灰分情况，如图1所示。

1）发电用煤质量。2015年以来，我国发电用

煤质量相对比较平稳。通过调研山西、江苏、安

徽、新疆等地电厂发现，发电用煤质量整体略有

提高，但仍存在煤质指标下降、无法达到锅炉设

计煤质的情况[4]。以山西某电厂为例，该电厂入炉

煤的水分、硫分较前期明显改善，但灰分有所增

煤质指标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7年较为015年变化/%

低位热值/（kcal · Kg-1）
3 335
3 183
3 223
-3.3

全水分/ %
8.5
6.9
5.92
-30.3

灰分/ %
39.36
41.49
45.54
15.7

硫分/ %
1.34
1.17
0.91
-32.0

表1 山西某电厂入炉煤质量变化

表2 新疆某电厂入炉煤质量变化

煤质指标

空气干燥基水分/%
收到基灰分/%

干燥无灰基挥发分/%
收到基硫分/%

收到基低位发热量/（kJ · kg-1）

锅炉设计煤质

13.23
19.65
45.38
0.28
15.30

2017年
10.8
20.75
46.83
0.54
14.77

2018年
12.06
20.29
45.16
0.35
14.44

变化/%
11.7
-2.2
-3.6
-35.2
-2.2

陈 茜等：新时代商品煤供应质量要求研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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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表 1）。2018年新疆某电厂整体煤质较 2017年
提高，但灰分、发热量指标仍未达到电厂锅炉设

计要求（表2）。

图1 各省（区、市）检验的氟含量和灰分情况

2）分散燃煤。电力和工业集中燃煤以外的分

散燃煤，包括小锅炉、小窑炉燃煤，以及民用和

商业用煤，通常是灰分、硫分含量高的劣质煤，

燃烧效率低下，并造成严重的大气污染。近两年，

随着我国大力推进清洁煤替代政策，发布民用散

煤用煤标准，分散燃煤质量逐步提高。

京津冀地区民用散煤每年用量约在 4 000万 t
以上，主要为无烟煤和低变质烟煤。随着京津冀

地区洁净型煤生产和推广，以及优惠补贴等各项

政策的全面铺开，民用散煤结构变成了以低灰、

低硫的优质无烟煤和型煤供应为主，高挥发分的

低变质烟煤用量逐渐减少，但仍占有一定比重，

民用散煤供应中硫分、挥发分等指标仍有部分不

符合国家和地方强制性标准[5]。
2.3.2 炼焦用煤和高炉喷吹用煤

炼焦用煤和喷吹用煤质量标准比较完善。为

了满足冶金生产对焦炭的需要，采用低灰配焦煤

种，如 1/3焦煤、气煤等进行配煤炼焦，以保证焦

炭产品的最终灰分、硫分、磷含量等不超标。因

为用途的特殊性和用户的要求，我国炼焦精煤和

高炉喷吹用煤全部经过洗选加工，产品质量按照

国家标准执行，基本能够达到用户要求。

2.3.3 化工用煤

煤化工产业是高投入产业，考虑到气化炉的

气化效率和气化强度的经济性要求以及液化用煤

对煤质的特定要求，以及保证煤炭质量的稳定性，

煤化工用煤一般都经过洗选加工后利用，煤炭质

量较为稳定，基本能严格执行相关用煤质量标准。

近年来，一些煤化工项目出现了煤中有害元素腐

蚀设备的情况，应对煤中有害元素指标进行限制。

2.4 存在的问题分析

自 《商品煤质量管理暂行办法》 实施以来，

我国商品煤质量在供应端和用户端都有所提高，

但仍存在以下问题。

1）终端用煤质量还有待提高。通过调研多地

发现，电厂入炉煤仍有一些煤质指标下降明显，

对比电厂锅炉设计要求，绝大部分电厂入炉煤仍

未达到设计煤质要求。中小用户商品煤来源主要

依托中间商，用煤质量不高。

2）全国流通领域商品煤质量不均衡。在京津

冀重点地区的散煤供应和全国各省 （区、市） 的

动力煤市场中，都有煤质不合格情况，全国范围

内，仅有9个省（市、区）在抽查中全部合格。

3）对有害元素重视不足。很多生产企业和用

煤企业的煤质管理中未纳入有害元素指标，造成

有害元素成为全国范围内动力煤抽查不合格的主

要原因。

3 新时代用户端对商品煤供应质量的要求

结合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和要求，使用稳定、

均质、优质的商品煤是新时代用煤需求所在。具

体来讲，用户的要求包括提高产品质量和细化产

品分级 2个层次：一是进一步降低煤中灰分、硫分

以及有害元素提高整体质量；二是对应不同用煤

领域的技术和设备分等级精准供应产品。

3.1 电力用户——稳质化、高性价比

煤炭的种类和性质对电厂锅炉燃烧设备的结

构、选型、受热面的布置以及运行的经济性和可

靠性都有很大影响，因此，大中型电厂锅炉都是

根据一定的煤种设计。电厂锅炉对煤质指标变化

比较敏感，燃用符合或接近设计煤质指标的燃料，

机组的安全经济性、燃烧效率和环保性能最好。

相反，如果煤质指标变化幅度大则会损坏锅炉设

备并影响燃烧和排放情况。

我国已提出到 2020年燃煤电厂实现超低排放

的改造目标 （即在基准氧含量 6%条件下，烟尘、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浓度分别不高于10 mg/m3、
35 mg/m3、50 mg/m3），促使电厂对用煤质量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一般来说煤质越差，实现超低排

放的成本越高，煤中灰分、硫分、挥发分的增加

将直接导致供电煤耗的增长。根据煤炭科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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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成果，假定其他煤质指标不变，达到现有

环保标准的情况下，入炉煤灰分、硫分分别每增

加 10%、1%，采用煤粉锅炉和循环流化床锅炉发

电，供电标准煤耗分别增加约 3.5 gce/kWh、2.5
gce/kWh；烟煤挥发分每增加 10%，粉煤炉供电煤

耗约增加 6 gce/kWh，循环流化床炉供电煤耗约增

加 3 gce/kWh。随着供电煤耗的增加，燃煤电厂实

现超低排放的供电成本也随之增加[6]。
针对电厂不仅对挥发分、灰分、水分、硫分

等煤质指标有一定的要求，同时也要考虑用电成

本的需求，需要向其提供符合锅炉设计要求，且

煤质稳定、高性价比的煤炭产品。

3.2 燃煤工业锅炉用户——专业化、系列化

我国现有工业锅炉类型主要为链条炉、室燃

炉和循环流化床/沸腾炉。不同燃烧方式对燃煤的

品质和粒度都有一定的要求，传统工业锅炉实现

清洁化生产，对煤质的要求更为严格，同时还需

要根据锅炉所在地区进行区分以满足当地的排放

要求。

新型工业锅炉对煤质有特定的要求。我国高

效煤粉工业锅炉和水煤浆锅炉使用清洁优质煤燃

料，加之先进的燃烧技术，锅炉燃烧效率均能达

到 98%以上，污染物排放接近天然气锅炉排放水

平。我国自 2018年 12月开始实施的煤粉工业锅炉

用煤指标要求，见表3。
表3 煤粉工业锅炉用煤指标要求

由此可见，工业锅炉用户对用煤质量要求较

高，而且不同的锅炉用户使用的锅炉设备不同，

因此需要提供专业化、系列化的商品煤产品对应

不同的锅炉燃烧技术。

3.3 煤化工用户——精准化

现代煤化工成为我国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的重

点方向之一。煤炭气化、液化不同技术和设备对

商品煤等级细分提出了新的要求。新型煤化工项

目一般投资规模巨大，而煤质的各项指标参数对

煤转化过程的能量效率、设备的正常运行等影响

重大，因此，选用适合的商品煤产品，才能控制

成本、能效、保证项目的正常运转。

3.3.1 煤气化对煤种和煤质的要求

国内推广的煤气化技术种类繁多，既有我国

自主研发的清华炉、航天炉等炉型，也有国外引

进的鲁气炉、德士古气化技术等，加之我国煤种、

煤质复杂，因此目前为止还没有能够适应所有煤

种和煤质的气化工艺，每种气化工艺都有一定的

原料煤适应范围。不同煤质的气化参数和气化效

果也不相同，应依据原料煤资源及煤质特性选择

气化工艺。对于已建成运行的煤气化项目，按设

备最佳效能，精准供应煤炭产品。以固定床气化技

术为例，要求原料煤有一定的粒度，不具粘结性，

挥发分低，灰分低，灰熔融温度ST要大于1 200℃。

3.3.2 煤直接液化对煤种和煤质的要求

高阶煤反应活性差，液化收率低，一般来说

褐煤、次烟煤和高挥发烟煤是适宜直接液化的煤

种，还需要H/C比>0.7，挥发分>35%，灰分<10%，

活性组分＞65%，硫含量高对直接液化有利。

综上，煤化工行业细分市场众多，煤气化、

煤液化行业内又分为不同的技术和工艺。因此，

对于煤化工用户，需要提供定制化产品严格匹配

其使用技术和工艺，符合其使用习惯。

3.4 高炉喷吹煤用户——高端化

高炉喷吹对煤质的要求较高，喷吹煤要有高

燃烧性和反应性，高热值、低灰分，低硫量和低

爆炸性。此外，哈氏可磨性指数（HGI）也是高炉

喷吹用煤质量评价的重要指标，可磨性不仅决定

了粉碎时的耗电量和磨碎设备，更为重要的是可

磨性越差对喷吹管道的磨损越严重，使用优质煤

粉，可直接降低喷吹费用和对设备的损耗。因此，

高炉喷吹煤用户从整体上对煤质要求极高，且对

特定的指标有特殊的要求，应按照喷吹煤的要求，

实现高端化的生产和供应满足用户需求。

3.5 散煤用户——优质化、便捷化

根据中国煤控研究项目组发布的《中国散煤

综合治理调研报告 2018》，在各项散煤治理政策的

推动下，2017年散煤消费量同比减少 6 500万 t，
但仍占煤炭消费总量的 12.8%左右，可见散煤的使

项目

发热量（Qnet，ar） /
（MJ · kg-1）

全硫分（St，d） /%
全水分（Mt） /%
灰分（Ad） /%

挥发分（Vdaf） /%
磷含量（Pd） /%
氯含量（Cld） /%

指标要求

一级：≥24.24；二级：≥22.99；三级：≥20.90
一级：≤0.50；二级：0.50＜St，d≤1.00

≤18.0
≤16.0
≥28.00
≤0.100
≤0.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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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仍将长期存在。鉴于散煤治理存在数量大、分

布广、低空排放、无治理设施的特点，采用污染

控制措施治理难度大，因此还需要从源头提高煤

质减少污染。

相对于工业用煤，民用煤要求更加严格，需

要煤中灰分、硫分、挥发分和有害元素等含量更

低。同时，根据我国散煤用户具有覆盖面广、分

布较为分散、使用量较少，且散煤用户多位于交

通不便利的地区等特点，对供应方式和产品包装、

保存都有一定的要求。因此，我国散煤用户需要

的是优质化的散煤产品，方便快捷的购买与供应

方式以及便携化的小规格包装。

4 提高企业商品煤供应质量的建议

4.1 提高质量和商品煤洁净化度

我国原煤煤质灰分较高、硫分中等，煤炭资

源从东往西、从南往北煤种逐渐年轻化。随着煤

炭开采重心的转移，西部地区煤炭资源的大量开

发，造成原煤整体发热量大幅下降，东部深井煤

炭资源的开采，造成原煤灰分、硫分、含矸率明

显上升。

在原煤整体质量呈下降趋势、环保对煤质要

求越来越严格的形势下，供给端需要进一步加大

煤炭入选比例，达到应选必选的要求。同时，增

加洗选深度，由当前的脱硫降灰、均质化向增加

脱除包括汞、砷、磷、氯等有害元素发展，由洗

选25 mm以上块煤向全粒级精细化洗选转变。

4.2 细化产品分类，提高商品煤适配度

我国已分别制定了炼焦用煤、高炉喷吹、气

化、水泥回转窑、发电煤粉锅炉、链条炉等 10多
种工业和民用用煤技术条件标准，使煤炭生产供

应有所依据。现有标准对不同行业用煤技术条件

进行了限定，部分用煤标准如煤粉工业锅炉用煤、

发电煤粉锅炉用煤、水泥回转窑用煤等划分了用

煤等级。煤炭生产企业在用煤技术条件的基础上，

还应进一步细化产品分类，针对不同的技术和设

备用煤规格提供定制化产品，实现精准供应。

4.3 创新商品煤产品，引导用户用煤需求

结合用户用煤习惯，创新性的研究具有特殊

用途的高端商品煤产品，更加契合用户的使用要

求。例如，开展技术创新，开发超纯煤等新型洁

净煤产品，大力研发优质生物质型煤、耐火时间

长的型煤等；研发着火温度低、燃尽率高、微量

元素尤其是有害元素极低的新产品。

4.4 优化供应链渠道

大型煤炭企业和用煤企业签订大量中长期合

作协议，完善直供直销中长期合同的长效机制。

未来仍需提高中长期合作协议的比例，并保障合

同执行率处于较高水平。

对于不具备签订中长期合作协议的用户，通

过组建全国性或区域性煤炭交易中心解决交易双

方信息不对称、流通环节繁琐、流通成本过高的

问题。对于零散供应，根据散煤的消费特点，建

设配送中心、配送基地，完善生产配送体系，做

好生产配送一条龙服务。

5 结 语

商品煤供应质量满足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要

求，需要煤炭生产企业把商品煤作为真正的市场

产品经营，针对不同用户差异化、个性化需求，

生产满足细分用户的个性化产品，变产品推销为

市场营销，不断提高产品结构优化升级的能力，

大幅提高商品煤附加值，为新时代煤炭利用提供

清洁化、精细化的产品。

参考文献：

[1] 卢延国 .准确把握新时代我国能源发展的阶段性特征[EB/OL].
（2018-05-28） [2019-03-03]http：//www.in-en.com/article/html/
energy-2269020.shtml.

[2] 2018年度全国煤炭交易会 中长期合同签订超 80% [EB/OL].
（2017-12-04） [2019-03-03]http：//www.cwestc.com/newshtml/
2017-12-4/486803.shtml .

[3] 魏国庆 .2017年动力用煤国家监督抽查结果分析[J].煤质技术，

2017（6）：13-17，27.
[4] 任世华，吴立新，陈 茜 . 提高商品煤供应质量的措施研究

[R].2018：11-13.
[5] 麦方代，王东升，刘明锐，等 .京津冀地区洁净型煤使用现状

及建议[J].环境保护，2016，44（6）：25-27.
[6] 吴立新，任世华，樊金璐 . 煤炭高效清洁利用方式综合评价研

究[R].2017：30-51.

