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导 论 Introduction

新时代背景下我国煤矿安全发展面临的挑战

中国矿业大学 （北京） 能源与矿业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赵毅鑫

煤炭作为我国的主体能源，由于环境压力，未来在

能源结构中所占的比例会持续下降，但由于我国资源禀

赋的特殊性，煤炭在一次能源构成中占有的比例仍将很

大。我国煤炭资源赋存条件极其复杂，煤矿常见的灾害

（瓦斯突出、顶板冒落、矿井火灾、水害、冲击地压、尘

害、热害等）在我国煤矿均有出现，煤炭生产的风险大，

煤矿安全事故的预防控制压力大。近年来，在国家有关

部门的重视、一线工作人员的努力和煤炭科技工作者的

攻关下，我国煤矿安全生产取得可喜成绩，但必须清醒

认识到，我国煤矿安全水平与国外相比仍有差距。另外，

随着浅部资源的枯竭，煤炭开采逐步走向深部，矿井灾

害发生机理变得更加复杂，防治难度更大，煤矿安全面

临新的更加严峻的挑战。具体来说，在新时代背景下，

我国煤矿安全发展面临的挑战主要有以下6个方面。

一是非绿色煤炭资源开发技术尚不成熟。我国大部

分煤炭资源仍然属于非绿色资源。非绿色资源量以复杂

地质赋存条件、多重地质灾害并存为特点，而现有生产

技术条件还难以完全满足煤矿安全生产需要，非绿色资

源开发技术尚不成熟，且已成为我国煤矿安全发展亟待

解决的问题。

二是煤矿装备机械化与智能化水平有待提高。从装

备上看，煤矿机械化水平仍相对较低，现有煤矿装备研

发机构的创新能力较薄弱。自主创新成果少，企业创新

活力和动力亟待加强，尤其在中国制造 2025的时代背景

下，我国煤矿智能化装备制造水平与其他行业相比，存

在一定差距，亟需提升突破。

三是深部煤矿灾害的机理不明、单一灾害向多元复

合灾害转变。我国煤炭开采深度每年平均递增10～20 m，

目前千米深井已经有50多处，最大开采深度达到1 500 m。

开采深度的增加直接导致开采条件趋于恶劣，深部矿井

最大地应力超过 40 MPa，全国有 62个高温矿井，工作面

温度超过 30℃的矿井有 38个。此外，煤与瓦斯突出、冲

击地压、热害等矿井灾害也呈现出多种灾害复合，机理

更加复杂等特点，亦尚未形成我国深部煤矿防灾、减灾、

控灾、救灾的技术体系。

四是煤矿安全管理手段有待创新。随着煤矿机械自

动化水平不断提高，原来用工较多的采掘作业地点通过

“机械化换人、自动化减人”实现了“少人作业”，减少

了煤矿发生群死群伤事故的风险，但安全管理手段仍有

待创新，水平仍有待提升；基于大数据分析和云平台的

煤矿安全智能化管理手段仍不多见，基于“深度学习”

的煤矿安全风险判识理论和调控方法体系仍有待完善，

基于智能精准开采的安全管理体系仍有待进一步建立。

五是煤矿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理念有待加强。煤矿

本质安全管理是针对煤矿全生命周期过程中危险源进行

分析、辨识，进而进行风险调控和灾害防治。然而，随

着淘汰落后产能的深入推进，废弃矿井资源开发利用逐

渐成为社会焦点，目前对废弃矿井利用过程中的安全风

险辨识及管理的认识仍有待加强。同时，一些产能核减

煤矿，对一些采区、巷道等地下空间采取封闭停产措施，

如放松管理，疏于防范，封闭停产采区和巷道仍易发生

安全事故。

六是职业病预防比治理更为重要。根据近年来相关

数据统计，截止 2017年，我国累计报告职业病病例 95万

余例，其中尘肺病 85万余例，约占 89.8%，主要是矽肺

和煤矿尘肺。根据煤矿尘肺病防治基金会统计数据显示，

全国尘肺病报告人数中 60%～70% 集中在煤炭行业，我

国煤矿尘肺病防治工作刻不容缓。因此，应加强源头治

理，重视井下粉尘 PM2.5等粉尘浓度监控和从业人员职

业健康保护技术体系的建立；创新治理模式，强化各级

政府和企业在职业健康的宏观监管，形成适合我国国情

的职业健康治理理论和方法。

毋庸置疑，我国煤矿安全发展面临严峻挑战，但可

喜的是，随着煤炭开采技术革命的不断推进，煤炭智能

精准开采为我国煤矿安全发展带来了希望。近年来，随

着煤炭智能精准开采的推广应用，煤炭百万吨死亡率持

续下降，煤矿安全生产形势也出现根本性好转。我们相

信，在煤炭智能精准开采的持续推广下，煤炭行业未来

将建成煤炭透明化、精准化、减灾化、健康化的“四化”

体系，并最终实现集高技术含量、高安全水平和绿色无

害化的未来煤矿建设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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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我国能源结构持续优化，煤炭

行业去产能步伐不断加快，过去两年，我国已经

化解煤炭过剩产能5.4亿 t，累计退出煤炭产能8亿 t，

“十三五”煤炭去产能的主要目标任务已基本完

成，煤炭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从“总量去产

能”向“结构性去产能、系统性去产能转变”，通

过增量改革、存量调整，推动行业资源整合，优

化资源配置，提升煤炭供给质量，持续推进安全

编者按：安全高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正在助力美丽中国建设，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党的十九大报

告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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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煤炭工业将在优化产业结构、保

障区域煤炭稳定供应、推进安全、高效、绿色发展等方面持续发力。《煤炭经济研究》第4期推出“煤矿安全高效

发展”专题策划，系统总结了我国煤矿安全高效发展在科技进步引领、集约化布局、法规政策导向、智能化矿山建

设、灾害探查监控预警等方面的主要实践，并针对现阶段存在的管理理念落后、关键技术呈现新难题，复合动力灾

害严重、整体专业人才匮乏，职业健康危害日益凸显等问题提出相关对策措施，为实现煤炭行业安全、高效、绿色

发展提供借鉴。

我国煤矿安全高效生产实践与发展对策

胡炳南 1，张 鹏 2，张风达 2

（ 1.煤炭科学研究总院，北京 100013；2.煤炭工业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煤炭战略规划研究院，北京 100120）

摘 要：回顾了我国煤矿安全高效生产取得的成效，2018年煤矿百万吨死亡率减到 0.093，我国原

国有重点煤矿采煤机械化程度达到 95.95%，原煤生产效率大幅提升。系统总结了我国煤矿安全高

效发展在科技进步引领、集约化布局、法规政策导向、灾害探查监控预警、安全保障体系等方面的

主要实践。深入剖析了现阶段存在的管理理念落后、复合动力灾害严重、安全高效矿井发展不平

衡、整体专业人才严重匮乏、职业健康危害日益凸显等问题，并针对性地提出了提升我国煤矿安全

高效生产水平的发展对策。

关键词：煤矿安全； 高产高效；灾害探查监控；灾害预警防治；发展对策

中图分类号：F426.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9605（2019） 04－000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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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e and development countermeasures for safe and efficient production of coal
mines in China

Hu Bingnan 1，Zhang Peng 2，Zhang Fengda 2

（1. China Coal Research Institute，Beijing 100013；2. Research Institute of Coal Strategy and Planning，Coal Industry Planning Institute，Bei⁃

jing 100120）
Abstract： It is reviewed that the safe and efficient production of coal mines in China has achieved results. In 2018， the
death rate of coal mines was reduced to 0.093 and raw coal production efficiency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The degree of mech⁃
anization of coal mining in the original state-owned key coal mines reached 95.95%. the main practices of China's coal mine
safety and efficient development in the direc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intensive layout，regulation and poli⁃
cy guidance，and disaster detection and early warning were summarized systematically. The current problems of backward man⁃
agement，serious complex disasters，serious shortage of professional professionals，occupational health hazards and other issues
were analyzed in depth，and the development countermeasures for further improving the safety and efficient production level of
coal mines in China were proposed.
Key words：coal mine safety；high production and high efficiency；disaster detection and monitoring；disaster early warning
and prevention；development countermeasures

本刊策划——煤矿安全高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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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矿井建设则是实现煤炭行业转型升级和提质

增效的有效途径。

1 煤矿安全高效生产成效回顾

随着我国能源结构调整加快，煤炭产量由

2013年的 39.74亿 t回落到 2016年的 34.1亿 t、2017
年的 35.2亿 t，2018年的 35.46亿 t，加上 2018年我

国煤炭进口 2.82亿 t，基本达到供需关系的平衡。

煤炭资源的可靠性、价格的低廉性、利用的可洁

净性，决定了煤炭仍将是我国能源安全的保障。煤

炭作为我国基础能源地位在较长时期内不会改变，

预计未来10年煤炭产量仍保持在36亿 t左右[1]。

在安全方面，通过加大安全投入，提升技术

水平，增强煤矿安全保障能力，促进安全状况持

续稳定好转。全国煤矿事故起数和伤亡人数逐年

下降，由 1978年安全事故超过 3 000起、死亡

4 500多人，下降到 2017年 219起、死亡 375人。

2018年继续下降，安全事故 224起、死亡 333人。

百万吨死亡率由 1978年的 9.44下降到 2017年的

0.106。2018年，全国煤矿百万吨死亡率 0.093，首

次降至 0.1以下，创历史最好水平[2]，如图 1所示。

我国煤矿安全生产水平已大幅度提高，成绩显著。

在高效方面，煤炭企业积极建设安全高效矿

井，我国建成安全高效矿井数量逐年增加，特别

是近 10多年我国建成的安全高效矿井数量有了大

幅增加。根据有关数据统计，从 1993年的 12处，

增加到 2018年的 901处 （图 2）。多年来，通过加

强安全高效矿井建设，带动了矿井设计、施工建

设、煤矿装备、采煤工艺、矿井管理等技术水平

和煤矿生产技术水平的逐步提升，矿井采掘机械

化程度、单产单进及劳动效率增幅明显[3]。大型煤

炭企业采煤机械化程度由 1978年的 32.34%提高到

2018年的 96.1%，掘进机械化程度由 14.5%提高

到 54.1%；全国煤矿人均生产效率由 137 t/a提高

到 1 000 t/a，增长了6.3倍。

图1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煤矿百万吨死亡率

图2 我国安全高效矿井建设情况

2 我国煤矿安全高效发展主要实践

2.1 科技进步引领煤矿安全高效发展

2.1.1 无人化开采技术

改革开放以来，在国家科技攻关计划支持下，

突出解决了一批制约煤矿安全生产和灾害防治的

重大技术难题，研发了一批煤矿安全领域的核心

技术和装备。比如：高分辨三维地震勘探，可查

出 1 000 m深度内落差 5 m以上的断层和直径 20 m
以上的陷落柱；综采工作面一次采全高可达 8.8 m；
综放工作面一次采放 20 m，产量达到千万吨

等[4-5]。尤其是应用先进网络技术的安全高效智能

化开采技术及装备，极大提升煤矿开采智能化水

平，在综采工作面采用具有感知能力、记忆能

力、学习能力和决策能力的液压支架、采煤

机、刮板输送机等综采装备，以自动化控制系

统为枢纽，以可视化远程监控为手段，实现综采

工作面采煤全过程“无人跟机作业，有人安全巡

视”的安全高效开采技术，推动生产岗位少人化

和无人化[6-7]。

2.1.2 黄陵矿业无人化开采实践

1）地质采矿条件。黄陵矿业无人化工作面煤

层厚度 1.8～2.8 m，平均 2.5 m；伪顶多为泥岩，

厚度为 0.1～0.5 m，随回采冒落；直接顶为泥岩和

粉砂岩互层，为中等冒落顶板；底板为泥岩，遇

水底鼓严重。

2）工作面设备。液压支架型号为 ZY7800/17/
32D。采煤机选用MG620/1660－WD型大功率采煤

机。刮板输送机型号为 SGZ1000/2×855；转载机为

SZZ1000/525型，配备 MY1200转载机自移系统；

破碎机为PLM3000型。

3）工作面自动化集中监控系统。主要包括视

频监视系统、电液控制系统、采煤机控制系统等

12个系统，如图 3所示。对综采工作面采煤机、

液压支架、运输设备、供电设备、供液设备等远

胡炳南等：我国煤矿安全高效生产实践与发展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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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控制，实现 “一键启停”，达到安全、高效、

连续、稳定开采。工作面由设计前的 9人联合作

业减少为 1人跟机巡检，实现工作面“有人巡

视、无人操作”，创造单班连续推进 8刀半的最

高纪录，月产量 17万 t，具备年产 200万 t的生产

能力。减少采掘作业场所用工数量，减少危险场

所的人员暴露几率，极大的提升了矿井安全生产

水平。

2.2 集约化布局促进煤矿安全高效发展

2.2.1 集约化集中开采技术

1）建设大中型煤矿，整合关闭小煤矿，推进

集约化布局。加强煤炭资源勘探，大型现代化煤

矿有序建设，形成一批世界一流的千万吨级矿井

群。做好深部资源勘探，适度新建大型现代化煤

矿。同时，大力整合关闭小煤矿，淘汰落后产能，

调整煤炭生产结构。减少开发主体，促进煤炭资

源连片开发。

2） 优化煤矿井下开采布局，合理集中生产，

提升采煤机械化程度。合理集中和机械化生产是

建设安全高效矿井的重要措施。通过改革开拓布

局，优化巷道设计，加大采区和工作面长度，因

地制宜地大力发展机械化生产和自动化控制，实

现减头减面、减人提效，简化生产系统和环节，

提高煤炭资源回采率、设备利用率和服务年限，

解决搬家次数问题，同时为简化安全生产管理创

造了条件。

2.2.2 集约化生产实例与安全情况比较

近年来，国家能源集团不断探索企业安全高

效发展的管理机制，运用系列先进技术与装备，

建成了一批安全高效矿井。2017年，国家能源集

团煤炭产量 50 887万 t，生产煤矿 64处，每处平均

产量 800万 t，百万吨死亡率 0.005。2017年，全国

煤矿煤炭产量 352 000万 t，生产煤矿 6 794处，每

处平均产量 52万 t，百万吨死亡率 0.106。显然，

国家能源集团煤矿生产集约化程度高，产量大，

安全水平高，已世界领先；而全国煤矿平均产量

小，安全水平一般。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条件下，

集约化生产水平越高，安全生产水平也越高，

两者呈正相关关系。煤矿集约化生产带来了安

全生产水平的提升，煤矿安全生产形势预期将

进一步好转。

2.3 法规政策导向促进煤矿安全高效发展

2.3.1 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政策

2016年 2月，国务院颁布《关于煤炭行业化解

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国发 〔2016〕 7
号文件） 提出，自 2016年开始，用 3～5年时间，

再退出产能 5亿 t左右、减量重组 5亿 t左右，较大

幅度压缩煤炭产能，适度减少煤矿数量。去产能

政策为煤矿安全生产状况的持续稳定好转奠定了

基础，主要表现为：一是生产重心向资源赋存条

图3 八盘区SAM型综采自动化控制系统组成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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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好的地区集中，晋陕蒙宁地区煤炭产量比重进

一步提高；二是生产力水平得到提升，年产千万

吨级特大型煤矿 59处，产能近 8亿 t/a；智能化开

采煤矿 47处；三是小煤矿关闭退出力度大，2016
年以来，小煤矿退出超过 2 000处，小煤矿产能仅

占总产能（生产煤矿）的 6.2%；四是违法违规生

产得到遏制；五是安全投入增加；六是煤矿安全

管理取得了新的实践。如：山东、四川等煤矿探

索取消夜班工作制，井下工作人员能保持较好的

精神状态，促进了安全生产。

2.3.2 《煤矿安全规程》法规修订实施

2016年 10月 1日，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修订后的 《煤矿安全规程》

正式实施 （以下简称《规程》）。《规程》解放了

煤矿生产力、提升了煤矿的生产能力和安全保障

能力。《规程》自 2016年颁布实施以来，效果总体

良好，安全生产形势明显好转。

2.3.3 “千人矿井”科技减人强安专项行动

2016年，国家安监总局组织制定了全国单班

井下人员超千人矿井 （简称“千人矿井”） 减人

强安攻坚行动方案，7个专家小组赴 48处矿山调

研，编写“一矿一策”减人技术对策。2017年 5
月，国家安监总局召开推进会，48处千人矿井已

有 21处矿井减至千人以下；2017年年底，35处
矿井减到千人以下；2018年年底，所有 48处单

班下井超千人矿井最大单班下井人数均降至千人

以下。

该行动极大程度上推动了煤矿安全高效工作，

使得煤矿事故起数、死亡人数和百万吨死亡率大

幅下降。以山西省为例，2018年煤矿生产安全事

故死亡人数同比下降 53.13%，百万吨死亡率为

0.033，接近发达国家采煤百万吨死亡率 0.01，
未发生较大及以上事故，实现了安全水平大幅

度提升。

2.4 灾害探查监控预警减少安全伤亡总量

2.4.1 煤矿灾害探查、监控与预警技术

2016年 12月，国务院制定出台的《国家中长

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2006—2020年）》

将重大生产事故预警与救援列入公共安全领域

有利于突破关键技术，研发出新型应急救援装

备，加强其技术集成应用和产业化示范。例如：

煤矿水害、火灾、瓦斯、顶板、冲击地压灾害

危险源探查辨识技术，隐蔽致灾因素动态智能

监控技术与装备；基于大数据的煤矿重大灾害

自分析、评价模型，井下高速有线、无线网络

传输技术。

2.4.2 应急救灾与安全保障体系

2013年 10月，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煤矿

安全生产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13〕 99号）也

要求提升应急救援科学化水平，加强煤矿应急救

援装备建设，并对应急救援装备的研发、配备提

出指导性意见。先后依托大型煤业集团投资建设

了 7个国家矿山应急救援队、17个区域队及 45个
央企救援队，并要求各矿山生产企业进行兼职矿

山救援队的规划建设工作。矿山应急救援产业已

经研发了灾区信息侦测技术、灾区多网融合综合

通信技术、灾区遇险人员探测定位技术、应急生

命通道快速打通构建技术、应急生命通道（钻孔）

快速打通及构建技术与装备、应急救援综合管理

信息平台关键技术。应急管理体制基本理顺，应

急平台建设不断完善，应急预案体系基本形成，

应急队伍、装备和规模逐步扩大。

3 煤矿安全高效生产存在的主要问题

3.1 煤矿安全高效生产的管理理念转变问题

2018年，我国煤矿安全高效生产实现事故总

量、较大事故、重特大事故和百万吨死亡率同比

“四个下降”的不错成绩，但相比百万吨死亡率

0.01的国际先进水平，尚有较大差距。我国煤矿安

全高效生产的管理仍存在粗放式管理方式，部分

煤矿重治标轻治本，管控源头和超前防灾意识薄

弱；复合灾害治理和区域防治治灾能力差；注重

伤亡防控而淡漠保障健康。对照新时代小康社会

和美好生活向往目标，原有理念难以满足国家的

新型煤矿安全高效生产需要。

3.2 煤矿安全高效生产呈现关键技术新难题

在我国中东部，深度开采导致煤矿开采灾害

日趋严重。煤矿开采深度每年平均增加 10～20 m，
千米深井已有 50处，最大深度达到 1 500 m左右，

最大地应力超过 40 MPa；全国共有 62个高温矿

井，其中，工作面温度超过 30℃的有 38个；煤矿

水文地质条件复杂，水害威胁日趋严重；瓦斯灾

害增大了复杂性。

在我国西部，矿区煤炭资源丰富、储量巨大，

随着开采深度不断增加、高强度开采程度不断增

加，特厚煤层开采动力灾害凸显。高地温、高地

压、高瓦斯等复合灾害发生几率高，煤矿地质灾

害类型由单一型灾害向多元耦合型灾害转变，防

胡炳南等：我国煤矿安全高效生产实践与发展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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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难度大。冲击地压等动力灾害以突发性、强破

坏性、难管控为特点。仅靠局部治理，难以从根

本上解决问题，亟待攻关[8]。

3.3 安全高效矿井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在区域上看，我国山西、河南、山东和河北

等主要产煤省安全高效矿井建设得到了高度重视，

各地区政府部门积极主动开展安全高效矿井建设，

制定了相关的建设规划和政策指导，取得了显著

成效，确保安全高效矿井达标数量逐年增加。但

是，也有少数西部产煤大省 （区） 中安全高效矿

井数量与其矿井总数相比，仍明显偏少；而西南、

华南地区煤矿数量众多，但煤炭资源赋存条件差，

开采技术条件困难，采掘机械化程度较低，其矿

井各项参数与安全高效矿井的标准相去较远。从

结构上看，我国小煤矿仍有 2 000处，占总数的

28%左右。从装备上看，部分煤矿技术落后，机械

化水平低，改造难度大[9-11]。从灾害类型上看，冲

击地压事故有上升趋势，仍亟待突破。

3.4 专业技术人才严重匮乏问题

我国 96%的煤矿企业缺少机电专业人才，88%
的煤矿企业缺少采矿专业人才。煤矿企业难以吸

引和招进专业技术人才，煤矿企业本身艰苦的工

作和生活环境、相对较低的福利待遇，吸引力不

高；涉煤类院校加快改革步伐，煤炭院校“非煤

化”倾向越来越明显，地矿类专业点从 2003年的

54个到如今不足 25个，从就业方向看，2013届地

矿类毕业生就业率 90%左右，其中本专业及相关

专业就业比重仅为 50%左右；加之，学生不愿到

煤矿企业工作以及现有的技术人才随年龄增长陆

续退休。煤矿专业技术人员严重匮乏，限制了煤

矿先进技术装备的推广应用。

3.5 职业健康危害日益凸显

根据国家安监总局对全国 26个产煤地区煤矿

企业不完全统计测算，2013年，煤炭行业新增尘

肺病人数 8 300人，死亡人数近 1 500人，比 2005
年分别上升 85.39%和 118.97%。煤矿尘肺病死亡

人数相等于当年煤矿事故死亡人数的 62.64%。根

据 《2017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2017年全国共报告各类职业病新病例 26 756例，

其中，职业性尘肺病 22 701例。按照煤矿职业性

尘肺病占五成左右计算，约为 1.1万例。职业健康

危害日益凸显，其危害防治已逐渐成为煤矿安全

管控的重点。

4 提升我国煤矿安全高效生产发展的对策

4.1 实现煤矿安全生产四大理念转变

随着新时代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现有

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和煤矿生产向纵深发展，为

了进一步提升煤矿安全生产水平，需要煤矿安全

生产实行 4个转变：一是由灾害管控向源头预防转

变；二是由单一灾害防治向复合防治转变；三是

由局部治理向区域治理转变；四是由管控死伤向

保障健康转变。需要构建煤炭开采全过程（采前、

采中、采后） 的灾害防治路线图，实现精准智能

开采和防灾治灾，使煤炭行业成为技术含量高、

安全水平好、绿色无害化的高科技行业[12-14]。

4.2 加强煤矿安全高效科技攻关与示范工程建设

充分发挥产学研用等多方面积极性，推进煤

矿安全高效科技创新，加大煤矿安全科技投入，

加强煤矿安全高效科技攻关。探索从本质上减少

煤矿灾害发生的颠覆性理论和技术；开发动态复

杂多场多参量耦合灾害防治技术及装备；研发

远程可控的少人精准开采技术及装备；制定推

广符合安全高效要求的设计规范、建设标准和

开采规程。

以煤矿安全与高效开采两条主线，加快工程

科技成果转化，创立精准智能无人 （少人） 化开

采与灾害防控一体化的煤炭开采新模式，建设煤

矿安全高效生产监控和运行管理的信息化、数字

化和智能化示范工程。

4.3 着力提升安全高效整体水平

高起点建设安全高效矿井，新建煤矿以大型

现代化煤矿为主，建设标准符合安全高效矿井标

准要求；加快推进大中型煤矿技术改造，提高煤

矿机械化程度；助推煤矿企业兼并重组和资源整

合，提高产业集中度，逐步淘汰落后产能。

适时组织开展煤炭工业安全高效矿井建设、

管理和技术经验交流活动，解决煤矿安全高效发

展水平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稳步建设现代化煤

矿，着力推进安全高效整体水平提升[15-16]。

4.4 加大煤矿安全生产科技人才培养力度

加强高校人才培养主渠道作用、畅通市场人

才引进和人才成长通道，建立吸引人才从事煤矿

生产工作的长效机制。加快中青年煤矿安全生产

科技人才培养，加强煤矿安全生产科技成果交流

和人才知识更新，按照国家职业分类和职业技能

标准，支持煤矿工人从业资格认定工作。同时，
8



2019年第4期

配套给予足额资格津贴，调整从业人员薪酬结构，

改善生活条件。培养一批既掌握安全基础理论、

又懂安全管理，还能现场操作的“知识型+技能

型”复合型安全科技人才，以满足煤矿机械化、

自动化、少人化和无人化的需求，尽快使煤炭企

业走出人才短缺的困境。

4.5 构建完善的职业健康保障体系

借鉴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经验，建立一个

统一的全国煤矿粉尘第三方在线检验检测中心，

对呼吸尘危害实时监管预警[17-18]。按照下井工作 25
年不患尘肺病的标准，制定井下作业环境粉尘浓

度限值、工作人员接尘时间限值、个体防护规范

并严格执行。将职业健康纳入企业、地方政府等

考核体系，进一步遏制职业健康恶化的趋势[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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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能源安全是国家安全体系中极其重要的组成

部分，受到世界各国的高度关注 [1]。作为世界上

最大的能源消费国，能源安全是关系到中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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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面对能源供需格局新变化、国内外能源发展新趋

势和能源技术的新突破，能源安全内涵不断丰

富，中国面临的能源安全问题和挑战也在随之发

生变化。就中国能源现状而言，在油气对外依存

度逐年攀升，油气供给系统风险加大，可再生能

源技术没有突破性进展的背景下，煤炭仍然是

保障中国能源安全的重要基础。本文将梳理能

源安全内涵的演变历程，在深入阐述全球能源

格局新变化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中国能源安

全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和煤炭对中国能源安

全的保障作用。

1 能源安全内涵的演变

能源安全是一个动态、多维度和具有主体特

色的概念[3-4]。从能源安全概念产生到现在，伴随

着时代变化，能源安全的内涵不断丰富，能源安

全内涵的演变与当时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及特点、

国际政治形势、能源技术进步等具有密切的关系。

基金项目：中国工程院能源革命推动能源安全保障基金项目

（2018-ZD-11-09）；中国煤炭科工集团有限公司科技创新创业资

金项目（2018-2-MS026）

中国能源安全面临的挑战及煤炭保障作用分析

程 蕾
（煤炭工业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煤炭战略规划研究院，北京 100120）

摘 要：能源安全是国家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稳定的重要保障。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能源安全的

概念从稳定供应逐步扩展为可获取、可承受、可持续等多个维度。在新的国际发展形势下，中国的

能源安全面临着低碳发展推动能源结构调整带来的能源可获取和可负担、艰巨的碳减排责任带来的

能源可持续等挑战。梳理了能源安全内涵的演变历程，进一步在深入阐述全球能源格局新变化的基

础上，分析中国能源安全面临的新问题和新挑战，认为只有立足中国的能源结构现状，在可以清洁

高效利用煤炭，且CCUS、CCS技术逐步成为可负担得起的技术背景下，煤炭仍将在中国能源渐近

转型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保障安全作用。

关键词：能源安全；煤炭高效清洁利用；对外依存度；能源格局；保障作用

中图分类号：F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9605（2019） 04－0010－05
China's energy security challenges and analysis of coal security role

Cheng Lei
（Research Institute of Coal Strategy and Planning，Coal Industry Planning Institute，Beijing 100120，China）

Abstract： Energy security is an important guarantee for the country'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stability of people's
live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the concept of energy security has gradually expanded from stable supply to multi⁃
ple dimensions such as accessibility，afford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Under the new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situation，Chi⁃
na's energy security is facing the challenges of energy sustainability due to low-carbon development and energy restructuring，
and the energy sustainability brought by the arduous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responsibility. The evolution of the connotation
of energy security was sorted out，on the basis of in-depth explanation of the new changes in the global energy landscape，
the new problems and new challenges faced by China's energy security were analyzed. It believes that only based on the cur⁃
rent energy structure of China，under the background that coal can be cleanly and efficiently utilized，and CCUS and CCS
technologies can gradually become affordable technologies，coal will continue to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ensuring safety in
the process of China's energy transition.
Key words：energy security；efficient and clean utilization of coal；external dependence；energy pattern；guarantee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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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以供应和价格稳定为主的阶段

能源安全概念的产生源自于石油供应的突发

性短缺。20世纪 70年代，石油在世界能源消费中

占比已经达到 45%以上，1973年达到了 49%，其

中 60%以上的石油消费集中在美国和欧洲国家。

1973—1974年第四次中东战争的爆发，引发了第

一次石油危机，OPEC组织中的阿拉伯国家提高石

油价格，并对美国禁运，对西方发达国家经济造

成严重影响。世界主要石油消费国为对抗 OPEC，
于 1974年成立国际能源署（IEA），并首次提出国

家能源安全概念。在当时战争和冷战的时代背景

下，IEA对能源安全的定义侧重于稳定原油供应和

价格。在这一阶段，能源安全研究的重点为能源

供应和能源价格的稳定，关注的资源品种单一、

维度单一，对象主要为能源消费国，因为石油在

战争和政治博弈中重要的战略价值更多的与国家

安全联系在一起。

1.2 多元化阶段

这一阶段，能源安全内涵从关注单一石油供

应的稳定向着稳定性、经济性、能源品种多样性、

使用安全等多元化方向发展[5]。第一，工业化建设

时期，为满足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能源供应的

稳定和经济；第二，能源开始更多的体现其市场

价值，对能源安全的关注点也更多的体现在价格

和市场的稳定；第三，从石油转向全面关注化石

能源、核能、可再生能源以及电力等多种能源，

能源结构多样化成为世界各国能源战略的必然选

择；第四，由于 1979年美国三里岛以及 1986年前

苏联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发生，核能的使用安全

也成为能源安全关注的重点。20世纪 90年代，中

国工业快速发展，对石油需求大大增加，1996年
中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业界人士开始关注西方

能源安全观和能源安全战略，并开始研究中国的

能源安全。

1.3 综合能源安全观阶段

进入 21世纪，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能源

安全向着更广阔的社会、经济、环境、气候和人

的安全方面扩展，以实现能源、经济、环境协调

发展为出发点，涵盖了能源可获取、可支付、可

持续、能源治理、国际合作等多个维度。此外，

能源安全也开始体现主体特征，也就是能源生产

国和能源消费国关注的能源安全内容各不相同，

丹尼尔耶金指出，对于俄罗斯而言，能源安全就

是坚持国家对“战略资源”的控制，实现对主要

管线和借以把资源输送到国际市场的市场渠道的

支配。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能源安全就是能源价

格的变动如何影响其国际收支平衡。对于中国和

印度，能源安全就是能够对全球能源市场的变化

做出快速调整的能力；对于日本，能源安全就是

通过多元化、贸易和投资来抵消国内能源资源严

重缺乏的影响[6]。IEA对能源安全最新定义从短期

和长期两个方面体现能源安全关注的重点。IEA认

为总体上来看，能源安全是以可承受的价格不间

断地提供能源，长期能源安全主要是及时进行投

资，以能够根据经济发展和环境需求提供能源。

短期能源安全侧重于能源系统对供需平衡发生突

然变化时作出的快速反应能力[7]。

2 国内外能源发展趋势

近些年，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崛起，美国 “能

源独立”“美国优先”等战略的实施，欧盟德国、

法国、西班牙等国“脱煤”和提高可再生能源比

重等清洁能源转型升级措施的推进，新一轮科技

革命对能源领域的快速推动，以及全球各国对技

术创新带动能源转型的高度重视，推动着全球能

源格局进行新的调整。

2.1 全球能源需求增速放缓，终端能源利用向电

气化方向发展

全球能源需求增速放缓，能源需求增长中心

向亚洲发展中国家转移，可再生能源和天然气消

费增长强劲，终端能源利用向电气化方向发展。

综合 IEA、EIA、ETRI等机构的年度报告结果可以

看出，未来全球人口增速将显著放缓，能源效率

提高和能源消费强度下降将支撑经济快速增长和

能源消费的脱钩，在 IEA的新政策情境下，2040年
全球能源需求将比2018年增长25%[8]。

从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可以看出，自 2007年
以来，欧洲能源消费总量从 2 041.7 Mtoe下降至

2017年的 1 969.5 Mtoe，年均下降 0.3%；经合组织

能源消费总量从 5 693.9 Mtoe下降到 5 605 Mtoe，
年均下降 0.2%；亚太地区能源消费总量从 4 195.2
Mtoe增长至 5 743.6 Mtoe，年均增长 3.2%，全球能

源消费中心已经开始转向亚洲发展中国家[9]。据

EIA在《2018年度国际能源展望》中预测结果显

示，非经合组织国家能源消费量在 2007年开始超

过经合组织国家，预计在 2040年将增加到全球能

源消费总量的三分之二[10]。

从能源消费结构来说，2017年，天然气消费

程 蕾：中国能源安全面临的挑战及煤炭保障作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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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量为 8 300万 toe，同比增加 3%，高于历史平均

增长水平，可再生能源消费增量为 6 900万 toe，天

然气和可再生能源贡献了约 60%的能源消费增

量[9]。亚太地区能源消费结构仍然是以煤为主，煤

炭约占能源消费总量的50%；欧洲、中东、非洲等

区域以油气为主要能源，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天然

气消费近 20年来一直保持增长态势[11]。IEA预计到

2040年，煤炭、石油、天然气和非化石能源将各

占四分之一，可再生能源和天然气成为能源消费

增量的主力军。

数字经济、电动汽车和其他技术的变革将带

来电力市场变革，能源结构向清洁低碳方向调整

也会推动未来能源终端利用将走向电气化[12]。

2.2 油气供给格局向多极化方向发展

油气供给格局向多极化方向发展，重构国际

油气市场贸易和运输格局，大国间制衡和博弈更

为复杂。能源生产的主要变化是油气生产格局从

集中转向多极。美国在页岩气革命、“能源独立”

“美国优先”战略推动下，一跃成为世界油气产量

最高的国家。2017年，美国的天然气产量就已达

到全球天然气产量的 20%，超过了俄罗斯。2018
年 8月，美国原油平均产量达到 1 090万桶，首次

超过了俄罗斯和沙特。EIA预计未来美国原油产量

还将持续增加，天然气也具有极大的发展潜力。

当前，全球油气的主要产区为北美产区、中东产

区及俄罗斯与其周边地区等。供给主体的多极化

也使得各国间博弈更为复杂，地缘政治风险加大。

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等亚太

地区国家以及俄罗斯，仍将是全球煤炭主产区。

其他煤炭赋存丰富的地区，因其能源消费结构以

油气为主，因此不会进行大规模的煤炭开采。

从能源消费结构的低碳趋势、全球经济快速

增长中心的逐步转移，以及石油、天然气生产格

局的变化可以看出，全球能源的供需将出现需求

东移、生产西移[13]。亚太地区将成为油气主要进

口区域，其中，中国由于能源结构调整需要，将

成为全球最大的油气进口国，并且这一趋势还将

保持。

2.3 环境保护和气候治理力度加大，推动能源低

碳转型加速

随着对环境的保护和气候变化治理重视程度

不断加大，推动能源低碳转型加速。环境保护和

气候治理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世

界各国高度重视的一个重要课题。从《BP世界能

源统计年鉴 （2018）》数据可以看出，北美洲和

欧洲由于使用油、气、煤炭带来的碳排放总量整

体呈下降趋势，其他主要排放区域虽排放总量上

升，但排放量增速有所下降，中国作为最大的二

氧化碳排放国家，二氧化碳排放增速从 2007年的

2.3%降至 2017年的 1.9%[9]。但是，也应该看到，

二氧化碳减排推进并不是特别理想。2015年《巴

黎协定》中提出了将 21世纪全球平均气温上升幅

度控制在 2℃以内，努力将升温幅度限制在 1.5℃以

内的目标，这就需要各国在 2030年排放达峰，并

在此后大幅下降。2018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布

《排放差距报告》显示，按当前的减排力度评估，

到 2030年仅有 60%的国家排放达峰，如要达到温

控 2℃的目标，需要各国将减排目标提高至 3倍，

达到温控 1.5℃的排放目标需要各国将减排目标提

高至 5倍[14]。为实现《巴黎协定》目标，各国将过

不同路径构建低碳能源体系，无论走何种路径，

核心还在于技术创新，清洁能源技术、能源互联

网、CCS等技术的突破和广泛使用将是实现减排目

标的关键因素。

3 中国能源安全面临的挑战

在新的发展形势下，中国能源安全面临着新

的挑战和压力，其核心在于能源结构与环境治理

和气候变化间的矛盾带来的能源可获取、可负

担和可持续方面的缺陷，主要突出表现在以下 2
个面。

3.1 可获取和可负担挑战

低碳发展推动能源结构调整带来的能源可获

取和可负担挑战。为加快推动能源转型，中国实

施了“以气带煤”“煤炭减量消费”等一系列政策

措施，这导致中国油气消费量快速增长，目前中

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原油和天然气进口国，同

快速增长的油气需求相矛盾的是国内油气储量的

贫乏，因此中国需要大量进口石油天然气，2018
年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已经高达72%，天然气对外

依存度高达45%，而且随着油气消费占比的逐步提

高，这两类能源的对外依存度还将进一步上升。

从阶段性能源需求目标来看，我国能源安全的巨

大挑战在于油气能源的高对外依存度，由于原油

市场各类主体博弈能力加强，地缘政治风险复杂

且加大，全球对天然气需求增加，中国油气供应

的风险依然较高，这也需要中国更好的协调国际

关系，形成有利于保障中国能源安全的经贸关系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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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外交关系[11]。

3.2 可持续挑战

艰巨的碳减排责任带来的能源可持续挑战。

无论是从自身的生态文明发展需求还是承担的国

际减排义务来说，中国面临的碳减排压力都是非

常巨大的。中国在《巴黎协定》中承诺，到 2030
年单位 GDP二氧化碳排放强度要比 2005年下降

60%～65%，且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这就要求

中国强化“双控”，加快调节能源结构。从中国能

源消费现实情况来看，尽管风能、太阳能等可再

生能源发展迅速，但要支撑起能源低碳清洁需求

仍需较长时间。因此，对于中国而言，如果选择

快速提高可再生能源或者天然气的使用比例的清

洁低碳能源转型路径，就意味着中国将承受更高

的能源使用成本，或将对相关产业和人民生活造

成一定的影响。因此，中国要选择何种路径向

低碳能源系统发展是能源安全面临的更为突出

的难题。

4 煤炭对中国能源安全的保障作用

中国正处于能源系统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

煤炭需求将逐步下降，但考虑到能源使用成本，

煤炭在能源转型升级过程中的过度支撑和供给保

障作用仍旧非常重要。

4.1 煤炭具有充足的供给能力

中国煤炭资源储量丰富，主要分布于晋陕蒙

（西）宁和新疆。截至 2017年年底，我国煤炭资源

可探明储量为 1 388亿 t，位居世界第四位。根据

《中国矿产资源报告 2018》，截至 2017年年底，我

国煤炭查明资源储量 1.67万亿 t，其中资源量 1.42
亿 t，基础储量2 500亿 t[15]。

自 2016年实施煤炭落后产能退出政策以来，

煤炭产能供给格局发生了较大改变，优质产能得

到释放，120万 t/a以上大型矿井产能比重上升到

80%，大型现代化煤矿成为煤炭供应的主力军，总

产能约为 50亿 t左右，煤炭产能得到了持续优化，

产量稳定，供需基本平衡。

就进口而言，我国煤炭进口量基本稳定在2亿 t
以上，对外依存度低，进口主要来自印度尼西亚、

澳大利亚、俄罗斯、蒙古，这 4国进口量占总量的

92%。此外，还有加拿大、朝鲜、美国等国家，进

口煤主要满足东南沿海地区用煤。

4.2 煤炭储运设施建设不断完善

中国煤炭供需逆向分布，生产逐步向中西部

地区集中，消费主要分布在中西部、东南等地，

因此存在大量的跨省跨区运输，主要运输方式为

铁路和水路。2017年，煤炭调运主要为华北地区

内部调运，华北往东北、华东、华南调运，西北

往华东、华南、西南调运。近年来，在铁路建设

方面，建成了大秦、朔黄、蒙冀、瓦日、集通等

主要铁路运输通道，2018年，通过京广、京沪、

焦柳、陇海、大秦、蒙冀、瓦日、兰渝、朔黄等

运送约 23.8亿 t煤炭，同比增长 10.4%，约占 60%
的煤炭调运量[16]。在中转交易地建设方面，建成了

秦皇岛、京唐港、曹妃甸、黄骅和南京、武汉等

一批沿海、沿江煤炭接卸港口码头，通过北方 7港
运送 7.2亿 t。煤炭储备体系主要由战略储备和商业

储备组成，截至 2017年，11个大型储配煤基地储

备能力已经达到了 7 500万 t/a，电厂储煤基本能达

到21天可用量。

4.3 煤炭智能化、绿色化，安全化开采技术快速

发展

煤炭智能化、绿色化、安全化开采技术快速

发展，开采效率、资源回收率和利用率提高，生

态综合治理能力增强。截至 2017年年底，中国大

型煤矿采煤机械化程度达到96%，掘进机械化程度

达到 54%，智能化采煤工作面 70多个，无人开采

工作面达到 47个，生产效率提高，百万吨死亡率

下降至 0.106。以煤矿保水开采、充填开采为主的

绿色开采技术得到普遍推广，地下水资源得到有

效保护和利用，矿井水利用率达到 70.6%，煤矸石

综合利用率达到 64.2%，大中型煤矿原煤生产综合

能耗、生产电耗分别达到11.82 kgtce /t、20.4 kWh/t。
生态综合治理方面，一是从源头管理，在开采中

采用对环境破坏小的绿色开采技术；二是综合运

用矿区修复治理技术，改善已经破坏的生态环境，

2017年土地复垦率达到 49%；三是挖掘废弃矿山

的潜在价值，修建湿地公园、发展种植业、养殖

业等，实现环境和经济双赢[16]。

4.4 煤炭清洁燃烧和清洁高效转化技术取得进展

煤炭清洁燃烧和清洁高效转化技术开发和应

用取得积极进展，煤炭共伴生资源综合利用率提

高。煤炭主要消费领域节能减排技术迅速发展。

我国 70%燃煤发电实现了超低排放，达到了天然

气的排放水平；高效煤粉型锅炉技术得到普遍推

广，锅炉燃料燃烬率达到98%，比普通燃煤锅炉提

高 28个百分点，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污

染物排放指标相当于天然气锅炉标准；水煤浆、

程 蕾：中国能源安全面临的挑战及煤炭保障作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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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煤、褐煤提质等洁净煤技术取得了积极进展，

改善了原煤燃烧特性，减少了污染物排放，提高

了煤炭燃烧效率；煤炭直接液化、煤炭间接液化、

煤制烯烃、煤气化、煤制乙二醇等一批具有我国

自主知识产权的现代煤化工关键技术攻关和装备

研制取得突破，开始产业化生产[16]。煤炭共伴生资

源，主要是煤层气开发利用率提高，截至 2017年，

煤矿瓦斯抽采量为 17.8亿m3，地面瓦斯综合利用

率提高到 88.7%，井下瓦斯综合利用率提高到

48.9%。

4.5 煤炭市场化不断完善，市场主体竞争力不断

加强

煤炭市场化不断完善，基本形成“市场主导，

政府引导”的市场运行模式，市场主体竞争力不

断加强，价格波动趋缓。中国煤炭市场化推进较

快，1992年国家在试点地区进行开放煤炭价格试

点；2004年建立煤电价格联动机制；2005年结束

了政府主导的年度煤炭订货制度；2012年，国务

院印发《关于深化电煤市场化改革的指导意见》，

取消了重点电煤合同，实现电煤价格并轨；2013
年，炼焦煤动力煤期货上市，进一步完善了煤炭

市场；自 2013年开始，在国家相关部门、地方政

府、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的推动下，建立了产运需

各主体共同参加的全国煤炭交易会制度；2017年
开始执行煤炭中长期合同制，形成稳定市场的有

效机制。

2012—2016年煤炭价格的大幅下降，让很多

煤炭企业开始思考并寻求转型升级，通过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优化产业结构，提高企业管理水平，

煤炭企业竞争力逐步提高，2018年中国共有 11家
煤炭企业入围了世界 500强名单。煤炭企业也在不

断探索传统能源和新能源的融合发展，探索通过

技术进步推动低碳能源体系建设。

5 结 语

能源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

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稳定的重要保障。随着全球能

源格局的发展变化，中国的能源安全面临着经济

发展和低碳转型带来的能源获取、可持续和高成

本等新的挑战。立足中国的能源结构现状，在可

以清洁高效利用煤炭，且 CCUS、CCS技术逐步成

为可负担得起的技术背景下，煤炭仍将在中国能

源渐近转型过程中承担重要的能源安全保障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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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机械化、自动化、互联网、 物联网、 移动通

信网等相关技术以及各类信息系统已在煤矿得到

广泛应用，煤矿从“数字煤矿”建设向“智能煤

矿”建设转变。数字煤矿、智能煤矿是高科技采

矿的具体表现形式，同时也是确保煤矿安全生产、

减员增效的重要举措。2016年，国家发改委、国

家能源局出台的 《能源技术革命创新行动计划

（2016—2030年）》提出，到 2030年实现煤炭智能

化开采，重点煤矿区基本实现工作面无人化，全

国煤矿采煤机械化程度达到 95%以上。因此，加

快智能煤矿建设，实现煤炭工业的现代化管理是

确保煤炭工业稳步和安全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

改变煤炭工业形象的唯一道路。

智能煤矿是指采用最新的数字矿山技术、

3DGIS、TGIS和虚拟矿井技术、云计算、大数据、

动态决策支持和专家系统技术实现煤矿生产流程

的智能化管控。智能煤矿可以分成 3个关键部分：

物联化、互联化、智能化。

物联化：即更透彻的感知。矿山生产流程的

任何事物，包括各种机电设备及其状态、煤矿井

下重大危险源的相关信息或工程技术与管理人员

都可以被感知。

互联化：即更全面的互联互通，包括井上下

人与人、人与机电设备、危险源传感网等系统之

间都可以无障碍地互联互通。

智能化：即更深入的煤矿安全生产流程的智

能分析，通过 IT手段使互联互通更加智能，确保

煤矿的安全生产和高产高效[1]。

当前，关于智能煤矿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智能

化开采技术创新与实践[2-3]、智能系统平台开发与

应用[4-5]以及大数据分析技术应用[6]等。智能煤矿建

设既要依靠技术的引进和创新，同时也需要管理

方式和流程的优化，以满足智能煤矿主动感知、

自动分析、快速处理和科学决策的需要。

智能煤矿建设中的管理创新问题研究

刘海滨 1，毛善君 2，刘 浩 1

（1.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管理学院，北京 100083；2. 北京大学 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北京 100871）

摘 要：智能煤矿建设是实现煤炭工业稳步和安全发展的必由之路，智能煤矿建设需要煤矿进行

管理创新和流程优化。根据智能煤矿的内涵及建设目标，从煤矿组织结构、安全管理、生产和销

售管理、质量管理、设备管理、成本管理和人力资源管理等方面，分析智能煤矿建设对煤矿管理

流程、任务和活动的影响，探讨可能发生的管理变革，并提出满足智能煤矿运作的管理理念和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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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management innovation in intelligent coal mine construction
Liu Haibin 1，Mao Shanjun 2，Liu Hao 1

（1. School of Management，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Beijing），Beijing 100083，China；2. School of Earth and Space Sci⁃
ences，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China）

Abstract：Intelligent coal mine construction is the only way to achieve steady and safe development of the coal industry. Intelligent coal mine con⁃
struction requires coal mine management innovation and process optimization. According to the connotation and construction objectives of intelligent
coal mines， from the aspects of coal mine organization structure， safety management， production and sales management， quality management，
equipment management，cost management and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the influence of intelligent coal mine construction on coal mine manage⁃
ment process， task and activity was analyzed， the possible management changes were explored，and management concepts and strategies were pro⁃
posed to meet the operation of intelligent coal m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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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组织结构

我国煤矿大多采用的是以管理权限为中心的

等级制度。在这种组织制度框架下，煤矿内部职

能部门多，分工细致，专业化程度高，有时部门

之间还存在交叉管理，形成了一种“科层制”的

“金字塔”形结构，如图1所示。

图1 典型的煤矿组织结构示意图

在智能煤矿中，对信息的控制一定程度上决

定其竞争力。面对迅速变化的经济环境和自身生

产运营状况，传统的组织机构已不能满足信息沟

通的需要，迫切需要煤矿组织结构向着扩大横向

跨度、缩短层级距离的扁平化方向发展。在煤矿

进行组织结构调整的同时，需要对授权进行调整。

因此，煤矿可以通过权衡信息处理过程中各种利

益冲突，确定信息集权与分权的程度和范围。智

能煤矿的建设是“一把手”工程，为了保证系统

的建设和实际应用，需要设置首席信息官 （CIO）
岗位，代替“一把手”全面管控对信息技术的利

用，以实现生产矿井的安全生产和经营管理目标。

煤矿通过调整管理层级、授权模式，以应对

智能煤矿建设所带来的挑战，同时需要以制度的

形式进行固化，避免不同部门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煤矿在其制度制定过程中，应体现企业的规范性

和灵活性的平衡，以适应大数据时代对煤矿生产

和运营带来的影响和冲击。

在部门设置和职责分配时，要充分考虑智能

煤矿生产运营和决策需要。煤矿调度中心是煤矿

的重要综合部门之一，在传统煤矿中，其基本职

责是以安全生产为中心，指挥各生产系统正常运

行。组织和协调生产准备工作，保证煤矿能够全

面、均衡地完成各项生产计划；随时掌握煤矿安

全生产情况，综合平衡、及时反映和解决生产中

的矛盾和薄弱环节，保证生产过程均衡、有序地

进行。一般在涉及影响安全生产的问题上，有权

对同级业务部门进行统一调度，行使调度职权。

在智能煤矿中，煤矿调度中心的指责和功能需要

拓展为类似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功能，可以

将其转变为“指挥调度控制中心或区域技术服务

中心 ”，同时需要在控制中心现场按照专业配置值

班人员，相互配合，共同会商，及时解决安全生

产和运营中遇到的实际问题，甚至是决策问题。

智能煤矿组织结构示意图如图2所示。

图2 智能煤矿组织结构示意图

2 安全管理

安全问题是煤矿生产和运营中的重中之重。

随着技术和管理水平的提高，煤矿安全管理正在

实现从事后管理、事中管理向事前预控管理的转

变。为了实现煤矿安全生产目标，既要学会从已

发生的安全事故中吸取经验教训，又需要实时掌

握煤矿复杂生产系统的实时变化，对可能导致事

故的各类风险准确预测并预警，以便及时采取控

制措施，防止事故发生[7]。

智能煤矿中运行的各类信息系统已经积累或

实时获取了大量数字、音频、图片、网页、日志

文本等各种数据和信息，利用大数据分析技术可

以对这些数据和信息进行深层次挖掘，通过对各

类风险的动态评估，实现对煤与瓦斯突出、煤层

自然发火、冲击地压、煤矿水害、设备故障和煤

矿人员不安全行为的预警，保证企业能够及时采

取切实可行的措施，防止事故的发生。煤矿安全

数据分析与事故预警流程如图3所示。

随着智能煤矿的发展，将会出现越来越多的

无人或少人煤矿，“无人采矿”将使采矿作业的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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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身事故成为可能。煤矿将从传统的降低和杜绝

伤亡事故为重点的安全管理向对影响生产系统高

效运行的瓦斯、火灾、水害、设备和顶板事故等

的预测、预报和预控工作转变。因此，迫切需要

构建各类煤矿事故风险的预测和预警模型、煤矿

复杂生产和运营系统的可靠性评价和预测模型，

全面了解和掌控煤矿安全可靠性状态，积极推进

煤矿韧性安全管理系统的建设。

3 生产和销售管理

作为大宗物资，煤炭在我国的生产和销售有

其特殊性。我国大多数煤矿被当作煤炭企业的生

产中心，煤矿生产计划、生产组织及产品配置基

本与市场脱节。大多数煤矿的生产计划和安排是

以国家核定的生产能力为基础，基本不考虑或很

少考虑煤炭的市场需求状况。在智能煤矿中，由

于客户关系管理、供应链管理、销售管理和经营

分析等系统的高效运行，煤矿可以及时了解、分

析煤炭市场的实时变化，对煤炭价格做出预测，

加强与客户的关系管理，实时监控订单的签订和

执行情况等。煤矿可利用生产管理、采购管理、

煤质管理、价值链分析、成本分析等系统，帮助

煤矿按照订单的相关要求制定详细的生产计划、

采购计划，实时监控采购和生产过程，保证煤矿

生产安全高效进行。煤矿可以实现对生产成本的

实时分析和核算，掌握煤矿的成本效益和盈亏状

况，及时给出煤矿合理的产量区间和生产计划调

整建议，其流程如图4所示。

4 质量管理

煤炭质量是指煤炭产品在自身的形成和开采、

加工过程中所具有的、能够满足不同用户需求的

特征或特性的总和。煤炭质量可用一定的质量指

标 （或标准） 来表示，如灰分、水分、硫分、发

图3 煤矿安全数据分析与事故预警流程

刘海滨等：智能煤矿建设中的管理创新问题研究

图4 煤矿生产和销售系统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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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量、挥发分、块煤限率、含矸率以及结焦性、

粘结性等。近年来，随着我国采煤机械化程度的

提高和煤炭开采深度的增加，原煤质量呈下降趋

势。为了解决因煤炭质量问题导致的供需矛盾，

煤矿大多采用增加原煤入洗能力，通过销售洗精

煤、配煤来满足市场的多层次需求。

智能煤矿采用先进采煤设备、洗选设备以及

监测和监控设备，实现对井下煤炭生产、洗选加

工和商品煤销售的全程实时监测监控，特别是在

煤炭井下生产阶段，利用先进的探测和预测技术，

实时获取井下煤层赋存状况、顶底板条件和煤层

中矸石层等的变化信息，对所生产原煤质量的变

化趋势做出准确预测，及时为煤炭后续的洗选加

工和配煤提供决策支持，真正实现煤炭质量的全

过程、全方位、实时管理，最大限度地满足客户

的需求。

5 设备管理

在智能煤矿中，使用了大量先进的机器设备，

需要对这些设备进行科学管理，以实现设备资产

综合效益的最大化。因此，应该应用一系列先进

的理论、方法，并且通过一系列技术、经济、组

织措施，对设备的物质运动和价值运动进行全过

程的科学型管理[8]。

对于煤矿的自有设备，主要处理其日常管理

及机械费的核算业务。主要包括：使用计划、采

购管理、库存管理、设备台账管理、设备使用、

设备日常管理、机械费核算等。对于煤矿的租赁

设备，根据租赁数量、租出时间、退租时间、租

赁单价核算其租赁费和机械料费。主要包括：租

赁计划、租赁合同管理、设备进场、机械出场、

租赁费用结算等。

在智能煤矿设备的使用过程中，需要利用各

种检测、监控技术，实时获取设备运行状态的数

据，利用数据分析技术和设备故障预警模型，及

时对这些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对可能发生的设

备故障进行预测预报，并给出维修、保养和处置

建议。

6 成本管理

成本管理是企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促

进增产节支、加强经济核算，提高企业整体管理

水平至关重要。煤炭产品成本包括原煤的资源成

本、生产成本、安全成本、环境治理和补偿成本、

洗煤和配煤的加工成本以及转产发展成本等。其

中，原煤生产成本主要包括材料、电力、职工薪

酬、折旧费、维简费和替他支出。原煤安全成本

是煤矿根据国家或其所在省份规定标准提取的，

专门用于改善煤矿安全生产条件，实现安全生产

而在成本中列支的资金[9]。

在智能煤矿中，由于实现了少人或无人开采，

生产成本中的薪酬部分会大幅降低。由于智能煤

矿建设中先进技术和设备投入的增加，与其相关

的折旧费用以及保证技术和设备运行的电力支出

会有所增加，其增加的幅度受技术和设备采购价

格、技术和设备的能源消耗水平等影响。材料费

用也会因对开采条件、作业环境、设备状态等的

准确预测而产生一定程度的节约。

智能煤矿由于采用了先进生产技术和设备以

及优化了作业流程，煤矿生产的安全性将显著提

高，事故发生率会大幅降低。因此，安全成本的

提取标准将会被重新修订，原煤安全成本将会下

降甚至取消。

此外，为了加强煤炭成本控制，煤矿会根据

自身生产和运营特点，参照国家、部门及所在地

区一般定额水平，编制煤矿定额 [10]。一般定额分为

消耗定额、劳动定额和费用定额。消耗定额是指

在一定的生产、技术与管理条件下，完成单位工

作量需要消耗物资的数量标准。劳动定额是指为

一定范围工种的员工预先规定的，在一定生产技

术组织条件下单位时间内完成合格劳动成果的数

量标准，或为完成单位数量合格劳动成果所预先

规定的劳动时间消耗标准。费用定额根据工程类

别确定取费基数与取费费率制定的定额，包括营

业费用定额、财务费用定额和管理费用定额[11]。煤

矿定额编制常采用现场查定、经验判定、统计分

析、技术测定和定额换算等方法。在智能煤矿中，

由于实现了少人或无人作业，影响定额编制的生

产、技术和管理条件等发生了巨大变化，已有的

国家、部门乃至地区的相关标准均需要重新修订

和计量。在煤矿定额具体编制过程中，如何综合

考虑管理条件、劳动组织、技术工艺、设备配件

消耗等系列问题是难题，需要借助大数据分析等

技术加以解决。

7 人力资源管理

智能煤矿是一个复杂的巨大系统，其建设和

运行需要高素质的人才。高科技煤炭开采不仅涉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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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传统的地测、采矿、通风、机电、选煤、运输、

调度等系统 ，而且还涉及计算机、通讯、地理信

息系统、综合自动化、在线数据采集、灾害分析

与预警、决策支持等技术。传统煤矿作业分工细、

岗位多，多数工作任务简单，员工的整体业务素

质不高。要实现高科技采矿 ，需要煤矿员工的多

技能性，以适应高技术工作岗位的专业要求。对

于需要进行决策支持和执行高级管理的员工，应

该掌握多种专业知识和技能。 因此 ，改革和完善

我国当前煤矿人才培养模式迫在眉睫。

煤炭行业高校应面向智能煤矿建设改革人才

培养体系，构建基于专业特色的本科专才教育、

基于高科技的硕士研究生专才教育和基于学科专

业交叉的博士研究生专才和通才并行教育的高素

质人才培养模式，满足智能煤矿建设的需要。为

了保证人才培养的质量，建议采用类似临床医学

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模式，即本硕连读或本硕博连

读方式。

煤矿应改进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在人才招聘、

岗位培训、薪酬方案设计、员工绩效考核和激励

以及职工继续教育等方面，应充分考虑智能煤矿

建设对人才的需要，努力提高煤矿员工的综合素

质和能力。

8 结 语

智能煤矿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既需

要先进的科学技术支撑，同时也需要管理创新。

高科技采矿的发展推动了煤矿管理模式的变革，

同样煤矿管理模式创新进一步引领先进开采技术

的发展和应用。在先进技术和管理融合促进过程

中产生的诸多理论和实践问题，需要探索和研究。

希望本文的研究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吸引

更多的专家、学者参与智能煤矿建设中相关管理

问题的讨论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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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我国“富煤、贫油、少气”的能源结构特点

决定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煤炭作为主体能源的

地位不会改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煤炭行业整

体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作为煤炭开采的重要方

式之一，我国露天采煤也取得了较大发展。当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

工作，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发

展理念，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快生态文明体

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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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一

系列发展理念，既给露天煤矿带来了机遇又带来

新的挑战，如何处理好资源开发与土地及生态环

境的关系，如何适应新时代发展要求是当前露天

煤矿企业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因此，有必要探

讨新时代我国露天煤矿发展趋势及面临的主要问

题，提出对策措施，进一步推动露天煤矿绿色、

安全、高效发展。

1 我国露天煤矿发展现状

我国 《煤炭产业政策》 及 《煤矿安全生产

“十三五”规划》均明确提出，要优先发展露天煤

矿。近年来，我国煤炭露天开采产量逐年增加，

目前全国露天煤矿产量约占全国煤炭产量的15%～

17%。截至2018年10月底，全国共有露天煤矿424
处，占全国煤矿总数量的 6.65%，生产能力 8.97亿
t/a，占全国煤矿总能力的 16.9%，其中：生产露天

煤矿 308处，生产能力 6.33亿 t/a；建设露天煤矿

105处，生产能力 2.58亿 t/a；正在实施关闭露天煤

矿 11处，生产能力 503万 t/a，均为小型露天煤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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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trend，problems and related suggestions of surface mines in the new era
Zhao Hao

（Research Center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Department（China Coal Industry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Beijing 100013，China）

Abstract：The report of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ut forward the development concept of
“building a beautiful China”，“promoting the revolution of energy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and building a clean，low-car⁃
bon，safe and efficient energy system”. The new era not only brings opportunities to surface coal mining enterprises but also
brings new challenges. How to adapt to the development requirements of the new era is an urgent problem for surface coal
mining enterprises.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surface coal mines in China was expounded，and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sur⁃
face coal mining in the future was analyzed. Combined with the problems of l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mining rights，
equipment localization and safe production faced by the development of surface mines， relevant suggestions were proposed to
promote the green，safe and efficient development of surface coal mines
Key words：surface mine；land；environmental protection；mining rights；safety foundation；equi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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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露天煤矿分布在内蒙古、新疆、山西、云南、

黑龙江、宁夏、陕西、青海、辽宁、甘肃、贵州、

广西、河南、河北、湖南、吉林共 16个省（区），

其中：内蒙古、新疆、山西和云南 4省（区）露天

煤矿351处，占全国的82.78%，生产能力8.41亿 t/a，
占全国的93.76%。

2 我国露天采煤的发展趋势

2.1 露天开采集中化、规模化

全国生产、建设煤矿中，400万 t/a及以上的大

型露天煤矿 51处，占全国露天煤矿总数的 12%，

生产能力 5.63亿 t /a，占全国露天煤矿总产能的

62.8%，其中生产露天煤矿 31处，生产能力 3.78亿
t/a，建设露天煤矿 20处，生产能力 1.85亿 t/a。千

万吨级露天煤矿 25处，产能 4.23亿 t，占全国露天

煤矿产能的47.1%，其中生产露天煤矿13处，产能

2.76亿 t，建设露天煤矿 12处 （含改扩建），产能

1.47亿 t/a。千万吨级大型露天煤矿主要分布于内

蒙古、新疆、山西、云南、黑龙江 5个省 （区），

开发主体主要为国家能源投资集团、中煤集团、

国家电投集团、华能集团、大唐集团、新疆天池

能源、铁法能源、小龙潭矿务局等中央和地方国

有企业。国家能源投资集团哈尔乌素、宝日希勒

露天煤矿生产能力已达 3 500万 t/a，是目前我国产

能最大的煤矿。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胜利东

二号露天煤矿远期规划规模将达到 6 000万 t/a，由

此可见，开采集中化、规模化是我国露天煤矿的

发展趋势。

2.2 露天开采工艺连续化、综合化

随着露天煤矿开采的集中化趋势，单个露天

煤矿开采范围趋于扩大，开采深度日益增加，露

天开采境界内地质条件复杂多变。针对这种情况，

传统的单一开采工艺、间断开采工艺方式往往不

能与之相适应，使开采效率降低，开采成本提高。

近年来，开采工艺连续化及综合化已经成为大型

露天煤矿发展模式。例如：元宝山、黑岱沟、扎

哈淖尔、伊敏等露天矿松软表土层剥离采用轮斗

连续工艺；伊敏、白音华二号露天煤矿采煤、剥

离工艺引进自移式破碎机半连续工艺；霍林河南

露天煤矿岩石剥离引进半移动式破碎站半连续工

艺；黑岱沟露天煤矿部分岩层剥离引进抛掷爆破

吊斗铲倒推工艺；白石湖露天煤矿采煤引进露天

采矿机；综合开采工艺是我国大型露天煤矿开采

工艺发展的必然趋势。

2.3 露天开采设备大型化、智能化

大型设备在安全、高效、环保等方面具有显

著优势，目前我国露天煤矿单斗挖掘机斗容已由

3～4 m3提高到 23～35 m3，最大可达 75 m3；自卸

卡车载重由 20～30 t提高到 154～190 t，最大可达

400 t；排土机能力由 2 000 m3/h提高到 4 800～
6 600 m3/h；破碎机（站）能力最大可达12 000 t/h。
黑岱沟露天煤矿引进斗容 90 m3吊斗铲，扎哈淖尔

露天煤矿使用的轮斗挖掘机能力达 6 600 m3/h。随

着信息化不断推进，露天开采设备趋于智能化发

展，卡车智能调度系统采用卫星定位、无线通信

和计算机技术等对离散设备进行有效监控和优化

调度，提高卡车和装载铲利用率；设备故障诊断

系统、钻孔爆破智能化系统、综合工艺监控集成、

疏干排水监控系统、防碰撞系统等广泛应用，降

低设备故障率，提高设备利用率，以充分发挥设

备系统的效能。

2.4 与煤电、煤化工企业兼并重组常态化

我国露天煤矿主要分布于内蒙古、新疆等偏

远地区，露天开采煤层赋存较浅，煤种以褐煤为

主，运输半径有限，煤炭外运条件及煤炭市场成

为制约露天煤矿生产的主要因素。建立近距离坑

口电厂、化工厂，可缩短煤炭运距、大大降低成

本、提高生产效率，因此，发展煤电、煤化工联

营是我国露天煤矿发展的必由之路。目前，五大

发电集团 （国家能源集团、华能、大唐、华电、

国家电投集团） 均参与了露天煤矿的开发建设，

其中国家电投集团公司露天煤矿产量占集团公司

煤炭总产量的 94.8%。2017年 12月，国家发展改

革委、财政部等 12个部委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

推进煤炭企业兼并重组转型升级的意见》（发改运

行〔2017〕 2118号），提出“支持煤炭、电力企业

通过实施兼并重组，积极发展煤电联营”“鼓励煤

炭与煤化工企业根据市场需要出发实施兼并重组，

有序发展现代煤化工，促进煤炭就地转化”，未来

煤炭企业与下游的煤电、煤化工企业兼并重组将

呈常态化趋势。

2.5 大力推进智慧露天煤矿建设

近年来，在信息化、工业化深度融合的`背景

下，我国数字矿山建设取得了一定成就，国内多

数大型露天煤矿均开发、应用了管理信息系统、

生产调度监控系统、三维地质模型构建系统、露

天矿GPS车辆智能调度管理系统、钻机自动布孔导

航及深度检测系统、边坡稳定性监测系统等，具

赵 浩：新时代露天煤矿发展趋势、面临的问题及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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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了一定的数字化、信息化基础。党的十九大报