作者简介：陈 茜（1986—），女，山东枣庄人，助理研究

员，主要从事能源经济、企业管理等方面的研究。E-mail：chenq⁃
ian1239876@gmail.com

责任编辑：柳 妮

58



第39卷第3期 煤 炭 经 济 研 究 Vol.39 No.3
2019年 3月 Coal Economic Research Mar. 2019

0 引 言

能源消费人均占有量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

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标志。传统上认为人均

能耗越多，国民生产总值就越大，社会也就越富

裕。随着技术进步和经济转型，工业化阶段初期

和中期的能源消费一般出现缓慢上升趋势，当经

济发展进入后工业化阶段后，能源消费强度开始

下降[1]。当前新疆正处于“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

重要时期，探讨新疆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问题对新疆地区实现转变产业结构与经济发展方

式、实现“一带一路”核心区建设新目标具有重

要意义。新疆经济进入发展快车道，新疆经济增

长与能源消费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新疆能源

消费结构是否合理？新疆经济增长对不同能源的

依赖性如何等问题亟待进行研究。而研究新疆

能源消费及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对提高能源利

用水平、推进能源消费低碳化、绿色化、促进新

疆经济向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方向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

1 文献综述

国内对于能源与经济问题的研究探索基本是

将理论模型应用于中国的具体情况。赵丽霞[2]将区

域能源资源数据导入Cohh-Dougla模型中，得出了

中国能源资源消费与GDP经济增长的关系，并得

出二者呈长期均衡关系的结论。林伯强[3]对中国电

力消费与GDP增长的关系进行研究，得出经济增

长与电力消费间存在着长期的协整均衡关系。另

外，以赵进文[4]为代表分析得出不同地区间两种要

素之间的关系呈现多样性，内在关系会因为各种

因素的介入而存在差异。王如松[5]研究的主要是探

索能源资源流动的脉络以及生产、消费行为的动

力机制以及同生命支持系统间的相互作用关系。

陈操操等[6]通过对 1980—2008年北京市的相关数据

进行分析，得出存在从经济增长到能源消费单向

的因果关系。韩智勇等[7]通过Granger因果检验将中

国经济高速变化的 1978—2000年间GDP与能源消

费总量带入研究，得出二者之间存在着双向因果

性关系但不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周江[8]同样通过

新疆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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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nger因果关系发现，经济总量对能源资源消费

总量的短期影响远远大于长期影响。梁经纬等[9]通
过对 1953—2008年中国能源与经济数据分析以及

中国多年的能源消费政策变动，说明能源政策的

调整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而降低能源的

消费必然会对中国经济产生很大冲击。通过多种

研究分析表明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有着不可分割

的联系。

2 新疆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规模分析

2.1 能源消费规模

新疆是我国的资源大省，重要的能源生产基

地。新疆常规能源中煤炭、天然气、石油的储备

量站在中国能源储备的重要地位，分别占我国煤

炭、天然气、石油总储备量的 5%、23%和 16%，

其中天然气储备量为全国第一。同时，新疆在太

阳能、风能等清洁能源方面还占据天然优势。

从绝对规模来看，新疆能源消费总量呈现出

逐年增长的趋势，能源消费量不断加大。2000—
2017年，新疆能源消费量从 3 316.03万 tce增加到

17 391.7万 tce，增长5.2倍。

图1 2000—2017年新疆能源消费增长率趋势

从能源消费增长率角度看，新疆能源消费增

长率不稳定，波动较大，但总体呈上升趋势，新

疆能源消费年均增长率为 10.24%。由图 1可知，

2000—2004年新疆能源消费增长率快速增长，

2004年后呈下降趋势，2010年受金融危机及国际

国内大环境的影响，能源消费增长率直线下降达

到最低增长点 5.18%，低于年均增长率 5.06个百分

点。2011年受国内国际环境改善，能源消费迅速

增长，并且在 2013年达到最高增长率 20.70%，远

远高于年均增长率10.46个百分点。

2.2 经济增长规模

受西部大开发以及“一带一路”等政策环境

的影响，新疆经济快速发展。2000—2016年间新

疆经济总量呈平稳上升趋势。从绝对规模来看，

新疆生产总值由 2000年的 1 363.56亿元增长到

2017年的10 881.96亿元，增长7.9倍。

图 2 2000—2017年新疆经济增长率趋势

从经济增长率角度来看，新疆经济增长速度

快，波动较大，年均增长率为 13%远远超过同时

期我国年均增长率。由图 2可知，2000—2008年新

疆能源消费增长率稳步增长。2009年受金融危机

影响，经济增长率直线下降达到最低增长值

2.24%，低于年均增长率 10.8个百分点。2010年国

际国内环境改善，新疆经济增长率快速上升至

27.13%，高于年均增长率14.13个百分点。

2.3 能源消费增速与经济增速对比

2000—2017年，新疆能源消费增长率与经济

增长率都表现出波动性，且两者都呈现“Ｍ”双

峰型。由图 3可以看出，2000—2008年新疆能源消

费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变动保持一致性，2009年
受当时金融危机和国际国内大环境的双重影响，

经济增长率与能源消费增长率出现双低折点。

2010年国内国际环境改善，能源消费增长率与经

济增长率快速上升。2011—2014年新疆能源消费

增长率远远超过经济增长率，2012—2016年新疆

能源消费增长率远远大于经济增长率，这说明在

此年间新疆能源消费属于高耗能低产出的消费模

式。2017年之后，新疆经济增长率再次超过能源

消费增长率且能源消费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变动

保持一致上升，说明 2017年新疆进行产业结构调

整升级，新型工业化模式取得初步成效。

图3 2000—2017年新疆能源消费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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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能源消费结构与效率分析

3.1 能源消费结构

本文主要考察新疆化石能源为主的能源消费

及以水风电为主的清洁能源的消费结构。当前，

新疆已经拥有了 4大煤炭产业基地，分别为准东基

地、伊犁基地、吐哈基地、库拜基地。以煤电、

煤化工为主要作业并将煤发电后输送到东部的是

准东煤炭基地；吐哈煤田的主要任务为“西煤东

运”；伊犁煤盆地主要任务是由煤产品向石油产品

的转变，致力于使煤化工产品成为石油化工产品

的有效补充；库拜基地指库车、拜城地区，此地

区重点发展的是煤焦化产业[6]。此外，新疆还是我

国最大的风能基地——新疆大坂城风力发电场。

表 1 2000—2017年新疆能源消费总量及构成

从绝对规模来看，新疆能源资源的年消耗量

较大且以煤炭消费为主。由表 1看出，2017年的煤

炭消耗量为 11 548.08万 t，比 2000年的 2 109万 t
增长 5.5倍。石油消费量从 2000年的 772.63万 t增
长到 2017年的 2 313.096 1万 t，增长 2.9倍。天然

气消费量从 2000年的 285.18万 t，增长到 2017年的

1 530.469 6万 t，增长 5.4倍。水电、风电、太阳

能等清洁能源由 2000年的 149.22万 t，增长到

2017年的 2 000.04万 t，增长 13倍远超过其他能源

增长量。由此可见，新疆加大对清洁能源和绿色

能源的利用，在能源结构优化方面做出较大努力。

从各能源消费的占比来看，2000—2017年间

煤炭消费占能源消费的比重远远大于其他资源的

占比，并且维持在 56%～66%之间。石油消费占能

源消费的比重不断下滑，由 2000年的 23.3%下降

到2017年的13.3%。随着新疆对能源资源消费结构

的不断调整以及风能基地的建设，水电、风电、

太阳能等清洁能源占能源消费的比重逐年上升，

由 2000年的 4.5%上升到 2107年的 11.5%。由此可

见，能源资源消费结构的调整获得成效。

3.2 能源加工转换效率

能源加工转换效率是反映能源在加工、转换

过程中能量的有效利用程度，是考核能源加工、

转换技术水平及管理水平高低的重要依据。

表 2 2000—2017年新疆能源加工转换效率 %

由表 2能源加工和转换效率来看，由于新疆经

济和技术的原因，能源利用效率相对较低，且能

源利用总效率由 2000年的 73.6%下降到 2017年的

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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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源消费

总量/万 tce

3 316.03
3 496.44
3 622.4
4 064.43
4 784.83
5 506.49
6 047.27
6 575.92
7 069.39
7 525.56
7 915.18
9 474.46
11 293.68
13 631.79
14 926.08
15 651.2
16 302.01
17 391.7

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 %

煤炭

63.6
60.4
62.2
60.3
61
56.1
56.7
57.8
61.7
65.9
65.7
66.9
66.8
66
65.1
65.8
66.5
66.4

石油

23.3
21.6
20.5
21.7
20.1
26.2
24.7
23.9
20.3
16.9
15.3
14.9
14.9
13.7
12.4
13.2
13.9
13.3

天然气

8.6
13.2
12.7
13.1
15
13.7
14.3
14.1
13.1
12
13
12.9
12.5
12.5
15.2
12.4
10.1
8.8

水、风、太阳能

及其他能源

4.5
4.8
4.6
4.9
3.9
4
4.3
4.2
4.9
5.2
6
5.3
5.8
7.8
7.3
8.6
9.5
11.5

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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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效率

73.6
73.7
73.6
73.8
70.2
72.3
74.8
73.3
73.8
73.5
75.3
74.9
71.4
69.6
68.5
65.7
66.5
66.2

发 电

26.6
26.1
26.8
26
25.9
27
27.8
28.6
30
30.4
33.5
34.8
34.9
35.9
37.2
38.4
39.8
39.6

供 热

75
74.6
73.5
78
70.3
77.7
76.7
73.5
76.6
77.4
76.1
75.4
76.2
78
79.5
81.2
81.4
81.6

炼 焦

89.4
78.2
83.4
92
78.8
75.7
85
86.3
84.8
82.2
80.3
82
82.60
79.9
81.8
81.1
83.30
84.8

炼 油

94.7
97.4
96.8
97.9
96.2
97.1
97.6
96.4
96.6
96.3
96.8
97
97.2
98
98.5
97.8
96.4
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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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2%。由于“电力援疆”和新能源跨省跨区现货

交易，新疆发电的能源转换率由 2000年的 26.6%
上升至 2017年的 39.6%；供热由 2000年的 75%上

升至 2017年的 81.6%；炼焦由 2000年的 89.4%下

降到 2017年的 83.8%；炼油由 2000年的 94.7%上

升至2017年的97.4%。由此可见，近年来新疆作为

能源大省，单位 GDP 能耗依然过高，总体利用效

率偏低，使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面临严峻的形势。

《新疆“十二五”发展规划》也进一步提出在建设

资源节约型社会中节能降耗的要求，要强化节能

减排目标责任评价考核，对于在建和新上项目，

要做好节能评估预分析，应严格执行国家的能耗

和环保标准，要从基础和源头上把关，对于已有

的能源消耗企业，要增加治理环境污染的力度，

提高技术含量，使超出行业标准的能耗降下来。

因此，控制能源消费总量，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也

是新疆乃至全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所面对的重要

课题。

4 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影响分析

为了说明能源消费对新疆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本文把煤炭消费、石油消费、天然气消费及水风

电清洁能源这 4种能源作为投入要素，利用 SPSS
软件对新疆 2000—2017年的能源消费数据进行多

元回归分析。且采用柯布—道格拉斯（C-D）生产

函数对函数进行回归分析：

Y = ACαPβGγHθ

ln Y = ln A + α ln C + β ln P + γ ln G + θ lnH
式中：C为煤炭消费；P为石油消费；G为天然气

消费；H为清洁能源消费；Y为新疆生产总值。令

C、P、G、H为自变量，Y为应变量，结果如下。

表3 模型摘要

由调整的判定系数（0.992）较接近于 1，可知

线性方程整体拟合效果较好。即： 新疆生产总值

可以被煤炭消费量、石油消费量、天然气消费量

和水风电消费量很好的解释。又由调整后的R平方

为 0.989可知，4种能源消费量一共可以解释生产

总值98%的变化量。

表4 ANOVA

方差分析显著性值=0.000＜0.005，表明自变

量与因变量线性关系显著，即新疆生产总值与煤

炭消费量、石油消费量、天然气消费量和水风电

消费量存在较为明显的线性关系。

表5 系数

由表 5 可知，在显著性水平 α为 0.05的情况

下，自变量 P与自变量 G的显著性水平大于 0.05，
因此未通过 T检验。自变量C与自变量H，回归系

数显著性 T检验概率 p值都小于显著性水平 α，由

此可以拒绝原假设。其与被解释变量的线性关系

是显著的，应保留在方程中该线性回归方程为

Y = -1 051.346 + 1.399C - 2.489H
研究结果表明：新疆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

间存在极高的关联度，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有明

显的影响。其中煤炭消费与清洁能源的消费通过

检验，煤炭消费的系数为 1.399，说明煤炭消费对

经济增长具有正向影响，即当煤炭消费量每增长

一单位，新疆生产总值增长 1.399个单位。水风电

等清洁能源系数为-2.849，说明对经济增长有显著

的负向影响，即每消费一单位的清洁能源，新疆

生产总值就会下降 2.489个单位，因为清洁能源的

消费成本较高，所以带来生产总值的负向变动。

但在长期中，清洁能源的消费能带来能源效率的

提高、能源消费结构的优化，将促进经济的增长。

因此，长期看清洁能源消费能对经济增长产生正

模型

1
R

0.996a
R 平方

.992

调整后的

R 平方

0.989

标准估算

的错误

279.699 206

Durbin-Wat⁃
son（U）
2.561

模型

1
回归

残差

总计

平方和

97 726 047.343
782 316.460
98 508 363.803

自由度

4
10
14

均方

24 431
511.836
78 231.646

F
312.297

显著性

0.000b

模型

1

（常量）

煤炭消

费量/万 t
石油消

费量/万 t
天然气

消费量/亿m3
水风电消费量

非标准化系数

B
-1 051.346
1.399

0.006

-0.015
-2.849

标准错误

312.015
0.175

0.406

0.666
1.222

标准

系数

β

1.318

0.001

-0.003
-0.330

T

-3.370
7.975

0.016

-.022
-2.333

显著性

0.007
0.000

0.988

0.983
0.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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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影响。从煤炭、石油、天然气、水风电清洁能

源的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进行分析看出，煤炭

资源对新疆经济的贡献率最高，煤炭消费对经济

的拉动作用更大，清洁能源对新疆经济的拉动作

用不明显，由此得出新疆能源消费主要为煤炭消费，

经济增长主要为高耗能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

5 结论与建议

5.1 主要结论

1）新疆能源消费的增长促进了经济总量的增

加，主要以煤炭等传统能源为主，清洁能源消费

比重较低，对新疆经济的拉动作用不大，经济发

展依赖于高能耗的煤炭消费，高能耗激发的经济

增长说明新疆依然是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的

粗放型模式。大量煤炭、化石能源的使用必将带

来环境的污染，能源消费结构不合理，亟待优化。

2）从新疆能源构成角度看，煤炭做为新疆第

一能源消费的同时，水电、风电、太阳能等清洁

能源消费也在不断提高，可见新疆仍在继续加大

对绿色清洁能源的消费。从长远角度分析，水风

电等清洁能源具有较大发展潜力，将成为新疆能

源未来开发的重点方向，虽然目前新疆的经济增

长属于资源开发型的粗放式发展模式，但新疆也

在努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走新型工业化的道路。

3）新疆能源利用率逐年提高，但高耗能产业

所占比例还很大，能源利用效率还有较大的提升

空间。新疆在能源资源开发利用加工转换过程中，

技术转化、节能减排、环境保护和治理还不够优

化，亟需进一步加大科技投入，实现能源资源高

效转化和高效利用。从长期来看，提高能源效率、

优化能源结构对经济增长能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可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5.2 对策建议