告提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互联网、

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随着大

数据、物联网、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

矿山信息化、智能化进程加速，智慧矿山必将成

为未来露天煤矿发展趋势，构建智能生产管理系

统，实现生产监控、管理调度、灾害预警等一体

化，达到露天煤矿降本、增效、安全和现代化管

理的目的，促进露天煤矿可持续发展。

3 露天采煤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3.1 征地滞后

露天开采是直接从地表揭露并开采有用矿物

的过程，为了开采有用矿物，必须对有用矿物之

上的大量土岩进行剥离，因此露天开采需要占用

大量的土地作为采掘场用地和排土场用地。现阶

段露天煤矿用地形式采用缴纳出让金后协议出让

的使用方式，审批周期长、程序复杂。目前，国

内许多露天煤矿存在不同程度的征地滞后问题，

用地问题已成为影响全国露天煤矿生产的共性瓶

颈问题，征地滞后直接影响到露天煤矿工作线长

度、平盘宽度、开采程序、原煤产量、生产成本，

进而影响经济效益。例如，国家能源投资集团哈

尔乌素露天煤矿、宝日希勒露天煤矿、白音华一

号露天煤矿均曾受征地问题影响，剥离工程受限，

产量减少。特别是随着露天开采集中化、规模化，

单个露天煤矿生产能力逐步提升，露天煤矿工业

用地量大和取得土地使用权审批周期长、程序繁

冗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

3.2 露天开采环保压力大

我国露天煤矿主要集中在内蒙古、新疆等生

态环境脆弱地区，露天开采改变了矿区原有生态

环境，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一直是社会各界争论的

焦点问题。国内露天煤矿在土地复垦及环境保护

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总体来看，还处于被

动应对督导检查的层面，环保资金投入不足、工

作低效、质量不高、浪费严重等问题尤为突出，

与建设美丽中国的发展目标相比，还有较大差距。

2018年 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先后重磅印发《关

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的意见》《关于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的

通知》两个文件，对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进行

了再安排再部署，两个文件以独立章节重点强调

“要积极推进露天矿山综合整治，加快环境修复和

绿化”“重点区域原则上禁止新建露天矿山建设项

目”，这对新时期我国露天煤矿企业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我国露天煤矿环保工作面临巨大压力。

3.3 矿权划分不合理

我国《煤炭产业政策》明确提出“在大型煤

炭基地内，一个矿区原则上由一个主体开发”，但

目前国内煤炭资源配置由地方政府主导或执行，

地方政府为配套项目落地，设置获取资源的附加

条款，在矿业权设置方案框架下，根据企业配套

项目及投资情况划定矿区范围及资源量，造成了

一块整装资源划分成不同区块给多个主体。对于

以露天开采为主的矿区，相邻露天矿之间产生端

帮压煤，造成资源浪费，影响企业效益。例如，

内蒙古白音华矿区一号露天煤矿与二号露天煤矿

之间留设 200 m的矿权空白区，加上两矿相邻端帮

边坡压煤共计 1.88亿 t煤炭资源，重新申请矿权难

度较大。此外，露天煤矿的矿权划分不合理可能

造成大部分适合于露天开采的煤炭资源变为井工

开采，不仅浪费了煤炭资源，而且还给煤矿安全

生产带来压力。

3.4 资源整合型露天煤矿安全基础有待提高

多数资源整合型露天煤矿是由井工煤矿变更

开采方式产生，技术力量匮乏，管理水平低，生

产完全依托社会化，外包设备型号小，设备数量

多，人员队伍不稳定，文化水平整体偏低，安全

意识薄弱，导致工程质量下降，而且这些露天煤

矿企业受露天开采安全条件好的传统观念影响，

不重视煤矿安全基础建设，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

落实，给露天煤矿安全生产带来压力。2017年 8
月，山西晋能集团和顺吕鑫煤业“8.11”滑坡事故

造成 9人死亡，这就是资源整合型露天煤矿的典型

事故案例。截至 2018年 7月底，全国安全生产标

准化达标煤矿共 3 020处，其中一级煤矿 460处，

占达标煤矿总数的 15.23%，而全国露天煤矿中一

级安全生产标准化煤矿仅有 29处，仅占全国生产

露天煤矿总数的 11.98%，低于全国水平。这主要

是由于大多数兼并重组、资源整合型露天煤矿安

全基础比较薄弱，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3.5 大型设备国产化有待加强

目前，我国大型露天煤矿主要生产设备以进

口为主，中煤平朔集团进口设备的比例曾高达93%
以上，进口设备价格昂贵，且配件价格至少以每

年 5%的幅度增长，加重了露天煤矿的生产成本，

同时进口配件制造周期长，备件库存较大，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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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备资金巨大。随着中美贸易摩擦加剧，2018年 8
月 2日美国政府宣布准备对从中国进口的约 2 000
亿美元商品加征 25%关税，中国商务部反击准备

对从美国进口的 5 207个税目进口商品加征关税，

其中对履带式推土机、挖掘机、机械铲、矿用电

铲零件、钻机等露天采矿机械设备及零件加征20%
关税，若中美贸易摩擦进一步升级，双方加征关

税生效，必将导致采用进口设备的露天煤矿经营

成本增加。近年来，我国露天采矿装备制造业发

展迅速，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差距，主要核

心技术仍依靠进口，处在模仿和低端制造阶段，

设备稳定性与进口设备相比还存在差距，我国大

型露天采矿设备国产化有待进一步加强。

4 促进露天煤矿发展的相关建议

4.1 继续增加露天开采比例

一是鼓励资源保障程度可靠的大型露天煤矿

按照减量置换的原则开展生产能力核定，释放优

势产能，建议有关部门尽快修订完善《煤矿生产

能力核定标准》《煤矿生产能力核定管理办法》，

建议增加资源开发利用、环境保护、安全生产等

生产能力保障内容，理顺产能核增与安全生产、

环境保护、资源开发之间的关系。二是进一步加

快在建、改扩建露天煤矿建设进度，在煤矿建设

项目核准方面，优先向露天煤矿倾斜；加快西气

东输、疆煤外运、疆电外送项目建设，发挥新疆

大型煤炭基地资源优势，促进新疆大型露天煤矿

建设。

4.2 创新露天采矿土地征用机制

土地问题已严重制约露天煤矿的发展，因此，

建议尽快出台露天煤矿生产期间用地的相关法律、

法规、行业标准，探索露天采矿土地征用新机制。

一是推行“采矿临时用地”，采取分期实施、分期

供地、到期归还的做法，临时租用农民集体土地，

因不改变用地性质，且仅限于采矿用地，故企业

不用再缴纳相应的土地出让税费；采矿作业完成

后，采矿企业应严格履行土地复垦义务，农业用

地应恢复原土地用途，并按时交还农民，农民的

利益基本没有受损。二是探索置换方式取得采矿

用地指标，即利用复垦新增的土地指标置换采矿

用地指标，采取“占补平衡、增减挂钩”的循环

机制，动态置换采矿用地指标，这样既能解决采

矿用地问题，也不会减少耕地，而且修复、整

平之后的土地在一定程度上优于原始地貌。

4.3 强化露天煤矿环保顶层设计和企业主体责任

一是进一步完善煤矿环保投入机制，尽快出

台矿山环境治理恢复基金制度，明确企业矿山环

境治理恢复的主体责任，企业设立矿山环境治理

恢复基金账户，地方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加强动态

监管。二是探索矿区总体规划、矿产资源开发利

用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生态环境保护规划

与露天开采规划同步规划、同步实施，解决目前

各类规划内容冲突、缺乏衔接等问题，坚持一张

蓝图绘到底。三是应进一步结合煤炭工业的发展

实际，加强对露天矿山土地复垦、生态治理等方

面的法律法规、标准、规范、制度等建设。四是

强化企业矿山环境治理恢复的主体责任，建议露

天煤矿企业成立专门的环境保护机构，配备专门

人员，完善相关制度建设，保障环境治理基金足

额投入。

4.4 优化露天煤矿矿业权设置

我国适合露天开采的煤炭资源仅占 5％，对现

有地质资源的合理利用尤为迫切，因此建议对适

于露天开采的煤田应划归露天开采，即使目前露

天开采有困难，也应在矿区总体规划中留出。一

是有计划关闭退出露天开采矿田内的井工煤矿，

严格禁止资源浪费。二是新规划露天矿区，坚持

“一个矿区原则上由一个主体开发”，积极探索大

矿田、大规模、多股权的经营方式。三是已设置

矿业权的矿区，鼓励优势企业整合分散的矿业权，

提高资源勘查开发规模化、集约化程度，推广相

邻露天煤矿协调开采技术实施。

4.5 推动资源整合型露天煤矿加强安全基础建设

一是通过创新经营模式，提升人员素质、装

备、管理水平。探索露天煤矿企业与机械设备生

产厂家合作新型的外包经营模式，鼓励露天矿用

机械设备生产厂家设备生产优势，拓展露天矿山

施工业务，取得相应资质，组建施工队伍，与露

天煤矿签订中长期合作合同，既有利于露天采矿

机械设备扩大内需，又有利于促进外包设备大型

化，稳定外包队伍、提高人员素质，带动外包单

位参与露天煤矿信息化、智能化建设。二是通过

开展煤矿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强化安全基础，

提高露天煤矿一级安全生产标准化煤矿比例，推

动安全生产关口前移，促进露天煤矿安全发展。

4.6 大力研发应用露天煤矿机器人，推进国有设

备大型化

一是大力研发应用露天煤矿机器人，研发露

赵 浩：新时代露天煤矿发展趋势、面临的问题及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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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矿穿孔爆破机器人、露天矿电铲智能远程控制

自动装载系统、露天矿卡车无人驾驶系统，提高

矿山钻孔爆破、采装、运输智能化水平，减少露

天煤矿事故发生，推进煤炭工业高质量发展，推

进露天煤矿安全发展。二是进一步提高国产大型

挖掘机、自卸卡车、推土机、平路机的设备稳定

性，重点研发超过 400HP的大型柴油发动机 （尤

其是电动轮卡车的发动机及其配件）、传动系统、

电控系统、特种钢组件、液压泵、液压马达、液

压阀组、巨型矿用卡车轮胎等关键部件，开展工

业化试验，逐步提高设备国产化率和质量水平，

大幅降低露天采矿成本。

5 结 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建设美丽

中国、推动能源革命的发展目标下，我国煤炭行

业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由于露天开采具有资源

回收率高、安全条件好、劳动效率高、生产规模

大等优势，未来必将在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

的进程中得到长足发展。通过系统分析征地、环

保、矿权、设备国产化、安全基础等一系列制约

露天煤矿发展的因素，提出了创新露天采矿土地

征用机制、强化企业矿山环境治理恢复的主体责

任、优化露天煤矿矿业权设置、资源整合型露天

煤矿加强安全基础建设、开展露天煤矿机器人研

发、推进国有设备大型化等建议，为露天煤矿企

业适应新时代发展要求，处理好资源开发、土地

利用及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指明了方向，进一步

推动露天煤矿绿色、安全、高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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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随着近年来煤炭产业的转型发展及防范化解

煤矿重大安全风险的综合施策，我国煤矿安全生

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2018年全国煤矿事故共死

亡 333人，煤矿百万吨死亡率 0.093，不断趋近发

达国家水平[1]；而每年矿工尘肺和矽肺报告病例达

2.5万左右，约占职业病报告病例的 85%[2]。这些事

故和职业病是煤矿企业 （以下简称“企业”） 自

身不文明生产所造成的，是完全不应该发生的[3-4]。
虽然煤矿企业对安全生产和职业病危害治理负有

主体责任，但现有法律法规和政策标准等对企业

职业安全健康管理的规定很多、要求较高、不易

落实，相当一部分企业对职业安全健康投入边界

不清、投入低效、效果不佳。如何科学界定各类

企业职业安全健康投入的规模和范围，从源头上

高效管控职业安全健康事故的风险，成为政府和

企业各级管理者关注的重点和焦点[5]，推进法治、

加强管制、科技创新等方面加强企业职业安全健

康管理的研究已取得较多成果[6-8]。本文从风险管

理和企业管理视角审视影响企业职业安全健康管

理的因素，研究煤矿企业职业安全健康边界，辨

析如何科学高效地配置职业安全健康投入资源，

为完善政府治理方式、提高企业职业安全健康管

煤矿企业职业安全健康投入边界模型研究

张 鸽
（国家卫生健康委职业安全卫生研究中心，北京 102308）

摘 要：煤矿企业生产安全事故和职业病属于加强管理和加大投入就可以减轻或避免的人文灾害。

为改进政府监管方式、提高煤矿企业职业安全健康投入效率，根据企业职业安全健康投入动机建

立主动投入模型和被动投入模型，进而分别建立企业职业安全健康投入理想边界模型和次优边界

模型，前者是满足可接受风险条件下追求总投入最小，后者是主动投入一定时追求期望风险最小。

结果表明：无论实现哪种边界，政府和企业都应当科学研判职业安全健康危害因素、统筹选用交

易因素、充分激励人的因素、加快完善制度因素，以最优投入策略组合最大程度降低煤矿劳动者

职业安全健康风险。

关键词：职业安全健康；投入效率；理想边界模型；次优边界模型；煤矿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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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boundary model of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investment in coal min⁃
ing enterprises

Zhang Ge
（National Center for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NHC，Beijing 102308，China）

Abstract：Coal mine production safety accidents and occupational diseases are human disasters that can be alleviated or avoid⁃
ed by strengthening management and increasing investment.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government supervision mode，improve the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investment efficiency of coal mining enterprises， the active input model and the passive input
model were established according to the motivation of enterprise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investment，and then the ideal
boundary model and suboptimal boundary model were established，The former was to pursue the minimum total investment un⁃
der acceptable risk conditions， the latter was to pursue minimum expected risk when the initiative was invest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no matter which boundary was implemented，the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s should scientifically judge the occupa⁃
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hazard factors， coordinate the selection of trading factors， fully motivate people， accelerate the im⁃
provement of institutional factors，minimize the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risks of coal miners by optimum investment strat⁃
egy combination.
Key words：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input efficiency；ideal boundary model；suboptimal boundary model；coal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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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效率提供新思路。

1 煤矿企业职业安全健康投入因素及其模型

随着煤炭产业的优化升级，当前全国 30万 t/a
以下小煤矿仍有 3 113处，占全国煤矿总数的

53％，其中一些已经纳入下一步淘汰落后产能计

划，这些煤矿往往对安全健康投入不积极。特别

是近年来，我国煤炭经济总体下行，一些企业投

入困难，煤矿安全基础薄弱，甚至采掘接续失调，

安全生产风险加剧。如何激励企业尤其是小煤矿

从煤矿剩余服务年限着手，始终保障必要的安全

健康投入，并不断提高有限安全健康投入的效益，

是研究职业安全健康投入边界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企业职业安全健康边界，是指企业为保障劳

动者职业安全健康和企业存续发展，通过企业自

身、市场和政府的交互作用，对职业安全健康管

理进行投入的规模和范围。企业科学管理职业安

全健康的作用主要有 3点：一是保障企业“当前”

生产和交易时劳动者的职业安全健康；二是保障

企业“未来一段时期”，甚至在整个“煤矿剩余服

务年限”的劳动者职业安全健康和企业安全发展；

三是提升企业生产交易效率和企业社会价值，产

生有利于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额外收益。因此，分

析影响企业职业安全健康管理投入的因素，进而

确定企业职业安全健康边界，不仅有利于企业合

理配置职业安全健康资源，进行职业安全健康长

期规划和短期决策，促进煤炭产业不断改进公共

服务、合理合法监管、打造良好营商环境，具有

极为重要的意义。

企业对本单位职业安全健康管理体系和能力

建设的投入可分为主动投入和被动投入两类。主

动投入的主要目的是用于降低职业安全健康事故

风险，指按照法律要求和治理职业安全健康因素

的需要，为做好劳动防护、安全健康事故预防与

应急准备、监测与预警工作，在增强企业自身预

防和应急能力以及从外部交易获取相关能力等方

面，所主动进行的人力、财力、物资等投入。被

动投入的主要目的是用于因风险不达标产生的罚

没支出以及发生职业安全健康事故后进行的补救

投入，指因违法受罚及相关危害因素整治、安全

健康事故救援处置、伤亡人员赔偿、保障职业病

人待遇、企业生产交易恢复和重建、重塑企业社

会形象等，所被动进行的各类投入。可见，主动

投入是较为常态化的投入，被动投入是具有一定

偶发性的投入。影响企业职业安全健康主动投入

和被动投入的因素均可分为4类。

1） 职业安全健康危害因素。主要是生产原

料、工艺、设备、环境等方面的事故隐患和职业

病危害因素。其中，2015年，国家安监总局公布

实施《煤矿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并

且大多是可以在事故发生前就发现和确定的；职

业病危害因素由 2015年国家卫生计生委等 4部门

制定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分类目录》确定，煤矿

常见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包括矽尘、煤尘、氮氧化

合物、一氧化碳、硫化氢、高温、振动、井下不

良作业条件等。此因素大致决定了不同煤矿职业

安全健康事故的损害大小、应对难度、潜在投入

大小及其急迫性等。

2）交易因素。主要是有关职业安全健康事故

应对工作的交易环境、中介服务的可获得性和服

务质量、应急处置不确定性、应急保障物资和服

务的交易特征 （如资产专用性、交易频率、价格

等）。其中，有的是企业独自完成，有的是从市场

交易获得，还有的需要政府提供公共服务 （如救

援力量、技术标准普遍服务、统一开放的市场交

易环境等）。此因素决定了职业安全健康事故的各

项应对工作是倾向于企业独自完成还是倾向于从

外部交易获得。

3）人的因素。主要是人的职业安全健康风险

意识、具备的法律和业务知识技能、对煤矿职业

安全健康的有限理性、生产经营中的机会主义行

为等。因职业安全健康预防不到位而受罚或导致

事故发生往往具有不确定性：一方面，预防不到

位也不一定被执法者或管理者发现，即使被执法

处罚也可能通过议价减轻或免除处罚；另一方面，

安全事故原因复杂，发生时间和严重程度不确定，

职业病原因清晰，但发病周期长，特别是小煤矿

的劳动者流动性极强，发病情况也不确定。同时，

企业负责人、安全健康管理人员和普通劳动者关

于职业安全健康的知识、信息和受害程度不同，

因此，职业安全健康对三者也时常是激励不相容

的，三者对此持有限理性并很可能采取对各自有

利的机会主义行为。此因素决定了实施职业安全

健康投入的主观能动性和应对职业安全健康事故

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也决定了职业安全健康事

故发生的可能性。

4）制度因素。主要是立法机构制定的法律法

规和规章、政府部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标准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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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机构颁布的标准规范、企业制定的规章制度等。

其中，法律法规稳定期较长，其他制度稳定期相

对较短。由于制度本身不完备、法律责任威慑不

够、执法自由裁量权过宽、执法威慑置信度不够，

加上执行者有限理性、信息不对称、制度的经济

合理性等问题，产生了许多再谈判和选择性执行

的可能性。此因素决定了实施职业安全健康投入

的法治化程度和长效机制完备性。

据此，职业安全健康管理方面的主动投入 f、
被动投入 k可分别通过下式描述。

f = p ( )H,T,P ; I （1）
k = q ( )H,T,P ; I （2）

式中：p（·）为某个主动投入函数关系；q（·）为

某个被动投入函数关系；H为职业安全健康危害因

素；T为交易因素；P为人的因素；I为制度因素。

这 4类因素在（1）（2）两式中的具体事项有相同

之处，也有不同之处。

例如：式（1）中，假设H为煤矿企业既能导

致事故又能导致尘肺病的煤尘，T可为市场有哪些

除尘降尘装置、有哪些可定期对煤尘进行检测评

价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等，P可为企业负责人

是否肯购买治理煤尘的装备、矿工是否愿佩戴防

尘口罩等，I可为法律法律或《煤矿安全规程》等

关于煤尘的规定、煤矿内部安全健康管理制度等，

f可为设置管理机构、购置除尘降尘设备和防护用

品、开展安全健康培训等主动投入。式 （2） 中，

若H同为煤尘，T可为执法处罚的频率、事故发生

频率以及是煤矿自救还是请外部救护队救援等，P
可为煤矿负责人和管理人员逃避处罚或责任追究

的机会、事故发生后谎报和瞒报的可能、劳动者

免受安全事故或职业病伤害的可能等，I可为违法

处罚规定、事故责任追究规定、职业病有关社会

保障规定等，k可为缴纳违法行政罚款、支付救援

费用、对受职业伤害和罹患职业病的劳动者进行

赔偿等被动投入。

因为 （1）（2） 两式中 4类因素的具体事项有

关联性，所以主动投入 f、被动投入 k之间也有一

定的关联性，即：主动投入越多或者越有效，有

些引起被动投入的因素就不会成为现实，被动投

入就可能越少。因此，政府部门如果希望减轻企

业职业安全健康投入负担，就可以更多地在完善

交易因素、提高人的素质等方面提供公共服务和

公共产品；政府部门如果希望企业加大主动投入，

就可以通过强化制度因素的威慑，促使企业要么

加大主动投入，要么因严厉的行政处罚而付出更

大的被动投入。而企业如果希望减少或消除职业

安全健康危害因素，要么加大主动投入，从源头

治理这些危害因素，要么煤炭产业转型升级，减

少无效产能，增加有效产能，避免产生和接触这

些因素，但这可能需要更大的升级换代投入或重

建投入，也需要根据各地区的煤炭赋存条件和煤

炭工业生产力来定。

2 煤矿企业职业安全健康投入边界模型

企业职业安全健康投入边界取决于职业安全

健康管理的效率。从经济学和管理学角度看，在

个人可接受风险标准和社会可接受的风险标准下，

在企业未来一段时期（最多为煤矿剩余服务年限）

内，预期职业安全健康投入越少，就意味着职业

安全健康管理效率越高。因此，像企业边界由预

期利润最大化决定一样 [9]，企业职业安全健康投

入的理想边界可以由未来一段时期内，在特定风

险标准下的企业预期职业安全健康总投入最小化

决定。

2.1 企业职业安全健康投入理想边界模型

煤矿生产系统较为复杂，保安全就是保生产，

保健康就是保民生。职业安全健康投入产出效应

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因此，从未来一段时期看，

预期职业安全健康总投入并不是主动投入和被动

投入简单相加。因为主动投入不但可以降低事故

风险，还会有效提高劳动者工作年限和劳动生产

率，形成职业安全健康红利，带来“额外收益”。

例如，因改进工艺、规范作业、改善环境等提高

了生产效率等；不过也会带来“额外损失”。又

如，因职业安全健康投入的挤出效应导致纯生产

投入减少进而产出减少、因安全停产检修改造等

导致一时产出减少等[10-11]。若企业决策者考虑的未

来一段时期较长，还应考虑资金在一个或多个利

率周期内的有效利率，基于不同时期投入资金的

时间价值，对不同时间点的投入进行资金等值折

算。可通过如下表达式描述理想边界。

minS =∑
n = 1

N
é
ë

ù
û( )fn + kn - gn + ln ( )1 + dn

s.t.ìí
î

ï

ï

R ( )fn ≤ R0
fn ≥ 0

n = 1,⋯,N （3）
式中：S为企业未来一段时期内企业预期职业安全

健康总投入；N为自然数，是指企业未来一段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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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利率周期的个数，例如N年等，不易长期估算

时，可取N=1，以简化计算；fn为第 n个利率周期

内职业安全健康管理方面的主动投入；kn为第 n个
利率周期内职业安全健康管理方面的被动投入；gn
为职业安全健康管理在第 n个利率周期内产生的额

外收益；ln为职业安全健康管理在第 n个利率周期

内产生的额外损失；dn为第 n个利率周期初至未来

一段时期末的有效利率，可根据当前利率和浮动

预期进行估算；R（fn）为主动投入为 fn时企业安全

健康方面的可接受风险，一般是 fn的减函数；R0为
法律法规或标准规定的可接受风险标准。

从式（3）可以看出：在约束条件中，选择的

可接受风险、考虑的安全健康期限最重要。可接

受风险越低，需要的预期职业安全健康主动投入

越多或者越高效；而主动投入越多或越高效，也

往往意味着风险越低，但风险总不能降低到 0，何

况主动投入总是有限的；企业家考虑的期限越长

远，越应当有序增加职业安全健康主动投入，而

不是只考虑眼前“赌一把”，这也印证了当一些煤

矿即将关闭时往往不愿安全健康投入、事故较多

发的现实状况。在目标函数中，主动投入、考虑

的安全健康期限最关键。有效的主动投入可以减

少未来的被动投入 （尽管被动投入不全取决于主

动投入的多少），增加未来的额外收益，将额外损

失降到最低，从而形成最有效的职业安全健康边

界，这也印证了企业更愿意投入到能提高安全性

和生产效率的措施上 （如在煤炭赋存条件较好的

地方建矿等），不太愿意单纯的安全健康投入（如

建救援队等）；当前利率或预期利率越高，企业家

越不愿意增加主动投入，这也印证了利率较高一

般意味着处于经济活跃期，企业更愿意投入扩大

再生产而不愿用于职业安全健康投入。

2.2 企业职业安全健康投入次优边界模型

实际上，企业研究决策怎样进行主动投入时，

常常不容易判定是否满足式 （3） 中的约束条件，

或者不容易列出目标函数。这是因为有的企业可

用于职业安全健康的主动投入储备充足，也考虑

到了要进行风险评估，但不易量化估算风险的相

关参数，不易确定其主动投入消减的安全健康风

险是否已达到可接受风险标准；有的企业可用于

职业安全健康的主动投入储备有限，无论投入用

于消减哪项风险可能也无法达到可接受风险标准；

煤矿的安全健康风险是动态的，企业评估当前风

险时可能不够全面，评估长期风险时可能不够准

确。这就使得式 （3） 有时较为“理想化”，不易

计算。既然追求理想边界较为困难，可以退而求

其次，追求实现这样一种次优边界—企业在不易

评价企业风险是否满足可接受风险时就努力实现

主动投入最高效，也就是说，对于给定的主动投

入，如何根据其 4类因素有效配置资源，以实现职

业安全健康风险最小。可通过如下表达式描述次

优边界。

minR r = R ( )H,T,P ; I
s.t.p ( )H,T,P ; I = F0 ≥ 0 （4）

式中：Rr为实际职业安全健康风险；R（·）为某个

风险函数关系；p（·）为某个主动投入函数关系；

H为职业安全健康危害因素；T为交易因素；P为

人的因素；I为制度因素；F0为给定的职业安全健

康主动投入。

简而言之，理想边界是企业在长期满足可接

受风险的前提下实现预期总投入最小化，式 （3）
虽然不易计算，但各类影响因素种类齐全、关系

清晰，有利于分析问题，提出方向和思路；次优

边界是企业职业安全健康主动投入总额一定时追

求期望风险最小化，式（4）较易计算，虽然反映

的各类具体因素不够准确，但有利于估算短期投

入策略。

2.3 职业安全健康投入边界计算步骤

1）第一步，评估各项风险及其相应的治理投

入。企业需要依据政府相关部门出台的有关事故

隐患和职业病危害因素标准，对所属煤矿一段时

期内的职业安全健康危害因素进行风险辨识、风

险量化；根据风险轻重缓急程度，从交易因素、

人的因素、制度因素制定消除或减轻这些风险的

可能策略；分别评估实施这些策略需要的投入，

如有可能，一并评估相关策略可能带来的额外收

益和额外损失，形成治理相关风险的备选策略及

其投入表格。

2） 第二步，选取职业安全健康投入边界模

型。企业考虑较长一段时期时，应按照实现理想

边界的目标，明确其中哪些风险是必须消除或减

轻的，以最小的总投入确保生产安全事故风险达

到最低可接受风险、确保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

素的强度或者浓度符合国家职业卫生标准。只考

虑近期时，可简化为实现次优边界的目标，评估

当前主动投入预算可以消除或减轻哪些风险，以

确保剩余风险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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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三步，确定最优风险治理和投入策略。

根据第一步得到的治理风险备选策略及其投入表

格，运用运筹学方法，利用式 （3） 或式 （4） 建

立数学模型，求解最优治理风险投入策略及其相

应的总投入最小值或者剩余风险最小值。其中，

在治理多项风险中都有作用的某些策略，相关投

入不应重复计算。从理论上讲，这些最优化问题

也可能有多种安全健康风险治理和投入策略。

3 边界模型对企业安全健康管理的启示

确保煤矿安全健康发展是建设集约、安全、

高效、绿色的现代煤炭工业体系的首要课题。随

着优质产能陆续释放，煤炭供求关系将相对宽松，

煤炭产地价格向下承压，势必影响煤矿安全投入、

采掘接续、队伍稳定等，甚至加剧系统性的安全

风险。研究企业职业安全健康投入边界的目的是

为了界定科学高效的职业安全健康管理方式，从

经济学和风险管理学的视角，为企业提升管理水

平和政府改进治理方式提供新思路，推进煤炭工

业加快转型发展。从上述企业职业安全健康投入

因素模型和边界模型的建立和分析可见，无论是

实现理想边界还是次优边界，都要求科学评估风

险，针对影响主动投入的 4类因素有效配置资源，

从而将有限的企业资源在一般经营成本和职业安

全健康投入之间进行合理配置。

3.1 科学研判和消除职业安全健康危害因素

企业是辨识、评估、量化、消减企业风险的

主体责任，政府在政策引导、治理可能波及公共

安全的风险等方面也责无旁贷，应共同采取措施

消除风险，而非简单转嫁风险或分散风险。

1）企业需定量地开展职业安全健康风险管理

评估。煤与瓦斯突出、冲击地压、高瓦斯、水文

地质类型复杂和极复杂、采深超千米、单班下井

人数多等 6类高风险煤矿要开展安全“体检”，依

据法律规定和政府部门公布的事故隐患和职业病

危害因素目录、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与评估情况、

企业职业安全健康管理评估情况相结合，定量评

估各项风险的等级和企业职业安全健康管理水

平[12]，对待消除的风险进行轻重缓急排序，对企业

潜在职业安全健康风险分级分类管理，并依法向

政府监管部门申报。

2） 企业需强化煤矿风险管控和重大灾害治

理。要加快解决采掘接续失调问题，严格执行

《防范煤矿采掘接续紧张暂行办法》（煤安监技装

〔2018〕 23号），年度生产接续计划安排要符合

“三量”可采期和灾害治理的要求，消除因产量考

核等人为因素造成的风险。要强化矿井通风、防

治瓦斯、防治煤尘、防灭火的技术管理，特别是

煤矿现场粉尘管理和降尘工作，不能因职业卫生

监管监察部门职能调整而造成风险。要强化冲击

地压防治、水害防治、机电运输管理，对照《防

治煤矿冲击地压细则》《煤矿防治水细则》等逐项

对标评估风险和治理投入。

3）企业不能利用承包、托管、订立协议等方

式转嫁职业安全健康风险给其他单位或个人。要

进一步加强煤矿托管工作，托管煤矿与承托单位

要签订专门的职业安全健康管理协议，或在相关

合同中约定各自职责，避免产生托管煤矿安全责

任不落实、假借托管逃避整顿关闭或假借托管转

移监管责任等风险。煤矿也不能和劳动者订立协

议免除或者减轻其对劳动者因职业安全健康事故

伤害依法应承担的责任。

4）政府部门发挥好工伤保险、安全生产责任

保险等对职业安全健康风险分散、经济补偿与给

付、职业病防治、预防事故和减少损失的作用。

企业投保工伤保险和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后，如果

政府部门或保险公司不能向企业提供必要的隐患

整改建议和技术支援，不能对不同类型企业采取

差别费率制以激励企业源头治理事故隐患和职业

病危害因素，就不会直接减小本企业风险。相反，

由于分散了风险，降低了企业事故赔偿等被动投

入，反而可能使企业减少消除风险的主动投入，

无法达到改善职业安全健康环境与提高企业生产

率增长的共赢局面。

3.2 不断丰富并统筹选择交易因素

企业需正确选择和充分利用各类交易因素，

不断加强煤矿安全健康基础建设，政府需要进一

步转变职能，不断改善市场交易环境，丰富公共

服务和产品，共同夯实职业安全健康事故应急准

备和应急处置工作基础。

1）企业对劳动者职业安全健康投入负主体责

任。若投入既能保障企业安全健康，又能促进企

业生产交易，企业往往会积极投入，例如：组织

对劳动者开展规范操作培训，采用更加安全清洁

高效的工艺和设备等。若职业安全健康投入对本

企业安全健康具有专用性，企业应依法保障投入。

例如：建设项目的安全设施和职业病防护设施，

设置职业安全健康管理机构，配备劳动保护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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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若投入不仅对本企业有益，还具有一定的正

外部性，对其他企业和社会有益，可以联合其他

企业共同投入，也可自行投入后向其他企业有偿

提供服务保障，例如：一些大型煤矿建立的专职

救援队伍，就可以向周边企业提供有偿性的预防

性检查或应急救援服务。

2） 企业应善用市场提供的职业安全健康服

务。企业是各类服务的主要提供者和消费者。要

积极开展合作，会同科研单位、制造企业等，推

进采掘机器人研发应用，推进煤矿岗位作业流程

标准化，推进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同煤

矿安全生产深度融合，努力实现煤矿机械化、安

全质量标准化和自动化、信息化，夯实煤矿本质

安全健康的基础。积极引进智力，定期聘请职业

安全健康中介机构等第三方进行检测和评价，提

高风险治理的针对性。积极用好普惠服务，主动

从本行业协会或者职业安全健康类社会组织获得

咨询服务和信息服务等，鼓励员工充分利用广播

电视和网络媒介提供的音频、文字和视频，学习

掌握职业安全健康知识、技能等。

3）政府应严格市场监管，提供良好的煤矿安

全健康服务交易环境。强化严格执法，加快推进

执法信息化体系建设，实施“互联网+监管监察”，

对企业严格监管执法，用好“黑名单”和联合惩

戒制度，提升煤矿主动投入不足必将导致被动投

入大幅增加的后果可信性，保持“不敢违法”的

高压态势，激励企业主动投入消除风险。同时，

对中介机构和社会组织加强监管和引导，消除服

务地域限制和“红顶”中介，在统一开放公平的

竞争中，提升其服务煤矿的覆盖面和质量。

4）政府应优化公共服务，提供丰富的煤矿安

全健康公共产品。强化宣传教育，送煤矿安全生

产和职业健康方面的法律、知识、技能进煤矿、

进班组，推动煤矿安全健康文化建设，构筑“不

想违法”的思想防线。强化服务供给，发布严重

危及生产安全和职业健康的工艺设备目录，完善

政府和企业的应急协调机制，加强综合性常备应

急骨干力量建设，加大职业安全健康受害者的社

会保障力度，以良好的公共产品节约企业投入，

形成“不必违法”的发展氛围。

3.3 换位思考，有效激励人的因素

企业家、安全健康管理人员和其他劳动者的

风险管控和应对能力如何，其主观能动性发挥作

用如何，主要取决于企业治理方式，也受政府的

人才和人力资源政策影响。

1）企业家是经济活动的重要主体，依法对职

业安全健康工作全面负责。企业家的冒险精神主

要体现在商业机会和商业模式的冒险，不能对劳

动者职业安全健康问题冒险，应减少或杜绝职业

安全健康管理中机会主义行为。根据不同所有制

类型和行业特点，探索完善企业主要负责人、职

业安全健康管理人员和其他劳动者的激励机制，

使三者的激励相容，强化对职业安全健康理性认

识和行为规范性。对于单纯追求成本最少而利润

最大化的生产经营者，政府制定监管政策时应当

统筹考量企业违法成本和收益，倒逼其增加用于

安全健康的主动投入。

2）安全健康管理人员应推动职业安全健康措

施落到实处。企业应建立全员职业安全健康责任

制，避免职业安全健康工作变成安全健康管理人

员的事。有的企业可通过缩减煤矿职业安全健康

管理层级、扩大管理范围等方式，保证企业安全

健康信息高效流通和关键资源合理配置，避免工

作举措层层衰减。政府部门应当更加全面地对企

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进行免费培训，

对其职业安全健康知识和能力进行严格考核。

3）劳动者需提升保护自己和他人职业安全健

康的行动自觉。健康的劳动者是经济社会和企业

发展最重要的生产要素。煤矿应当依法在劳动者

上岗前和在岗期间定期进行安全生产和职业病危

害防治知识培训，对其职业安全健康知识和能力

进行考核。劳动者不仅要掌握生产作业规程，还

要提升安全健康意识、监督维权意识、劳动保护

能力、自救互救能力，避免侥幸心理和违章作业，

懂得如何保护自己的安全健康权益。

3.4 加快完善制度因素，强化制度执行

国家需加快完善立法和政策标准，企业需不

断完善各类安全健康制度，共同形成严格严密、

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制度体系，在制度执行落

实中做到“踏石留印、抓铁有痕”。

1）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

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总体来说，同一行

业中公有制企业比非公有制企业的职业安全健康

投入比例较多，正是因为主动投入除了经济效益，

更有社会效益和政治性，而公有制企业往往在职

业安全健康上看的更长远。政府需要营造良好的

宏观环境和经济预期，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使

得各类企业都愿意从长远考虑，在企业的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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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努力实现职业安全健康理想边界。

2）及时完善职业安全健康相关的法律法规和

部门规章。随着职业健康监督管理职责整合到卫

生健康部门，维护法制统一和提高立法质量迫在

眉睫。职业安全健康法律体系主体属于社会法，

强化法制建设，就是要通过国家适度干预政府、

企业和社会组织来履行责任，形成“不能违法”

的制约机制。要确保法律规定同安全生产和职业

健康监管体制、煤炭产业科技水平、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原理相适应，不断提高企业职业安全健康

管理效率和政府部门行政管理效率，形成“自愿

守法”的激励机制。

3）统筹制定完善职业安全健康标准体系。系

统、科学的标准体系是施行法律规定的重要保障。

要研究建立健全煤矿各类风险评估标准，为企业

计算职业安全健康边界提供可靠依据。要加强标

准的研究、清理、制定、转化、贯彻和评价，增

加强制性安全生产和职业健康标准，消除内容矛

盾和不符合国情的条款，增进标准的权威性、科

学性和适用性。要鼓励社会团体、企业制定高于

推荐性标准相关技术要求的团体标准、企业标准。

4）企业建立健全职业安全健康责任制和配套

规章制度。企业主要负责人应依法对安全生产和

职业健康工作负责，特别要保证本企业职业安全

健康投入的科学测算和有效实施。要健全和落实

职业安全健康投入保障制度、矿领导带班下井制

度、危险警示和告知制度、培训教育制度、劳动

防护费用和劳保用品管理制度等，确保职业安全

健康投入成为长期的刚性投入。要不断完善煤矿

职业安全健康风险研判制度、工作场所职业病危

害因素监测及评价制度、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

应急处置预案等，确保职业安全健康投入成为科

学的有效投入，从而使企业负责人、安全健康管

理人员和普通劳动者形成最大共识，努力实现企

业职业安全健康边界。

4 结 语

从风险管理和企业管理视角界定职业安全健

康边界，不是要绝对化地保障职业安全健康，而

是以科学的、符合国情的视角，谋求一种高效率

的职业安全健康资源配置策略，兼顾企业职业安

全健康投入合理化和劳动者职业安全健康风险最

小化。企业职业安全健康投入既能降低劳动者职

业安全健康风险又能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其中一

些主动投入还能直接提高生产效率、延续劳动力

红利、提升社会声誉和信用等额外收益。企业谋

求的高效率职业安全健康资源配置方式可分为理

想边界和次优边界两种。但无论实现哪种边界，

都应科学研判职业安全健康危害因素、统筹选用

交易因素、充分激励人的因素、加快完善制度因

素，从中优选投入策略组合，最大程度降低职业

安全健康风险，产生更多额外收益。更好地发挥

政府作用对企业实现职业安全健康投入边界至关

重要，主要体现在营造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提

供良好的职业安全健康公共服务和产品、建设统

一开放，竞争有序的职业安全健康服务市场体系、

形成系统完备的制度体系等方面。虽然本文针对

煤矿职业安全健康投入进行研究讨论，但有关结

论也可推广到其他行业企业及其环境保护投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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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煤炭作为我国的基础能源之一，在国民经济

的发展，社会、科技的进步方面存在不可忽视的

战略地位。煤矿作为高危行业之一，在建设、生

产的过程中需应对来自于人、环境等多方面的危

险因素，在矿山开采的过程中，由于自然条件的

复杂性，面临着矿井瓦斯爆炸、水害、冒顶、片

帮、冲击地压等多类煤矿灾害风险，劳动人员在

开采过程中不当的个人行为，管理人员的监管不

力 ，导致煤炭企业事故灾害频发[1]。为规范煤炭企

业安全生产，减少事故发生率、人员伤亡率，煤

炭企业安全管理绩效考核体系由之而生。

安全生产管理绩效指的是在已确定的企业关

于安全、健康等方针和目标之下，为控制和消除

企业安全隐患而建立的一系列可测量的用于企业

考核，以衡量企业管理水平和安全现状的结果。

传统煤炭企业安全生产管理系统在使用过程

中出现了无法量化、管理不够严谨等弊端，而在

其他领域一直沿用的KPI体系在企业管理中发挥了

极大的作用。因此建立深度有效而科学的考核体

系，可有效地提高煤炭企业安全生产的工作效率，

提高企业安全度。

基于SEM-AHP的煤炭企业安全生产KPI评价

张景钢，项小娟，冯聿廷
（华北科技学院 安全工程学院，北京 101601）

摘 要：为了更好执行煤矿所规定的各项安全制度，控制企业安全隐患，杜绝各类安全违章现象，

切实做好煤矿安全管理工作，保障员工人身安全，降低事故发生率及人员伤亡、财产损失，探讨了

KPI原理应用煤矿管理体系的意义与实用性，研究了煤矿安全管理的现状，运用了AHP方法、SEM
模型、专家打分法及主观分析法，以KPI绩效考核为基础，结合煤炭企业实际情况探索和构建了企

业安全管理绩效考核指标体系。结果表明，该研究有利于构建更完善的企业安全管理文化体系，加

强企业安全管理力度，提高煤炭企业安全水平和工作效率。

关键词：KPI；AHP；SEM；绩效考核；指标体系；煤炭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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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 of KPI for safety production of coal enterprises based on SEM-AHP
Zhang Jinggang，Xiang Xiaojuan，Feng Yuting

（School of Safety Engineering，North China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Beijing 101601，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better implement the various safety systems stipulated by coal mines，control the hidden dangers of en⁃
terprises，eliminate all kinds of safety violations，do a good job in coal mine safety management，protect the personal safety
of employees，reduce the accident rate，casualties and property losses. The significance and practicability of the application of
coal mine management system by KPI principle were discussed. The status of coal mine safety management was studied. Based
on KPI performance appraisal，using the AHP method，SEM model，expert scoring method and subjective analysis method，
the enterprise safety management performance appraisal index system was explored and built combined with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coal mine enterprise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research was conducive to building a more complete enterprise safety
management culture system，strengthening enterprise safety management，and improving the safety level and work efficiency of
coal mine enterprises.
Key words：KPI；AHP；SEM；performance appraisal；index system；coal enterpr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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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KPI指标体系的构建

1.1 KPI基本涵义

关键绩效指标（KPI：Key Performance Indica⁃
tor） 指的是一种目标式的量化指标，通过对整个

组织系统从输入到输出所表现的关键参数进行一

系列有效的采样、处理、计算、分析，衡量整个

系统流程的绩效[2]。在KPI法中最重要的一个原理

便是“二八原理”，即在整个企业工作及创造价值

的过程中，百分之二十的骨干人员创造百分之八

十的总效益，在员工个人身上则体现为百分之二

十的关键行为完成百分之八十的工作任务[2-3]。
安全的 KPI可分为前导性 （leading indicator）

与滞后性 （lagging indicator），滞后性指标可以为

事故的发生数量，但是工厂需要更多的去关注并

执行前导性指标，从而不断改进滞后性指标。前

导性指标可以为每季度领导层现场安全访问的次

数、安全关键设备未按时检查的次数、发现项改

善率等。前导性指标和滞后性指标的区分点在于

一个以事前预防为目的，一个以事故后果的修正

为目的。不同公司、不同地点、不同层次甚至不

同时间、不同人员的 KPI都可能是不同的，因此

KPI需要在每年年底前与领导层沟通并达成一致，

一般针对不满意的、关键的地方进行着重关注并

制定目标进行改进，以便下一年的生产考核及危

险预防。

在 KPI的选择及制定的过程中须遵守 SMART
原则[4]，即为选用指标须具体化 （Specific）、可量

化（Measurable）、可实现化（Attainable）、现实性

（Realistic）、时限性（Time bound）。

这种KPI体系建立和评测的过程本身就是统一

煤矿员工向煤矿安全战略规划总体日标而奋斗的

过程，也必将对各部门管理者的安全生产绩效管

理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

1.2 考核指标实行流程

煤炭企业拥有自身特殊性，其在煤矿生产过

程中，人的不安全行为、物的不安全状态、开采

环境的复杂性和管理上的因素导致事故发生率较

高，影响范围较大，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巨大。其

事故原因复杂，往往因小积大导致事故发生，鉴

于此，本KPI安全管理绩效指标将围绕结果控制与

过程控制进行构建。在此思路下，构建流程体

系[1，5]首先要明确此为安全管理绩效考核，将以企

业安全管理为任务对象，根据合理的步骤确定考

核范围、考核因素及权重、考核项目，最后制定

相应表单，整理数据，计算得出考核结果[5-6]。绩

效考核体系构建流程，如图1所示。

图1 绩效考核体系构建流程

1.3 考核指标体系构建

根据煤矿性质及引入的KPI观念[6-8]，从过程和

结果出发，将影响煤矿事故发生的各类因素分为

前导性指标（A1）和滞后性指标（A2），两类指标

分别有不同的划分范围，参考各类煤炭企业实际

情况确定为：访问（B1）、检查（B2）、改善（B3）
及培训（B4）和事故（B5）及损失（B6）。其中在

事故 （B5） 层面上，根据煤矿自身特点，事故发

生严重度将由事故发生率、百万吨死亡率、事故

调查率来确定事故发生前、中、后 3个界面上事故

的严重度。

每个范围有具体要素指标，各类考核要素具

体表单如图 2所示，将参考划分规则得出最后绩效

分数。

图2 煤炭企业绩效考核体系构建图

2 煤炭企业安全生产绩效SEM评价反馈模型

结构方程模型 SEM（Struetural Equation Model⁃
ing） 是由瑞典统计学家、心理测量学家 Karl G.
Jorekog提出来的，是一种融合了因素分析和路径

分析的多元统计方法[9]，在社会科学、经济、市场

等方面应用广泛，尤其是在需要处理多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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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或是有潜变量会影响到研究结果时，往往利

用 SEM方法能够得到很好的解决。煤炭企业在以

往的实践中往往利用的是传统方法，于是利用

SEM方法去计算煤矿安全绩效的问题将是一个新

的方向。

2.1 SEM基本原理

SEM是一种融合了路径分析和因素分析，基

于协方差矩阵，构建观测变量和结构变量模型来

分析变量的分析方法[9]。通过可直接观察的数据与

不可直接观察的潜在数据构建分析系统，以便达

到多层次的分析得到更明确的结论。

2.1.1 观测模型

该观测模型描述的是潜在变量被概念化以及

被相应的线性数据指标所测量[10]，衡量该模型的数

学模型一般由两个方程构成。

1）外生变量的观测方程。

X = Λx ξ + α （1）
2）内生变量的观测方程。

X = Λyη + β （2）
式中：X为外生观测指标组成的向量；Y为内生观

测指标组成的向量；Λx和Λy是 X和 Y的因素符合

量；ξ和η是外生潜在变量和内生潜在变量；α和 β

是潜在变量的误差，表示不能由潜在变量解释的

部分。

2.1.2 结构模型

结构模型又叫因果模型或者潜在变量模型，

表示潜在变量的模型以及观测模型无法解释的部

分[10]。该模型的数学方程为[11-12]

η = Βξ + Γη + ζ （3）
式中：ξ和 η是外生潜在变量和内生潜在变量；Β

为结构系数矩阵，由内生潜在变量间的回归系数

组成；Γ为结构系数矩阵，由外生潜在变量间的回

归系数组成；ζ为干扰变量，表示该模型中无法进

行解释的误差部分。

2.2 SEM的修正

对于 SEM的某些数据要进行修正使假设的路

径分析模型与搜集的数据更好地适配，进行模型

数据分析的过程[13]，采用因果分析与层次分析法相

结合的方法，对数据进行处理与修正，同时要结

合理论基础，以免出现导向性错误。

2.3 安全绩效SEM的一般评价步骤

确定SEM模型评价[14]，对数据处理有相应评价

步骤，如图3所示。

图3 SEM分析的基本程序

3 煤矿应用KPI及利用SEM模型的优越性

3.1 煤矿应用KPI的优越性

1）可适应煤矿本身的复杂性。煤炭开采作为

高危行业，主要原因在于煤矿开采的过程中地质

条件极其复杂，危害因素种类繁多，可造成的人

员伤亡率巨大，且井下开采环境与作业空间、救

援能力不足；在人的因素方面，劳动工作者普遍

素质不高，受教育程度不高，个人行为不当及管

理人员的监管不到位等。若无合适的管理考核体

系，将不能很好地使企业上下高效合理的工作。

2） 提高安全生产管理绩效考核标准的严谨

性[2]。在现今的安全生产绩效考核体系考核内容

中，规定了企业隐患排查治理的效果及管理方式、

上级领导的重视度及效果，但未对其重视程度及

效果进行量化，引进KPI模式能够提高指标的严谨

性，更加便于管理和错误修正。

3） 系统性及可控性、可管理性、导向性[2]。
在整个考核体系中，企业会有一个综合的KPI，各

部门组织各等级还有各自独立的KPI，且各个层次

的KPI相互联系，要与企业的前景、目标、效益相

结合、相关联、相递进。根据煤炭企业的特点，

相适应的KPI考核体系将基于企业的总体战略，上

下结合，发挥本身的系统性，将整个煤炭企业的

效益相结合，提高企业效率及安全性。

4）全生产管理绩效的建立有利于对生产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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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监控和管理[3-4]。有利于促进煤炭企业安全生产

的评价与约束，煤矿能够根据反馈的结果制定综

合处理方案和发展规划，同时有利于在生产过程

中评价本企业安全生产状况，总结经验，为改善

弱处、降低事故发生率提供依据。

3.2 利用SEM模型的优越性

1）立体、多层次进行分析。SEM模型利用观

测模型和结构模型，利用可直接测量的数据和不

可直接测量的潜在数据进行分析，在外生数据和

外生数据，外生数据和内生数据、内生数据和内

生数据之间的因果分析中得到多层次的结果，更

好地达到事物本质[13]。
2） SEM分析可以将无法直接测量的属性纳入

分析，在利用传统分析之外的方法分析煤矿安全

生产，可将数据分析范围进一步扩大，尤其适合

一些比较抽象的指标。

3） SEM分析可以量化各部分间的因果关系，

是各部分内容在一个层面上进行比较，达到同一

纬度的比较，更能看到各数据的关系[14]。

4 AHP确定指标权重

在确定煤炭企业安全生产KPI中，在前期的系

数确定、权重确定的过程中将主要用到煤矿传统

方法——层次分析法[15]，在后期建立起评价模型之

后，将用到 SEM反馈模型对所确定的评价体系进

行拟合，以确保数据与模型的适配度及模型符合

实际的准确度。

4.1 重要性打分

在KPI分析中，确定指标所占权重是保证安全

管理绩效考核效果的关键。在历年煤矿事故发生

案例原因中，人为原因与自然原因往往相互依存，

每场事故必然会有相应的自然原因作为爆发基础，

比如该煤矿瓦斯突出较严重、水害严重、煤矿地

理位置不佳、遭遇断层、采矿期间遭遇火花等。

究其原因，无论是直接原因还是间接原因，都有

人为因素作为事故发生的重要指标。例如人员行

为不当、机械设备未修缮、机器失灵、隐患修正

不佳等。在事故发生前的前导性指标对物的状态

尤为重要，其次是人员意识的培养、管理方面的

相关指标等。而滞后性指标只在两方面最重要，

一是事故发生、二是事故后果；二者缺一不可且

重要性相同，在事故处理中均要对这两方面进行

综合评判，以便得出该煤炭企业事故承受能力及

安全设施应对危险的能力，更能由此得出该企业

接下里的保险及救助等相关事务。

因此，在参考专家资料及煤炭企业实际情况

之后，运用专家打分法及主观分析法得出相应重

要性，其重要性表现在于对事故发生的预防及评

判方面[15]，将 12个指标由一般、较重要、重要、

很重要、非常重要 3种情况进行打分（1~5分），见

表1。
表1 重要性打分

4.2 确定指标权重

对指标重要性分数进行层次分析，并进行一

致性检验之后得到A层次和B层次的权重数据，具

体值见表2。
表2 指标权重确定

在权重确定的过程中，发现在安全管理绩效

考核中，前导性因素大于滞后性因素，前导性因

素总权重为 0.591，滞后性因素总权重为 0.401。即

在企业安全管理的过程中，预防事故发生重要性

大于事故事后警戒追究性，在生产过程中必须做

到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原则。

在前导性因素中，“检查”重要性最高，“访

问”重要性最低。也就是说在事故预防期间，在

人机物环各个方面里，无论是意识问题，还是制

度问题，最终要落实行为、设备检查，及时修正

隐患。隐患越少、修正情况越好才能代表安全度

越高。“访问”的重要度与企业管理能力提高成反

比，越是管理完善、制度严谨、安全度高的企业，

“领导访问”的影响越小。

在确定完权重之后，需要对企业考核要素进

行打分，参考权重算出企业安全管理绩效考核分

数，并作出修改指导意见。

4.3 SEM评价模型拟合数据

SEM模型拟合数据要在参考已建立的评价体

指标

C1
C2
C3

平均分

B1
2
1
无

1.5

B2
4
5
无

4.5

B3
4
4
无

4

B4
4
2
无

3

B5
4
5
3
4

B6
5
5
无

5

A层指标

权重

B层指标

权重

A1
0.591

B1
0.068

B2
0.205

B3
0.182

B4
0.136

A2
0.401

B5
0.182

B6
0.227

张景钢等：基于SEM-AHP的煤炭企业安全生产KPI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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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之后，使用具体实践数据对其评价体系进行适

配，根据企业长期实践数据有效地对建立起来的

KPI考核体系进行反馈评价，并通过反馈结果及时

修改不足之处。本文初步建立的煤炭企业安全生

产KPI评价体系在部分调查数据中得到了较好的拟

合度，但在企业中具体实现还需要该企业具体数

据再次进行拟合。

5 结 论

本文在煤矿体系安全生产绩效评价体系构建

的过程中，综合考虑煤炭企业自身的特点，参考

KPI理论，运用AHP计算方法、SEM评价反馈模型

并佐以主观分析法、专家打分法以安全管理为中

心，将关于安全管理绩效考核的指标因素分为前

导性和滞后性两大类因素，综合企业情况构建简

练切实有效的，具有指导意义的安全管理绩效考

核体系。该体系有利于煤炭企业安全管理文化的

成熟完善，强化落实煤炭企业安全管理，降低煤

矿安全事故率和死亡人数，提高企业团队之间的

合作协调性，提高企业工作效率及安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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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基于煤炭行业的特殊性，从业人员的安全素

质对于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和谐稳

定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贯彻“装备、管理、素

质、系统”并重原则，从源头上高效管控，有效

化解煤矿安全重大风险，起决定性作用的在人，

根本因素在人的安全素质。煤矿从业人员素质水

平还不能完全适应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新时代机

械化、自动化、信息化、智能化煤炭工业发展方

向要求，煤炭行业仍存在从业人员安全知识不足、

职业技能不高、法治观念不强、职业道德水平有

待提升等问题。需要从强化教育培训、严格行业

准入等多个要素出发，深入研究提高煤矿从业人

员安全素质的对策措施，并加以实施，打造一支

稳定的、高水平的从业队伍，保障煤炭行业健康

发展。

1 煤炭行业从业人员基本状况

据相关统计，在全国 30多个行业（产业）中，

煤炭行业 250万从业人员数量位居前列。由于行业

本身具有危险性、艰苦性，致使从业人员的学历

偏低、年龄偏大，从而造成安全素质不高、工作

的安全性缺乏保障，主要表现在以下5个方面。

一是平均受教育程度偏低。从 2017年、2018
年两次全国性的安全培训专项督查看，相当一批

煤矿工人达不到初中以上学历。全国煤矿从业人

员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占比超过50%，大专及以上

文化程度仅占 15%[1-3]，有些特种作业人员达不到

高中以上文化程度。

二是农民工比例过大。据调查，由于招工困

难，后继乏人，绝大多数煤炭企业都在大量采用

农民协议工，这些农民工已成为采掘一线的主力

军，其比例占到操作人员总数的 40％～90％[4]。农

民工文化技术水平低、安全意识差、临时观念强、

雇佣思想严重、流动性大。

我国煤矿从业人员安全素质提升对策研究

马 汉 鹏
（华北科技学院，北京 101601）

摘 要：在分析我国煤炭行业从业人员现状的基础上，探讨了从业人员安全素质范畴和相关影响因

素，提出人的安全现代化是减少事故的根本因素、安全培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增强安全培训动力

的关键、从业人员信用建设是保障安全素质提升的有效手段、安全培训教师、教材、基地建设是实

现素质效能提升的基础等有关措施建议。

关键词：安全素质；安全培训；人才培养；安全现代化；煤炭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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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countermeasures for improving the safety quality of coal mine employees in
China

Ma Hanpeng
（North China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Beijing 101601，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employees in China's coal industry，the safety quality of em⁃
ployees and related influencing factors were discussed， and suggestions were proposed including the safety modernization of
people is the fundamental factor to reduce accidents. The structural reform of safety training supply side is the key to enhance
the safety training. The credit construction of employees is an effective means to ensure the improvement of safety quality，safe⁃
ty training teachers，teaching materials，and base construction are the basis for the improvement of quality and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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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年龄偏大。由于缺乏年轻工人和工程技

术人员接替，许多煤矿职工队伍年龄老化，35岁
以下的职工不足15％，且多集中在非生产岗位。

四是准入门槛低。从业人员准入门槛普遍较

低，尤其是煤矿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在取消矿长资格证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资格证后，

一些不具备安全能力的人员走上了管理岗位，缺

乏应有的安全素养，不能有效地应对复杂的环境。

五是待遇低影响了主动提升安全能力的动力。

由 20世纪 80年代之前的高福利、高收入群体变成

低福利、低收入阶层。煤矿从业人员过去的光荣

感、自豪感、使命感正被失落感、困惑感、危机

感所代替，社会地位的下降使整个群体失去了自

我提升的热情和动力。

2 从业人员安全素质范畴

从业人员整体安全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着

矿井是否能够实现安全、高效、健康、和谐发

展[5-6]。因此，分析研究职工素质提升的难点及对

策，对提高职工队伍的整体素质，保障矿井生

产、经营及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

统计表明，绝大部分煤矿事故原因均涉及到

人为因素[7]。煤矿企业缺乏掌握专业知识的安全技

术人员，现场技术管理混乱、违章指挥；煤矿特

种人员技能不高、一线操作人员素质整体偏低，

安全意识薄弱，有关人员不熟悉、不胜任或不能

严格遵守安全作业规程，违章操作、违章作业、

冒险蛮干；缺乏自主安保意识，未熟练掌握自救

互救知识和措施等人为不安全因素和行为是我国

煤矿尤其是小煤矿事故多发的主要原因之一[8]。据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统计，2018年发生的 224起事

故，90％以上是零星事故，都存在人员素质不高、

培训不到位、违规操作等问题[9-10]。

人的安全素质分为 3个层次：一是表层安全素

质，包括：安全知识、安全技能；二是中层安全

素质，主要就是安全意识；三是深层安全素质，

包括：情感、认知、伦理、道德、良心、意志等。

人的安全知识和安全技能可以通过日常的安

全教育手段获得。安全知识是最基本的安全素质，

可以通过强制性的安全教育培训和自主学习来实

现。弥补这方面不足的关键因素是教育者的知识

水平和受训者的学习自觉。多数培训机构、企业

都停留在这个层面，且由于培训教师良莠不齐、

教学手段单一枯燥，致使有些学习者的兴趣不高，

降低了学习效能。安全技能是培训的第二层次，

主要关注的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解决“从是什

么到怎么做”的问题。它应该面向所有从业人员，

而不仅仅是操作工人。推行的实操虽然取得了较

好的效果，但过于简单化。

安全意识作为安全素质的第二层次，同时也

是安全教育培训的第三层次，它的核心就是敬畏

生命、敬畏法律、敬畏规则。事故统计表明，许

多事故的原因是责任者知道是什么，也知道怎么

做，但抱着侥幸的心理和无所谓的态度，最终酿

成无法挽回的损失。

情感、认知、伦理、道德、良心、意志等深

层的安全素质是安全教育培训的第四层次，也是

最高层次，此类教育属于文化的范畴，体现的是

如何实现人的安全现代化。

安全知识、安全技能需要长期持续不断的教

育，不会立竿见影。安全意识最关键的是要时时、

处处、人人、事事怀有敬畏之心，教育得当会起

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它同人的学历、技能、阅历

有一定的相关性，但并不是正相关，它是目前快

速提升从业人员安全素质的关键，也是难点。

综上所述，从业人员安全素质包括：安全

知识、安全技能、安全意识、安全情感、安全

伦理等。

3 提升从业人员安全素质影响因素

2017—2018年，在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行管

司的支持下，对山东、山西、河南、内蒙、陕西

等省 （区） 煤矿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问卷发放

1 500份，回收 1 386份，其中有效问卷 1 259份，

无效问卷 127份。其中，主要负责人问卷 44份，

煤矿安全管理人员 429份，特种作业人员 583份，

其他从业人员 203份。通过数据分析，找出了一些

安全素质的关联要素。

3.1 从业人员安全素质现状

对于我国安全生产形势，煤矿主要负责人、

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特种作业人员、其他从业人

员 ， 认 为 严 峻 的 分 别 为 38.6%、 34%、 39.2%、

33.5%，认为较好的分别为 56.8%、53.6%、49.2%、

50.7%，认为一般的分别为 4.5%、12.1%、10.2%、

14.8%。这说明大家整体上对所处的安全环境有一

定的警惕性，但不是太高。

对于影响我国煤矿安全生产最不利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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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负责人中 75%的认为是从业人员安全素质较

差，15.69%的认为是企业安全经济投入不足和管

理不严；煤矿安全管理人员中 69.5%的认为是从业

人员安全素质较差，18.2%的认为是企业安全经济

投入不足和管理不严；特种作业人员中 64.2%的认

为是从业人员安全素质较差，19.7%的认为是企业

安全经济投入不足和管理不严。所调查的煤矿从

业人员中，90%以上的都认为煤矿从业人员安全素

质是非常重要的。数据表明，各类人员普遍认识

到安全素质是影响安全的最关键、最重要的因素，

但缺乏有效的措施办法。

对于国家安全生产方针、政策和有关安全生

产的法律、法规、规章及标准，安全生产管理、

安全生产技术、职业健康等知识，重大危险源管

理类、重大事故防范的有关规定，事故调查处理

的有关规定以及对典型事故和应急救援案例分析

等内容，80%以上的煤矿从业人员自认为处于掌握

及熟悉程度；而对于国内外先进的安全生产管理

经验的了解程度，仅有 49%的安全管理人员为掌

握和熟悉。一方面反映出大家普遍认为安全生产

方针政策及法律法规极其重要，但另一方面从现

场抽考相关知识看，又暴露出普遍学习不深、不

透、不实等问题。

3.2 影响从业人员安全素质的因素

在从业人员的安全素质与学历的关系中，认

为关系很大的主要负责人、煤矿安全管理人员、

特种作业人员、其他从业人分别占 79.5%、71.8%、

64.9%、57.6%。

针对从业人员的安全素质与年龄的关系，煤

矿主要负责人中，有 52.3%的认为年龄大的素质较

高，31.8%认为没有关系；安全管理人员中，有

35.4%认为年龄大的素质较高，33.8%认为没有关

系；特种作业人员中，有 35.4%认为年龄大的素

质较高，36.4%认为没有关系；其他从业人员中，

有 32.5%认为年龄大的素质较高，39.9%认为没有

关系。

针对安全技能人员的技能证书能否反映出安

全素质的高低，煤矿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

人员、特种作业人员、其他从业人员分别有

72.4%、73.7%、67.9%、72.4%的人持赞同意见，

分别有 13.8%、15.4%、18%、13.8%的人持否定意

见。这说明水平能力考试得到大多数人员认可，

能够成为衡量安全素质的参照，提示我们应加强

各类人员的水平准入考核。

4 对策措施

4.1 全面落实企业安全培训主体责任

煤矿企业是从业人员安全培训的责任主体，

要把安全培训纳入企业发展规划和日常工作计划，

学习借鉴淮北矿业集团党管培训经验，健全落实

以“一把手”负总责、领导班子成员“一岗双责”