5.2.1 加快经济模式转变

现今新疆仍属于粗放型发展和外延增长型发

展，此种发展模式极其容易造成大量的资源浪费，

应加快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提高经济增长的质

量，争取将过去若干年新疆经济变化的量变程度

延续成为将来若干年的质变程度。加快新型工业

化发展，建立完善资源消费管理系统，系统有效

的提高能源资源的利用效率，节约能源资源、降

低能源消耗，将依靠能源消费的发展逐渐转换为

依靠资金、技术、人才、创新的发展。

5.2.2 调整产业结构，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新疆促进能源消费结构的优化与升级，应该

从战略性视角对能源消费结构进行调整，致力于

发展高附加值、低能耗的产业部门，加大对第三

产业的发展力度。充分利用国家对新疆经济发展

的优惠政策扶持环保产业的建立与发展，逐步对

耗能与效率不成正比的产业进行整改与剔除，实

现产业结构的逐步升级换代。要以能耗结构优化

为基础，落实能源消费结构多元化战略。由于煤

炭仍然是新疆主导的能耗源，所以必须加大对资

金和人才投入，加快洁净煤技术的发展，提高煤

炭能源的转换率，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5.2.3 发展清洁能源

加大新能源的开发力度，逐步实现更集约、

更清洁、更环保的能源资源消费结构，扩大清洁

能源的利用程度与范围。加大投入研发关键技术，

利用新疆的天然优势，努力建成风能和太阳能系

统研发中心，大幅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改变以煤

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现状。加大对重点清洁能源行

业和产品的投入，加强能源生产企业人才培养，

并予以优惠政策倾斜，扩大能源生产企业的信贷

和投融资渠道，降低企业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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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不断加快，各国间

采矿设备的贸易往来更加频繁，为提高贸易的

便利度和畅通性，各国正在积极加强检测检验

认证合作。我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

倡议，为现阶段我国与沿线国家的采矿设备检

测检验认证深度合作提供了重要机遇。由于印

度的采矿设备法规标准、认证体系、检测检验

等方面与我国均存在差异，形成了安全认证技

术壁垒。

通过对比分析我国与印度采矿设备检测检验

认证存在的差异，研究合作互认评价关键技术和

风险管控技术，为我国与印度采矿设备安全认证

合作互认创造技术基础并提供重要借鉴，为加速

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采矿设备安全认证合

作互认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同时，印度作为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印度的采矿设备检测检

验认证进行国别研究，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1 我国与印度采矿设备认证体系对比分析

1.1 印度认证体系

印度对涉及矿山安全及员工健康的采矿设备

实施强制性的安全准入认证管理[1]，采矿设备认证

体系与国际主流产品认证体系基本相同，但印度

矿山特点更为复杂[2]，印度采矿设备认证由印度矿

山 安 全 管 理 总 局 （Directorate General of Mines
Safty，简称DGMS）负责实施，通过认证后，颁发

DGMS证书[3-4]。

1.1.1 认证范围

2015年，印度劳工部颁布了《审批政策》 [5]，

明确了纳入前置性安全准入认证管理的采矿设备，

主要包括：环境监测仪器和装置；救援器材；电

气设备和电缆；个人防护设备；用于矿业操作的

机械和其他设备；爆炸物和配件；井下安全材料；

矿山顶部和侧壁支撑设备和附件；矿用抑尘/防尘

系统；用于井下、油田和天然气矿危险区域的所

有类型照明设备；矿山安全管理总局认为需要进

行审批的其他特定设备、材料和器材。

我国与印度采矿设备检测检验认证合作互认研究

王淑博，姚 源
（安标国家矿用产品安全标志中心有限公司，北京 100013）

摘 要：通过对比分析我国与印度采矿设备检测检验认证存在的差异，研究合作互认评价关键技术

和风险管控技术，为我国与印度采矿设备安全认证合作互认创造技术基础并提供重要借鉴，为加速

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采矿设备安全认证合作互认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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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认证类型

产品认证类型分为：特殊指令的申办和一般

指令的申办。特殊指令的申办认证模式为：型式

试验+工厂评审+技术审查+认证监督，证书有效期

为 3年。列入特殊指令的产品主要包括：防爆电气

产品、井下机车、钢丝绳、支架、炸药等；一般

指令的申办是指申办过程中不需要工厂评审检查

环节，认证模式：型式试验+技术审查+认证监督，

证书的有效期为3年。

1.1.3 认证程序

印度矿山安全管理总局认证流程主要包括：

受理、技术审查、井下试用、发放正式证书。

印度矿山安全管理总局不承担产品检验和工

厂评审。申请证书需先取得由印度国家认可的

CIMFR（中央矿业与燃料研究所）、ERDA（能源

研发和发展管理机构）、CPRI（中央电力研究机

构）、ERTL（电子区域测试实验室）等检验机构出

具的检验报告，否则印度矿山安全管理总局不予

受理。对于进口产品，印度矿山安全管理总局可

直接采信 IECEx（国际电工委员会防爆电气产品认

证）和ATEX（欧盟防爆认证指令）产品证书和报

告，以及 IECEx和ATEX体系下工厂质量体系检查

报告和证书[6]。工厂评审由印度国家标准局 （Bu⁃
reau Indian of Standards，简称BIS）负责[7]，其依据

1986年国家标准法案的要求对产品生产企业进行

工厂评审，并颁发BIS工厂体系管理证书。

1） 申请。DGMS证书的申请人原则上是法人

单位，印度境外企业申请认证时，需委托印度境

内注册的企业作为代理进行申请，且国外制造商

和印度代理商须共同承担产品质量及合格评定程

序的所有责任和义务。

申请书内容包括：申请人情况说明、申请人

与印度代理商的委托协议、企业生产能力说明、

生产设备清单、质量控制设备清单、试验设备清

单、ISO9000质量体系证书、企业质量方针、生产

工艺流程图、产品检验报告、产品具体描述及图

片、产品配套件清单、产品保护形式和已取得的

习惯证书等材料、产品说明书、图纸以及关于防

爆保护的技术参数说明、其他第三方机构测试报

告和证书。

2） 受理识别。DGMS办公室接收到申请后，

首先要判别申办的产品是特殊指令还是一般指令。

如果申办产品属于特殊指令，企业在申请DGMS证书

前，需先向国家标准局申请工厂审查，取得BIS证书。

3）资料审查/受理。DGMS的办公室主管接收

到申请资料以后，对资料进行初审，首先要核查

是否提供了检验报告，如果提交的报告不满足

《审批政策》第 7条规定，退回申请材料，并要求

企业补交材料。若资料齐全，在申请书的封皮上

签字，并将封皮复印件归还申请人，表示已接收

资料，同意受理。申请书主要审查以下内容：①
是否按照审批政策正确填写了申请表格并由签字

人签字；②按照提交的记录信息，公司是否真实

存在；③是否提供了所有要求提供的信息；④是

否提交了所有已认证的附件；⑤申办产品属于特

殊指令的，还需审查其 IECEx、ATEX体系下工厂

质量体系检查报告和证书，或者BIS工厂体系管理

证书；⑥对提交图纸的审查；⑦对检测报告、设

计图纸、技术报告等的审查；⑧工厂评审报告。

4）技术审查。技术审查分机械审查和电气审

查，DGMS下设机械部和电气部[7]，对于采煤机、

掘进机、侧卸式装载机、刮板运输机、皮带运输

机、转载机等牵涉机械安全的产品，由机械审查

官员进行机械审查，通过以后再转交电气部审查。

对于起动器等防爆电气设备，无须机械审查，直

接由电气部审查。在审查过程中，审查官员若发

现问题，会要求申请人对申请材料进行必要更改，

若缺少资料则需要补充。

技术审查主要是审查产品设计是否满足印度

相关标准要求、煤矿安全使用的相关要求与规定，

主要对生产企业提交的图纸、使用说明书、产品

检验报告等技术资料进行专业审查。审查通过后，

DGMS官员向企业签发井下试用批准函。

5）井下试用程序。申请人收到井下试用批准

函后，根据《审批政策》中的规定，对不同材质

不同种类的产品进行为期 3个月到 1年的井下试

用。井下试用主要是通过矿山井下现场运行来考

核产品的安全性能和使用性能，用户针对产品的

使用情况编写性能报告并提交给DGMS，DGMS官
员也会不定期的监督井下试用的情况。

6） 证书发放。DGMS对用户出具的井下试用

性能报告、各种评估材料和报告进行综合审查，

综合审查合格之后发放证书，证书编号标注在产

品明显的位置，周期证书的有效期为 3年。参数发

生变化时，需要进行变更申请。

7）监督管理。DGMS官员每隔3个月到煤矿监

王淑博等：我国与印度采矿设备检测检验认证合作互认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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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检查产品的使用情况。

1.2 我国安标审核发放体系

我国矿用产品安全标志管理的范围主要包括：

电气设备，照明设备，爆破器材，通讯、信号装

置，钻孔机具及附件，提升运输设备，动力机车，

通风、防尘设备，阻燃抗静电产品，环境、安全、

工况监测监控仪器与装备，支护设备，采掘机械。

安全标志审核发放类型根据申请企业的实际

情况分为：首次申办、延续申办、变更申办、扩

展申办、批次申办。除批次申办的证书为批次有

效外，其他日常安全标志证书有效期为5年。

安全标志审核发放主要环节包括：申请与受

理、技术评估、产品检验、工厂评审、综合审查、

证书发放、获证后的监督。

1.3 差异性分析

从管理范围来看，中印两国的表述稍有不同，

但整体差异较小，均对矿山井下高危环境中使用

的涉及人身健康和财产安全的设备进行管理，防

止因设备的安全隐患引发事故。

从管理程序来看，主要在产品检验与工厂评

审、井下试用 3个环节存在差异。DGMS本身不承

担产品检验与工厂评审，但他们要求申请前需取

得由国家认可的 CIMFR、ERDA、CPRI、ERTL等

检验机构出具的检验报告，且申请时提交的材料

包括 ISO 9000体系证书，并对特殊指令的产品，

审查其 IECEx、ATEX体系下工厂质量体系检查报

告和证书，或者 BIS工厂体系管理证书。这说明

DGMS认证的产品在下井试用前仍然需要进行检

验，且对工厂质量保证能力有相应的要求。DGMS
在发证前，还需要先进行井下试用，而我国的一

般采矿设备没有相关要求，针对没有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的新产品需要进行井下试用，但在使用

前必须要先取得准许工业试验的安全标志证书才

可以下井。先下井试用再发放证书可以更全面、

科学的了解产品在井下实际使用时所带来的安全

隐患及事故风险，给予证书更高的可靠性。

DGMS认证的监督检查是每 3个月在煤矿进

行，我国矿用产品安全标志的监督检查是依据产

品安全需求和生产企业的信誉程度在设备生产企

业进行，根据产品的安全影响程度，每 1~2年进行

一次监督评审，必要时进行监督检验。在煤矿进

行监督检查可以更好地了解设备在井下的实际运

行状态，但由于我国安全标志审核发放机构没有

对煤矿进行安全监察的职能，因此无法在用户端

进行监督。

2 管理依据对比分析

2.1 印度认证依据

DGMS认证依据的标准主要来源于印度国家标

准局制定的矿用设备系列标准[8]。DGMS认证管理

程序主要依据印度劳工部颁布的 《审批政策》，

《审批政策》适用于煤矿、非煤矿山及油田所用设

备、机械、装置等其他材料的安全性能评估及认

证，明确规定了管理范围、审核程序和各类要求。

2.2 我国管理依据

我国矿用产品安全标志管理主要依据国家标

准（GB）、煤炭行业标准（MT）、安全生产行业标

准（AQ），依据机械、化工等行业标准，还有国家

有关规章，包括《煤矿安全规程》《金属非金属矿

山安全规程》等。安全标志审核发放程序主要依

据经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备案的安全标

志管理文件依据，在此基础上补充制定相关工作

规则、细则，形成安全标志审核发放实施规则。

2.3 管理依据差异性分析

我国与印度除了在标准层面存在国别差异外，

我国安全标志管理还需依据国家矿山领域规章中

涉及安全的要求。在管理程序方面，我国在国家

备案的文件要求之外，还做了更加系统、细化，

安全标志审核发放实施规则，覆盖了纳入安全标

志管理范围的所有采矿设备，包括采矿设备涉及

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对安全标志从申办到发

证全过程都有明确的要求和规定，更加科学，也

更具可操作性。

3 检测检验认证合作互认关键技术

中印两国在认证管理体系、管理依据存在差

异，两国采矿设备贸易将面临相关认证的技术性

壁垒，为促进两国贸易便利化，寻找两国在采矿

检验认证合作互认的关键技术十分必要。

3.1 标准评估技术

两国合作互认过程中，在选择执行标准和执

行标准条款时，针对不同产品，在分析、确定产

品类型基础上，通过对比分析与评价两国产品的

标准规范，结合产品使用国家的使用环境及安全

要求等特点，找出产品标准的关键异同点及对安

全性的影响，形成标准差异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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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差异化处理技术

在标准差异性处理方面，根据国家、产品的

自身特点，采用产品标准分别执行、协商处理、

精简等处理技术方法；在认证程序差异性处理方

面，可以根据相应国家认证体系的程序、机制，

采用统一程序、取长补短、求同存异等处理技术

方法；在检测检验技术方法差异性方面，根据实

验室及产品自身特点，采用国际互认的检验方法、

能力验证与比对等处理技术方法。

3.3 风险管控技术

合作互认涉及不同的国家，其政治、经济、

外交存在很多不确定因素，在法律依据、差异性、

企业、认证机构、检测机构、监督方式等方面产

生很多不确定因素，使得合作互认中面临各方面

的风险。

1）认证体系的差异性。包括标准、检测检验

技术方法、工厂评审、证书管理等方面，在对不

同认证体系的理解或执行上的偏差，都将造成极

大风险。

2）认证机构。认证机构是实施认证工作的主

体，其合法性、能力水平以及相关认证人员在一

定程度上决定了认证质量的优劣，从而给国际互

认带了巨大的认证风险及法律风险。

3）检测检验机构。检测检验机构的能力和资

质是保证安全性能验证符合相关要求的基础，同

样是国际互认风险的重要来源。

4）生产企业。矿用产品生产企业是申请认证

的主体，在不同国家的法律体系、诚信体系下，

生产企业的法律责任、经济责任都有不同程度的

差异。

5）其他风险。不同国家、地区的政治等存在

很多不确定因素，也会对互认带来一定的影响。

例如英国脱欧后，英国的认证机构是否能够持续

成为欧盟制定的认证机构尚且未知。

通过对风险点的识别，建立针对性的风险管

控对策，确保两国合作互认的有效性。

4 对策建议

1） 建立信息管理平台。通过共享信息平台，

共享关键认证技术、互认合作机构认证规则，以

及相关国家的法律法规和制度。通过信息平台，

拟统一管理指定的认证机构、检测机构的认证人

员信息，检测机构的信息管理、认证材料和进度

的管理等。

2）举办安全认证国际会议，加强认证标准和

认证体系内容的交流。中印双方共同举办矿用产

品安全认证国际会议，增强与认证机构交流，探

讨标准差异性，积极组织专家对标准、检测检验

技术及方法等方面进行系统性的差异化分析，并

评估相关技术风险及管控措施。通过召开会议，

以书面的形式确定差异的具体内容，作为合作认

证操作过程中的指导文件，并不断进行更新。

3）推动中印政府部门间合作。通过中印两国

加强政治上的交流和合作，从而推动企业间互信。

中印两国可定期进行政府官员互访、交流两国技

术法规、技术标准及合格评定等方面的最新信息，

并做好相关协调工作，必要时组织专门的研讨会，

从而在政策和技术层面上提供贸易便利化的基础，

进一步推进更深层次的合作与互认。

4）鼓励检测机构走出去。印度DGMS虽然不

认可海外认证机构/检测实验室的合格评定结果，

但BIS认可印度境内的外资检测实验室，作为强制

注册检测实验室，例如 TUV，BESEFFA。我国有

能力的检测机构也可根据市场需求，考虑在印度

设立或者与印度机构合作建立检测机构，开拓印

度认证检测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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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煤矿巷道的开采过程作为一种多工序多工艺

的施工方案，需要考量多方面的影响因素，例如

在相关的开采实施过程中，受到诸多外在环境的

影响，包括地理条件、技术设备、仪器设备、操

作的熟练程度等，很多施工队在具体的施工过程

中，由于其环境上的差异，煤炭的硬度、顶板质

量、瓦斯含量等诸多的外部条件之间有很大的关

联性。煤矿在具体的考核和管理过程中，关注更

多的是开采绩效，相关管理工作在具体实施过程

中，也存在诸多亟待完善的地方，如对管理者主

动性没有给予较大的重视和必要的关注，进而使

得很多人在工作的过程中，经常做表面工作，没

有取得较为理想的工作成果；考核指标在制定的

过程中，通常都只是从短期利益的角度上进行制

定，并没有从长远稳定的角度来实现对相关考核

指标的实施和执行；考核结果仅仅是作为奖金或

者是工资提升的依据，对管理者职位升迁并不能

发挥太大的作用。在这样的形势下，加强煤矿采

掘绩效关注和研究，一方面能够促进煤炭企业向

更好更稳健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又可以鼓励管

理者，让他们愿意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工

作中，进而使员工以一种更加积极饱满的状态投

入到的工作中，既能较好地满足企业绩效考核的

需求，又能帮助煤矿企业绩效应用找到一个更加

积极有效的应对策略和方式 。

煤矿巷道的采掘工作评价是一个多指标评价

的问题，很多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包括利用层

次分析法[1]、模糊综合评价法[2]、灰色聚类[3]和灰色

关联等，林柯宇[4]在不断对现有的文献进行系统整

理和收集的基础之上，从核心技术、碳绩效和碳

绩效测度 3个方面进行了研究，并以低碳环保作为

出发点，将利益相关者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企

基于G1法和灰色评价的煤矿采掘绩效评价研究

苗 鹏，徐 通
（煤科院节能技术有限公司，北京 100013）

摘 要：从煤矿采掘现状出发，分析目前煤矿采掘绩效评价出现的问题，构建煤矿采掘绩效能力评

价指标体系，利用G1法对各个评价指标赋予权重，在此基础上，利用灰色评价方法以A煤矿为例

进行了算例分析，A煤矿采掘绩效评价得分为一般水平，A煤矿应该加强安全水平和人力资源管理水

平，提高其作业效率。构建的评价指标为煤矿采掘绩效能力评价提供了指导，丰富了相关理论框架。

关键词：G1法；灰色评价；煤矿采掘；绩效评价；算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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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coal mining based on G1 method and grey evaluation
Miao Peng，Xu Tong

（China Coal Research Institute Energy Saving Technology Co.，Ltd.，Beijing 100013，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oal mining，this paper summarized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performance eval⁃
uation of coal mining，and built an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coal mining performance. The G1 method was used to assign
weights to each evaluation index，on this basis， taking A coal mine as an example to carry out case analysis by using grey
evaluation method. The mining performance evaluation score of A coal mine was a general level. A coal mine should strength⁃
en the safety level and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level and improve its operation efficiency. The evaluation index provided
guidance for the evaluation of coal mining performance and enriched the relevant theoretical framework.
Key words：G1 method；grey evaluation；coal mining；performance evaluation；case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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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社会责任理论作为指导基础和指导依据。按照

指标构建的相关思路以及对应的原则，从投入、

产出的角度，构建了企业投入与产出效益之间的

评价指标，并结合DEA方法对整个行业以及整个

开采业进行不断的细分，将获取的相关数据进行

检验和分析，论证出其可行性、有效性。王海生[5]

在实际的研究过程中，以YC煤矿采掘区队的绩效

评价研究作为切入点，首先通过文献分析方法，

对相关的文献进行了研究和必要的整理，包括绩

效评价理论、关键绩效指标理论、平衡计分卡理

论、系统动力学理论。随后，对YC煤矿采掘区队

绩效管理存在的问题给予了说明和指正。利用平

衡计分卡分对YC煤矿采掘区队的核心指标进行了

测评和管理，并且利用系统动力学软件对相关指

标进行分析，对其内部的因果关系进行分析。鲁

新成[6]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KPI权重和多目标规划

模型中的关键参数，通过实践经验，最终呈现出

来的模型结果与客观现实保持高度一致，使得目

标不明确或者是目标分解过程中存在的难题得到

很好的解决，最终使得整个绩效考核事宜得以顺

利的实施。

以上学者的研究为推动煤炭巷道的采掘工作

理论和实践研究做出了贡献，但是以上研究还存

在不足，本文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层次

分析法进行改进并确定指标权重，并利用灰色系

统理论进行算例分析。

1 煤矿采掘绩效评价存在的问题

1）绩效考评的战略导向性不足。现行的煤矿

采掘区队相关绩效考核过程中，未能实现战略性

的管理和考核目标，从其发展战略讲，要想在采

掘区队的绩效考评中得到很好的发展，难度相对

较大，煤矿的战略目标也很难得到落实和开展。

2） 评价主体过于单一，主观因素影响很大。

煤矿采掘区队绩效评价在实施过程中，通常是上

级对下级下达指令式命令，评价主体作为评价客

体的主要判断依据，主观因素影响整个绩效评价

的客观性以及公正性。

3）绩效评价内容过于简单，绩效评估指标不

科学。煤矿采掘区队在具体的绩效考评过程中，

只是单纯的注重工作出勤率、生产产量、工作行

为等，对员工提出的合理化改进意见和建议没有

足够重视，对于员工之间工作的协调性管理和配

合、对于员工工作积极性，也没有予以太多的关

注和激励。

4）绩效评价结果运用不足，不注重绩效评价

后的改进提升。绩效评价结果能够用在很多的领

域，如业绩提高、员工激励、员工技能培训、员

工岗位轮换等。但是实际状况看，煤矿采掘区队

绩效评价结果的具体应用，只是简单的将评价结

果与员工的薪资联系起来，最终容易导致对员工

激励时，往往不知变通，而是一直采取相同的激

励方式，注重员工低层次的需求，而对于员工高

层级的精神需求，却是没有给与太多的关注和重

视，并在工种划分的时候，根据不同的年龄阶段，

不同的性格来进行不同的工种划分，最终导致激

励制度不能够很好的发挥出应有的效果。

5）缺少对采掘区队整体绩效的考评。煤矿采

掘区队对于煤炭企业煤炭生产作用巨大，但是对

整个开采队的绩效评价没有一种科学合理的方式，

或者只是把对采掘区队一级管理者的绩效考评简

单的替代为对整个团队的绩效评价。

2 影响因素的建立

评价模式设计与评价指标的确立有很大的关

系，它们对评价准确度和评价结果值都会产生很

大的影响。煤矿井下采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工艺，

需要耗费的时间精力，在整个施工过程中，涉及

到的施工内容非常庞杂，只有将施工过程中可能

涉及到的各方面指标都进行系统全面的考评，才

能够使得最终的评价体系精准，要达到这种效果，

必须要求管理者以及相关的工作人员对施工现场

的情况以及对应的评价绩效有充分的认识。评价

指标过多会使得整个评价体系不够精简，对主要

指标的呈现不够清晰明朗，进而使得整个绩效考

核的难度实现较大程度的提升和增加，评价指标

过少则难以体现采掘工作的客观真实情况。

1）安全管理。煤矿生产需要将工作人员的人

身安全放在首位，将安全管理作为整个管理过程

的核心目标。包括安全指标控制和安全隐患治理

两个主要因素。该指标属于逆向指标，若某支采

掘队在考核期内的伤亡人数越小，安全隐患条数

越少，表明该采掘队安全管理水平越高。因此，

将把操作规范、隐患治理和作业环境作为安全管

理的指标。

2）生产管理。生产管理是煤矿采掘队日常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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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采掘队管理者在巷道进尺过

程中坚持科学合理的正规工序循环作业，不管是

从时间上还是从空间上，都能够得到充分有效的

利用，帮助不同的工人在不同的环境下能够很好

的工作，如打眼、喷浆、支护，充分实现人力资

源的良好配置，保证整个煤矿开采工作有条不紊

的进行。该指标主要包含煤炭产量、生产效率、

技术管理3个方面。

3）员工管理。工人的劳动能力在整个环境中

发挥出来的作用是非常巨大的，工人在具体的操

作过程中，其对应工种操作的熟练程度以及工人

的健康状况，对其在具体的工作过程中的工作效

率都是重要的。对于整个施工团队管理人员的管

理绩效评定，更是非常重要的考核指标，包括员

工培训、员工出勤、员工效率，煤矿采掘绩效评

价指标体系，见表1。
表1 煤矿采掘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3 评价指标权重的确定

3.1 基于G1法的评价指标权重的计算

层次分析法是确定评价指标权重的一种重要

方法，但是不满足一致性条件一直是层次分析法

所面临的难题[7]，洪源源[8]、金菊良[9]、M a W Y[10]
等用遗传算法、特征向量方法对层次分析法的一

致性进行改进，但这一些方法并不能从本质上改

进当前存在的问题。应用G1法[11]无需构造判断矩

阵，通过相关的计算方式的实施和核定就能够很

好达到一致性的目的，并由此来确定各个指标的

权重。以下为G1法确定指标权重步骤[12]。
1） 确定指标间的重要性。用 xi( i = 1, 2...n )对

各项指标的重要性做一个客观有效的排列，记

xi ≥ xj表示 xi的重要性大于 xj或者是这两项指标都

是非常重要的状态。把 xi按照重要性进行排序，记

x* i为排序后的第 i个指标，那么有 x* 1 > x* 2... > x* n，
该式表示把 xi按照重要以及不重要的先后顺序进行

对应的排序。

2）给出两两指标间相对重要性数值。xk - 1与
xk 之间重要性大小的量度用 rk( k = 2, 3...n )进行衡

量，xk - 1与 xk重要性之比 rk的赋值参考见表2。
表2 基于G1法的指标间重要性比较

3）权重系数的计算。根据文献[5]，若专家给

出 的 理 性 赋 值 rk 满 足 rk - 1∗rk > 1， 则 wn=
é
ë
ê

ù
û
ú1 +∑

k = 2

n∏
i = k

n

rk ，w* k - 1 = w* k*rk，k = ( n,n - 1...2 )。
3.2 评价指标权重的计算

根据专家打分结果，得到 x1、x2、x33个一级

指标间的重要性大小程度为 x3 > x1 > x2。按照重要

性程度排序后，可得 3个一级指标间的序关系记做

x1∗ > x2∗ > x3∗，各个指标间重要性的比例 rk分别为

r2 = w1w2 = 1.4， r3 = w2w3 = 1.2，根据 （1） 中公式可

以计算一级指标的权重，同理可以计算二级指标

的权重，见表3。
表3 煤矿采掘绩效评价指标权重

4 基于灰色理论的煤矿采掘绩效评价模型

构建
4.1 建立煤矿采掘绩效评价模型

建立煤矿采掘绩效评价模型，利用灰色系统

理论评价的步骤为[13]

一级指标

安全管理（x1）

生产管理（x2）

员工管理（x3）

二级指标

操作规范（x11）

隐患治理（x12）

作业环境（x13）

煤炭产量（x21）

生产效率（x22）

技术管理（x23）

员工培训（x31）

员工出勤（x32）

员工效率（x33）

重要性

程度

ri 取值

同样

重要

1.0

稍微

重要

1.2

一般

重要

1.4

明显

重要

1.6

强烈

重要

1.8

极端

重要

2.0

一级指标

安全管理

生产管理

员工管理

一级指标权重

0.433

0.309 3

0.257 7

二级指标

操作规范

隐患治理

作业环境

煤炭产量

生产效率

技术管理

员工培训

员工出勤

员工效率

二级指标权重

0.312 5
0.375
0.312 5
0.395 6
0.329 7
0.274 7
0.368 4
0.368 4
0.263 2

二级指标总权重

0.135 3
0.162 4
0.135 3
0.122 4
0.102
0.085
0.095
0.095
0.076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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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样本矩阵数据采集。运用专家打分法求得

评价样本矩阵，对于 9个二级指标，每个指标有 j

个专家进行评价 ( )j = 1, 2, 3, 4, 5 。因此，样本矩阵

为B = bij ( )9 × 5。对煤矿采掘绩效评价分为 4个等级，

评语集为{差，一般，良好，较好}，对应的分值为

{ }1, 2, 3, 4 。

B =
ì

í

î

ïï

ïï

ü

ý

þ

ïï

ïï

b11 b12 ... b15
b21 b22 ... b25... ... ⋯ ...
b91 b92 ... b95

2）确定白化权函数。每一个灰类对应一个灰

数 （记做⊗，在某一个区间或某一个一般的数集

内取值的不确定数），不同灰类下的白化权函数，

见表4。
表4 不同灰类下的白化权函数表

由表 3确定 4类灰类的白化权函数后，可以由

白化权函数的计算公式得出每个 2级指标的评价 bij
在 不 同 灰 类 下 的 白 化 值 fe ( bij )， 其 中 i =
1, 2,⋯,18 ; j = 1, 2, 3, 4, 5，则 2级指标中第 i个指标