为主要内容的安全培训责任体系，实行安全培训

工作同安全生产工作同步规划、同步部署、同步

落实、同步考核，形成安全生产教育培训的新机

制，将安全培训作为安全生产许可的前置条件。

建立健全培训管理机构并配备充足人员，保障从

事培训工作人员享受安全生产一线人员同等的政

治、经济等待遇。

4.2 加强煤矿安全培训机构建设

加强全国各类煤矿安全培训机构建设，坚持

以教学为中心，紧扣煤矿安全工作主责主业，突

出教师主导作用和学员主体地位，不断提高办学

质量，出台培训机构规范化建设意见。坚持从严

从实，加强实操实训教学基地建设，出台实操实

训教学基地标准。制定煤矿安全培训示范基地建

设标准，完善事前、事中、事后监管制度，强化

对全国各类煤矿安全培训机构的执法监督监察，

建立煤矿安全培训机构退出机制。鼓励煤矿安全

培训机构开展交流协作，推动优质培训资源共享。

真正使安全培训过程成为从业人员增强本领、提

升品行作风的过程，以高质量的安全培训，高水

平服务煤矿安全生产事业发展。

4.3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建设高素质煤矿安全培训教师队伍，从事安

全培训工作的教师必须是相应专业领域优秀人才

并具备相应的专业技能。煤矿企业培训机构教学

人员的待遇不低于相应专业一线人员。建立健全

符合从业人员安全培训特点的师资准入和退出机

制、师资考核评价体系、职称评定和岗位聘任办

法、人才激励机制。加强和改进兼职教师选聘和

管理。出台领导干部上讲台实施意见，支持各级

领导干部上讲台，鼓励退休人员返聘任教。按照

素质优良、规模适当、结构合理的原则，实行师

资遴选和评估制度，建立专兼职相结合的安全生

产培训师资队伍。推进优秀师资共享，建好用好

各级师资库。制定专兼职教师理论水平和实践能

力考核标准，实行培训教师拜师制度，由国家煤

矿安全监察局组织，每年有计划地选送教师到中

马汉鹏：我国煤矿从业人员安全素质提升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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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煤矿安全技术培训中心接受继续教育培训，通

过上岗培训考核后方可执教；每 3年对全国特种作

业培训教师进行一次业务能力考核，保证教师培

训合格上岗率达到 100％。建立健全安全培训教育

质量保障体系，吸收企业参加教育质量评估，开

展安全培训教师职业技能竞赛。以“双师型”教

师为重点，加强安全培训机构教师队伍建设。加

大安全培训机构教师培养培训力度。依托相关高

等学校和大中型企业，共建“双师型”教师培养

培训基地。完善教师定期到企业实践制度。完善

相关人事制度，聘任 （聘用） 具有实践经验的专

业技术人员和高技能人才担任专兼职教师，提高

持有专业技术资格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教师比例。

提高教师业务水平。完善培养培训体系，做好培

养培训规划，优化队伍结构，提高教师专业水平

和教学能力。强化师资能力建设，通过强制性理

论学习、现场实践和规范化的考核，提高安全培

训师资队伍的业务能力，真正担当安全培训重任。

通过研修培训、学术交流、项目资助等方式，培

养教育教学骨干、“双师型”教师、学术带头人和

校长，培养一批教学名师和学科领军人才。

4.4 加强培训教材体系建设

依据各类从业人员培训考核大纲，建立规范

的培训教材体系，增强培训教学的针对性、实效

性。严格规范制定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教材、课

件。组织编制面向安全培训教师、企业主要负责

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特种作业人员、其他从

业人员等不同对象的系列培训教材，逐步形成以

文字、音像、多媒体软件等为载体，大量使用动

画、实景模拟等方式，适应分级分类培训需要，

质量较高、实用性较强的立体化教材体系。国家

煤矿安全监察局每两年组织一次安全生产优秀教

材评选，并建立培训教材更新、淘汰机制。

4.5 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入手寻求安全培训动力

安全培训动力不足是影响安全培训质量的核

心要素。提供人们方便获取并认为有立竿见影效

果的安全培训应成为安全培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的重点。这就需要通过研究精准的安全培训需求、

提供实用管用的安全培训课程、改革安全培训模

式及知识能力获取方式等实现。深化教学改革，

全面实施安全培训教学质量工程，始终把培训质

量和效果放在第一位，以进一步增强教育培训的

吸引力和感染力。积极借鉴国外先进的安全培训

方式方法，进一步规范培训内容，加强培训需求

调研，完善培训课程设计，及时更新培训内容，

切实增强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强化实践教学

环节，提高学员的实践实训能力；改进教学方式，

大力倡导和推进研讨式、启发式、互动式、体

验式教学，积极采取案例分析法、情景模拟法、

现实问题诊断法、经验交流法等教学新方法，

进一步增强教学的吸引力和感染力；研究培训

效果评估方法，以培训效果评估为切入点，落

实培训效能。

4.6 开展“互联网+安全培训”攻关

安全培训工作必须主动融入到新时代的潮流

中，坚持以培训理念创新为先导，以优质数字资

源和信息化学习环境为基础，以网络培训模式和

学习方式创新为核心，以体制机制和队伍建设为

保障，以“互联网+”思维和现代信息技术更好地

支撑安全教育培训改革和发展，依托国家煤矿安

全监察干部网络学院等培训平台，建设具有国际

一流水平的安全教育网络培训平台，切实解决工

学矛盾，在推动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工作

中充分发挥“互联网+安全培训”的重要支撑作

用。重点开展“互联网+培训需求”网络培研、

“互联网+培训课程”课程超市、“互联网+培训教

学”互动课堂、“互联网+培训考核”过程控制等

方面的研究。

4.7 培育践行从业人员职业道德

按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加强职业

道德教育，纳入从业人员职业生涯全过程，强化

法治思维和法治意识。推进职业技能与职业精神

有机融合，牢固树立从业人员精益求精、严谨专

注等工匠精神，培养德技双馨、身心双健的高技

能从业人员。开展从业人员岗位承诺，引导和规

范广大从业人员安全从业、文明从业、诚信从业。

充分发挥党组织、基层工会和团组织作用，加强

从业人员思想政治工作，帮助解决从业人员切身

利益问题，引导从业人员正确对待社会利益关系

调整及理性合法表达利益诉求、解决利益矛盾、

维护自身权益。

4.8 加快推进从业人员信用建设

加快推进从业人员信用建设，加强从业人员

信用评价办法及评价标准制定，结合职业资格制

度建设，重点“三项岗位”人员等关键岗位从业

人员信用体系建设，实行守信激励、失信惩戒的

“红名单”、“黑名单”制度。加快信用信息平台建

设，建立从业人员信用信息征集系统、查询系统
40



2019年第4期

和基础数据库。建立信用信息交换共享机制，推

进行业间信用信息互联互通和地区内信用信息整

合应用，形成守信者处处受益、失信者处处受制

的局面。制订从业人员行规行约，规范从业行为，

提升行业自律水平。

4.9 培育全民安全思维

针对事故的主要原因是由人的不安全行为引

发，需认真研究全体国民整体统一的安全现代化

因素，包括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的现代化。

利用现代工业的程序设计培养全体国民现代安全

思维方式。人的安全现代化，能促进经济、社会、

政治、文化等进一步发展；而现代化的经济、社

会、政治、文化等，又成为造就安全现代化的人

的沃土。遵循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人的不安全

行为是可以通过教育加以改变的，这也避免了人

们盲目陷入事故高发期的“陷阱”，采取主动自

觉，把改变人的因素作为根本来改善安全生产状

况，从而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良好基础。

4.10 探讨研究各类人员资格准入（注册）制度

借鉴澳大利亚、美国等发达国家经验，严格

执行各类人员的培训考核管理，实行资格准入制

度。煤矿矿长、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特种作业人

员和其他从业人员，在正式上岗任职前，首先应

获得相应的安全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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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印尼煤炭工业发展现状

1.1 煤炭资源赋存丰富

根据英国石油公司（BP）统计，截至 2017年
底，印度尼西亚 （以下简称“印尼”） 煤炭资源

探明储量约 225.98 亿 t，占世界总探明储量的

2.2%，资源丰富，储采比为 49，在主要产煤国中

偏低[1]。印尼 90%以上的资源集中分布在加里曼丹

岛的东部、南部，以及苏门答腊岛的中部、南部。

煤层结构比较简单，埋藏浅，倾角较缓；煤层较

厚，通常为 5~15 m；煤层较硬，顶底板相对较软；

夹矸较少，涌水量不大，瓦斯相对涌出量较低；

开采条件较好，99%为露天开采。

1.2 煤质低硫低灰、热值偏低

印 尼 主 要 煤 种 为 褐 煤 （58.6%）、 次 烟 煤

（26.6%）、烟煤（14.4%），煤质具有高水分、高挥

发分、低灰分 （通常＜10%）、低硫分 （通常＜

1%）的特性[2]。发热量一般在 3 000～6 000 kcal/kg
之间，低阶占比较大，总体热值偏低，见表1。

表1 印尼煤煤质情况

数据来源：伍德麦肯兹。

1.3 基础设施比较落后

尽管拥有丰富的资源，但印尼基础设施比较

落后。作为岛屿国家，印尼煤炭运输以海运、内

河河运为主，加里曼丹岛与苏门答腊岛建有专门

的煤炭码头。公路交通条件较差，煤炭公路运输

较少，部分小型煤矿采用公路运输。铁路运输占

比更小，加里曼丹岛甚至没有铁路，见表2。
表2 印尼煤炭运输情况 km

数据来源：同上。

印尼煤炭对华出口影响及走势分析

向 敏，王 雷
（国家能源技术经济研究院，北京 102211）

摘 要：阐述了印尼煤炭行业资源赋存、基础设施与生产消费等发展现状，并从煤质、生产成本、

地理位置、到港价差等方面分析其国际竞争力。我国自印尼进口煤炭主要流向东南沿海，并通过低

硫掺烧取得很好的经济性。基于印尼煤在东南沿海电厂的使用情况，结合未来我国煤炭供需形势、

电力消费布局调整、铁路运输格局变化、进口政策调整以及印尼国内能源格局变化、煤炭行业政策

调整，对未来印尼煤对华出口走势进行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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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impact and trend of indonesian coal export to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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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resources，infrastructure and production consumption of the Indonesian coal industry was
expounded，and its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was analyzed from the aspects of coal quality，production cost，geographical
location，and port price difference. China's imports of coal from Indonesia mainly flow to the southeast coast，and achieved
good economics through low-sulfur blending. Based on the use of Indonesian coal in the southeast coastal power plant，com⁃
bined with the future coal supply and demand situation，power consumption layout adjustment， railway transportation pattern
change， import policy adjustment，and changes in Indonesia's domestic energy pattern，coal industry policy adjustment，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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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的港口建设基本具备煤炭出口的能力，

加里曼丹的 Tanjung Bara港吞吐量在 5 500万 t/a，
多数港口可接停 18万 t级的货船，直接运往东南亚

煤炭需求地。kalt im Prima煤矿有直通海岸的传送

带，加快了装煤速度，印尼港口吞吐情况见表3。
表3 2012—2018年印尼港口吞吐情况 Mt

数据来源：同上。

1.4 煤炭生产集中度较高

印尼现有生产煤矿108座，平均产能360万 t/a，
年产 500万 t以上煤矿有近 20座，产业集中度较

高，前十位的煤企产量约占全国总产量的60%。布

米资源公司 （Bumi Resoources） 和阿达罗公司

（Adaro Energy） 是印尼最大的两家煤炭企业，

两家企业产量占到了全国总产量的 21%，如图 1
所示。

图1 2018年印尼煤炭企业煤炭产量占比

数据来源：同上。

1.5 煤炭产量约 80%用于出口，但境内煤炭消费

比例逐步加大

与全球煤炭产业调整周期一致，2016年印尼

煤炭生产重新恢复增长。2018年，印尼煤炭产量

4.98亿 t（动力煤占 99.5%），消费量 9 440万 t（占

产量的 18.9%），消费量约 60%用于发电。煤炭产

量的近 80%都用于出口。为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印尼把绝大多数低硫低灰的优质煤用于出口。但

是，随着经济迅速发展，印尼国内能源需求持续

增加。相比 2011年，2018年印尼煤炭消费量增长

101.7%，其增长速度远远大于产量同期增长速度

的30.8%，煤炭内销的比例逐步加大，如图2所示。

图2 2012—2018年印尼煤炭生产、消费以及出口情况

数据来源：同上。

2 印尼煤炭出口的相关情况

2.1 印尼是全球最大动力煤出口国

根据 IHS全球海运动力煤统计，2018年受中

国、印度需求增长拉动，印度尼西亚全年出口煤

炭 4.2亿 t，同比增加 10.3%，约占全球煤炭贸易量

的 1/3，是全球最大煤炭出口国之一和全球最大的

动力煤出口国，如图3所示。

图3 2012—2018年全球主要煤炭出口国煤炭出口情况

数据来源：IHS markit。
印尼煤炭的出口目的地主要是亚洲国家，中

国、印度、日本和韩国占其出口总量的 70%以上。

主要出口品种是褐煤、烟煤和次烟煤，褐煤是其

出口增长的主要来源，如图4所示。

图4 2012—2018年印尼煤炭出口至主要国家情况

数据来源：IHS markit。

年份

整体港口

吞吐量

出口港

吞吐量

2012
127

107

2013
130

109

2014
130

109

2015
137

113

2016
145

118

2017
145

117

2018
145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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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印尼煤在全球海运煤市场具有较强的竞争力

从煤质来看，印尼煤因其典型的低灰分和低

硫量在中国、印度等地很受欢迎。虽然热值较低，

但是近年来中国等国家发电厂火电设备利用小时

数下降，低热值煤炭在性价比上更有优势，所以，

国际市场对低热值煤的需求有所扩大。

从生产成本来看，印尼煤资源埋藏浅，99%的

露天开采比例，开采成本偏低。同时，得益于低

廉的人力成本、私有运营方式，煤矿运营成本低。

据伍德麦肯兹显示，2018年印尼煤炭付现成本平

均为 45美元/t左右，而澳洲为 63.41美元/t左右，

在主要出口国中具有较大优势，如图5所示。

图5 2017—2018年印尼与澳大利亚煤炭成本构成情况

数据来源：伍德麦肯兹。

从地理位置来看，印尼距离中国、印度等主

要消费国的海运距离相比澳大利亚近了一半，加

上其出口煤矿距离港口较近[3]，所以，印尼的煤炭

运输成本比澳大利亚低 3~6美元/t，运输的天数可

节省 4~5 d。另外，印尼常用 5~7万 t海轮，相比澳

大利亚的 10万 t以上大型海轮，可以进江直靠电厂

码头，灵活性更大、销售半径更大，见表4。
表4 印尼与澳大利亚煤炭出口到亚洲消费国的运费比较

注：运费一般指10万 t大型船。

2.3 印尼煤炭行业政策环境偏紧

印尼政府注重国内资源保护和环境保护，对

煤炭行业管制较多，对煤炭价格、产量、进出口

等方面都有明确要求，并限制外商投资国内矿业。

特别是生产方面，暂停发放新的煤炭矿权、并对

生产实行配额制，相关控制措施使得印尼煤炭行

业规模扩张受到影响。

3 我国进口印尼煤的相关情况

3.1 我国自印尼进口比重呈上升趋势

受供给侧改革和需求改善等因素影响，我国

进口煤量自 2016年重新恢复增长。2017年以来，

我国煤炭进口政策进一步收紧，但煤炭进口继续

保持增长，2018年煤炭进口量达到 2.8亿 t，主要

来自印尼、澳大利亚、蒙古和俄罗斯等国。其中，

印尼煤的占比从 2015年的 36.2%上升至 2018年的

44.7%，如图6所示。

图6 2014—2018年印尼煤炭出口与我国煤炭进口情况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总署。

我国自印尼主要进口褐煤 [4]，2018年共进口

8 804.6万 t，同比增长 19.6%，占同期我国自印尼

进口煤炭总量的70.1%，如图7所示。

图7 2018年我国煤炭进口情况

3.2 东南沿海电厂是印尼进口煤主要流向地

从进口煤在我国境内的流向来看，如图 8所
示，煤炭进口主要集中在华东和华南沿海地区。

长期以来，国内煤炭产需逆向分布，沿海地区从

国内采购资源距离远、运输环节多，成本更高。

随着经济加速发展以及邻近出口国的区位优势，

沿海地区煤炭进口量保持增长[5]。2018年，包括江

苏、上海、浙江、福建、广西、广东6 省市的东南

沿海占据了全国进口量的 46.2%。沿海发达地区的

煤炭消耗主要来自电厂，他们倾向于从动力煤生

产大国澳洲和印尼进口动力煤。2018年 11月，中

国煤炭运销协会煤炭进出口专业委员会与印尼煤

出口国

印尼

澳大利亚

出口到中国

时间（天）

8~10
12~15

运费（美元/t）
7~9
10~15

出口到日本

时间（天）

7~9
10~13

运费（美元/t）
6~9
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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炭矿业协会签订谅解备忘录，促进行业交易 2 000
万 t的年度目标，这部分进口煤主要用于东南沿海

地区。

图8 2018年我国进口煤境内流向情况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总署。

3.3 低价是印尼煤的主要竞争优势

一直以来，印尼、澳大利亚动力煤凭借综合

成本方面的优势，在价格上采取紧盯国内煤价、

保持相对价差的策略，以价格优势挤占我国东南

沿海动力煤市场[6]。通过对比我国华东、华南港口

到港动力煤的情况，印尼煤相比澳洲煤、山西煤

具有明显的价格优势。以 2019年 1月 23日的价格

为例，4万~5万 t船型，印尼煤比澳洲煤便宜5元/t，
比山西优混便宜 24元/t；6万~7万 t船型，印尼煤

比澳洲煤便宜 14元/t，比山西优混便宜 30元/t。而

且，在发热量相同的情况下，印尼煤炭的硫份和

灰分更低，见表5。
3.4 低硫掺烧印尼煤在华东电厂具有很好的经济性

我国沿海电厂通常会采购低硫低卡的印尼煤

与国内高硫高卡煤进行掺配使用，加上沿海地方

政府将进口煤作为保障能源战略安全的重要渠道，

加深了沿海电厂对 3 800 kcal印尼煤的消费依赖。

根据部分电厂进行的印尼煤试烧试验，结果表明

电厂燃用印尼煤具有带负荷能力强、石子煤排放

少、较好可磨性、粒度均匀和较弱结渣倾向等有

利特性；燃用印尼混煤还拥有更高的锅炉热效率、

更低的制粉系统能耗和更加经济的排污费用，其

经济性对老机组的影响更为显著，江苏部分电厂

通过掺配燃用印尼煤已经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

可以说，与俄罗斯煤、澳大利亚煤和越南煤等进

口煤种相比，印尼煤在沿海电厂具有最佳的经济

性[7]。
3.5 印尼煤属于优质的环保煤

近年来，我国环境保护问题日益受到重视。

减少污染排放成为煤炭开发利用过程中的必然趋

势。印尼煤低硫低灰，灰分低至 1%以下，硫分低

至 0.1%以下，属于优质的环保煤。而且，这种煤

在中国几乎没有发现过。

4 未来我国进口印尼煤走势分析

4.1 印尼煤炭可供出口的数量将下降

随着世界煤炭行业形势好转、煤炭价格回升，

印尼加大煤矿建设力度，预计到 2020年印尼产量

将达到 5.3亿 t/a。但是，随着开采时间的推移，沿

海地区露天煤矿开采的难度和深度大大提升，煤

炭产量增长受到一定影响。

印尼用电普及率仅为60%，为满足未来经济快

到岸港

华南

港口

华东

港口

热值/（kcal · kg-1）

5 500

5 500

船型/万 t

4~5

6~7

4~5

6~7

原产地

印尼

澳洲

山西优混

印尼

澳洲

山西优混

印尼

澳洲

山西优混

印尼

澳洲

山西优混

煤质

A 15%，S 1%
A 20%，S 0.7%

A 18%，S 1%，M 10
A 15%，S 1%
A 20%，S 0.7%

A 18%，S 1%，M 10
A 15%，S 1%
A 20%，S 0.7%

A 18%，S 1%，M 10
A 15%，S 1%
A 20%，S 0.7%

A 18%，S 1%，M 10

到岸价/（元·t-1）
591
596
615
582
596
612
595
600
611
586
600
606

表5 广州港进口煤煤炭质量和价格（2019年1月23日）

数据来源：中国煤炭市场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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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发展，印尼政府重点发展燃煤发电，并计划将

煤炭消费的比重增加至 2025年的 32%。根据国内

电力发展规划，2015—2019年将新建 109座电站共

36 585 MW，印尼煤炭消费将保持较快增长。根据

生产和需求的变化趋势，未来印尼煤可供出口的

数量将出现下降，如图9所示。

图9 2019—2025年印尼煤炭生产、消费以及出口情况预测

数据来源：伍德麦肯兹。

4.2 印尼煤炭竞争力将出现下降

低阶煤占印尼煤炭总储量近70%，随着高质量

资源的枯竭和低阶产量的持续增加，印尼煤整体

质量将继续下降。在当前偏高的煤价下，部分低

阶煤项目的开采尚不具有经济性，未来世界煤炭

供应转向宽松后，印尼煤发热量低的劣势将逐步

凸显，竞争力出现下降。

随着资源开采难度逐渐增加，印尼煤炭开采

成本相应增长。印尼产量增量将主要来自苏门答

腊岛，相比加里曼丹岛，这里距离我国东南沿海

的运距增加约 500海里，运费增加近 1/3。此外，

劳工最低工资标准上调、资源税税收政策调整，

将使得印尼煤炭行业运营成本出现增长。

4.3 我国煤炭供需进一步趋向宽松，进口煤量很

难有大幅增长

自 2009年我国成为煤炭净进口国家，进口煤

逐步成为保障国内供需平衡、调控国内价格的重

要工具。未来国内新增产能陆续投产、铁路运输

通道能力增加，我国煤炭供应将保持稳定增长。

在经济结构调整步伐下，电力消费增速将有所放

缓；可再生能源发电成本迅速下降、平价上网进

一步提速，对煤电的替代作用持续推进，给电煤

消费增长带来影响 [8]。整体来看，全国煤炭市场

供需将逐步向宽松方向转变。作为国内煤炭供应

的补充，进口煤虽保持一定规模，但很难有大幅

增长。

4.4 国内电力消费布局调整与煤炭铁路运输格局

变化，或将减少沿海煤炭进口需求

我国经济布局正持续优化，受产业升级影响，

沿海地区单位GDP能耗下降拉低了东部地区全社

会用电及煤电增速的增长。根据煤炭运销协会统

计，2018年全国重点发电企业电煤消费总量同比

增长 8.0%，而沿海地区六大发电企业电煤消费总

量同比仅增长 1.2%。随着跨省跨区送电规模快速

增长，东南地区接受外送电比重提高、火电机组

利用率受到挤压，沿海煤炭进口需求也必然受到

影响。

我国煤炭铁路运输格局正在发生变化，全国

最长的运煤专线蒙华铁路将在 2019年全线通车，

全长1 837 km，设计时速120 km/h。预计蒙华铁路

2020年将为华中地区增加 6 000万 t煤炭铁路运量，

后期逐渐实现设计运能 2亿 t。蒙华铁路的开通将

极大改善煤炭运力不足及运费高企的问题，可能

减少华中地区从沿海地区进口再转运至内陆 （海

进江）的部分需求。

4.5 我国对进口煤的限制越来越多

从 2015年元旦开始，我国开始执行《商品煤

质量管理暂行办法》，提高进口煤质量要求、加强

检验检疫等措施，在实施之初限制了部分印尼低

热值煤的进口，增加了进口煤通关的时间成本[9]。
《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明确提出在长三角等区

域力争实现煤炭消费总量负增长的要求，江苏省

出台“263”行动计划，上海也要求电厂降低煤炭

消费量，相关举措促使电力企业燃用低硫高热值

煤，对低热值煤的使用限制越来越多。

自 2017年开始，相关部门频繁调整煤炭进口

政策。2017 年 7月，沿海二类口岸开始限制煤炭

进口业务并一直持续到年底。2018 年 4 月，部分

一类港口延长通关时间并暂停了二类港口煤炭进

口业务。2018年 10月，明确要求煤炭进口总量不

能超过 2017年水平。根据国内供需形势，预计后

期煤炭进口限制政策会进一步收紧。

4.6 燃煤电厂新老更替也将减少对印尼煤的依赖

根据《关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防范化解

煤电产能过剩风险的意见的通知》《关于进一步做

好煤电行业淘汰落后产能工作的通知》，“十三五”

期间我国将淘汰落后产能 0.2亿 kW以上，实施煤

电超低排放改造 4.2亿 kW、节能改造 3.4亿 kW、

灵活性改造 2.2亿 kW。沿海地区相继公布落后产

能退出工作方案，推动 30万 kW以下燃煤机组、服

役期满机组开展关停工作。浙江公布《浙江省地

方燃煤热电联产行业综合改造升级行动计划》，加

快推进地方燃煤热电联产行业综合改造升级。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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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电一体化背景下，改造电厂以及新建电厂在进

行锅炉设计时就绑定了煤种煤质，将进一步降低

对印尼煤的依赖。

5 结 论

5.1 世界煤炭市场不确定性增加，下行压力加大

2017年开始，全球煤炭行业呈周期性复苏上

升的态势，煤炭生产和消费由负转正，全球贸易

全面回暖。根据国际能源署（IEA）统计，由于印

度、越南和其他亚洲国家的煤炭需求增长完全抵

消了欧洲和美国的下滑，将导致全球煤炭需求不

断攀升到2023年，平均每年增长幅度可能为0.2%，

煤炭仍是世界能源系统的主要来源。但是，受可

再生能源和天然气的大规模应用、储能技术的突

破、全球减排要求迫切、世界经济低速增长以及

国际贸易摩擦等多种因素影响，世界煤炭市场下

行压力明显加大。

5.2 我国煤炭进口将影响世界煤炭贸易格局

2018年，我国煤炭产量约占世界煤炭总产量

的 47%，煤炭进口量约占全球煤炭进口量的 20%。

根据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统计，未来 5年我国煤炭消

费仍将保持小幅增长趋势，总量维持在 40亿 t左
右。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未来我国

煤炭生产力水平将明显提升[10]。在国内煤炭供需越

来越趋于宽松、世界煤炭资源新增有限的背景下，

加上进口“平控”措施严格执行，预计我国煤炭

进口量不太可能大幅增长。作为全球煤炭市场的

主要参与者，我国进口将对世界煤炭贸易格局造

成影响。

5.3 印尼煤炭出口政策不断调整，煤炭出口受到

制约

随着印尼产业结构重型化、经济快速增长，

境内对煤炭的需求将保持相对旺盛。为改善国内

供求关系、满足国内煤炭需求增长，印尼政府宣

布实施煤炭出口许可证制度，以限制非法煤矿生

产与出口，并在 2019年严格履行煤炭出口限制政

策（Domestic Market Obligation）。为加强本国航运

企业的竞争力，按照印尼最新规定，非印尼旗船

舶将禁止装运印尼出口的煤炭。在相关政策制约

下，未来印尼煤炭出口数量很难有较大增幅。而

且印尼煤炭行业还不得不面临煤炭成本逐步上涨、

竞争力逐步下降的问题。

5.4 未来印尼对华出口量将出现明显下降

结合国际海运煤市场形势、国内煤炭供需平

衡、煤炭成本比较、到港港口价差比较、国内外

进出口政策等相关分析，预计未来印尼煤炭至我

国的出口优势进一步减弱，2025年我国自印尼进

口煤炭可能从 2018年的 1.3亿 t下降到 1亿 t左右，

其中褐煤进口量可能下降到5 000万 t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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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我国要

以建设贸易大国、强国为目标，以“一带一路”

建设为重点，积极开展对外贸易。2018年我国进

出口总额达到 30万亿元，对美贸易顺差达到了新

的顶峰。出口贸易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

分，与此同时，能源消费作为出口贸易的重要支

撑，其重要性不言而喻。陕西省作为中国内陆地区

的能源大省，其出口贸易额逐年增加，在促进陕西

省经济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能源供应紧张的态势。

为了保证对外贸易健康稳定持续地发展，如何调

整消费结构，合理降低能源消费比例便成为当下

内陆地区出口贸易与能源消费的VECM研究

——以陕西省为例

郭 泽，杨 华
（西安科技大学 管理学院，陕西 西安 710054）

摘 要：“十三五”规划开展以来，陕西省大力发展出口贸易活动，同时能源消费增速也呈逐年回

落的趋势。然而，能源消费总量的持续攀升，严重制约着陕西省经济的快速发展。因此，研究出口

贸易与能源消费之间的关系，对促进陕西省以及整个内陆地区的经济增长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协整分析的理论基础上，运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误差修正模型（ECM）和脉冲响应函数等

方法，就陕西省出口贸易与能源消费之间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从短期分析，陕西省出口

贸易与能源消费之间表现为双向Granger因果关系；从长期分析，二者之间存在稳定均衡的协整关

系。陕西省出口贸易的当期波动对能源消费有显著的影响，能源消费短期内可以增加出口贸易，但

随着时间的推移速度逐渐放缓。

关键词：出口贸易；能源消费；误差修正模型；脉冲响应函数

中图分类号：F752.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9605（2019） 04－004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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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CM research on export trade and energy consumption in inland areas
——Taking Shaanxi Province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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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13th Five-Year Plan，Shaanxi Province has vigorously developed export trade activi⁃
ties，and the growth rate of energy consumption has also shown a downward trend year by year. However，the continuous in⁃
crease in the total energy consumption has seriously restricted the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Shaanxi Province. Therefore，
study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xport trade and energy consumptio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promoting economic growth
in Shaanxi Province and the entire inland region. Based on the theory of cointegration analysis，Granger causality test，error
correction model（ECM） and impulse response function were used to empirically stud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xport trade
and energy consumption in Shaanxi Provinc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from the short-term analys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xport trade and energy consumption in Shaanxi Province was a two-way Granger causal relationship；from the long-term anal⁃
ysis， there was a stable and balanced cointegra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The current fluctuations in Shaanxi's export
trade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energy consumption. Energy consumption can increase export trade in the short term，but it
gradually slowed down over time.
Key words：export trade；energy consumption；error correction model；impulse response function

理论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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亟需解决的问题。

早在 20世纪 80年代，西方学者就已经对进出

口贸易和能源消费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诸多研究。

kahrl等[1]结合中国 2002年投入产出表，对中国出

口贸易活动对能源消耗的影响做了相关分析研究。

Sadorsky[2]通过对中东 8个国家的相关数据讨论，发

现出口贸易是能源消费的Granger原因，而进口贸

易与能源消费之间互为Granger因果关系。

随着经济形势的不断变化，近年来国内相关

学者对出口贸易和能源消费的研究逐渐增多。在

“一带一路”背景下，刘威等[3]基于能力理论的适

合度法分析出口与我国工业生产率之间的关系。

徐秀梅等[4]、赵鑫全[5]通过研究发现，能源是约束

我国出口贸易的主要因素。吕靖烨等[6]运用逐步回

归的实证方法，对煤炭进口与价格进行了研究。

刘健等[7]运用 PPML模型检验能源价格与中国出口

贸易之间的关系。吴献金等[8]、朱启荣[9]、陈义平

等[10]等运用协整检验与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对不

同地区能源消费与出口贸易的关系进行了分析，

得出二者普遍存在相关性。另外，孙爱军等[11]、耿

安逸等[12]在运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的同时，采

用了更为详细的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对出

口贸易和能源消费进行系统的研究，得出二者存

在单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谢建国等[13]在一个能

源投入产出模型的基础上，分别测算了中国分行

业的能源消耗。

当前国内外大多数研究集中在东部以及对外

贸易发达的沿海地区，鲜少对内陆地区进行出口

贸易与能源消费的关系研究。本文在协整分析的

基础上，运用Granger因果检验、误差修正模型和

脉冲响应函数等方法，对陕西省出口贸易与能源

消费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以期调整内陆地

区的能源政策、降低能源消费所占比重，从而对

出口贸易的发展及国民经济的增长提供优先发展

的案例及借鉴意义。

1 陕西省出口贸易与能源消费现状

1.1 陕西省出口贸易现状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出口贸易对一个国

家的经济发展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伴随着我

国“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的实施，陕西省已

成为内陆地区经济发展的前沿阵地。凭借扎实

的基础，陕西省在经济贸易版图不断扩大的同

时，出口贸易更是发生了一些显著性的变化，具

体见表1。
表1 陕西省能源消费量及出口贸易额

数据来源：陕西省统计年鉴。

据统计，1997—2000年间，陕西省出口贸易

额基本保持稳定。由于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陕西省出口贸易额由 2001年的 111 044万美元增长

至 2008年的 538 066万美元，年平均增长率达

25.29%，实现了快速增长。2009年受国际金融危

机的影响，出口贸易额呈下降趋势。到 2013年底，

陕西省的出口贸易总额已突破 100亿美元。2014年
“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促进了陕西省对外贸

易多元化战略的推进，同比增幅达到 36.20%。

2015—2016年陕西省出口贸易额稳步上升，分别

为 5.89%和 6.69%。2018年上半年，陕西省出口贸

易额已达 1 061.28亿美元，出口增速位居全国第

一。从过去几年的数据来看，陕西省出口贸易有

所增长，增长速度呈波动上升趋势。

1.2 陕西省能源消费现状

近年来，陕西省能源消费低速增长、拉动力

量持续转换的同时，以较低的能源消费增速支撑

了经济的中高速增长。陕西是我国能源消费大省，

煤炭在能源消费中长期占 60%~70%的比例，以煤

为主的能源生产和消费结构长期不会改变。陕西

省煤炭消费规模庞大，加剧了陕西省高耗能现象，

导致重工业产能过剩严重。当然，以煤炭为主的

能源消费结构决定了陕西省经济发展以粗放型方

式辐射全国。

“十三五”时期，陕西省经济发展对能源消费

的依赖度总体减弱。20世纪末，陕西省一次能源

消费总量为 2 616.78万 tce，到 21世纪初增加至

3 034.34万 tce，同比增长了 15.96%。2006年以来，

陕西省能源消费总量从 6 170.39万 tce增长至 2011
年的 10 128.41万 tce，实现快速增长，年平均增长

年份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能源消费量

/万 tce
3 068.59
2 924.82
2 584.19
2 616.78
3 034.34
3 447.88
3 918.96
4 692.66
5 410.13
6 170.39
7 008.14