的第 e类灰类评价系数为

cei =∑
j = 1

5
fe ( )bij

同时，求得评价指标 i的总的灰类评价系数为

Ci =∑
e = 1

4 ∑
j = 1

5
fe ( )bij

由公式 （4） 和公式 （5） 可得评价指标 i第 e
类灰类的灰色评价权为

r ei = c
e
i

Ci

因而求得评价指标的灰色评价权矩阵为

R = ( )r ei 18 × 4 =
æ

è

ç

ç
çç
ç

ç
ö

ø

÷

÷
÷÷
÷

÷
r 11 r 21 r 31 r 41
r 12 r 22 r 32 r 42⋮ ⋮ ⋮ ⋮
r 19 r 29 r 39 r 49

3） 综合评价。根据上述灰色评价矩阵 R，结

合G1法确定的一级和二级各个指标的权重，通过

相关的运算权重向量为

A = xi.∗yi = ( x1 y1, x1 y2, x2 y3, x2 y4, x2 y5, x2 y6, x2 y7,
x3 y8, x3 y9, x3 y10, x4 y11, x4 y12, x5 y1 3, x5 y1 4, x6 y15,
x6 y16, x6 y1 7, x6 y1 8 )

求得综合评价矩阵为

Q = AR = ( x1 y1, x1 y2, x1 y3, x2 y4, x2 y5, x2 y6, x3 y7, x3 y8, x3 y9 )
æ

è

ç

ç
çç
ç

ç
ö

ø

÷

÷
÷÷
÷

÷
r 11 r 21 r 31 r 41
r 12 r 22 r 32 r 42⋮ ⋮ ⋮ ⋮
r 118 r 218 r 318 r 418

又因为灰类对应的值向量为E = ( 4, 3, 2, 1 )，因

而综合评价值为

Z = QET

4.2 算例分析

现有A煤矿中的采掘队，根据 6个专家进行评

价，对A队二级各个指标进行打分，可以得到评分

矩阵D如下。

é

ë

ê

ê

ê

ê

ê

ê

ê

ê

ê
êê
ê

ê

ê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ú

ú

ú

ú

ú
úú
ú

ú

ú

ú

ú

ú

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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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白化权函数计算公式，可以得到二级各

个指标在不同灰类下的白化权值见表5。
根据灰色评价矩阵和表 2中各个指标的权重，

可以得到二级指标的评价向量和总评价向量，进

而可以对各个指标的得分和总得分进行计算如下。

Q = AR = ( )0.215 0 0.271 8 0.312 2 0.129 0
进而得到A队的综合评价值为

Z = QET

= [ ]0.215 0 0.271 8 0.312 2 0.129 0 [ ]4 3 2 1 T

= 2.43
通过以上指标权重和评价，A队的煤矿采掘绩

灰类

较高 ( e = 1 )

高 ( e = 2 )

一般 ( e = 3 )

低 ( e = 4 )

灰数

⊗ ∈ [ 4,∞ )

⊗ ∈ [ 0, 3, 6 ]

⊗ ∈ [ 0, 2, 4 ]

⊗ ∈ [ 0, 1, 2 ]

白化权函数

f1 ( bij ) =
ì

í

î

ï
ï

ï
ï

bij
4 bij ∈ [ ]0, 4
1 bij ∈ [ 4,∞ )
0 bij ∉ [ 0,∞ )

f2 ( bij ) =
ì

í

î

ï
ïï
ï

ï
ïï
ï

bij
3 bij ∈ [ ]0, 3

bij - 6
-3 bij ∈ [ 3, 6 ]
0 bij ∉ [ 0, 6 ]

f2 ( bij ) =
ì

í

î

ï
ïï
ï

ï
ïï
ï

bij
2 bij ∈ [ ]0, 2

bij - 4
-2 bij ∈ [ 2, 4 ]
0 bij ∉ [ 0, 4 ]

f2 ( bij ) =
ì

í

î

ï
ï

ï
ï

1 bij ∈ [ ]0, 1
bij - 2
-1 bij ∈ [1, 2 ]
0 bij ∉ [ 0,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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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f1 ( bij )
f2 ( bij )
f3 ( bij )
f4 ( bij )

∑
e = 1

4
fe ( )bij

b1j
3.25
4.333
4.5
1

13.083

b2j
2

2.667
4
4

12.667

b3j
1.75
2.333
3.5
5

12.583

b4j
2.25
3
4.5
3

12.75

b5j
2.25
3
4.5
3

12.75

b6j
4

4.667
4
0

12.667

b7j
3.75
4.333
4.5
0

12.583

b8j
4.25
5
5
0

14.25

b9j
3.75
5
4.5
0

13.25

表5 不同灰类下的白化权值

效评价得分为一般水平，A队应该加强安全水平和

人力资源管理水平，提高其作业效率。

5 结 论

本文根据我国煤炭产业发展情况，构建了煤

矿采掘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基于G1的方法给出各

个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的权重，并以A煤矿为例，

利用灰色系统理论方法对煤矿采掘绩效进行了计

算，为提高煤矿采掘绩效评价奠定了基础。通过

以上研究，得到以下结论。

1）全面提高采掘能力。通过G1法确定的指标

权重可知，安全水平的权重大于生产能力和员工

管理能力，应在同等条件下重视安全管理。同时，

生产能力和员工管理的各个指标也有侧重，不断

提高采掘绩效水平。

2）加强评估实践。从多个方面考虑构建了煤

矿采掘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应进一步在基层实践，

验证指标的科学性；另一方面，对指标存在不完

善的方面加以改进，以期对提高煤矿采掘绩效能

力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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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煤炭企业存在技术人才断代、人才不断外流

等严重问题，煤炭企业通过采用多元化的招聘渠

道、良好的薪资福利以及完善的培训体系等途径

试图改变这种困境，但最终的效果并不理想。因

此，煤炭企业必须探索新的方式以适应当下激烈

的人才竞争。

近年来，雇主品牌理论越来越受到广泛的社

会关注。雇主品牌这一概念最早由英国管理专家

赛蒙·巴洛与伦敦商学院提姆·安博拉教授于 20
世纪 90年代初提出，他们从一个全新的角度诠释

了企业与员工之间的关系，将营销学中的“品牌”

概念应用于人力资源管理领域，认为雇主品牌是

由雇主的魅力和对员工的亲和力，以及对社会的

责任感打造而成，主要表现为企业在人力资源市

场上的吸引力以及对企业内部员工的凝聚力上[1]。

资深品牌专家利比·萨廷和马克·舒曼指出，作

为一种人力资源管理的蓝海战略，优秀的雇主品

牌不仅仅可以吸引优秀的外部人才加盟、稳定现

有的员工，而且还能以良好的形象提升企业品牌

和产品品牌，从而获得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2]。

国内学者朱永国则认为，雇主品牌既是企业对现

有员工做出的价值承诺，又是联络潜在雇员之间

的一种情感关系，作为企业的一种长期战略，雇

主品牌能够实现内部员工、潜在员工以及企业的

利益相关者对本企业的认知和认同[3]。良好的雇主

形象像优秀的产品品牌，可以给企业带来无穷的

价值，帮助企业形成竞争优势。因此，不少煤炭

企业尝试着雇主品牌塑造。收到了比较令人满意

的效果，使得这些企业产生共鸣，一致认为雇主

品牌塑造是企业吸引、激励和留住人才的关键之

举。但多数煤炭企业对雇主品牌的关注和参与程

度不容乐观，对如何开展雇主品牌建设方面定位

不准确，目的不清晰。因此，本文旨在结合煤炭

企业雇主品牌建设的实际情况，剖析煤炭企业在

基于4P理论的煤炭企业雇主品牌建设策略研究

王 挺，解东辉
（河南理工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 能源经济研究中心，河南 焦作 454003）

摘 要：雇主品牌提供了一个从员工角度评价企业的全新视角，旨在通过对人才的吸引和对人力

资本的有效管理和开发，为企业打造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竞争能力。根据对煤炭企业雇主品牌塑造

现状分析，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并应用 4P理论提出符合煤炭企业实际情况的雇主品牌建设策略，

旨在提升煤炭企业雇主形象，进而积极吸引潜在员工并增强现有员工归属感，真正发挥人才在引

领和支撑煤炭企业科学发展中的作用。

关键词：雇主品牌；4P理论；营销推广；人力资源；战略定位；煤炭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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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employer brand construction strategy of coal enterprises based on 4P theory

Wang Ting，Xie Donghui
（Energy and Economic Research Center，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Henan Polytechnic University，Jiaozuo 454003，China）

Abstract：The employer brand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on the evaluation of the compan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ploy⁃
ees. It aims to create a sustainable competitive core competitiveness through the attraction of talents and the effective manage⁃
ment and development of human capital.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of the status of employer branding in coal enterprises，the
problems were found，and the 4P theory was applied to propose an employer brand building strategy that met the actual situa⁃
tion of coal enterprises. The aim was to enhance the image of employers of coal enterprises，and then actively attract potential
employees and enhance the sense of belonging with existing employees， truly play the role of talents in leading and support⁃
ing the scientific development of coal enterprises.
Key words：employer brand；4P theory；marketing promotion；human resources；strategic positioning；coal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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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品牌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应用

4P理论提出若干雇主品牌建设的具体策略。

2 煤炭企业开展雇主品牌建设的意义

雇主品牌建设不仅能为求职者留下良好的印

象，吸引到同业优秀人才，而且会提升现有员工

的忠诚度和工作满意度，留住企业的关键人才。

煤炭企业开展雇主品牌建设的意义主要在于以下

两个方面。

1） 降低求职者与企业双方雇佣适配的风险，

有助于煤炭企业真正吸引到优秀人才加盟。随着

煤炭行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步伐加快，人才问

题日益突出，煤炭企业如何引进人才需要深思。

一些煤炭企业采取了诸多措施，如给予可观的一

次性奖励、提供住房、解决全家迁移问题等，但

招聘的人才离职率仍然较高。究其原因在于，一

方面这些应聘者在找工作时只关注企业承诺的人

力资源政策，一旦进入煤炭企业，尤其是煤炭赋

存条件差、作业条件艰苦的煤炭企业，发现现实

与自身预期目标差距较大，便会选择离开；另一

方面，很多煤炭企业在选择应聘者的时候仅考察

其是否达到岗位胜任条件，这使得双方存在较大

的雇佣适配风险。作为人才市场上应聘的风向标，

具有公信度的雇主品牌不仅能够产生巨大的人才

吸引效应，而且通过雇主品牌可以向潜在的应聘

者传递有关企业价值观、雇佣关系等全方位信息，

从而在屏蔽那些价值观念不一致的求职者基础上，

吸引到更为认同煤炭企业的人才，帮助煤炭企业

摆脱劣势降低引人招聘风险，成为真正的人才蓄

水池。

2）提升员工的组织承诺和工作满意度，帮助

煤炭企业获取竞争优势。企业人力资源的质量、

激励水平和绩效承诺对于企业的竞争优势具有重

要的决定作用。雇主品牌是企业与员工之间情感

关系的体现，决定了员工在企业中的工作满意度、

文化认同感和工作责任感。只有员工具有高的满

意度和组织承诺，才能带来较高的组织绩效和较

高的财务回报[4]。因此，煤炭企业可以通过雇主品

牌建设，加快管理创新和技术进步步伐，从劳动

密集型、管理粗放型向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

转变，改善自身作业环境和社会形象，引导社会

理解、呵护和尊重煤矿员工，推进对员工激励和

保留措施的更新和完善，提高煤矿员工的职业幸

福感和社会美誉度，由内而外地促进加深企业雇

佣双方的情感关系。虽然雇主品牌建设需要投入

大量的人力和财力，但是这种投入却能够给企业

带来意想不到的成本优势，如人才队伍更加稳定，

人才的重置成本和挽留成本降低等。

因此，煤炭企业要实现永续发展，就必须打

破传统思想误区，大力开展雇主品牌建设，使人

才和企业之间产生强大的亲和力，在人才市场上

持久地获得知名度和美誉度，吸引优秀人才不断

涌入，维持企业内部员工较高的满意度和较低的

流失率，从而有效保障企业对人才资源的需求。

3 煤炭企业雇主品牌塑造存在的问题

优秀的雇主品牌并不是自发产生，而是必须

依靠企业长期的精心培养与建设才能实现。通过

大量调查发现，在煤炭企业开展雇主品牌塑造过

程中，普遍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煤炭企业雇主本身吸引力较低。煤炭企业

职工生产生活条件差，生活枯燥单调乏味，很多

人才不愿选择到煤炭企业就职。2012年下半年以

来，近 5年的行业发展“寒冬”，很多煤炭企业负

债率高、冗员多、社会负担大、经济效果差，大

批的专业技术人员和高级技工跳槽，人才流失严

重，人力、物力、财力不足，无法投入足够的资

金开展雇主品牌塑造，导致人才对煤炭企业的关

注度更加降低。

2）雇主品牌认识度不足。许多煤炭企业对雇

主品牌的认识仅停留在较为肤浅的层面，有的只

是将其作为摆脱外界负面形象、增加企业美誉度

的一种工具，缺乏对雇主品牌足够的理解和认识。

相对于经营效益和利润而言，对雇主品牌建设大

多仅停留在务虚层面。实际上，雇主品牌塑造是

一个内外兼修的工作，一方面既要重视在外部人

力资源市场上树立企业良好的雇主形象；另一方

面，必须以实实在在的管理制度、人力资源建设

为基础，要能为员工在职业发展过程中提供能力

发挥、个性施展的平台，给员工带来切身利益[5]。

3）雇主品牌定位模糊不清。煤炭企业和其他

行业企业之间在生产经营等方面存在着巨大的不

同。因此，必须要针对目标人才特点和需求，设

计出富有个性特色的雇主品牌，精准定位。对界

定“对的人”抛出橄榄枝，这样才能释放精准的

信号，聚焦人才资源能力[6]。但现实中，很多煤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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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认为雇主品牌是一个大而空的概念，并没有

从目标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企业现状和未来目标

出发精准定位其雇主品牌，而是盲目引进人才，

甚至因人设岗，造成人才定位模糊化，使得雇主

品牌发展失位与错位，与企业核心能力相脱节。

4）员工雇佣体验有待改善。煤炭企业的发展

需要依靠员工发挥潜能、突破创新，而前提在于

能为员工提供全面经营管理上的支持和制度上的

保障，使员工的工作岗位与其内在需求结合起来，

最大限度地发挥员工的工作潜能[7]。但现实中大多

数煤炭企业忽视提升雇员切实利益，缺乏发自内

心的人文关怀，仅仅是以薪酬调整或工作内容丰

富化等常规的方式向员工许诺，而真正从政策、

资金、文化等多角度全方位地改进和提升员工雇

佣体验少之又少，员工对职业满意度较低，产生

忠诚度和归属感偏低、跳槽频繁等诸多问题。

4 基于4P理论的煤炭企业雇主品牌建设策略

雇主品牌建设是一项时间跨度大、成本费用

高的长效工程，本文引入了雇主品牌建设的 4P理
论，其框架如图1所示。

图1 雇主品牌的4P策略图

从图 1可以看出，4P理论的核心在于通过研究

目标人才的特征，识别驱动目标人才的关键因素，

从而提炼出雇主品牌的关键诉求，并进行内外沟

通以迎合目标人才的独特需求。由于雇主品牌的

建设是一个动态循环过程，因此煤炭企业在应用

4P理论开展雇主品牌建设时，应注重实施以下 4方
面策略。

1）识别所需核心人才。煤炭企业在开展雇主

品牌建设时，首先要明确企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要想回答这个问题，关键在于首先识别出实现企