出口贸易额

/万美元

123 120
117 668
115 225
131 003
111 044
137 717
173 523
239 658
307 581
362 960
467 244

年份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能源消费量

/万 tce
7 638.56
8 254.59
8 643.63
10 128.41
10 301.84
11 070.39
11 728.08
12 151.73
12 247.51
12 536.51
--

出口贸易额

/万美元

538 066
398 815
620 773
701 085
865 178
1 022 617
1 392 660
1 474 641
1 573 350
2 458 2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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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协整检验

根据前面所述，LEC与 LEX是一阶单整的时间

序列，为了进一步分析陕西省出口贸易与能源消

费之间是否存在稳定的长期均衡关系，需要借助

“Engle—Granger”两步骤法，对出口贸易和能源消

费进行协整关系分析。

第一步，以陕西省出口贸易额 （LEX） 为解

释变量，能源消费量 （LEC） 为被解释变量，运

用 OLS回归方程对模型进行估计，检验结果见

表 3。

率为 10.42%。从 2011—2017年，陕西省能源消费

需求放缓。一方面由于经济增速放缓，经济结构

调整；另一方面由于能源结构调整，新能源迅速

发展。使得能源消费量连续五年保持稳步增长趋

势，年平均增长率为 3.87%。在此时期，工业用能

增长缓慢，交通和建筑业成为能源消费增长的主

要推动力。

2 研究方法和数据选取

在研究方法方面，本文在VAR模型的基础上，

运用协整检验、误差修正模型（ECM）、Granger因
果关系检验和脉冲响应函数等方法，对陕西省出

口贸易与能源消费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以

期对二者之间的动态因果关系做出研究。

在数据选取方面，本文选取出口贸易额（EX）
为解释变量，选取能源消费量（EC）为被解释变

量，为了保证实证分析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本文首先对数据进行处理，为了剔除价格因素的

影响，选取出口贸易额除以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后

的数据作为研究的自变量。为了使数据更加平稳，

线性化趋势更加明显，分别用 LEC、LEX来表示自

然对数的能源消费量、出口贸易额，确定的样本

时间跨度为 1997—2017年，如图 1所示，为陕西

省出口贸易额（EX）与能源消费量（EC）的变动

趋势图。样本数据均取自于《陕西省统计年鉴》。

3 实证分析

3.1 单位根检验

本文采用ADF检验法对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

如时序图 1所示，LEC和 LEX其变量水平值波动幅

度较大，趋势不平稳，是非平稳序列。对原变量

一阶差分之后再判断其平稳性，如时序图 2所示，

一阶差分后的出口贸易额（DLEX）和能源消费量

（DLEC）的线性趋势变得相对平稳。

图1 LEC和LEX的时序图

图2 LEC和LEX的一阶差分图

下面借助EViews8.0软件，采用ADF检验法对

LEC与LEX进行平稳性检验，检验结果见表2。
ADF检验结果显示：在给定 10%的置信水平

下，LEC与LEX的ADF检验值都大于给定置信水平

下的临界值，因此 LEC与 LEX接受原假设，是非平

稳的时间序列。对序列进行一阶差分后，记为

DLEC和DLEX，在给定 5%的置信水平下，两序列

的ADF检验值全部小于给定置信水平下的临界值，

因此拒绝原假设，DLEC和DLEX是平稳的时间序

列，即陕西省出口贸易与能源消费之间不存在伪

回归，下一步可以进行协整检验。

变量

LEC

DLEC

LEX

DLEX

ADF检验值

-0.045 672
-3.444 998
0.393 930
-4.603 532

临界值（1%）
3.831 511
3.886 751
3.831 511
3.857 386

临界值（5%）
3.029 970
3.052 169
3.029 970
3.040 391

临界值（10%）
2.655 194
2.666 593
2.655 194
2.660 551

概率值P
0.942 5
0.023 8
0.977 0
0.002 2

平稳性

不平稳

平稳

不平稳

平稳

表2 ADF单位根检验结果

50



2019年第4期

表3 LEX对LEC的回归结果

通过协整检验，来判断 LEC与 LEX之间是否能

构架方程。首先运用OLS建立回归方程为

LEC = 2.385 090 + 0.600 956*LEX + εt （4）
t =（7.994 332）（21.209 46）

其中：可决系数 （R2） =0.961 525，标准误

（S.E） =0.114 210，德宾-沃森检验值 （D-W） =
0.902 728。

由 OLS 回 归 方 程 得 到 D-W 统 计 量 值 为

0.902 728，我们可以推测残差序列可能存在自相

关。为了进一步做出判断，下面借助拉格朗日最

小乘数（LM检验）来检测是否存在自相关，并由

Q统计量来检验回归方程自相关阶数，检验结果见

表4、表5。
表4 LM检验结果（1）

表5 LM检验结果（2）

根据 LM乘数法，通过对模型随机误差项的检

验结果可知：LM滞后一期的检验结果 LM（1） =
5.874 962，其相伴概率值 P=0.015 4，滞后二期的

LM（2） =6.412 396，其相伴概率值P=0.040 5。由

LM检验结果表明，序列在滞后一阶和滞后二阶的

检验结果相伴概率值都小于设定的显著性水平

（5%），拒绝原假设，说明残差序列存在自相

关。下面借助 Q统计量来判断自相关阶数，如

图 3所示。

如表 6可知，通过观测Q统计量的值，可以确

定各变量之间存在一个协整方程，并且为一阶自

相关。本文采用广义差分法对模型进行处理，加

入随机误差项的第 1阶自回归序列相关 AR（1）

表6 Q统计量检验结果

项，调整模型得到长期均衡的协整关系，对其进

行消除自相关处理后，得到含有差分项的均衡协

整方程如下。

LEC = 12.21180 + 0.126475*LEX + 0.988552AR3(1 ) （5）
t =（0.619 235）（1.0485 09） （22.507 21）

其中，可决系数 （R2） =0.982 008，标准误

（S.E） =0.079 660，德宾-沃森检验值 （D-W） =
1.227 757。

广义差分后，滞后一期的检验结果 LM（1）的

检验结果为 2.510 942，概率值P=0.113 1，滞后二

期的 LM（2）的检验结果为 2.688 375，概率值 P=
0.260 8。由 LM检验结果表明，序列在滞后一阶和

滞后二阶的检验结果相伴概率值都大于设定的显

著性水平（10%），不能拒绝原假设，可以得出残

差序列的自相关已被消除，检验结果见表7、表8。
表7 广义差分的LM检验结果（1）

表8 广义差分的LM检验结果（2）

参数

F-统计

样本值与R2的乘积

数值

7.070 733
5.874 962

概率值P
0.016 5
0.015 4

参数

F-统计

样本值与R2的乘积

数值

3.775 525
6.412 396

概率值P
0.045 4
0.040 5

参数

ADF检验统计量

临界值

置信水平

1%水平

5%水平

10%水平

t统计量

-3.246 361
-2.708 094
-1.962 813
-1.606 129

概率值P
0.002 9

变量

常数（C）
LEX

系数

2.385 090
0.600 956

标准误差

0.298 348
0.028 334

t检验统计量

7.994 332
21.209 46

概率值P
0.000 0
0.000 0

参数

F-统计

样本值与R2的乘积

数值

2.284 189
2.510 942

概率值P
0.151 5
0.113 1

滞后阶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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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相关

（AC）
0.536
0.195
0.024
-0.049
-0.211
-0.245
-0.164
-0.230
-0.166
-0.090
-0.168
-0.228

偏相关

（PAC）
0.536
-0.131
-0.034
-0.034
-0.226
-0.035
0.016
-0.242
0.069
-0.058
-0.288
-0.069

Q统计量（Q-
Stat）
6.664 6
7.590 2
7.605 2
7.671 9
8.980 3
10.872
11.779
13.716
14.824
15.177
16.563
19.418

概率值

（Prob）

0.006
0.022
0.053
0.062
0.054
0.067
0.056
0.063
0.086
0.085
0.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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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式中，可决系数（R2）=0.919 627，德宾-沃森

检验值（D-W）=1.238 689，F统计量=53.395 71。
表9 残差序列单位根检验

回归方程式（6）表明各参数值全部通过 F检

验、D-W检验结果显著，误差修正模型拟合度

较优，这与经济意义相符合。观察模型可以得

出：本期 LEX 和上一期 LEX 每增长 1%，本期

LEC和上一期 LEC相应上涨-0.193 73。误差修正

模型反映了 LEC受 LEX影响的短期波动规律，检

验结果见表 10。
表10 ECM模型回归结果

3.4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通过误差修正模型可知，陕西省出口贸易和

能源消费之间存在短期动态关系。为了进一步分

析这种均衡关系之间的因果关系，下面分别取滞

后期为 2、3、4、5、6对序列一阶差分后的能源消

费量（DLEC）和出口贸易额（DLEX）进行Grang⁃
er因果关系检验。检验结果见表11。

根据表 11可知：当滞后期长度为 2时，能源

消费量（LEC）是出口贸易额（LEX）的因；当滞

后期长度为5时，出口贸易额（LEX）是能源消费

表11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

量（LEC）的因。综合以上两种情况可以得出，陕

西省出口贸易与能源消费量之间相互影响，互为

因果。

3.5 脉冲响应测算

为了进一步测算陕西省出口贸易对能源消费

的动态变化，首先建立VAR模型。从方程的拟合

度以及AIC和 SC信息准则取值最小的原则综合考

虑，最终确定变量的最优滞后阶数为 2，因此建立

VAR（2）模型。

LEX = 1.065 330LEXt - 1 - 0.354 561LEXt - 2 +0.500 197LECt - 1 + 0.685 08LECt - 2
-1.532 795 （7）

LEC = 1.463 156LEXt - 1 - 0.511 548LEXt - 2 +
0.175 587LECt - 1 + 0.174 484LECt - 2
+0.425 035 （8）

如图 3所示，通过建立VAR（2）模型，可以

直观的看出方程的特征根都落在在圆内，说明

第二步，采用ADF检验法对上述回归方程中

的残差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在给定 5%的置信水

平下，残差序列的概率值 p=0.002 9，小于给定置

信水平下的临界值，因此原假设被拒绝，残差序

列通过了平稳性检验，检验结果见表9。
3.3 误差修正模型

由协整检验可以得知：出口贸易和能源消费

之间存在长期均衡的协整关系。据此，我们推测

二者之间可能存在短期的动态关系。下面借助最

小二乘法建立误差修正模型 （ECM） 来进一步分

析陕西省出口贸易对能源消费的短期动态关系，

首先对变量进行指数平滑，并且确定出口贸易额

（LEX） 为解释变量，能源消费量 （LEC） 为被解

释变量。可得到误差修正模型如下。

DLEC = -0.033 308 - 0.194 738*DLEX + 1.791 868*DLECt - 1 - 0.296 775*εt - 1
t =（-2.256 844）（-2.761 924） （11.319 15） （-2.727 443） （6）

参数

F-统计

样本值与R2的乘积

数值

1.153 694
2.688 375

概率值P
0.343 7
0.260 8

变量

常数（C）
DLEX

DLEC（-1）
残差 et（-1）

系数

-0.033 308
-0.194 738
1.791 868
-0.296 775

标准误差

0.014 758
0.070 508
0.158 304
0.108 811

t检验统计量

-2.256 844
-2.761 924
11.319 15
-2.727 443

概率值P
0.040 5
0.015 3
0.000 0
0.016 4

原假设

DLEC不能Granger引起DLEX

DLEX不能Granger引起DLEC

DLEC不能Granger引起DLEX

DLEX不能Granger引起DLEC

DLEC不能Granger引起DLEX

DLEX不能Granger引起DLEC

DLEC不能Granger引起DLEX

DLEX不能Granger引起DLEC

DLEC不能Granger引起DLEX

DLEX不能Granger引起DLEC

滞后长度

2
2
3
3
4
4
5
5
6
6

F值
3.563 22
1.778 53
1.622 71
2.634 94
1.121 54
1.876 98
0.648 54
4.766 85
0.332 46
1.350 02

F的P值
0.058 4
0.207 6
0.245 7
0.107 3
0.418 2
0.219 3
0.680 7
0.077 7
0.866 4
0.577 5

结论

拒绝

接受

接受

接受

接受

接受

接受

拒绝

接受

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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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模型具有稳定性。

图3 VAR特征根的模的倒数

为了进一步揭示二者之间相互影响的动态变

化情况，下面对VAR模型进行结构化处理，通过

脉冲响应函数来分析短期动态影响。图 4和图 5为
脉冲响应函数合成图，图 4表示陕西省出口贸易对

一个标准差息的响应，图 5表示陕西省能源消费对

一个标准差息的响应。（图中的横轴表示冲击作用

的滞后期，长度以年为单位；纵轴表示一个变量

受到另一个变量冲击后的脉冲响应程度。本文选

取滞后期间0~20期）。

图4 LEX对一个标准差息的响应

观察图 4可以得出，在本期陕西省出口贸易对

能源消费一个标准差的冲击后，能源消费持续上

升，并在第10期时达到最大值0.19，之后逐渐呈下

降趋势。这说明陕西省出口贸易受到外部影响发生

变化之后，短期内可以促使能源消费提高，但提高

的速度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回落。陕西省出口贸易

对能源消费的脉冲响应最终表现为正向反应。

图5 LEC对一个标准差息的响应

观察图 5可以得出，陕西省出口贸易对来自能

源消费的扰动几乎没有做出明显响应，出口贸易

在第 1-2期响应有小幅度上升，之后开始缓慢下

降，到第 10期开始出现负向响应，并在第 15期达

到最低-0.01，此后趋于平稳。这说明能源消费短

期内可以促使出口贸易的增加，但这种态势不会

持续太长。因此，陕西省能源消费对出口贸易的

脉冲响应最终表现为负向反应。

4 结 论

4.1 协整检验的结果讨论

本文运用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和

脉冲响应函数等方法，以陕西省为重点研究对象，

以事实为依据，基于大量的数据分析及深入考察，

对陕西省出口贸易与能源消费之间的关系进行了

研究。据此，得出以下结论。

从长期协整检验的情况表明，陕西省出口贸

易与能源消费之间存在稳定的协整关系。陕西

省出口贸易额每增加 1%，能源消费量会增加

0.126 5%，即出口贸易对陕西省能源消费量的长期

弹性为 0.126 5。观察短期误差修正模型，可以得

出LEC与长期稳定均衡值的偏差中的 29.677 5%会

在一年内被修正，这表明陕西省出口贸易与能源

消费之间保持着长期均衡的动态关系，即陕西省

出口贸易的变化对能源消费存在长期的影响。由

此可见，陕西省出口贸易对能源消费的依赖程度

较高。在陕西省每年出现能源供应缺口的情况下，

当务之急是要充分利用陕西省的资源优势，建立

循环经济发展模式，降低原材料和能源的消耗，

从而实现低投入、高产出、低污染、高质量的生

产模式，继而达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和谐发展。

4.2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讨论

通过对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分析可知，

当滞后期长度为 2时，能源消费（LEC）是出口贸

易额（LEX）的因；当滞后期长度为 5时，出口贸

易（LEX）是能源消费（LEC）的因，综合分析得

出，陕西省出口贸易与能源消费之间存在双向因

果关系。出口贸易的变化直接影响能源消费的变

化，同时能源消费的变化也会引起出口贸易的变

化，陕西省出口贸易对能源消费存在较为密切的

依赖关系，由此可知，在当前出口贸易与能源消

费互相影响的情况下，必须重视高新技术与清

洁能源的研究与开发，不断开发新的技术和材

料，用高新技术来提升传统产业，用清洁能源

郭 泽等：内陆地区出口贸易与能源消费的VECM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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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加大能源转化力度，以期建立良好的循环经

济发展模式。

4.3 脉冲函数分析结果讨论

通过建立VAR模型，运用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可知，陕西省出口贸易的变化对能源消费产生明

显的正向脉冲效应，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

影响在稳步上升后又逐渐回落。与此同时，能源

消费的变化对出口贸易产生的正向影响又是持续

的，中期以后这种影响效果呈现减弱态势，最终

表现为负向影响。由此可见，在目前对外贸易结

构存在不合理、能源供应较为紧张的局面下，改

善出口贸易结构，提高产品的技术和质量，加强

品牌意识，加速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为生产更

多高科技产品创造良好的环境，是应对这种两难

问题的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1] Kahrl F，Roland-Holst D.Energy and Exports in China[J].China
Economic Review，2008（19）：1649－1658.

[2] Sadorsky P.Trade and energy consumption in the Middle East[J].
Energy Economics，2011，33（5）：739-749.

[3] 刘 威，丁一兵 .出口复杂度对工业行业生产率的影响——基

于中国出口贸易数据的分析 [J].经济问题，2018（6）：110-
116.

[4] 许秀梅，尹显萍 .贸易开放、对外出口对能源消费的影响——

基于 2000—2013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研究[J].国际商务（对

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16（3）：5-14.
[5] 赵鑫全 .国内外能源市场消费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及对策研

究[J].价格月刊，2016（1）：69-72.
[6] 吕靖烨，常 炎，张金锁 .我国煤炭进口是否会引起国际煤炭

价格变化[J].价格月刊，2017（10）：8-14.
[7] 刘 建，熊 燕 .能源价格差异、比较优势与中国出口贸易

——基于国际面板PPML模型的经验研究[J].财贸研究，2018，
29（2）：76-87.

[8] 吴献金，黄 飞，付晓燕 .我国出口贸易与能源消费关系的实

证检验[J].统计与决策，2008（16）：101-103.
[9] 朱启荣 .中国出口贸易活动中的能源消耗问题研究[J].统计研

究，2011，28（5）：41-46.
[10] 陈义平，殷功利 .我国出口贸易结构与能源消费关系——基

于误差修正模型检验[J].江西社会科学，2013，33（7）：66-
69.

[11] 孙爱军，方先明 .进出口贸易、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研究

——来自中国 2000—2007年省际数据的经验证据[J].中央财

经大学学报，2010（5）：75-80.
[12] 耿安逸，姚 蕾 .我国出口贸易对能源消费影响的实证分析

[J].再生资源与循环经济，2015，8（6）：5-9.
[13] 谢建国，姜珮珊 .中国进出口贸易隐含能源消耗的测算与分

解——基于投入产出模型的分析[J].经济学 （季刊），2014，
13（4）：1365-1392.

作者简介：郭 泽（1992—），男，山西太原人，硕士，研究

方向为资本市场与公司治理。E-mail：445796645@qq.com

责任编辑：宋晓波

54



第39卷第4期 煤 炭 经 济 研 究 Vol.39 No.4
2019年 4月 Coal Economic Research Apr. 2019

0 引 言

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和气候的变暖，低碳经

济成为各国的共识。减少碳排放，是实现可持续

发展和减缓气候变化的重要举措。我国政府做出

到 2020年国民生产总值下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比

2015年前降低一半的建设规划，将二氧化碳排放

量的限制性政策融入社会和未来经济发展规划[1]。
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内蒙古经济快速发展，

形成了内蒙古特有的经济发展现象[2]。但是，内蒙

古工业化经济的快速发展是以大规模的碳排放量

为代价，两者呈现高度的相关性。因此，经济快

速发展的内在需求和降低碳排放的外在约束之间

的矛盾，是内蒙古自治区跨越式发展亟待解决的

一个重要难题[3]。
学术界对碳排放量的深入剖析方式，以拉氏

指数分解法和迪氏指数分解法为主要分解方法。

而拉解指数分解法又包括多个分解法，迪氏指数

分解法也由多个分析结构组成。最为常用的 LMDI
（Logarithmic Mean Divisia Index，简称“LMDI”）

分解模型是最具代表性的碳排量分解法，该模型

下的分解方式是相对稳定和完善的，同时不排除

干扰项目的排查。而分解种类通常分为四要素和

五要素两种分解模式，王俊松等[4]通过 LMDI分解

模型对国内的碳排量进行分解，主要以人口数量、

人均生产值、能源排放标准以及能源排放量 4个因

素进行分析；郭运功等[5]也利用 LMDI分解模型对

上海地区的碳排放进行四要素分解研究；宋德勇

等[6]针对我国碳排放总量，利用 LMDI分解模型中

的四要素分解法对碳排放情况进行详细阐述；赵

欣等[7]通过四要素分解法对江苏地区的碳排放量分

解为人均生产总值、经济市场结构、人均能源使

基于LMDI的内蒙古碳排放影响因素研究

李 修 东 1，2

（1．煤炭工业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煤炭战略规划研究院，北京 100120；2.中国矿业大学（北京）管理学院，北京 100083）

摘 要：运用LMDI模型对内蒙古碳排放的影响因素进行分解，分解为碳排放量、能源结构、能源

效率和人均GDP四个因素，并利用 2007—2017年内蒙古经济发展和碳排放相关数据，对上述影响

因素进行动态分析。结果表明：经济增长与碳排放两者存在着密切的关系，经济增长是内蒙古碳

排放量增大最主要的因素，各类影响因素表现出明显的阶段特征，呈现出倒U型的特点，研究揭示

了内蒙古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和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并提出政策建议，包括优化能源结构、提

高能源效率和增强低碳技术研发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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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influencing factors of Inner Mongolia carbon emission based on LM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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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Beijing），Beijing 100083）
Abstract：The LMDI model was used to decompos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arbon emissions in Inner Mongolia and decom⁃
pose into four factors：carbon emissions，energy structure，energy efficiency and per capita GDP，using the data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arbon emissions in Inner Mongolia from 2007 to 2017，the dynamic analysis was conducted on the above in⁃
fluencing factor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is a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growth and carbon emissions. Econom⁃
ic growth is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in the increase of carbon emissions in Inner Mongolia. Various influencing factors
showed obvious stage characteristics，show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verted U-shaped. It revealed the coal-based energy struc⁃
ture and extensive economic growth mode in Inner Mongolia，an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were proposed including optimizing
energy structure，improving energy efficiency and enhancing low-carbon technolo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apab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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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率和人均能源排放 4个因素进行分析；Wu等[8]对
国内碳排放分解为碳排放程度、碳排放结构、碳

排放产业规模和产业碳排放程度 4个因素；朱勤

等[9]运用 LMDI分解模型中的五要素分解法，将我

国碳排放分解为人口数量、人均生产总值、社会

经济结构和能源使用程度以及能源排放情况等；

Ma等[10]将国内的碳排放量的浮动情况分解为人口

数量增长情况、人均生产总值发展情况、能源零

碳排放使用、生物质能生产代替方式和燃料替代

品使用 5个因素。笔者在上述学者研究的基础上，

运用 LMDI模型，分析影响内蒙古 2008-2017年碳

排放的因素，探讨地区经济发展和碳减排之间如

何实现双赢。

1 模型的选择

自碳排放概念提出以来，国内外学者很多提

出了关于碳排放分析的方法，其中指数分解分析

方法是研究能源问题的一种广泛使用的方法，它

通过分解指标的各种因素，从而达到追溯总指标

变化趋势，找出间接影响总指标的深层次因素[11]，
该方法也被称为因素分解分析方法，其实质就是

将碳排放的计算公式表示为几个因素指标的乘积，

确定各个指标的增量分额。本文采用 LMDI分解模

型，将对内蒙古碳排放的各因素分为碳排放量、

能源结构、能源效率、人均GDP[12]。
LMDI分解模型为

C =∑
i
Ci =∑

i

Ci
Ei
× Ei
E
× E
G
× G
P
× P

式中：C为碳排放总量；Ci为第 i种能源的碳排放

量，i为能源种类；E为一次能源消费总量；Ei为

第 i种能源消费量；G为国内生产总值；P为人口

总数。

由此可以定义：Fi = Ci

Ei

表示单位 i种能源的碳

排放量；Si = Ei

E
表示能源结构，即第 i种能源在总

的能源消费中所占的份额； I = E
G

表示能源强度，

即单位GDP能耗；R = G
P
表示经济发展情况，即人

均GDP。
人均碳排放量为

M=∑i Ci
P

=∑
i

Ci
Ei
× Ei
E
× E
G
× G
P
=∑

i
Fi Si IR

由上式可以看出，人均碳排放的变化由单位

能源的碳排放量Fi、能源结构因素 Si、能源强度因

素 I以及经济发展因素R决定。

设基期的碳排放量为M 0，第 t期的碳排放量为

Mt，由此第 t期相对于基期人均碳排放量变化为

ΔM=Mt - M 0=F t
i S

t
i I
t Rt - F 0i S0i I 0R0=ΔMF + ΔMs + ΔMI +

ΔMR + ΔMrsd

商的形式为D = Mt

M 0 = DFDSDIDRDrsd

式中：ΔMF，DF为单位能源碳排放量因素；ΔMS，

DS 为能源结构因素；ΔMI， DI 为能源强度因素；

ΔMR，DR为经济发展因素；ΔMrsd，Drsd为分解余量。

根据LMDI分解方法可得

ΔMF =∑
i
σi In

F t
i

F 0i
，ΔMs =∑

i
σi In

Sti
S0i

ΔM I =∑
i
σi In

I ti
I 0i

，ΔMR =∑
i
σi In

Rti
R0i

由σi= M
t
i - M 0

i

In ( )M t
i
M 0
i

可得

ΔMrsd = ΔM - ΔMF - ΔMs - ΔMI - ΔMR

= Mt - M 0 -∑
i
σi ( )In

F t
i

F 0i
+ In Sti

S0i
+ In I ti

I 0i
+ In Rti

R0i

= Mt - M 0 -∑
i
σi In

M t
i

M 0
i
=0

设K = InMt - InM 0

Mt - M 0 ，则

DF = exp( KΔMF )，DS = exp( KΔMS )
DI = exp( KΔMI )，DR = exp( KΔMR )，Drsd=1

单位能源碳排放量是由各类能源自身的特性

所决定，是一个不变的值，故在通常情况下，将

往往由各类能源本身的特性所决定，是一个稳定

的值，故将ΔMF的值确定为0。
2 内蒙古碳排放影响因素分析

由于没有内蒙古实时监测的碳排放量数据，

本文采用对内蒙古 2008—2017年的碳排放量进行

估算的方法。通过大量的研究发现，碳排放系数

法是最实用的碳排放量检测法。20世纪末和 21世
纪初期，联合国两次修改制定了关于国家二氧化

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量的相关数据参考规定。同

时还阐述一些关于计算碳排放量的方式，这对于

能源排放研究的学者来说，无疑是最有价值的参

考方式。孟昭利[13]对DOE/EIA进行分析总结，日本

能源研究部门和中国工程研究中心等多个研究组

织对全球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等能源的碳排放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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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进行研究分析并提供参考数据。我国建立了以

国家经济能源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小组，刘燕娜等[14]

研究者对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的碳排放指数进行

检测。陈立泰等[15]研究者对以煤炭为主的 11种能

源的碳排放指数进行研究，李国志等[16]学者对以煤

炭为主的 9种能源的碳排放指数进行检测研究。这

些学者所提供的能源碳排放量的参考数据并不统

一。文章将结合联合国发布的温室气体排放指南，

对内蒙古地区的多种能源碳排放指数进行检测和

推算。本文用各类能源的消耗量与其相应的碳排

放系数相乘，以此来估算碳排放量。不同权威机

构估计的碳排放系数稍有差异，文中采用其平均

值计算，见表1。
内蒙古 1995年、2008—2017年碳排放相关数

据主要来源于内蒙古统计年鉴，鉴于统计数据口

径的一致性，其中内蒙古GDP以 1995年不变价计

算，相关数据见表2。
根据以上公式及表 1的数据，计算出 2008—

2017年三因素对内蒙古人均碳排放的影响，见

表 3。

能源种类

煤炭

石油

天然气

国家发改委

能源研究所

0.747 6
0.582 5
0.443 5

DOE/EIA
0.702
0.478
0.398

日本能源经济

研究所

0.756
0.586
0.449

国家环保局温室

气体控制项目

0.748
0.583
0.444

国家科委

气候变化项目

0.726
0.583
0.409

IEA
0.761
0.586
0.448

平均值

0.74
0.566
0.432

年份

1995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能源消费总量/万 tce
3 268.44
4 453.48
5 190.12
6 612.77
8 601.81
10 788.37
12 835.27
14 703.32
16 407.63
17 473.68
18 882.66

煤炭/万 tce
2 692.54
4 156.88
4 851.21
6 320.49
8 318.81
9 955.51
11 540.19
13 312.39
14 799.68
15 242.29
17 779.91

石油/万 tce
124.85
190.16
180.10
183.84
98.06
188.80
198.95
202.91
270.73
274.34
200.16

天然气/万 tce
0

1.78
2.60
27.11
4.30
84.15
191.25
352.88
405.27
588.86
570.26

GDP/亿元

857.06
1 604.87
1 816.72
2 141.91
2 581.00
3 195.28
3 805.58
4 536.25
5 343.70
6 246.79
7 183.80

人口数/万人

2 284.40
2 381.40
2 384.10
2 385.80
2 392.70
2 403.10
2 415.10
2 428.80
2 444.30
2 458.20
2 472.20

人均碳排放量/t
0.90
1.34
1.55
2.01
2.60
3.13
3.62
4.17
4.61
4.76
5.47

表1 三种能源碳排放系数[17]

表2 内蒙古1995年、2008—2017年能源、GDP、人口及碳排放数据

数据来源：内蒙古统计年鉴。

年份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ΔA
0.434 09
0.645 84
1.105 79
1.693 62
2.222 10
2.713 67
3.262 88
3.711 70
3.851 94
4.564 36

D
1.480 72
1.715 26
2.226 84
2.875 78
3.472 96
4.037 21
4.680 20
5.192 92
5.388 86
6.184 71

ΔAS
0.137 62
0.143 03
0.187 97
0.219 62
0.168 92
0.131 96
0.156 42
0.162 22
0.087 90
0.280 26

DS
1.132 52
1.126 93
1.145 78
1.146 81
1.099 27
1.070 22
1.076 79
1.074 65
1.039 18
1.118 38

ΔAI
-0.351 58
-0.345 69
-0.291 65
-0.215 49
-0.217 02
-0.238 46
-0.343 07
-0.487 63
-0.707 72
-0.929 73

DI
0.727 66
0.749 16
0.809 65
0.874 24
0.885 51
0.884 59
0.850 21
0.805 40
0.733 84
0.689 94

ΔAR
0.647 73
0.848 03
1.204 57
1.688 71
2.255 08
2.785 95
3.386 77
3.965 48
4.368 28
5.114 18

DR
3.349 81
3.646 23
4.266 96
5.048 73
5.711 89
6.311 79
6.964 61
7.510 74
7.644 60
8.523 55

表3 2008—2017年能源结构、能源效率、人均GDP三因素对内蒙古人均碳排放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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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内蒙古人均碳排放的贡献值趋势图

图2 内蒙古人均碳排放变化的贡献率趋势图

内蒙古人均碳排放的贡献趋势图，如图 1所
示，内蒙古的人均碳排放在 2008—2017年不断增

加。表 2 和图 1 表明，内蒙古能源的碳排放分解

为能源结构、能源效率和经济增长 3个因素后，能

源结构和内蒙古人均碳排放增长正方向变动，表

现为正效应；能源效率与内蒙古人均碳排放增长

反方向变动，表现为负效应。

在内蒙古能源结构中，煤炭占据主体地位，

从表 2可以看出能源主要来源为煤炭，远远超出国

内平均值。煤炭对碳排放的影响一直是正效应，

煤炭人均排放量由 2008年的 1.29 t增长到 2017年
的5.32 t。

近年来，内蒙古节能减排措施力度不断加大，

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高耗能产业的比例不断

降低。因此，能源利用效率对降低内蒙古人均碳

排放的贡献值是不断增加的。但是，能源效率对

降低碳排放的增加是有限的，经济发展对增加内

蒙古人均碳排放的贡献值远远大于能源效率的贡

献值，导致内蒙古人均碳排放的急剧增加。

从图 1可以看出，经济增长与碳排放量几乎呈

相同的指数式增长趋势，其对内蒙古人均碳排放

量的贡献值由 2008年的 0.647 73 t增加到 2017年的

5.114 18 t，几乎增长了近十倍，由此可见，经济

增长是内蒙古碳排放量增大最主要的因素。当前，

内蒙古正处于快速经济增长时期，能源消耗量大，

相应的碳排放量也大，这也反映出内蒙古经济增

长的粗放型特征。

为了比较拉动因素与抑制因素对内蒙古人均

碳排放的贡献率，强化各因素的可比性，将抑制

因素对内蒙古人均碳排放增加的贡献率取倒数，

成为对内蒙古人均碳排放降低的贡献率，其变化

趋势如图 2所示。从图 2中可以看出经济增长对碳

排放的贡献率呈指数式增长，而抑制因素从 2008
年的 0.727 66增加到 2014年的 0.884 59，又降到

2017年的 0.689 94，与图 2中的倒 U型相符。但

是，拉动效用远远大于抑制效应，从而内蒙古碳

排放增长也呈现指数式增长。此外，由于 2008年
国际金融危机，经济增长出现短暂停滞，从而碳

排放增长率也呈下降趋势。受宏观调控的影响，

我国经济恢复危机前的增速，从而碳排放也急剧

增长。

3 结论与建议

自西部大开发以来，内蒙古碳排放量一直在

呈指数式增长，一方面是由于经济增长带动能源

需求的大量增加，另一方面与内蒙古以煤为主的

能源消费结构是分不开的。虽然内蒙古的能源利

用效率不断提高，但是难以抵消经济增长带动的

碳排放量的大量增加。随着经济的发展，其能源

消费总量还会继续增加。面对碳排放的巨大压力，

内蒙古应优化能源结构，进一步提高能源利用效

率，提升低碳技术研发能力。

3.1 优化能源结构

内蒙古高碳特征的经济发展模式和以煤为主

的能源消费模式，是碳排放量居高的重要原因。

因此，内蒙古应大力调整能源消费结构，大力发

展高效清洁能源[18]。延长煤炭产业链，提高煤炭净

化比重。充分利用内蒙古的风电、太阳能等可再

生能源，降低煤炭在内蒙古能源消费结构的比重。

根据相关研究发现，经济产业能源结构的不断提

升会对能源需求量产生影响，能源消耗比例的下

降随之影响能源需求量的减少。而内蒙古受到地

理位置、资源开发和生产技术约束等一系列限制

性因素影响，使得内蒙古始终以煤炭为能源消费

的主体。与此同时，内蒙古地区有众多低碳能源

资源，利用该优势优化区域能源结构的发展方向，

逐步向低碳节能高效方向优化产业能源结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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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地区的产业发展以低碳环保能源为主要发展

趋势，高效利用煤炭等能源，减少碳排放量。

3.2 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能源利用效率对内蒙古的碳排放起到抑制作

用，应进一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地区政府可对

企业采取减税免税的政策，从而减少企业生产成

本，也可通过融资渠道获取更多的生产建设资金，

提高企业的技术设施和能源设备，加强对企业内

部新能源的开发，优化产业能源结构，向高效节

能环保方向发展，同时也要重点加强产业低碳技

术的研究与推广。内蒙古应积极利用现有的资源

优势，包括风能、太阳能等再生能源并结合现有

的技术研发水平，充分发挥内蒙古地区可再生能

源的产业生产优势，研究煤炭等能源的高效低碳

排放的技术。内蒙古天然的区域地理优势和资源

优势，其发展低碳产业的空间较大。根据内蒙古

地区环境保护的相关规定，可将内蒙古地区的产

业发展方向逐步向“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

的生产原则方向发展，重点发展企业的循环经济、

工业低碳化，进一步提高循环技术的研发和循环

经济产业的快速推广与发展。

3.3 提升低碳技术研发能力

内蒙古地区应着重提升低碳技术研发水平，

加强发展低碳经济产业模式的推广，重点掌握煤

的高效清洁利用和新能源发电方式技术，结合节

能减排技术、无碳技术、碳封存技术等低碳技术，

提升科技水平，促进能源利用方式的转变。另

外，温室气体排放问题是全球共同面临的问题，

对此各个国家共同长久合作是前提条件。现代高

科技的环保技术水平能进一步解决能源消耗问

题，而技术的研发与推广也是极为重要的。国际

社会对温室气体排放影响气候变化的问题极为

重视，发达国家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推广环保节

能技术，并积极主动促进各国环保节能减排的

共 同 发 展 ， 进 而 出 现 了 国 际 清 洁 发 展 机 制

（CDM），该机制是国际节能减排的重要机制，规

定发达国家需遵守规定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低碳

化技术发展。该机制在我国部分地区已经开始施

行，内蒙古作为经济生产贡献的主要力量应与国

际清洁发展机制密切合作，进一步拉动内蒙古地

区的低碳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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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税是我国地方税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税种，

自 2011年 11月起，我国陆续实施了原油、天然

气、煤炭等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2014年 12月 1
日起，我国开始实施煤炭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

煤炭资源税实行从价定率计征，税率由省级政府

在规定幅度内确定。同时，清理相关收费基金，

已开征 7年的山西省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停征。应

当看到，煤炭资源税改革对于清费立税、规范税

收征管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从实际运行情

况看，煤炭资源税改革也存在一些值得商榷和改

进之处。山西省自建国以来到 2016年，共生产原

煤约 174亿 t，是名副其实的煤炭大省[1]。本文以山

西省为例，讨论煤炭资源税改革后存在的若干问

题，并有针对性地提出有关对策建议。

1 山西省煤炭资源税改革总体情况

根据国务院对煤炭资源税改革的部署和随后

财政部、国税总局下发的《关于实施煤炭资源税

改革的通知》（财税〔2014〕 72号），煤炭资源税

税率幅度为 2%~10%，具体适用税率由省级财税部

门在上述幅度内，根据本地区清理收费基金、企

业承受能力、煤炭资源条件等因素提出建议，报

省级人民政府拟定，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审

煤炭资源税改革若干问题与对策建议

——以山西为例

刘 晓 明 1，2

（1. 山西财经大学 财政与公共经济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2. 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山西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经济研究所，山

西 太原 030032）

摘 要：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后，已经成为诸多资源型地区税收的重要来源。以煤炭大省山西为

例，论述了资源税改革的总体情况和取得的效果，探讨煤炭资源税改革后税率设计、税负公平、功

能作用等方面存在的实际问题，并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包括改进税率设置方式、强化煤炭资源税

与煤炭行业增值税的协调配合、重新设立煤炭可持续发展方面的专项基金、确定环境治理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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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e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Coal Resource Tax Reform
——Taking Shanxi Province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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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School of Finance and Public Economics，Shan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Taiyuan 030006，China；2. Institute of Economics，
Shanxi Provincial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Shanxi Provincial Government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Taiyuan 030032，China）

Abstract：After the resource tax levy is reformed，it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source of taxation for many resource-based re⁃
gions. Taking Shanxi Province，a major coal province，as an example，the overall situation of resource tax reform and the ef⁃
fects achieved were expounded，the practical problems in tax rate design，tax burden fairness and functional role after the re⁃
form of coal resource tax were discussed， and relevant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were proposed. Including improving
the tax rate setting method，strengthening the coordination of coal resource tax and coal industry value-added tax，re-establish⁃
ing special fund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oal，and determining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costs.
Key words：coal resource tax；ad valorem rate；tax system reform；co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und；Shanxi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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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据此，山西省积极开展了煤炭资源税从价计

征改革的税率测算工作。

按照税负总体平移、适当降低企业负担的原

则，此次税制改革取消了原煤炭企业承担的矿产

资源补偿费、煤炭价格调节基金、煤炭可持续发

展基金 3项规费及原有从量计征的资源税，按照

336元左右的吨煤市场均价，根据税负平移的原

则，确定了 8%的煤炭资源从价计征的比例税率，

从 2015年 1月 1日起开始实行。应当明确，上述取

消、替代的共 4项税费，按照 2014年全年煤炭平

均售价计算，其实际税率远大于 8%。在折算率的

测算中，原山西省地税局经多次研究讨论，组织

各级地税机关对煤炭企业进行了逐户摸底调查，

在企业填报数据的基础上逐户计算折算率，对部

分企业进行重点抽样分析，并征求了基层和重点

企业的意见。最终，在综合平均的基础上，按照

原煤销售和洗选煤销售税负大体公平的原则，确

定了 75%和 85%两档折算率。值得注意的是，在

煤炭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启动前，山西、陕西、

内蒙古等煤炭主产地已提前进行了近半年时间的

煤炭行业“清费”工作，较为彻底地清理行业

“乱收费”。据测算，此次“清费”使得山西煤炭

企业累计减轻负担170亿元[2]。

煤炭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后，资源税税收与

资源价格的联动更加紧密，调节机制更加灵活，

调节功能更加强大，组织收入能力明显提高。从

地税收入方面看，煤炭资源税对于地方财政的重

要性不断提高。2017年资源税收入已经占到全省

地税总收入的 31.29%。以阳泉市为例 （图 1），

2015—2017年，煤炭资源税逐年增长，2017年已

经占全市当年地税总收入的 1 / 3 以上，达到

36.09%。

图1 阳泉市地税及煤炭资源税收入及占比

在煤炭价格已经市场化的条件下，煤炭资源

税从价计征改革达到了清费立税、完善煤炭价格

形成机制等目的，在煤炭价格相对较低时，也确

实有效降低了企业负担。按照煤炭资源税改革的

初衷，在煤炭资源税改革取得成功后，国家还将

逐步对其他品目资源税进行改革。煤炭资源税改

革的成功落地，也将为铁矿、铝矿等其他富集资

源改革积累了经验[3]。

2 煤炭资源税改革存在的若干问题

虽然煤炭资源税改革取得了较大成效，但

调研发现，煤炭资源税在税率设置、税负公平

等方面仍存在一定的改进和完善空间，同时现

行煤炭资源税制也存在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和环

境保护功能发挥不明显、生态补偿功能不突出

等问题 [4]。

2.1 煤炭资源税税率是否偏高的问题

在调研中，煤炭企业普遍反映山西省煤炭资

源税税率存在偏高的问题，尤其是煤炭价格整体

显著回升，造成企业税负绝对额大幅增加，不利

于企业市场竞争力的提升。

从横向对比来看，山西省确定的 8%的煤炭资

源税税率总体偏高，仅低于内蒙古的 9%，而显著

高于其他省份。总体来看，国内各省份资源税税

率大体可分为 3档：较高的包括内蒙的 9%，山西

的 8%；中高的税率在 5%~6%之间，包括宁夏的

6.5%，陕西、青海、新疆的 6%，云南的 5.5%，贵

州的 5%；较低档次税率在 4%以下，包括山东的

4%，重庆的 3%，甘肃、湖南、四川等省的 2.5%，

黑龙江、吉林、河北等省的 2%。如果考虑到内蒙

古煤炭赋存和开采条件总体优于山西，开采成本

低，且内蒙古煤企大多成立时间短，企业社会负

担轻，其 9%的税率水平对企业形成的实际负担水

平还要低于山西省。所以，一定程度上看，山西

省 8%的煤炭资源税率可以说处于全国最高水平，

煤炭资源税税率确实存在偏高的情况，周边省份

煤炭资源税税率大幅低于山西省，如临近的河北

省煤炭资源税率仅2%（表1）。

从纵向对比看，调研企业煤炭资源税改革前

后税收负担对比显示 （图 2），从价计征改革后，

随着煤炭价格的探底回升，煤企税负水平也经历

了一个先下降后上升的过程，而吨煤平均售价回

升幅度远超过改革前水平。从国内煤炭价格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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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自 2016年以来，国内煤炭价格大幅回升，

2017年环渤海动力煤 23.03 kg/MJ（5 500 kcal）全

年吨煤均价接近 600元，较税负平移测算时的平均

价格已上涨超过60%。

表1 国内部分省份煤炭资源税税率分档

图2 2014年以来环渤海动力煤（5 500 kcal）综合平均

价格指数（BSPI）

数据来源：秦皇岛煤炭网。

反映到煤企负担上，由于煤炭资源税从价计

征，随着煤炭价格的大幅回升，吨煤税负也相应

上涨。以阳泉市为例，2017年吨煤综合售价达到

415.9元，较 2014年上涨 25.69%，按煤炭资源税从

价计征改革前计算的税收负担率为 5.77%，而当前

平均8%的税负标准明显高于该水平，见表2。

项 目

吨煤综合售价/（元·t-1）
全市煤炭销售收入/亿元

全市煤炭资源税收入/亿元

按改革前计算的煤炭税费总额/亿元

按改革前标准计算的税费负担率（税费总额/煤炭销售

收入总额） /%

2014年
330.9
196.13
2.15
—

—

2015年
224.8
138.34
9.16
15.45

11.17

2016年
251
140.24
9.87
13.91

9.92

2017年
415.9
218.63
16.43
12.61

5.77

表2 2014—2017年阳泉市煤炭资源税情况

数据来源：山西阳泉市税务局。

2.2 煤炭资源税税制公平问题

根据国务院、财政部及国税总局规定，煤炭

资源税税率由各省自行确定。在山西省资源税税

率测算及确定过程中，由于当时国内煤炭价格处

于相对低点，8%的资源税税率水平可以覆盖企业

原税费负担，改革前后行业总体税负能够相对平

衡，且可以做到一定程度的税负下降，但从长期

来看，本次资源税改革在税制公平的设计上仍不

尽完善，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5]。
一是对改革前税负测算不彻底。山西省税务

部门表示，在测算改革前企业税费负担时，计算

了煤炭企业须缴纳的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矿产

资源补偿费、煤炭价格调节基金、原资源税、矿

山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煤矿转产发展资金等税

费，甚至包括企业承担的“爱心煤”（根据山西省

政府 2011年 9月出台的《关于供应低收入农户冬

季取暖用煤的管理办法》，决定从 2011年到 2015
年底，对低收入农户每户每年供应 1t取暖用煤，

要求煤炭企业认真履行社会责任，供应低收入农

户冬季取暖用煤所供应的煤炭在财务核算时摊入

成本，不计收入，免缴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其

中，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征收标准为：动力煤最

高每吨 18元，无烟煤最高每吨 23元，焦煤最高每

吨 23元；矿山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的提取标准为

税率档次

高档次

（＞8%）

中高档次

（5%~7%）

低档次

（2%~4%）

省份

内蒙古

山西

宁夏

陕西、青海、新疆

云南

贵州

山东

重庆

甘肃、湖南、四川、广西

黑龙江、吉林、辽宁、北京、

河北、河南、江苏、安徽、江

西、福建、湖北

税率/%
9
8
6.5
6
5.5
5
4
3
2.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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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吨原煤 10元，按月提取；煤矿转产发展资金的

提取标准为每吨原煤 5元，按月提取。正是对上述

负担综合计算后，才综合各项因素确定了 8%的煤

炭资源税税率。但根据企业调查数据，上述负担

测算并不能真实反映企业税费负担，企业实际负

担并未达到如此之高。其一，企业缴纳的煤炭可

持续发展基金，可不同程度地享受一定的基金返

还，返还比例一般不低于 10%，有的甚至高达

50%；其二，改革前煤企计提缴纳的矿山环境恢复

治理保证金、煤矿转产发展资金等规费按规定本

就可由企业根据实际需要申报提取和使用。可见，

税务部门进行的企业税负测算涵盖的是企业名义

负担，而非实际负担，故煤炭资源税改革前后企

业减税降费的实际幅度也远达不到名义降幅。尤

其是当煤炭价格较改革时低位大幅回升到正常区

间后，8%的煤炭资源税率水平对企业总体税负感

的拉升愈加显著。以阳煤集团旗下某矿井为例，

改革前吨煤实际负担税费大约在 25元左右，改革

后 2017年吨煤税费负担上升到 116元，已经占吨

煤生产成本的30%左右。

二是全省统一的比例税率有失公平。统一比

例税率具有计算简便、弹性固定的优势，但也有

可能存在表面平等而掩盖实际不平等的弊病。针

对煤炭生产来说，不同企业、不同矿井的煤炭赋

存条件不同，开采难易程度不同，煤种煤质也不

同，故企业间生产成本相差巨大，社会负担也存

在较大差异。当前煤炭资源配置并未市场化，煤

种、煤质、埋藏深浅等条件属于天然禀赋，企业

无法改变，统一的比例税率对煤种和煤质优良、

赋存和开采条件好、生产成本低的煤企有利。例

如，井工矿的生产成本显著高于露天矿。过高且

统一的比例税率降低了一些企业的竞争力，也压

缩了盈利空间。以阳煤集团为例，旗下有多家子

公司和多个矿井，但各个矿井的开采历史、煤种

品位、赋存条件、吨煤成本差异较大，从而造成

不同子公司间经营效益和职工待遇的较大差距。

此外，集团层面长期承担 14万多职工的社保、医

疗、教育等社会职能，负担沉重。

三是折算率设置不尽合理。根据山西省煤炭

资源税改革相关政策，按照原煤销售与洗选煤销

售税负大体公平的原则，确定了 75%和 85%两档

折算率，其中，太原市、阳泉市、长治市、晋城

市、晋中市、运城市、临汾市、吕梁市行政区域

内，洗选煤折算率暂定为 85%；大同市、朔州市、

忻州市行政区域内，洗选煤折算率暂定为75%。调

研过程中，煤炭企业普遍反映我省设置的 75%、

85%两档折算率总体偏高，且档次过少，与“一刀

切”8%的煤炭资源税率一样，不能兼顾不同企业、

不同情况的生产成本问题。

四是煤炭资源税与增值税等税种的协调配合

不够。与农产品类似，煤炭产品属于工业基础原

料，煤炭企业处于产业链和增值税抵扣链条的最

前端，煤炭生产主要成本包括人工、专用设备、

井下材料、水电费等。调研发现，企业可以用于

增值税抵扣的进项税额主要为井下材料、电费、

水费等，而约占生产成本 1/3的人工成本却不能抵

扣，能抵扣的专用设备也较少。据煤炭企业反映，

虽然增值税设计为价外税，但由于可抵扣的进项

税额过低，相对于 17%（经两次下调后现为 13%）
的增值税税率而言，仅有约 5%可抵扣，实际上煤

炭生产企业的增值税净负担约占煤炭销售价格的

12%。再加上 8%的煤炭资源税，这两项税负合计

占销售额的比重已经高达20%。可见，对于煤炭及

类似处于产业链前端的资源类企业而言，增值税

与资源税的设计缺乏协调配合，存在加重企业负

担和一定的重复征税问题。以阳煤集团为例，

2017年缴纳增值税 43亿元，同比增长 38.7%；缴

纳资源税24亿元，同比增长100%。

2.3 煤炭资源税能否充分发挥环保功能的问题

一般来说，煤炭资源税应当具有组织收入、

调节经济的作用，按照财政部、国税总局《关于

实施煤炭资源税改革的通知》（财税 〔2014〕 72
号），煤炭资源税还应当具有促进资源节约集约利

用和环境保护、推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等功能。

其中，组织税收收入的作用不言而喻。通过比例

税率的设定及其弹性作用，煤炭资源税对于经济

的调节功能也是明显的，但是其促进资源节约集

约利用和环境保护的功能有待商榷。

一是当前煤炭资源税促进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功能有待商榷。当煤炭需求增加时，由于煤炭资

源税比例税率的放大作用，煤炭价格上升的幅度

加大，价格的上升能够促使使用者节约和集约利

用，提高生产效率，缩减煤炭用量，从而限制需

求的进一步增加。但是，当煤炭价格下跌尤其是

深度下跌时，煤炭资源税也将同比例大幅减少，

煤炭需求方必然加大煤炭用量，尤其是当煤炭替

代品价格上涨或相对上涨时，煤炭用量将更大[6]。

在这种情况下，煤炭资源税的促进节约集约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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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就不能有效发挥。可见，促进资源节约集约

利用这一功能和作用仅在煤炭价格上涨时有效或

比较有效。或许有人会持不同意见，认为仅煤炭

资源税的存在使得煤炭价格总体上升，进而抑制

需求、减少煤炭消费，从而达到促进资源节约集

约利用的目的。如果此说法正确，那么需要回答

如下问题：是不是只要征税就可以限制消费、促

进资源节约集约利用，那何不对所有需要限制的

消费品和消费行为都征税，亦或者是否可以征收

重税，税负高到能够抑制大部分甚至所有消费的

程度，岂不更能促进节约集约利用。

二是煤炭资源税环境保护功能的发挥不充分。

从环境保护的功能来看，煤炭资源税从价计征改

革主要体现在对于税收优惠的设定上。改革方案

制定了两条税收优惠措施，一是对衰竭期煤矿开

采的煤炭，资源税减征30%；二是对充填开采置换

出来的煤炭，资源税减征 50%。纳税人开采的煤

炭，同时符合上述减税情形的，只能选择其中一

项执行，不能叠加适用。如果说煤炭资源税具有

环境保护的功能，那么主要体现在上述第二条税

收优惠政策上。但在调研中，企业普遍反映回填

式开采的成本过高，就目前的市场价格来看，

50%的资源税优惠幅度无法覆盖回填成本，受经

济利益驱动，企业大多选择传统方式对煤炭进行

开采，再对煤矸石进行治理。至于采煤造成的地

表沉陷、对地下水的破坏等其他环境问题，还未

被纳入考量。要厘清煤炭资源税及税收优惠政策

是否反映了生态环境损害成本，首先需要确定采

煤对于环境的破坏程度，以及治理和恢复环境需

要的成本。在当前尚未明确损害和治理成本的情

况下，不论是对充填开采置换煤炭给予减征 50%
的优惠政策，还是确定 8%的煤炭资源税率，对于

环境保护功能的发挥都是无充足依据的。所以，

煤炭资源税能否充分发挥环境保护的功能，也有

待商榷。

值得注意的是，原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的征

收，其目的就是建立煤炭开采综合补偿和生态环

境恢复补偿机制，弥补煤炭开采给山西造成的历

史欠账，综合解决山西煤炭工业发展中存在的一

系列问题，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主要用于单个企

业难以解决的跨区域生态环境治理、支持资源型

城市转型和重点接替产业发展、解决因采煤引起

的社会问题。但在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被取消之

后，原基金的功能和作用如何发挥的问题也亟待

明确。

3 改进山西省煤炭资源税政策的建议

煤炭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对于清费立税、夯

实地方财力基础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从行业实际

情况看，仍存在前文所述的若干问题。为进一步

优化和完善煤炭资源税制，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

用，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3.1 改进税率设置方式

对于统一比例税率带来的税制不公平现象，

第一，可以考虑设置差别比例税率，根据不同煤

种煤质、开采难易程度等因素设置不同档次的比

例税率[7]。第二，可以考虑设置超率累进税率，当

煤炭市场价格上升到一定程度时，通过超率累进

不仅可以调节市场价格，平抑过度波动，且超率

部分可为资源租金或拟新设的煤炭可持续发展、

生态环境治理等专项基金留出空间和余地。

3.2 强化煤炭资源税与增值税的协调配合

致力于解决煤炭行业增值税抵扣少、企业负

担重以及增值税与资源税税基重合的问题，第一，

可以考虑进一步降低煤炭行业增值税税率，从当

前 13%的适用税率进一步下调到 10%或者更低，

抑或允许煤企抵扣更多进项税额，如人工成本。

第二，可以考虑将煤炭行业增值税与资源税纳入

统筹权衡和考量，针对不同情况实行差别化税负

设计，做好两大税种的协调配合，从总体上减轻

企业税负，切实发挥资源型经济转型的作用。

3.3 重新设立煤炭可持续发展方面的专项基金

近年来，我国不断优化营商环境，深化煤炭

相关领域改革，清费立税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也

应当看到，针对煤炭大省山西来说，由于煤炭可

持续发展基金的取消，省级层面已经没有用于跨

区域生态环境治理、支持资源型城市转型和解决

因采煤引起的社会问题的专项基金，也尚未建立

针对解决这些问题的专门预算机制。清费立税长

效机制已经建立并不断完善，税收征管手段也日

益现代化，在这种有利条件下，是否可以考虑在

适当降低煤炭资源税率的基础上，重新设立煤炭

可持续发展方面的专项基金，甚至可以探讨恢复

征收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或者通过地方立法

的形式从征收的煤炭资源税中专门提取一定数

量或比例的税额作为专项基金，专门用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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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治理、促进资源型经济转型和可持续

发展等重大战略。这一方面，可以参考借鉴美

国阿拉斯加永久基金、挪威石油基金等基金的运

作模式。

3.4 确定环境治理成本

我国煤炭价格形成机制市场化改革的重要目

标是使煤炭价格反映煤炭完全成本，使得外部成

本内部化。除较易核算的生产成本等内部成本、

直接成本之外，难点在于核算清楚由于煤炭开采、

运输、消费等环节导致的生态环境损害及其治理

成本，在此基础上才能制定和完善相关政策，使

得外部成本内部化[8]。可以说，在生产环节，明确

煤炭开采导致的生态环境损害及其治理成本是一

项基础性工作，也关系到后续生态修复和治理等

生态补偿工作。在确定不同赋存条件、不同规模

企业煤炭开采平均成本的基础上，弄清楚煤炭开

采的外部成本，在此基础上改进和优化煤炭资源

税率，使得外部成本内部化，让煤炭价格真正反

映完全成本，让煤炭资源税为环境治理支出提供

财力支撑。此外，在鼓励企业采用对环境损害小

的回填式开采方式时，有必要针对不同开采条件，

确定企业回填式开采的具体成本，并在此基础上

改进煤炭资源税税收优惠的幅度和比例，通过提

高优惠幅度甚至给予额外补贴等方式，鼓励和引

导企业积极采用对环境破坏小的开采方式，切实

降低煤炭开采的环境损害[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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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我国能源资源禀赋、经济发展阶段等因素决

定了煤炭的基础能源地位，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

煤炭在发电、供暖、转化等方面的全生命周期技

术经济性依然具有竞争力。2018年我国能源消费

量 46.4亿 tce，其中煤炭消费量 27.12亿 tce，占我

国能源消费总量的 59%，消费占比较 2017年下降

1.4个百分点[1]。虽然煤炭在能源结构中的比重会有

所下降，但是煤炭消费绝对量难以大幅下降，同

时新能源的发展对煤炭的依赖将增强，煤炭在能

源体系中的稳定器和压舱石作用将逐步突显[2]。党

的十九大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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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煤炭作为主

体能源，必须进行生产和消费革命[4-5]，构建符合

新时代能源体系要求的煤炭生产和消费体系，实

现全产业链清洁化。同时人民对日益增长的优美

生态环境需要逐步增强，这也对煤炭清洁利用提

出了新的、更加严格的要求。为符合新时代新要

求，煤炭消费过程中的污染物排放要更低 （超低

排放/近零排放）、能源效率要更高、产业链整体清

洁化水平需显著提升，彻底改变我国长期以来高

消耗、高污染的煤炭传统利用状态。为了推动煤

炭清洁利用高质量发展，我国在燃煤发电超低排

放、散煤替代及先进燃煤工业锅炉、煤炭提质加

煤炭供应全过程清洁化发展方向研究

曲 洋
（煤炭工业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煤炭战略规划研究院，北京 100120）

摘 要：分析了煤炭清洁供应全过程的环节构成，剖析了各环节存在的清洁化问题，提出了煤炭

开采、提质加工、流通等供应环节向清洁化发展的主要方向：煤炭开采以绿色开采为支撑，不断

提升开采煤炭产品质量，并强化开采后矿区生态环境治理；煤炭洗选要提高产品适应下游利用需

求的精准性，型煤及水煤浆要不断升级技术及产品稳定性，分质利用要加快突破低阶煤粉化造成

的油尘分离难的技术瓶颈；煤炭流通要采用高水平无尘化作业解决无组织性粉尘污染问题，提升

管理创新水平，通过物联网、大数据等创新监测和管理模式，保障商品煤质量的清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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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ch link，put forward the main directions of clean development of coal mining，upgrading，and circulation：Coal mining was
supported by green mining，continuously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mining coal products，and strengthening the ecological en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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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煤炭清洁转化及多联产等领域出台了不少扶

植和推动政策，促进了多种煤炭高效清洁利用技

术的有效发展。实践表明，我国电力煤耗持续降

低，散煤消费大幅下降，煤电超低排放持续推进，

商品煤质量显著提高，煤炭清洁利用总体水平提

升明显。

但是煤炭作为一个典型全生命周期的产业[6-8]，
其清洁过程实际上不只局限于终端利用 （燃煤发

电/工业锅炉/煤炭转化），还密切涉及煤炭供应过

程的多个环节（即：供应全过程）。而通过推动煤

炭清洁供应全过程管理，将激发各个环节的清洁

化潜能，进一步促进和提高全产业链煤炭清洁利

用水平。但目前针对煤炭清洁供应全过程的相关

研究鲜有报道，因此本文通过分析煤炭清洁供应

全过程环节存在的问题，研究各环节的清洁化发

展方向，以期为煤炭清洁供应全过程管理政策的

制定提供参考。

1 煤炭清洁供应全过程环节构成及清洁化

问题分析

1.1 清洁供应全过程环节构成

煤炭清洁供应全过程实质上是从获得煤炭资

源至煤炭消费端前的所有过程的集合，涵盖煤炭

源头开采过程、煤炭提质加工过程、储存/运输/销
售/进口等煤炭流通过程（图 1）。多个环节既相互

独立，又密切联系，共同构成了影响煤炭清洁高

效利用的重要载体。目前针对煤炭供应环节影响

的两大关键问题，是生产过程的非清洁化和产品

的非清洁化。

图1 煤炭清洁供应全过程环节构成

1.2 供应环节清洁化问题分析

1.2.1 煤炭开采

目前煤炭开采主要是污染物排放与生态破坏

问题。开采矿井水含有大量煤粉等高浓度悬浮物

质、COD、氨氮、石油类污染物质、重金属以及放

射性物质[9]，会严重污染矿区周边地表水体，损害

水生生物，而且通过采矿活动和废水渗入作用还

会污染地下水体；矸石堆积自燃及煤矿瓦斯直排

等将引发大气污染与温室效应问题。而开采还会

引发地下水流场改变、土地沉陷等生态问题[10]，造

成较为突出的环境负面效应。

1.2.2 提质加工

提质加工涉及煤炭洗选、型煤以及水煤浆提

质、分质利用等多种形式（图 2），是煤质清洁化

的关键环节。目前，煤炭洗选产品对接用户需求

的精准性不高，部分产品品质不稳定，同时中小

型洗选厂难以实现清洁生产[11]；而型煤及水煤浆加

工发展极不平衡，部分企业难以做到清洁化生产，

易带有衍生污染，产品的稳定性不强；煤炭分质

利用技术问题尚没有得到良好解决，包括高温含

尘热解气除尘技术未突破，造成管道堵塞[12]、焦油

重质化且含尘量高、装置大型化及粉焦综合利用

困难[13]。此外，现有的发展模式仅注重单体热解工

艺的开发，缺乏对热解产品（半焦、煤气和焦油）

综合利用的规划与研究，限制了产业链的延伸和

生产的规模化运行。

图2 煤炭提质加工的清洁化作用

1.2.3 煤炭流通

煤炭储存、运输、销售、进口等流通过程也

是影响煤炭清洁化利用的重要一环，已愈发受到

重视。我国已施行的《商品煤质量管理暂行办法》

明确规定了商品煤的煤质标准、各责任主体的义

务等基本要求。但煤炭在储、运、销、进口等流

通环节仍存在短板。目前，煤炭储存过程中，主

要存在分质堆存标准不清晰、露天堆存煤尘散逸、

部分煤易自燃、少数煤堆存于非工业场地以及侵

占农耕土地等问题；在运输过程中，随着汽运的

逐步限制，铁路运输比例将进一步提升，但煤炭

在传统铁路运输过程中将产生大量扬尘，不仅造

成严重环境污染，而且造成约 1%~2%的煤炭资源

损失[14]。目前常规的喷洒抑尘剂方式则由于药剂在

曲 洋：煤炭供应全过程清洁化发展方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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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h才能形成固化层，对运输距离较短的运输线

抑尘效果不明显，且容易遇水失效而受到应用范

围制约[15]；销售过程主要是质量控制的问题，以次

充好、煤质掺假、注水增重等行为仍时有发生，

降低销售煤质量的行为严重影响了终端用户的用

煤效率。

2 煤炭清洁供应全过程清洁化发展方向

2.1 煤炭开采

2.1.1 以绿色开采为支撑，不断提升开采过程清

洁化

煤炭绿色开采的总体框架 （图 3），针对开采

过程中水资源破坏的问题，保水开采已成为我国

煤炭资源开采（特别是西部地区）的重要方向[16]，
针对生态相对脆弱的西部矿区情况，以保护含水

层的完整性、防止地下水资源流失及减少地表水

土流失为目标，实现水资源脆弱地区煤炭行业的

可持续发展；针对地表土地沉陷的问题，采用充

填开采手段 （利用煤矸石充填井下采空区的采煤

方法） [17]，既可以解决开采沉陷灾害的问题，又可

减少煤矿固体废弃物排放，提高了矿井资源回收

率；而煤与瓦斯共采，则可以解决瓦斯的排放问

题，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并提升瓦斯资源利用

率[18]。绿色开采技术将为解决煤炭开采所造成的环

境污染破坏及生态问题提供技术支撑，使得煤炭

开采更加绿色、清洁，进而从利用源头上实现煤

炭绿色开发，提高开采过程的清洁化。

图3 煤炭绿色开采对环境的作用

2.1.2 提升初级煤炭产品的优质化水平

原煤的主要杂质是煤矸石，通过清洁采煤方

法（如不切顶、不割底），控制和减少掺入原煤中

的顶、底板等外来杂质，进一步降低开采原煤杂

质含量，降低含矸率。开采煤层结构复杂、夹矸

层数多且厚度大的区域，煤矸石产生量较高，因

此要根据煤质状况，统筹各煤层质量，进行煤炭

合理配采，生产更优质的煤炭。同时生产的煤炭

产品应尽量符合《商品煤质量管理暂行办法》规

定，优化源头产品品质，稳定提供用户所需煤炭

产品，实现初级煤炭产品的优质化，向提高煤炭

产品质量的方向发展。

2.1.3 推进采后矿区生态环境治理

除了开采过程与产品的清洁化外，采后矿区

的生态环境治理将是重要的发展方向。在新旧动

能转换过程中退出的煤矿大多存在多元灾害风险，

如瓦斯煤尘爆炸、煤层自燃、矿井突水、煤岩动

力灾害等。大部分退出煤矿在长期开采过程中还

对水资源、土壤资源、地貌地形以及植被等造成

一定程度的影响，对生态环境构成一定的损害。

现有煤矿地下空间约 139亿m3，预计到 2030年可

达 241亿m3[19]。因此，采后煤矿的生态治理需要不

断推进，通过合理规划、有序利用矿井地下空间，

实现生态修复。在未来的矿区生态治理中，结合

矿井地下空间的特点，从矿井设计开始进行规划，

在矿井建设过程中，构建地下与地面联通的立体

网络，充分利用矿井的地下空间和能源供应优

势[20]，最大限度地发挥地下空间的价值，降低生态

损害，按照“矿井规划—设计—建设—开采—生

态修复—地下空间利用”一体化的方向不断推进

采后矿区生态的修复与治理。

2.2 煤炭提质加工

2.2.1 煤炭洗选

1）提升现有落后选煤厂技术和管理水平，实

现过程与产品的清洁化。目前先进的大型洗选厂

在生产清洁化 （洗水闭路、粉尘管控、固废矸石

及煤泥处理）、产品清洁化和稳定性上已符合标

准，基本消除了污染问题。因此，今后煤炭洗选

的发展方向主要是聚焦目前落后产能的选煤厂，

不断提升现有落后选煤厂的效率、提升装备技术

和操作运行水平，强化管理控制，转型升级成为

先进产能，实现绿色选煤。

2）提高产品适应下游利用需求的精准性，提

升利用效率，实现产销协同。未来我国煤炭最主

要的消费领域就是燃煤发电，占比预计最终要达

到 75%~80%[21]，所以生产适应电厂需求的商品煤

将是未来选煤的主要发展方向。随着我国燃煤发

电超低排放技术快速发展，发电机组对燃煤的适

应能力会不断增强，对商品煤的要求更多是热值

稳定、质量均匀、价格合适。因此选煤厂更需要

针对用户需求，不断提升技术水平，精准提供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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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稳定的煤炭产品，积极调整产品结构，生产适