业战略目标的成功关键因素，然后再根据这些因

素来界定与之相匹配的核心人才类型。如企业提

出“做强煤炭开采主业，大力拓展煤化工领域”

的业务战略，发现实施该战略的瓶颈在于缺乏高

端技术人才以及煤化工业务领域人才，这些人才

便成为该企业雇主品牌诉求的重点。其次，煤炭

企业要对现有的人才状况进行扫描，发现现实中

驱动这些核心人才工作的动力，是薪资待遇、福

利制度、工作环境还是工作丰富化、发展与升迁

的机会，企业能否满足这些需求，企业可以通过

采用专题座谈和大数据分析等途径广泛调研收集

信息，了解优秀人才为什么加入及为何留在企业

中。

2）精准定位雇主品牌。如同产品一样，雇主

品牌一方面具有功能性诉求，即对人才在薪酬福

利、工作环境和职业发展等方面的满足，另一方

面还具有象征性诉求，即帮助员工塑造理想的自

我形象。对于人才来说，功能性诉求属于保健因

素，企业很容易做到，但是即便是做得很好也只

能做到让人才没有不满意，真正能够做到有效区

分雇主品牌形象的是象征性诉求所涉及的因素。

因为雇主品牌具有可视性的特征，对于潜在的或

现有员工来讲，在什么样企业工作是其亲朋好友

关注的焦点，所以此刻的雇主品牌产生的效用更

为强烈有效[8]。煤炭企业要非常注重雇主品牌的定

位，如某煤炭企业将“幸福”作为其独特的价值

观，向员工强力传导企业文化，激发了人才努力

工作的积极性，增添人才在该煤炭企业工作的荣

誉感和自豪感，使企业真正成为各类人才施展才

华、大干事业的舞台，成为企业人才温暖的家。

3）提供良好工作体验。在雇主品牌的战略定

位之后，就需要兑现对人才的“承诺”，即为人才

提供满足其需要的“产品”。这些“产品”不仅要

有薪酬的调整或工作内容丰富化等常规内容，而

且更应该从组织架构、企业文化、人才管理和业

务流程等多方面全方位地进行改进提升。如某煤

炭企业发现其“自主”的管理理念被很多优秀人

才所崇尚，企业便采取变革管理，制定一项“员

工自主计划”的措施，涵盖自主学习与成长、自

主发展变革等在内的 8项内容，深受在职员工及求

职者欢迎，有效的增强了企业雇主品牌的吸引力。

王 挺等：基于4P理论的煤炭企业雇主品牌建设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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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企业为人才所提供的“产品”缺乏目的性和

系统性，就容易遭到竞争对手模仿，导致企业无

法长期保持对人才的吸引力。

4）传播推广雇主品牌。成功开展雇主品牌建

设，离不开对品牌的推广工作。企业要让每位员

工都能够深刻地理解所在企业的雇主品牌含义，

在任何时间和场合下都能成为企业的最佳代言

人[9]。如在校园招聘时选择校友员工，讲述职业体

验、员工故事、薪酬福利等一些有针对性的雇主

品牌信息。此外，可以通过与媒体开展深度合作，

直观、生动、高效的宣传企业雇主品牌。如今，

由各类媒体主办的招聘类节目、最佳雇主评选活

动等在社会当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这些节目不

仅能够宣传企业的职位要求、企业文化、员工未

来发展平台，给予求职应聘者提供信息指导，随

着关注率的不断上升，可以直观、生动的展现企

业雇主形象，使求职应聘者感受到雇主品牌建设

理念，具有传播范围广、传播时效快、可信度高

的特点。煤炭企业可以通过积极参与一些国内影

响力比较大的雇主品牌评选，提升对人才的吸引

力，拓宽人才选择面，在人力资本市场上打造一

张区别于其他企业的“名片”。

5 结论与未来研究展望

对于煤炭企业来讲，雇主品牌建设是一项长

期而又系统的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仅是

通过个别做法就会变得更好。当然，雇主品牌建

设需要投入较大的成本，用于各种活动的实施。

考虑到企业实际情况，煤炭企业应用 4P理论开展

雇主品牌建设，应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

原则，狠抓其中的痛点和关键点，提升其在人力

资源市场上的竞争力，提高员工的忠诚度和满意

度，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由于雇主品牌本身的复杂性，未来可以在以

下方面进一步展开深入研究：①雇主品牌包括内

部品牌和外部品牌，要想精准地开展煤炭企业雇

主品牌建设，需要在内部雇主品牌和外部雇主品

牌两方面深入开展研究；②一些其他理论如员工

激情理论、4C理论等也对煤炭企业雇主品牌建设

策略有很好的借鉴价值，如何与这些理论相结合

也是未来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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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十九大报告提出，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

更要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要高度重视生态

环境建设，全面深化绿色发展。2018年两会的召

开，再一次提出要以绿色技术创新打赢污染防治

攻坚战。建立碳市场是保护生态环境极为重要的

举措，碳交易是将企业生产所排放的温室气体作

为商品在碳市场中进行交易，从而将企业因排放

温室气体所造成的外部社会环境效应转为内部生

政府对碳市场监管的三方演化博弈研究

——基于罗尔斯主义社会福利函数视角

吕靖烨，杨 华
（西安科技大学 管理学院，陕西 西安 710054）

摘 要：随着生态环境问题的日益严峻，2017年我国全面启动碳排放交易市场，第三方监管机构

已成为政府对碳市场监管的重要工具，但也出现了与企业合谋进行违规排放等问题。为研究碳市

场背景下，控排企业、第三方监管机构以及政府部门决策给社会福利带来的影响，建立起三方演

化博弈模型，通过复制动态方程以及雅克比矩阵确定出演化稳定均衡策略，从而在罗尔斯主义社

会福利函数的理论基础上，得出具体的社会福利函数。通过研究发现，对企业及监管机构违规操

作的罚金、企业行贿成本、企业违规排放的额外经济收益以及对环境的损害、政府复查成本等是

影响演化稳定均衡策略以及社会福利函数的主要因素。在现有技术水平下，社会福利函数无法确

定确切的最大值。在此基础上，为控制企业排放量，增加居民幸福感，从以上几个方面提出相关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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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ripartite evolutionary game research on government regulation of carbon market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Rawlsian social welfare function

LYU Jingye，Yang Hua
（School of Management，Xi'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Xi'an 710054，China）

Abstract：With the increasingly serious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problems，China launched a carbon emission trading mar⁃
ket in 2017. Third-party regulatory agencies 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tool for the government to regulate the carbon market.
However，there have also been problems with collusion with enterprises to carry out illegal emissions. In order to study the im⁃
pact of decision-making enterprises，third-party regulators and government departments on social welfare in the context of car⁃
bon market，a three-party evolutionary game model was established，and the evolutionary stable equilibrium strategy was deter⁃
mined by replicating the dynamic equations and the Jacobian matrix. Based on the theory of the Rawlsian social welfare func⁃
tion，a concrete social welfare function was obtained. Through research，it was found that the fines for corporate and regulato⁃
ry violations，the cost of corporate bribery，the additional economic benefits of corporate emissions，the damage to the environ⁃
ment，and the cost of government review were the main factors affecting the evolutionary equilibrium strategy and the social
welfare function. In addition，it was found that under the current technological level，the social welfare function cannot deter⁃
mine the exact maximum. On this basis，in order to control corporate emissions，increase residents' sense of well-being，rele⁃
vant suggestions were put forward from the above aspects.
Key words：carbon market；evolutionary game；replication dynamic equation；social welfare function；government super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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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成本，避免“公共地悲剧”的发生。自 2013年 7
月起，我国先后在北京、上海、天津等 7个省市设

立碳交易试点，并在 2017年启动全国碳排放交易

体系。2017—2020年是我国碳市场的准备阶段，

建立完善的交易及监管体系对其长远发展至关

重要。

国内外学者对碳市场的监管研究主要分为 3个
部分。国外学者主要从碳权定价方面，建立动态

博弈模型，研究建立国际统一碳市场的可能性[1-2]。

国内部分学者基于我国对碳交易的相关政策，学

习国外的相关经验，详细研究了目前我国各试点

的碳排放配额供给机制以及最优定价方案等[3-5]，

为我国碳市场准备阶段如何设立有效分配配额提

供了理论支撑。另外，还有学者以演化博弈为依

据，通过研究我国对碳市场的监管政策，建立政

府、第三方监管机构以及控排企业的博弈过程，

以期在最大程度上遏制企业的违规行为，提高履

约率[6-8]。

在对碳市场进行研究的同时，我国对社会福

利函数也进行了诸多研究。在经济学范围中，社

会福利函数被认为是在整体效用空间中每一点所

代表的社会福利的大小，通常被认为是个人福利

的加总[9]。以欧阳葵等学者为代表，通过AKS指数

等因素对社会福利函数与收入之间的关系进行了

研究。目前我国对社会福利函数的研究往往以

具体的社会保障体系为主，将其具化为社会福

利事业 [10-11]。

学术界在碳市场配额分配方面的研究成果较

多，对碳市场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另

外，在碳市场监管方面，各学者也详细讨论了企

业与政府的博弈过程，通过对均衡策略的分析，

为政府监管提出了有效建议。随着碳市场发展趋

势的扩增，政府不可能对所有企业进行监管，因

此引入第三方监管机构将对其顺利发展起到推动

作用。政府对碳市场的监管主要是为了达到生态

与经济之间的平衡，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注重生态

环境的保护。控制企业生产过程中排放的温室气

体含量，是在经济与环境间进行社会选择的过程。

本文在演化博弈的理论基础上，综合外部性、社

会福利函数等经济理论，在博弈模型中增加环境

变量，通过复制动态方程求解演化稳定点，并采

用雅克比矩阵确认演化稳定均衡策略。随后，确

定社会福利函数的具体形式，通过对函数的数理

计算，详细研究在目前条件下如何达到社会福利

的最优状态。

1 建立三方博弈模型

随着碳市场的逐渐丰富，单一的政府监管控

排企业已不能满足市场的需要，引入第三方监管

机构且由政府进行复查成为必要。因此，对于碳

市场的监管变成了政府、第三方机构以及控排企

业的三方博弈过程。

控排企业是否选择违规排放、进行行贿，第

三方监管机构是否选择接受贿赂，政府是否进行

复查都属于私人信息，因此采用演化博弈对其进

行分析。

1.1 模型假设

1）博弈参与者：控排企业、第三方监管机构

以及政府部门。

2）博弈参与者为有限理性，即以最大化自身

利益为目标。

3）博弈规则：博弈首先由控排企业行动，其

策略集合为（行贿，不行贿）；随后由第三方监管

机构行动，策略集合为（接受，拒绝）；最后政府

部门进行行动，策略集合为（复查，不复查）。

4）参数和变量。其中，R1为控排企业在规定

排放额度内可取得的经济收益；R2为控排企业在发

生违规操作后的额外经济收益，为违规排放二氧

化碳当量 x的函数；C1为企业行贿成本，且小于额

外经济收益R2；C2为政府部门复查成本；F1为政府

部门复查发现控排企业存在行贿行为时对其的罚

金，我们假设其大于企业违规排放所产生的额外

收益；F2为政府部门复查发现第三方监管机构存在

受贿行为时对其的罚金；E为控排企业违规操作对

社会环境造成的影响，我们将其作为政府部门的

损益；α为控排企业中选择行贿的比例，取值范围

[0，1]； β为第三方监管机构受贿的概率，取值范

围[0，1]； γ为政府部门进行复查的概率，取值范

围 [0，1]； Ui为控排企业在不同策略组合下的支

付函数；Vi为第三方监管机构在不同策略组合下

的支付函数；Wi为政府部门在不同策略组合下的

支付函数。

1.2 模型建立

通过对模型的假设，建立起控排企业—第三

方监管机构—政府部门的三方博弈模型，其扩展

式博弈模型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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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扩展式三方博弈

由模型假设及扩展式三方博弈树，可以得出

在不同的策略组合下各博弈主体的支付函数，见

表1。
表1 三方博弈中各博弈主体的支付函数

在模型中，另外假设：若政府部门复查进行

复查，则必能发现控排企业与第三方监管机构的

行贿受贿行为。

2 模型求解

2.1 复制动态方程求解

通过三方扩展式博弈树，可以看到共有 8种策

略组合。在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假设下，

使用复制动态方程求解演化稳定策略。演化稳定

策略要求复制动态方程中函数G = 0且G' < 0 [12-13]。

1）控排企业期望效用。控排企业选择行贿和

不行贿时的期望效用分别为
U行贿 = βγ ( R1 + R2 - C1 - F1) + β ( 1 - γ ) ( R1 + R2 - C1) +

( 1 - β ) γR1 +(1 - β ) ( 1 - γ ) R1
     = β ( R2 - γF1 - C1) + R1 （1）
U不行贿 = βγR1 + β ( 1 - γ ) R1 +(1 - β ) γR1 +(1 - β ) ( 1 - γ ) R1
        = R1 （2）

控排企业平均期望效用为

U = α [ β ( R2 - γF1 - C1) + R1] + ( 1 - α ) R1
= αβ ( R2 - γF1 - C1) + R1

（3）

则控排企业的复制动态方程为

G ( α ) = dα
dt
= α { [ β ( R2 - γF1 - C1) + R1] -
[ αβ ( R2 - γF1 - C1) + R1] }  

= α ( 1 - α ) β ( R2 - γF1 - C1)
（4）

G'( α ) = dG ( α )
dα

= ( 1 - 2α ) β ( R2 - γF1 - C1) （5）
令G ( α ) = 0，得出，α = 0，或 α = 1，或 β = 0，

或γ =
R2 - C1
F1

。

当 β = 0或 γ =
R2 - C1
F1

时，G'( β ) = 0, G'( γ ) = 0，
不满足演化稳定策略要求，舍去。下面分别讨论

α = 0与α = 1的情况。

其中，α = 1时，G'( 1 ) = -β ( R2 - γF1 - C1)，当

β ≠ 0且R2 > γF1 + C1时，即第三方监管机构选择接

受贿赂的概率不为零，同时控排企业选择违规排

放后的额外经济收益大于政府部门复查概率与其

罚金的乘积加上行贿成本的和。此时，由于监管

体系不完善等多种原因，政府部门对违规排放的

复查概率较低，演化博弈中企业的稳定策略为选

择行贿、违规排放。

α = 0 时 ， G'( 0 ) = β ( R2 - γF1 - C1)， 当

β ≠ 0且R2 < γF1 + C1时，即第三方监管机构选择接

受贿赂的概率不为零，同时控排企业选择违规排

放后的额外经济收益小于政府部门复查概率与其

罚金的乘积加上行贿成本的和。此时，随着政府

部门复查概率的增加，控排企业违规排放所带来

的额外经济收益不足以弥补行贿成本及相关罚金，

因此企业在演化博弈中稳定策略为不行贿。

2）第三方监管机构期望效用。第三方监管机

构选择接受或拒绝贿赂的期望效用分别为

V接受 = αγ (C1 - F2) + α ( 1 - γ )C1 + ( 1 - α ) γ × 0 +
( 1 - α ) ( 1 - γ ) × 0 （6）

V拒绝 = αγ × 0 + α ( 1 - γ ) × 0 +(1 - α ) γ × 0 +
( 1 - α ) ( 1 - γ ) × 0 （7）

第三方监管机构的平均期望效用为

V = βα (C1 - γF2) + ( 1 - β ) × 0 = αβ (C1 - γF2) （8）
复制动态方程为

策略组合

（1）
（2）
（3）
（4）
（5）
（6）
（7）
（8）

支付函数

控排企业

U1=R1+R2-C1-F1

U2= R1+R2-C1

U3=R1

U4=R1

U5=R1

U6=R1

U7=R1

U8=R1

第三方监管机构

V1=C1-F2

V2=C1

V3=0
V4=0
V5=0
V6=0
V7=0
V8=0

政府部门

W1=F1+F2-C2-E

W2=-E

W3=-C2

W4=0
W5=-C2

W6=0
W7=-C2

W8=0

吕靖烨等：政府对碳市场监管的三方演化博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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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 β ) = dβ
dt
= β [ α (C1 - γF2) - αβ (C1 - γF2) ]

= αβ ( 1 - β ) (C1 - γF2)
（9）

G'( β ) = α ( 1 - 2β ) (C1 - γF2) （10）
当G ( β ) = 0时，我们有 β = 0, β = 1, α = 0, γ = C1

F2
，

可明显看出 α = 0, γ = C1
F2

时，G'( β ) = 0，不满足要

求。

当 β = 1 时 ， G'( 1 ) = -α ( C1 - γF2)， 若

α ≠ 0且C1 > γF2 ,即有G'( 1 ) < 0。此时，当控排企业

选择行贿时，第三方监管机构收受贿赂的利益大

于政府部门复查概率与对其罚金的乘积，为保持

自身利益最大化，选择接受贿赂是演化稳定策略。

当 β = 0 时 ， G'( 0 ) = α (C1 - γF2)， 若

α ≠ 0且C1 < γF2，即控排企业选择行贿的概率大于

零，且第三方监管机构收到的贿赂小于政府部门

选择复查的概率与对其罚金的乘积时，监管机构

一定会选择拒绝贿赂。

3）政府部门期望效用。政府部门选择复查或

不复查的期望效用分别为

W复查 = αβ ( F1 + F2 - C2 - E ) + α ( 1 - β ) ( -C2) +
( 1 - α ) β ( -C2) +(1 - α ) ( 1 - β ) ( -C2)

（11）
W不复查 = αβ ( -E ) + α ( 1 - β ) × 0 + ( 1 - α ) β × 0 +

( 1 - α ) ( 1 - β ) × 0 （12）

政府部门的平均期望效用为

W= γ [ αβ ( F1 + F2 - E ) - C2] +(1 - γ ) ( -αβE )
= αβγ ( F1 + F2) - γC2 - αβE

（13）

其复制动态方程为

G ( γ ) = dγ
dt
= γ [ αβ ( F1 + F2 - E ) - C2 - αβγ

( F1 + F2) + γC2 + αβE ]
       = γ ( 1 - γ ) [ αβ ( F1 + F2) - C2] （14）

G'( γ ) = ( 1 - 2γ ) [ αβ ( F1 + F2) - C2] （15）
G ( γ ) = 0时，可解得 γ = 0, γ = 1, αβ = C2

F1 + F2

。

当 αβ =
C2

F1 + F2
时，G'( γ )恒等于零，故 αβ =

C2
F1 + F2

不是演化博弈中政府部门的演化稳定策略。

当 γ = 1时，G'( 0 ) = -αβ ( F1 + F2) + C2，若 γ = 1

为演化稳定策略，则有C2 < αβ ( F1 + F2)，即政府部

门的复查成本小于控排企业与第三方监管机构合

谋违规的概率与罚金之和的乘积，则政府部门的

最优选择为复查。

当 γ = 0时，G'( 0 ) = αβ ( F1 + F2) - C2，若 γ= 0
为演化稳定策略，则有C2 > αβ ( F1 + F2)，即政府部

门的复查成本大于控排企业与第三方监管机构合

谋违规的概率与罚金之和的乘积，则政府部门的

最优选择为不复查。

通过对控排企业及第三方监管机构的演化稳

定策略分析，其均衡策略都只与政府部门的复查

概率相关，而彼此之间如何选择的相关性较小。

这主要是由于在某种程度上，控排企业与第三方

监管机构利益相关，因此会选择合谋去对抗政府

部门的复查。而政府部门是否选择复查主要取决

于所预测的控排企业与第三方监管机构的合谋概

率αβ以及若发现合谋所制定的罚金 ( F1 + F2)。
2.2 雅克比矩阵验证

由对三方演化博弈复制动态方程的分析我们

可以看出，在博弈过程中共有 8种策略组合，即：

（1，1，1），（1，1，0），（1，0，1），（1，0，0），

（0，1，1），（0，1，0），（0，0，1），（0，0，0）。

我们利用占优策略对其进行分析，发现代入具体

数值后（1，0，1），（1，0，0），（0，1，1），（0，
0，1），（0，0，0） 5种策略组合会出现行贿成本

与复查成本小于零的情况，与现实情况相悖，剔

除。另外，在政府复查和不复查两种情况下，采

用雅克比矩阵对剩余演化稳定策略组合进行局部

稳定性分析。

利用雅克比矩阵进行策略组合的局部稳定性

分析时，主要是通过其行列式的值与矩阵迹的符

号异同来进行判断。符号相同为不稳定驻点，符

号不同为 ESS（演化博弈稳定策略），符号无法确

定则为鞍点。在政府复查和不复查两种情况的雅

克比矩阵的表达形式如公式（16）所示。

Jγ =1 =
é

ë
ê

ù
û
ú

( 1 - 2α ) β ( R2 - F1 - C1) α ( 1 - α ) ( R2 - F1 - C1)
β ( 1 - β ) (C1 - F2) α ( 1 - 2β ) (C1 - F2)   

Jγ =0 =
é

ë
ê

ù
û
ú

( 1 - 2α ) β ( R2 - C1) α ( 1 - α ) ( R2 - C1)
β ( 1 - β )C1 α ( 1 - 2β )C1 （16）

在策略 （1， 1， 1） 中，各变量之间满足

R2 > F1 + C1且C1 > F2且C2 < F1 + F2；策略 （1，1，0）
中满足 R2 > C1且C1 > 0且C2 > F1 + F2；策略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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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中满足R2 < C1且C1 > 0且C2 > 0。基于不同策略组

合中各变量之间的关系，利用雅克比矩阵进行局

部稳定性分析的结果，见表2。
表2 雅克比矩阵稳定性分析

由雅克比矩阵稳定性分析可以得出，在政府

复查和不复查两种情形下，企业与监管机构的演

化稳定策略相同。依赖于政府政策以及企业行贿

成本、政府对企业和监管机构的罚金、企业违规

排放的额外收益等变量之间的关系，演化稳定策

略可能为（行贿，接受，复查）和（行贿，接受，

不复查）两种。

3 社会福利函数

我国全面启动碳市场的主要目的在于保护生

态环境的基础上，促进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社

会福利函数是衡量一个社会整体或部分人效用大

小的有效方法，本文采用罗尔斯主义社会福利函

数对三方演化博弈稳定均衡策略进行分析[14]。

2017年是我国全面启动碳市场的准备阶段，

为确保碳市场的顺利进行，政府复查必不可少，

因此我们对 （1，1，1） 的稳定均衡策略进行分

析。在三方博弈过程中，假设控排企业代表经济

效益，而政府部门则需兼顾经济与环境效益。基

于罗尔斯主义社会福利函数，以个体效用最小的

单位代表整体社会福利，首先对企业与政府效用

进行比较如下。

U -W = ( R2 - F1 - C1 + R1) -( F1 + F2 - C2 - E )  ,
s.t.  R2 > F1 + C1, C1 > F2 , C2 < F1 + F2

（17）
由此我们可判断出，企业效用大于政府效用，

因此，罗尔斯主义社会福利函数的形式为

S = F1 + F2 - C2 - E （18）
通过最终的社会福利函数可以看出，对控排

企业和监管机构违规操作的罚金、政府的复查成

本以及违规排放下对生态环境的损益是社会整体

福利大小的主要影响因素。在罗尔斯主义社会福

利函数下，社会福利会随着对企业和监管机构违

规操作罚金的增加而增加，随着政府复查成本以

及违规操作下给环境造成的损害的增加而下降。

较高的罚金往往意味着更为严重的环境损害，

随着科技发展水平的不断进步，政府复查成本也

会不断变化。因此在目前的发展状况下，社会福

利函数暂时无法计算得出何时取得最大值。

4 模型分析

因我国碳市场还处于初步启动阶段，配额制

度、价格制度等还不完善，政府部门对于未履约

的企业，国家发改委会责令其在 10个工作日内履

约，造成部分企业持观望态度，这就导致了违规

排放、行贿受贿等一系列问题的出现。政府监管

在减少企业的违规排放、提高第三方监管公平性

等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建立三方演化

博弈模型，我们可以发现影响控排企业、第三方

监管机构以及政府部门策略的因素，进而分析其

对社会福利的影响。

4.1 控排企业策略影响因素分析

企业选择违规排放会产生额外经济收益，但

也要承担政府复查的风险。在模型假设中企业为

理性，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根本目标。通过复制

动态方程，可以发现影响控排企业策略的因素有

选择违规排放的额外收益、行贿成本、政府复查

概率即罚金。通过对以往政府复查的概率研究，

企业可根据自身情况，比较额外经济收益 R2与
( γF1 + C1)的大小，从而选择博弈稳定策略。

4.2 第三方监管机构策略影响因素分析

在博弈模型中，监管机构主要经济收益来源

于企业贿赂。若接受贿赂，监管机构除了要承担

政府复查的风险外，还要考虑接受贿赂对自身声

誉的影响。监管机构在比较企业贿赂与政府复查

概率、罚金之后，若企业贿赂不足以弥补政府复

查可能带来的罚金损失，那么监管机构便会选择

拒绝贿赂以保持自身利益。

4.3 政府部门策略影响因素分析

政府部门相对于企业与监管机构来说，除经

济利益外，维护生态环境也会使自身利益增加。

政府复查成本一般较为固定，若企业与监管机构

选择合谋，政府复查可使罚金弥补经济损失；政

政府

复查

政府

不复查

策略组合

（1，1，1）

（1，1，0）

（0，1，0）

Det（J）
( R2 - F1 - C1)
(C1 - F2)
C1( R2 - C1)

0

符号

+

+

不定

Tr（J）

F1 + F2 - R2

-R2

( R2 - F1 - C1)

符号

-

-

-

稳定性

ESS

ESS

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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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不复查除经济损失外，同时也会损失环境利益。

因此，政府是否复查，应对其复查成本与罚金和

作比较，综合考虑经济与环境收益。

4.4 雅克比矩阵稳定性分析

通过雅克比矩阵稳定性验证发现，在政府复

查和不复查两种情形下，企业与监管机构之间的

稳定均衡策略均为（行贿，接收）。说明政府目前

的处罚政策措施并未对企业与监管机构的行为起

到约束作用，同时处罚政策措施也影响着社会福

利函数的大小。

5 对策建议

5.1 增强企业创新能力

企业无论是选择行贿或不行贿，其最终目标

都是为了提高经济收益。增强企业创新能力，促

进技术进步，使企业在限额内达到既定的经济收

益，则可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其违规概率。同时，

企业的技术进步对增强市场竞争力，保持其不断

发展、提高社会总福利等都起着重要作用。

5.2 提高监管机构履责效率

监管机构是否受贿受企业行贿成本以及政

府罚金的影响，可从两个方面考虑提高其履责

效率。其一增强社会责任感，社会责任感的上

升会促使监管机构在一定程度上拒绝企业贿赂

的概率；其二在监管机构履责效率较高时进行

奖励，从而使其受贿风险机会成本上升，提高

履责效率。

5.3 降低政府复查成本

政府复查成本不仅会影响复查频率的高低，

同时也会影响复查的范围及社会福利的变化。

政府复查概率的高低会影响企业与监管机构的

演化稳定策略选择，随着复查概率的增加，会

使企业与监管机构违规操作成本增加，从而减

少违规排放。

5.4 建立完善的处罚体系

政府处罚体系是企业和监管机构在选择策略

时的重要因素，完善的处罚体系可促使其合谋概

率的下降，从而使政府对企业与监管机构的行为

起到约束作用。政府可通过对企业的财务报表监

控、增加惩罚力度等方式，直接增加企业违规成

本，使企业违规后的额外经济收益不足以弥补违

规损失。另外，还可通过对企业负责人的行政处

罚、市场限入等方式扩充处罚体系[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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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近年来，煤炭行业面临煤炭消费增长不足、

新旧动能转换等问题，给煤炭企业带来巨大的压

力。而提升煤炭质量管理水平是煤炭企业应对当

前煤炭经济发展形势的重要途径之一。不少学者

对于如何提高煤炭质量管理水平进行了研究。韩

谷雨[1]认为提高煤炭质量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也是一个效益工程，并结合企业的自身特点，从

优化开采设计、生产布局方面入手，使煤炭产品

质量得到显著提高。曾旗[2]认为采煤过程中的煤质

管理工作是整个煤炭企业煤质管理的重点，提升

煤质管理应加强对采煤过程的管理。王锐[3]利用计

算机网络对煤矿进行质量全程监管，对各个生产

环节的煤炭质量数据实时监控，提高了煤炭质量

管理的水平。王举龙等[4-6]从工艺角度出发，研究

了根据实际情况不同对选煤厂工艺进行优化和调

整的方法，进而提高对产品质量的控制水平。李

泽文[7]提出加强对生产各个流程控制和煤炭质量管

理的人员监督与考核，从而提高煤质管理水平。

高美萍[8]认为要提高煤质管理水平，煤炭企业需采

取以毛煤质量管理为重点、严格采制化管理并提

高煤质检测水平、完善煤质资料并实行资料的档

案化管理等全过程煤质管理措施。马志刚[9]提出

基于责任矩阵的煤炭质量管理研究

李小鹏 1 ，孙英倩 2 ，王晓迪 2

（1.陕西长武亭南煤业有限公司，陕西 咸阳 713600；2.山东科技大学，山东 青岛 266590）

摘 要：针对煤炭企业煤质管理中职责界定不清、相互推诿的问题，引入责任矩阵，首先对煤质管

理过程进行梳理，确定煤质问题涉及的部门和人员，其次对部门和人员进行责任界定，最后建立煤

炭企业的煤质管理责任矩阵。将煤炭企业煤质管理责任管理清晰地体现在煤质管理责任矩阵中，使

煤炭企业煤质管理主体责任管理权有所属、事有所任、责有所归。这对解决煤炭企业煤质管理具有

一定的参考作用和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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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coal quality management of coal enterprises based on responsibility matr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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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view of the unclear definition and mutual deduction of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coal enterprises in coal quality
management， the responsibility matrix was introduced. Firstly， the coal quality management process was sorted out， the de⁃
partments and personnel involved in the coal quality problem were determined，and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departments and
personnel was defined. Finally，a coal quality management responsibility matrix was established for coal enterprises. The coal
enterprise management responsibility management of coal enterprises is clearly reflected in the coal quality management re⁃
sponsibility matrix，so that the coal enterprise management responsibility of coal quality management had its own responsibili⁃
ty， responsibility and responsibility. This has certain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solving the coal quality management of coal
enterprises.
Key words：quality management；process analysis；responsibility definition；responsibility matrix；coal enterpr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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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位一体”的煤质管理体系，在煤质管理相对复

杂的环节中提炼出思想、机制、管控、考核、团

队和创新 6个方面，全面推进煤质管理体系建设工

作，提高煤质管理水平。朱有彬[10]对精细化煤质管

理进行研究，认为采用技术与管理相结合的手段，

从煤炭生产源头控制煤质，可以有效提高煤炭的

质量。

上述研究中对于提高煤质管理主要从技术和

管理两方面入手，通过技术优化后能够对煤质管

理起到一定的效果，但在技术改造后由于员工操

作问题仍会出现煤质问题，需要进一步加强对员

工的监督管理。管理方面主要考虑加强对整个生

产过程的管控或采取新的管理模式来提高管理水

平。不论是技术方面还是管理方面，煤质管理水

平提升的落脚点都是对企业的职工管理，在煤质

管理过程中主要问题是职责界定不清，相互推诿，

从而导致了煤质问题层出不穷。

责任矩阵是项目管理中应用的一种将工作任

务分配到执行项目的相关职能部门或个人，并明

确表示出其角色、责任和工作关系的矩阵图形[11]。

责任矩阵能够明确责任分配，有效提高任务执行

效率和效果[12]。因此本文将责任矩阵引入到煤炭企

业煤质管理中来，利用责任矩阵解决煤质管理中

职责界定不清、相互推诿的问题。

1 责任矩阵

1.1 责任矩阵概述

责任矩阵是通常以工作任务为列，以角色为

行，在行列交叉位置用字母、数字或符号标示出

人员或部门角色在工作任务中的职责，所形成的

矩阵即为责任矩阵[13]，见表1。
表1 责任矩阵

注：R—直接负责；I—参与。

1.2 责任矩阵的构成

责任矩阵包括任务、角色和责任 3个要素，针

对的对象不同，这3个要素也会有很大的差别[14]。

角色指项目任务的执行者和参与者，可以是

部门或个人，由责任矩阵中的列（或行）来表示，

角色的全体构成整个的组织。

任务是对项目任务分解之后得到的一系列任

务和子任务，由责任矩阵中的行（或列）来表示，

具体的任务分解可以使用 WBS 任务分解法得到。

2 煤质管理责任矩阵的构建过程

本文研究对象为煤炭企业煤质管理，构建责

任矩阵的过程主要包括梳理煤质问题的生产流程，

列出煤质问题涉及到的所有人员或部门，确定角

色、对生产中的作业流程进行分解、建立煤质管

理责任矩阵（图1）。

图1 煤质管理责任矩阵构建流程

1）第一步，煤质问题管理流程梳理。收集基

础资料，梳理与煤质问题有关的生产流程。

2）第二步，建立角色。识别造成煤质问题的

生产流程涉及的部门或人员。

3）第三步，生产流程作业责任界定分析。对

生产流程进行分析，界定出各子作业过程中煤炭

质量管理的相关责任。

4）第四步，建立煤质管理责任矩阵。对所有

的生产流程进行梳理、汇总，形成煤炭企业煤质

管理责任矩阵。

3 煤质管理责任矩阵的构建准则

煤炭企业生产过程是一个相互连接且连续的

过程，如采出煤炭后接着进行运输环节，在运输

至洗煤厂后进行洗选。在这个过程中每个环节都

会造成煤质问题，且煤质问题会随着运输过程的

运输而传递，这主要是因为在每个子作业过程中

没有合理的界定人员职责，从而会导致职责推诿

现象的大量存在。煤质问题的有效解决需要每位

员工的参与和努力，为了提升煤质管理的有效性，

角色任务

任务1
任务2
…

任务n

角色1
R
I
…

I

角色2
I
R
…

I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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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角色n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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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割煤、移架、推前溜、放煤、拉后溜、两

巷超前支护、拉移转载机缩机尾、收尾工作 10个
子作业过程。运输作业包括运输和破碎 2个子作业

过程。洗选作业包括运输、破碎、洗选 3个子作业

过程。

4.2 角色确定

产生煤质问题的整个生产流程涉及到多个部

门和多种工作人员的共同参与。通过对亭南煤业

整个生产流程的梳理，得到了关于煤质问题涉及

的部门和人员，见表2。
4.3 任务分解

通过对亭南煤业管理流程的梳理可知整个生

产流程分为掘进、采煤、运输、洗选 4个大作业过

程，需要对每个作业过程按照其作业顺序进行作

业分解，并对分解后的每个子作业涉及到的煤质

管理注意事项进行简要说明。煤质管理任务分解，

见表3。
4.4 构建煤质管理责任矩阵

在生产过程中，每项作业都由一个或多个部

门联合完成。每个部门或人员在完成作业时所承

担的责任是有区别的，有的部门或人员是具体执

行责任，有的部门或人员是监督责任。结合煤炭

企业实际情况，本文划分了两种责任。

1）主要责任R：全面具体的直接参与到作业

中，对具体执行的作业全面负责。

2） 相关责任 I：辅助完成作业或监督完成

作业。

在梳理作业流程、角色确定、煤质管理任务

分解的基础上，结合煤质管理责任矩阵的构建准

则，最终构建了亭南煤业煤质管理的责任矩阵，

每位员工都应该参与到煤质管理过程中去。参考

煤炭企业的特点，确定责任矩阵的构建准则包括

两个。

1） 准则 1：每个子作业有且只有一个角色处

于主要责任地位，避免出现相互推诿的现象，如

在采煤作业的割煤过程中，放煤工人需要对整个

割煤过程进行负责，严格按照规程进行工作，避

免煤质问题的产生。

2） 准则 2：每个角色至少参与到一个子作业

过程中，避免造成人力资源浪费。

根据以上准则对煤炭企业煤质管理进行深入

调查，分析生产流程是否清晰、角色确定是否合

理、生产流程责任界定是否正确，以此来查找造

成煤质问题的根本原因，并制定相应的改善措施，

以达到煤质问题“源头治理”的目的。

4 案例分析

陕西长武亭南煤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亭

南煤业”），是一所现代大型煤矿企业，于 2006年
正式投产，生产能力 300万 t/a。根据亭南煤业调度

室统计数据，2017年由于煤质问题影响生产的时

间为 2 387分钟，严重影响企业的生产，造成了巨

大的损失。

4.1 煤质问题管理流程分析

根据亭南煤业实际生产的情况，煤质问题管

理流程（图 2）将整个生产流程划分为掘进作业、

采煤作业、运输作业、洗选作业 4部分。掘进作业

按照其作业流程分为交接班、生产准备、掘进降

尘、退机临时支护、延长皮带、调平调直、收尾

工作 6个子作业过程。采煤作业分为交接班、生产

图2 煤质问题管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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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过程

掘进作业

采煤作业

运输作业

洗选作业

作业分解

交接班

生产准备

掘进降尘

退机、临时支护

延长皮带，调平、调直

收尾工作

交接班

生产准备

割煤

移架

推移前溜

放煤

拉后溜

两巷超前支护

拉移转载机、缩机尾

收尾工作

破碎

运输煤

破碎

运输

洗选

煤炭质量管理职责简要说明

开展班前掘进作业煤炭质量管理教育活动

开展掘进设备维护活动，更新掘进作业标准作业指导书，避免影响掘进作业

严格遵守规程、按照正确的截割顺序作业，避免混入矸石

采取措施支护住顶板，避免顶板垮落影响安全以及杂质混入煤炭中

对煤炭进行分拣破碎，防止大块煤和矸石流入下一环节

将施工工具、施工材料码放整齐，防止工具或材料混入煤炭中

开展班前采煤作业煤炭质量意识教育活动

开展采煤设备维护活动，更新采煤作业标准作业指导书，避免影响采煤作业

严格按照规程、正确进行割煤作业，减少矸石的混入

严格按照规程移动液压支架，顶板破碎时超前移架防止矸石混入煤炭中

按照规程操作，滞后采煤机后滚筒6～10 m推移

采取见矸封顶的原则进行放煤，防止矸石的大量混入

按照规程操作，放顶煤单向顺序拉后溜

保证工作面稳定，防止掉落杂质影响煤炭质量

正确拉移、调整转载机，在转载点进行煤炭破碎

将施工工具、施工材料码放整齐

沿途皮带分拣破碎，给煤机出破碎，煤仓入口破碎

运输过程中防止杂质混入

选煤厂沿途皮带分拣破碎

严格按照运输标准执行，防止出现问题

严格按照洗选标准进行，防止出现问题

表3 煤质管理任务分解

见表4。
表2 煤质问题涉及的单位及人员

通过亭南煤业煤质管理责任矩阵可以看出，

整个生产过程中的每个子作业均有一个岗位对产

生的煤质问题全面负责，能够有效的落实岗位责

任制度，使煤质问题的管理更加科学。

5 煤炭企业煤质管理责任矩阵的建议

实行煤炭企业煤质管理责任矩阵能够有效的

解决煤质管理过程中的责任界定不清、相互推诿

的问题，能够有效的提高煤质管理水平。针对煤

炭企业煤质管理责任矩阵的实行，提出两点建议。

5.1 责任矩阵从“粗放型”向“精细型”转变

在建立煤质管理责任矩阵时，并不是作业任

务分解越小、设置更多的角色就能够促进煤质管

理水平的提高。在煤炭企业投入人力资源一定的

情况下，必定要求提高煤质管理过程中各角色的

责任落实效率，实现精细化管理。

煤质管理模式由“粗放型”向“精细型”的

转变，要求在建立煤炭企业煤质管理责任矩阵时，

煤炭企业要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合理的确定角

单位

综掘区

综采区

机电工区

选煤厂

安监处

煤监办

调度室

角色

综掘机司机、支护工

皮带机司机

班长、跟班队长

技术员

队长、书记

放煤工

支架工

转载机司机

皮带机司机

班长、跟班队长

技术员

队长、书记

皮带机司机

巡视工

安监员

煤监员

调度员

代码

A1
A2
A3
A4
A5
B1
B2
B3
B4
B5
B6
B7
C1
D1
E1
F1
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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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

掘进

采煤

运输

洗选

作业分解

交接班

生产准备

掘进降尘

退机临时支护

皮带调平调直

收尾工作

交接班

生产准备

割煤

移架

推移前溜

放煤

拉后溜

超前支护

拉移转载机、缩机

尾

收尾工作

破碎

运输煤

破碎

运输

洗选

A
1
I
I
R
R

I

A
2
I
I

R
I

A
3
I
R
I
I
I
I

A
4
I
I
I
I
I
I

A
5
R
I
I
I
I
R

B
1

I
I
R
I

R

I

B
2

I
I
I
R
R

R
R

I

B
3

I
I

R
I

B
4

I
I

I
I

B
5

I
R
I
I
I
I
I
I
I
I

B
6

I
I
I
I
I
I
I
I
I
I

B
7

R
I
I
I
I
I
I
I
I
R

C
1

R
R

D
1

R
R
R

E
1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F
1

I
I
I

G1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表4 亭南煤业煤质管理责任矩阵

色，确保生产作业中的每个子作业过程都有角色全

面负责，并能够使角色的利用率达到最大化。

5.2 建立煤质管理考核机制

由于煤炭企业生产条件的复杂性导致不确定性

因素的存在，煤质管理责任矩阵中的角色在进行作

业时，会存在各种差异，有的角色能够高质量的完

成作业，有的角色则会造成煤质问题，给企业增加

成本。因此需要建立煤质管理考核制度，对每个作

业人物的完成情况进行验收、评估，按照煤质管理

考核制度进行激励或惩罚，能够有效的提高煤质管

理责任矩阵的执行效率。煤炭企业责任矩阵的激励

和惩罚主要有职位、物质和精神3个方面。

煤炭企业煤质管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贯

穿在整个生产作业流程中，单纯通过责任矩阵并不

能完全杜绝煤质问题，“全员参与”的煤质管理理

念、良好的企业文化都是在煤质管理过程中必不可

少的，并且对推动煤质管理工作起到关键性的作

用。因此，煤炭企业在实施责任矩阵时，要注意完

善其他相关措施，促使煤炭企业落实煤质管理主体

责任，保障煤质管理工作的高效运行。

6 结 论

煤炭企业面临的市场竞争比较激烈，需要转变

观念重视产品的质量。煤炭企业要在煤质管理方面

投入更多精力，根据自身情况制定和完善煤质管理

办法，采取各种措施提高产品质量，满足顾客需

求。在这一背景下，本文针对煤炭企业煤质管理过

程中存在的问题，首次将责任矩阵引入煤炭企业煤

质管理过程中，并得出以下结论。

1）针对煤炭企业煤质管理现存问题，将责任

矩阵引入到煤质管理中，建立煤炭企业的煤质管理

责任矩阵，能够明确在生产过程中各作业的主体负

责人，避免出现责任界定不清、相互推诿的问题，

有利于煤炭企业煤质管理工作的进行。

2）将作业过程彻底梳理、正确分解作业、明

确煤质管理过程中的人员角色，是建立煤炭企业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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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管理责任矩阵的关键步骤。

3） 本文建立的煤炭企业煤质管理责任矩阵，

仅针对煤炭生产作业为掘进、采煤、运输、洗选

等流程的企业，对于生产作业更为复杂的企业，

煤质管理责任矩阵在原理上是一致的，但在细节

上仍需要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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