销对路、效益最大化的煤炭产品，精准衔接洗选

与煤炭消费端，打破生产和需求不对称的“藩

篱”，向定制型生产方向发展。

2.2.2 型煤/水煤浆加工

1）整合提升技术和管理水平是发展的主要方

向。由于目前产能高且技术先进的型煤企业数量

较少，因此整合提升目前型煤厂的技术和管理水

平，消除型煤生产过程在粉尘、废水及储存过程

中的非清洁因素，同时运用新技术，研发新型型

煤产品，并不断配套新型产品监督机制，是型煤

清洁化提升的主要方向。目前水煤浆同样要淘汰

落后产能，加快升级现有水煤浆厂技术，以清洁

化的制浆技术和科学管理作为保障，加强水煤浆

科学规划和精确管控，提高生产过程的清洁化，

提升生产效率，不断强化水煤浆在煤炭清洁化中

的积极作用。

2）提高产品的稳定性和清洁化。通过科学管

理手段不断提升型煤产品的稳定性，并严格控制

指标，实现清洁化则是型煤、水煤浆产品不断提

升自身质量重要的依托。

2.2.3 低阶煤分质利用

低阶煤分质利用目前的主要目标仍是聚焦解

决关键技术问题，加快催化、加压、加氢、快速

热解等新技术研发，进一步开展相关机理研究和

新型反应器 （如内构件移动床[22]、外旋内热床[23]

等） 研发，突破在粉煤热解、气—液—固分离等

难题，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千万吨级低阶煤

分质利用长周期稳定运行示范并推广应用，同时

制定能效排放指标进行调控和引导。同时，分质

产品要向高附加值利用途径拓展，拓展半焦在高

效燃烧、气化、冶金、碳基材料等方面的综合利

用途径，提升焦油轻质、中质、重质组分在精细

化学品和高品质燃料等方面的深加工利用水平。

推进低阶煤热解与电力、化工、冶金、建材等产

业集成联产，改变孤立热解发展模式，实现资源

和能源的综合梯级与循环利用。

2.3 煤炭流通

煤炭流通的主要污染是煤尘的无组织排放，

消除煤炭流通过程中的污染既要不断升级除尘技

术，也要大力创新管理机制。

1）提升技术创新水平，采用高水平无尘化作

业解决无组织性粉尘污染问题。高水平无尘化主

要包括先进的储煤及转载设施、先进的运输装备、

新型抑尘装备与药剂等。

在煤炭储存上，推进先进密闭的大型煤炭储

存转运场地建设，严禁露天式储煤，同时要不断

向精细化分质堆存、规范堆存的管理体系等方向

发展。港口储存转运也要逐步密封，采用先进的

密闭运输设施、筒仓，实现运输、转载、储存 3个
环节的密闭衔接，彻底消除港口煤尘污染。

煤炭运输上，推进铁运列车及装卸设施的全

封闭改造。目前铁运至港口的运输基本都是敞顶

车厢，虽加有抑尘剂，运输过程仍存在扬尘。采

用可密闭式的敞顶式集装箱是较好的发展方向，

如国家能源集团平庄煤业率先实践的叶赤铁路和

辽宁港口集装箱运煤模式。但由于目前铁运卸煤

配套工艺成熟，翻车机与敞顶车厢完全配套，卸

煤效率高，而集装箱式运煤目前还没有与港口、

大型货场配套的卸货流程，采用的方法是卸货后

由汽车运输的折中方法，亟待改进。此外，运煤

集装箱是敞口式，最后再用特制苫布封闭，目前

均是人工苫盖，效率低。要强化海洋运输、码头

装卸过程的粉尘管控，推进海铁联运，进一步提

高铁路和水路运输比例，降低运输过程的无组织

排放。汽车运输方面，在政策允许的地区，推广

集装箱式煤炭公路运输，提升煤炭汽运清洁水平。

升级储运过程配套抑尘系统，开发具有防水性能

的新型抑尘药剂，保障无组织粉尘处理效果。

2）提升管理创新水平，通过物联网、大数据

等创新监测和管理模式，保障商品煤质量的清洁

化。未来的煤炭流通主要是商品煤，依托物联网、

大数据等技术，不断实现在线动态监测商品煤质

量。同时加强流通的组织管理，对储存、运输、

销售、进口等多个环节实行有效整合、对接，特

别是提升铁水联运过程的管理水平，推进实现卸

货、转运、储存等多个环节的连续自动化、智能

化密闭作业，实现流通过程的清洁高效。

3 结 论

煤炭清洁供应全过程的构成环节包括开采、

提质加工 （洗选/型煤/水煤浆/分质利用）、流通

（储/运/销/进口）。未来煤炭开采要以绿色开采为支

撑，不断提升开采煤炭产品质量及强化采后矿区

生态环境治理；煤炭洗选要提高产品的精准性，

适应下游利用需求，型煤及水煤浆要不断升级技

术及产品稳定性，分质利用要加快突破低阶煤粉

化造成的油尘分离难技术瓶颈并形成集成联产；

曲 洋：煤炭供应全过程清洁化发展方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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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流通要采用高水平无尘化作业，解决无组织

性粉尘污染问题，提升管理创新水平，通过物联

网、大数据等创新监测和管理模式，保障商品煤

质量的清洁化。通过推进供应全过程中各环节的

生产清洁化与产品清洁化，促进煤炭清洁供应向

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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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强调

指出，要加大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力度，让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牵住创新这个

“牛鼻子”，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战略性

新兴产业发展，注重新技术新业态改造提升传统

产业，促进新动能发展壮大、传统动能焕发生

机[1]。新旧动能转换中的旧动能普遍认为主要是传

统人力资源和其他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而新动

能不同学者有各自的见解，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

提出要加速培育壮大以技术创新为引领，以新技

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为核心，以知识、

技术、信息、数据等新生产要素为支撑的经济发

展新动能。提出“加快培育壮大新动能、改造提

升传统动能”的转换要求[2]。黄少安[3]认为，新动

能概括为：改革开放和体制创新、技术创新、产

业结构转换和产业升级。白利寅[4]认为新旧动能转

换是由政府主导、多元参与、集中规划、协调创

新的现代治理改革，产生于科技进步、制度变革、

经济转型等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创新要求，包含科

学技术、产业结构、信息数据等生产要求的革新，

是事关经济社会发展与国际民生的重大工程。从

各位学者对新旧动能转换的研究分析中可知，新

旧动能转换是一个改革创新的过程，这个过程中，

新技术、新发展模式被认为是重中之重，是需要

在旧动能的基础上发展新动能。2012年以来，受

世界经济复苏艰难和国内经济增速下滑影响，电

力、钢铁、建材、化工等主要耗煤行业产品产量

增幅回落，煤耗大幅下降。与此同时，煤炭产能

建设超前，煤炭出现滞销，煤价大幅下跌，库存

高居不下，煤炭企业的“黄金十年”已经终结，

整个煤炭行业面临着严峻挑战[5]。为解决发展中的

困难，煤炭企业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实现新旧动

能转换，促进产业升级。在生产、研发和延伸产

业链上，实行采煤装备自动化与智能化、突破生

新旧动能转换背景下煤炭企业人才需求与培养研究

赵 金 萍
（华北理工大学，河北 唐山 063210）

摘 要：首先分析在新旧动能转换背景下煤炭企业人才需求变化，包括分析煤炭企业现有人力资

源管理现状、分析企业未来人才需求层次。然后基于煤炭企业面临的人才培养问题，从国家政策、

社会以及企业内部给出建议措施，如招生优惠政策、校企深度合作和构建合适的人才培养模式，

以此希望为煤炭企业在人才需求和培养方面提供理论借鉴和指导。

关键词：新旧动能转换；人才需求；人才培养；创新驱动；煤炭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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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alent demand and cultivation of coal enterpris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and old kinetic energy conversion
Zhao Jinping

（Nor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Tangshan 063210，China）

Abstract：Firstly，the changes in talent demand of coal enterprises were analyzed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and old kinet⁃
ic energy conversion， including the current status of 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 in coal enterprises and the level of talent
demand in the future. Then，based on the talent training problems faced by coal enterprises，suggestions were provided from
national policies， society and internal of coal enterprises， such as enrollment preferential policies，deep cooperation between
schools and enterprises，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appropriate talent training models， in order to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
and guidance for coal enterprises in terms of talent demand and training.
Key words：old and new kinetic energy conversion；talent demand；talent cultivation；innovation drive；coal enterpr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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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过程中各种关键技术以及涉及金融、物流贸易、

核电、新能源等领域，推动煤炭行业由劳动密集

型向技术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转变。人才是企业

生存与发展的基石，人才培养是推动企业快速发

展的发动器和助推力。虽然煤炭企业努力创新发

展路径，但是发展过程中人才需求与培养仍是其

面临的难题和挑战。

1 新旧动能转换背景下煤炭企业人才需求

变化
1.1 煤炭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现状

1.1.1 基层人力资源过剩，高层次人力资源缺乏

煤炭企业利用机器人制造煤机产品，全流程、

数字化、信息化、管控一体化的智能煤化工厂等

新技术实现无人开采，使行业更安全和低碳化利

用更清洁。这些举措促使煤炭企业工效提高了 3.5
倍，可精简人员 60% 。人员精简主要集中在采煤、

洗煤、选煤等一线基础类工作人员，这类从业人

员基数大、学历和知识水平低、农民工比例大。

根据国家统计局 2015年底统计数据，我国煤炭开

采和洗选从业人员近 442.4万，其中生产人员约为

329万，占比 74.4%，其中初中及以下文化水平占

60%[6]。如何有效合理的安置和分流富余人员，是

煤炭企业亟需解决的问题。

新技术的采用，带来的是新工作岗位的设置

和高层次人才的需求。经过多年的发展，煤炭行

业从业人员在人员素质、专业水平、文化程度、

薪酬水平等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但是在新旧动

能转换背景下，煤炭企业坚持两化融合推进煤炭

企业转型升级，积极参与互联网+等跨界新技术融

合发展。现有的人才在数量、知识结构、综合素

质等方面，已经无法满足企业多元化、集团化的

发展趋势，企业需引进“新鲜血液”和培养高层

次人才。

1.1.2 人员配置不合理

当前很多煤炭企业存在管理结构层级过多、

分工过细、职能交叉过多以及从业人员复杂等特

点，容易造成岗位设置不合理、人员能力评估不

清、职位安排不恰当等问题，很难做到“人适其

事、事得其人、人尽其才”的理想局面。由于井

下生产环境复杂，瓦斯爆炸、冒顶、粉尘危害等

各种危险情况发生概率较大，从业人员更多愿意

从事井上行政工作，从而造成井下生产技术人员

缺乏，井上行政人员过多。另外随着煤炭行业青

年就业人员流失和青年劳动力供给困难，造成从

业人员老龄化严重。相关数据表明，到 2013年，

我国煤炭行业 40岁以上人员占行业总数的比例高

达 57.4%，远超全国就业人员 40岁以上比例[7]。年

龄大的工作人员在体力、反应能力以及接受新鲜

事物的能力方面都较差，导致人员受伤、危险事

故发生次数增多。

1.1.3 绩效考核及薪酬体系不完善

调查研究显示，美国、澳大利亚煤炭工人每

周工作时间约为 40 h，平均薪酬为 5 800美元，而

我国煤炭从业者每周工作时长超过57 h，平均薪酬

约为 5 600元[8]。工作时间长、薪酬低，很难吸引

更多有能力有学历的人参与到矿业中。我国煤炭

企业对从业人员的考核以职位和业绩完成量为主

要标准，较少将岗位特殊性、人才价值纳入考核

中，绩效考核不全面，不够公平、公正。有些煤

炭企业普通行政岗位的工资要高于井下技术人员

的工资，绩效考核没有起到应有的激励作用，严

重影响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导致工作效率低下，

人才价值得不到有效发挥，甚至造成优秀员工

流失。

1.2 煤炭企业未来人才需求

煤炭企业未来人才需求应与企业战略目标相

匹配，明确企业未来发展方向需要的人才类型。

发展自动化、智能化实现无人开采，并不意味指

人的作用大幅度降低。事实上，人在智能化的各

个环节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智能化的核心在

人才。因此，专业技能型、复合型和核心人才是

当下煤炭企业发展过程中急需的人才。

1.2.1 基础专业技能型人才

随着工业 4.0时代的到来，工业机器人、数字

化制造等高新技术的深入运用，智能机器取代大

部分重复性、程序化、标准化的岗位工作已成必

然。在煤炭行业，基层采矿工和相应没有技术含

量的工种将被淘汰已成既定事实。煤炭企业引进

高端先进工艺和设备，这种生产系统改变了生产

技术工序，将具体的手工技术性转为以智能化机

器为核心的集成化生产，将人从技术与机器中解

放出来[9]。价格高昂、技术设计复杂的机器设备需

要专业技能型人才进行操作、控制、协调、设计

及维修，必须了解和掌握丰富的产品知识，并身

兼智能系统分析师、工程师、程序员和问题解决

者等多重角色，这就要求工作者必须具备综合的

职业能力[10]。虽然通过科学技术节省大量人力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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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但是随着全国大型煤矿企业科技化速度加快，

符合企业战略发展要求的专业技能型人才无法在

短期内大量培养与引进。

1.2.2 中层复合型管理人才

煤炭企业中层管理者经常出现“懂技术不懂

管理、懂管理不懂技术”的尴尬局面，从而使得

内部管理矛盾不断，人心不齐。主要原因在于煤

炭企业为了提升内部管理水平，提高组织能力，

有些中层管理者是从外部聘请而来的职业经理人，

这些管理者拥有丰富的管理经验，但是缺乏过硬

的技术能力，出现相关问题不能给出有效的解决

方案，进而难以服众。而有些中层管理者是由内

部晋升而来，他们一般在技术和业务能力上表现

卓越，但是他们对如何管理项目、部门及下级等

缺乏相应的理论知识和经验。因此，既懂技术又

懂管理的复合型人才，才是煤炭企业需要的中层

管理人才。而且随着煤炭企业在金融、机械制造、

物流贸易、核电、新能源等延伸产业链的发展，

对复合型人才需求进一步加大。

1.2.3 高层核心领导人才

随着全球竞争加剧，人才争夺是全球化竞争

的关键一项，核心人才是企业乃至国家之间争夺

的重中之重。我国煤炭企业在参与全球竞争时，

必须拥有一支具有国际化视野、国际化能力、国

际化技术的优秀领导团队。一般情况下，在企业

中，核心人才是那些居于重要岗位，占员工总数

20%，但却创造企业 80%收益的人才。董事长、总

经理、矿长、书记等都是煤炭企业核心领导层，

旨在制定企业战略、规划企业发展方向。虽然很

多煤炭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对领导层做了优化，

比如国有煤炭企业进行混合制改革，实行公司制，

但是公司领导层基本上还是以前政府任命的，企

业实际仍是受政府监管，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

事会等机构很难发挥应有的效用[11]，而且很多企业

领导思想观念落后，能力滞后。因此，煤炭企业

在转型升级过程中，无论是主营煤炭产业还是延

伸产业链都需要拥有好的领导团队，带领企业成

功转型。

2 新旧动能转换背景下煤炭企业面临的人

才培养问题

煤炭企业在推进人才价值增值的过程中，首

先应明确人才培训与培养的区别，人才培训是人

才培养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个实践环节。煤炭企

业对员工的培训一般是针对一类或全部人员在业

务技能、安全知识等短期基础工作上，而人才培

养则具有周期长、人员针对性强、学习内容丰富、

理论和实际要求高等特点。为了满足煤炭企业未

来需求的各层次人才，需要国家、社会及企业自

身共同努力。然而，煤炭企业仍然面临以下 3个人

才培养问题。

2.1 高校毕业生能力不足

近年来，我国在矿业方面的高等教育院校约

300所，采矿相关专业招生年均 12 000余人，人才

培养规模远高于国外同行业[8]。但是我国高校在人

才培养课程设置、学生实践能力以及与企业人才

能力要求结合度等方面相对落后，从而使得煤炭

企业招聘的高校毕业生入职到岗后，仍需要培养

2~3年才能独立从事相应的工作。这样既造成企业

人才培养资源的浪费及人力成本增加，也延长了

入职人员开展工作时间和职业发展规划。

2.2 行业特点导致人才流失严重

求职者在选择就业岗位时，不仅看薪资待遇，

福利水平、工作地点、工作环境等都是其考虑的

主要因素。虽然煤炭企业通过新旧动能转换改善

了工作环境，提高员工薪资福利。但是多年来大

众对煤炭企业普遍存在地理位置偏僻、自然条件

艰苦、社会环境落后、从业危险程度高、产品附

加值低、生产效率低下、人员待遇差等固定印

象[12]，导致人才在选择学习专业和择业时偏离煤炭

行业，直接影响煤炭企业人才供求关系失衡。另

外，随着互联网、房地产、金融、信息技术等新

型产业的兴盛，人才争夺更加激烈，煤炭企业内

部人才培养和发展的任务更加艰巨。

2.3 煤炭企业内部人才培养问题

2.3.1 缺乏先进的人才培养理念

很多煤炭企业管理者缺乏现代化人才管理理

念，将人才与企业定义为雇佣关系，员工完成工

作，企业付给相应的工资。没有做到“以人为

本”，较少为员工做长远的职业规划，意识不到

人才长远价值，也没有意识到优秀人才是企业

持续健康发展的核心。认为招聘来的员工应该

及时为企业创造效益，完成既定的工作任务和

绩效考核目标是首要任务，一般不愿意投入大

量的时间和经费去培养人才。对于缺乏相应业

务知识的员工，也仅仅只是组织培训，而且很

多培训项目与工作关系不大，培训效果不佳，

最终流于形式。

赵金萍：新旧动能转换背景下煤炭企业人才需求与培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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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企业对员工培养力度不足

研究表明，仅有 15%的企业认为外部市场能

采购到满足公司课程体系要求的大部分培训课程。

显而易见，绝大部分企业缺乏人才的培养教材。

培养煤炭企业优秀人才，需要既懂教育又有职业

资历的“双师型”教师，要求教师具有较高理论

水平的和专业能力[8]。在现代社会，“双师型”教

师在整个行业乃至全国都是稀缺人才。煤炭企业

转型升级过程中，对各层次人才无论在学历水平、

专业技能等综合能力的要求是前所未有的，而之

前对人才培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高校等教育领

域。新形势下煤炭企业人才培养方法处于“摸

着石头过河”的探索阶段，缺乏直接有效的培

养模式。

3 新旧动能转换背景下煤炭企业人才培养

措施的建议

3.1 国家政策支持，促进煤炭行业人才兴盛

煤炭行业的兴衰关系国民经济的长远发展，

煤炭行业从业人员不仅需要社会和企业自身的努

力培养，也需要国家政策导向支持。针对煤炭企

业人才缺乏的现状，国家对人才培养可以适当给

予优惠政策，保证煤炭企业各层次人才供给。加

大对重点煤炭高校、重点煤炭专业的投入力度，

提高办学能力和水平，建立富有矿业特色的高水

平人才培养平台。在招生和培养过程方面，可以

考虑给予重点煤炭相关专业更大的招生资源度和

加大培养投入，如增加招生计划、定向招生、提

高奖学金发放范围和额度、改善专业教师的个人

待遇和工作环境等[13]。煤炭从业人员考取中高级工

程师证书方面，可以在申报费用及申报条件上作

适当的调整。福利政策上应该根据煤炭行业的特

殊性，工作环境差、地区偏远、安全威胁等给予

福利政策支持，如增加医疗卫生福利、安全威胁

补贴、提高一线工人最低工资标准等，以吸引和

留住更多的优秀人才。对高层次人才给予特殊的

优惠政策，如放宽在职研究生报考条件，提高博

士生的各种福利补贴，允许有办学、科研能力的

煤炭企业建立博士后流动站。

3.2 多渠道宣传，改变人们对煤炭行业的印象

煤炭企业通过新旧动能转换，改变了传统的

生产方式，实现了智能化无人开采。虽然工作环

境已有了极大的改善，员工的人身安全得到有力

保障，薪资福利也有较大的提高。但是很难改变

社会大众对煤炭行业几十年固有的印象，这直接

影响煤炭企业人才吸收和培养，因此有必要通过

多渠道宣传，努力营造良好的舆论和育人环境。

在新闻媒体、互联网上多宣传关于煤炭企业正面

积极的事迹。煤炭企业积极参加各大高校招聘宣

讲会，多方面展示煤炭企业现有精神面貌。高等

院校多组织校友会、煤炭专家讲座，鼓励高校学

生努力学习，以后从事煤炭行业相关工作。

3.3 整合有利于人才培养的各种资源

在整合人才培养的各种资源的过程中，一方

面，开展校企深度合作，培养专业技能型后备人

才。煤炭企业和高等院校展开深度合作，采用

“订单式”培养方法，积极响应国家倡导的“产、

学、研”相结合的培养方式。高校在专业设置、

课程设置及教材选择上多参与企业实际调研，并

多组织学生参加企业岗位实践和实习，及时增减

相关专业，将新工业、新设备、新技术编入讲义

和教材，让学生学习和了解前沿知识和技术，为

后期从事相关工作打下理论基础。另一方面，煤

炭企业内部管理者认为，人才培养主要是人力资

源部门的事。其实人才培养关系到每个部门，比

如人才培养计划需要高层领导的批复，培养前的

人才筛选、培养中的岗位实训，以及培养后的能

力评估等应由各个主管部门和上级领导推荐和监

督，人力资源部主要起组织和考核评估等作用。

为保证人才培养的顺利完成，各个职能部门应通

力合作，化解部门障碍，为人才培养提供更多的

信息和物质资源。另外煤炭企业可以选择部门主

管作为讲师及教材编写者，这样既节省人力资源

成本，培养的人才又能快速开展工作。

3.4 积极形成适合的中高层次的人才培养模式

人才培养的主要目的是实现企业战略目标，

与企业战略相比，人才培养需要具有更强的预见

性。很多学者认为人才培养是高校的事，但对优

秀企业调查发现，企业内部进行人才培养越来越

多，而且很多已经形成适合自己的人才培养模式，

尤其是针对中高层管理者。例如，招商银行针对

中层管理者的金鹰计划、美国银行的高管上任工

具箱。中高层管理者的培养，不同于专业技能型

人才培养，因为他们在学历、知识、眼界、道德

水平、为人处事等综合素质要求都很高，因此对

这类人才的培养，必须采用定制的个人发展计划。

APQC （American Productivity and Quality Center）
曾针对全球 8 000名管理者的调研发现，标杆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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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都采用个人发展计划培养管理者，而其他企

业仅有 60%采用这一工具。煤炭企业应该积极探

索适合自己企业特点的中高层次人才培养模式，

通过建立后备人才存储库、人才筛选体系、人才

培训体系、人才职业发展体系、人才能力综合评

价体系等，为企业不断输送高素质、优秀的中高

层次人才，满足煤炭企业发展的人才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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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S管理是 5S现场管理法的拓展，在 5S管理的

拓展过程中，以海尔为代表的国内制造业企业增

加了安全管理。因其每个英文单词的首字母都是

S，所以开展以整理、整顿、清扫、清洁、素养和

安全为内容的现场管理活动，简称 6S管理。6S管
理方法易学实用、效果显著，在生产企业中得到

了广泛应用，具有很好的借鉴价值，但在我国煤

炭企业中由于受企业性质、生产流程、人员结构

素质、管理水平等因素影响[1]，实际应用效果并不

理想，如何行之有效地在煤炭行业领域中推广 6S
管理是本文探讨的重点。

1 6S管理的内涵与作用

1.1 6S管理的内涵

1）整理（Seiri）。整理就是区分出要与不要的

事物，保留对生产有用的物料，此类物料要摆在

指定位置并挂牌明示；对不需要的物料则要采用

合理的方式进行划分处理，废弃物料需坚决处理

掉。这是改善工作现场的第一步。

2）整顿（Seiton）。整顿是指处理掉那些废弃

的物料之后，将需要的物料依据一定的关系放置

在相应的地点，通过指定位置放置醒目的标识，

可以缩短员工寻找物料的时间。在整顿过程中有

一个“三定原则”，分别是定点、定名和定量，此

原则是成功整顿的钥匙。“三定”原则体现的是生

产过程中的精细化程度，涉及的工艺流程标准非

常多，因此也要求基层管理员要有足够的 6S实战

管理经验。

3） 清扫 （Seiso）。清扫在 6S管理中包含两层

含义，第一层含义是指员工在生产作业区域内将

煤炭企业6S管理应用的痛点与对策研究

郭 润 泽
（煤炭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检测分院，北京 100013）

摘 要：介绍煤炭企业 6S管理的内涵，包括整理、整顿、清扫、清洁、素养、安全 6个方面，论

述 6S管理在煤炭企业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工作效率、安全生产、提升员工归属感和企业形象等方

面的作用，分析煤炭企业推行 6S管理存在组织结构不合理和人员职责不明、现场物品众多且摆放

无序、标准对接不符、煤炭企业文化制约等瓶颈，最后，提出煤炭企业推行 6S管理的对策建议：

强化组织保障和明确分工职责、加强培训宣传和优化考核评价细则、定点拍摄、红黄牌制度、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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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connotation of 6S management of coal enterprises was introduced， including six aspects of seiri，seition，seiso，
seiketsu，shitsuke，security. the role of 6S management was expounded in reducing production costs，improving work efficien⁃
cy，safety production，enhancing staff's sense of belonging and corporate image in coal enterprises. the bottlenecks were ana⁃
lyzed such as unreasonabl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and unclear staff responsibilities， unreasonable on-site items， disorde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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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ining and publicity and optimize the evaluation and evaluation rules，fixed-point shooting，red and yellow card system，and
bulletin board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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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负责的设备设施清理干净，同时还要对出现故

障的设备进行快速修理，让其恢复正常运转。第

二层含义是在整理、整顿后，班组通过清扫将不

必要的物料清除出去，或者标记出来放在专属废

旧物资库房中。

由于煤炭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会出现大量如煤

渣、油污等废弃物，同时现场伴随着交叉作业等

情况，使现场充斥着污浊。缺乏保养充满油污的

设备，不但精度会下降，而且会频发故障，最终

使产品质量下降，也增大了安全生产事故发生的

概率。因此，通过清扫工作可以及时发现并总结

作业现场中出现的问题，快速有效地对问题进行

纠正和处理，可避免影响整个流程。

4） 清洁 （Seiketsu）。清洁主要是针对清扫工

作进行更进一步的规范化过程，就是要维持清扫

达到的良好效果。短期内做好“整理、整顿、清

扫”这三步工作并不难，但长期始终保持良好状

态却很难做到。很多企业在推行 6S工作初期热情

满满，经过几个月的突击实施，确实也取得了一

定成效，但是半年后工作现场又还原到先前的混

乱状态。原因有很多，其中最为常见的有两种情

况：一是没有制度化、标准化，国内企业擅长运

动式整治，短期内可以看到显著的成绩，然而在

长期执行过程中大家都没有了理论依据和方向，

使工作无法继续进行；二是即便有制度和标准，

但是在执行中也会有严重问题出现，制度和标

准形同虚设，无人问津，最终所有工作都不了

了之。在推行 6S的过程中，清洁就是为了解决

这一问题的管理工作。

5）素养（Shitsuke）。素养是在工作中发挥职

业精神，按照公司制定的标准和流程工作，进而

形成一个良好的习惯。素养是企业管理针对公司

企业文化建设进行相应的优化，首先优化的是企

业的制度建设，不论是财务制度还是生产上的制

度，都可以及时更新。依据管理制度可以做到有

规可依、有据可查，从而培养企业员工的专业素

养。其次，在安排好公司制度建设的同时，还需

要建立优秀的企业文化，在职工队伍中树立正确

的工作观念，培养员工的主人翁精神。素养是 6S
管理中最特别的一项要素，也体现了 6S管理中最

精华的部分。前 4项要素，都是鲜明的“行动要

素”，第 5项上升到人的主观能动性。对于每个自

然人，制度是外在的、刚性的。而更为有效的保

障，是将外在的需求转化为员工主动的行动。也

就是把规定变为人的意识和习惯，素养一旦养成，

将会对人们的工作生活质量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提高职工素养，需要持续性地进行培训、宣传，

并加以激励和奖惩等辅助手段。

6）安全（Safety）。安全就是要把企业安全生

产教育重视起来，时时刻刻都要有“安全第一”

的观念，做到防患于未然。煤炭企业必须明确每

一层级、各类岗位从业人员的安全生产责任，形

成人人负责、各负其责的安全体系。企业主要负

责人负责建立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并采取

措施保证在各级公司中逐级落实，发挥其作用。

在恰当位置对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进行长期公示，

将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教育培训工作纳入日常培

训计划，指定专员负责并实施。建立健全安全生

产责任制考核管理制度，对全公司安全生产责任

制落实情况进行考核管理，形成公司负责人“管

业务必须管安全”的安全意识。

1.2 6S管理对煤炭企业的作用

1）减少资源浪费，降低生产成本。在煤矿作

业现场中，存在很多类型的设备零件库，在实施

6S管理方法之前，新零件和老旧零件因为管理粗

放从而被工人随意放置，并没有分门别类。导致

应该淘汰的零配件还在使用中，更新过的零件因

为随意地放置而被工人忽略。6S 管理可以有效解

决该问题，通过整理将有用的零件摆到明显位置

加以利用，而长期不用的零件则清扫出现场，减

少资源的占用，降低生产成本。

2）节省找寻时间，提高工作效率。生产工具

与零配件无指定地点放置，造成的一个严重问题

就是大量工作时间被浪费在寻找零配件中。当大

型设备出现故障时，需要工具进行检修，如果难

以快速找到工具，就会造成设备停机时间过长，

从而影响生产[2]。通过 6S管理，可以快速定位到工

具或者零件的位置，有效地提高工作效率，并且

减少了设备非正常损耗时间。

3）保障安全生产，降低事故发生率。煤炭企

业启用 6S管理，可以从安全通道疏通、消防设施

摆放、设备操作规程规范、设备定期检修等方面

落实各项安全生产措施，例如严禁在安全通道上

堆放任何物料和设备，保证安全通道时时畅通，

降低安全事故发生率。

4）改善工作环境，提升员工归属感。整洁舒

适的工作环境，能让员工保持愉悦的心情进行工

作，从员工激励角度来讲，开展 6S 管理可以有效

郭润泽：煤炭企业6S管理应用的痛点与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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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增强企业荣誉感，更加

爱岗敬业。

5）提升煤炭企业形象，增强竞争力。当下有

客户到企业进行交流合作时，干净整洁的作业现

场一定能让客户留下较好的第一印象，通过有效

的 6S 管理，塑造良好的对外形象，使客户对煤炭

企业一直以来的脏乱印象有所改观，从而提升企

业的软实力，增强竞争力，形成良性循环。

2 煤炭企业推行6S管理的瓶颈分析

2.1 6S组织结构不合理，人员职责不明

煤炭企业实施 6S管理的初期，由于缺乏推行

6S管理模式的经验，公司组织架构体系不够科学

合理。具体来说，6S推广初期会由临时推广办公

室或委员会牵头组织开展。煤炭企业一般分为煤

矿安全、原煤生产、矿井掘进、机电设备、矿井

运输、一通三防、煤炭营销、成本管控和精益文

化九大专业组，是按照公司常态业务划分的[3]，但

是在现场实际操作中存在模糊区域地带，各专业

组边界划分不清，导致各专业组间业务沟通不够

顺畅，进而引发人员职责不明、落实困难，从而

使现场6S管理无法顺利进行。

2.2 现场物品众多，摆放杂乱无序

相比于其它传统制造业，煤炭企业生产现场

既存在于井下也存在于地面，由于煤炭生产的特

殊性，现场环境脏乱差，生产物料码放不整，此

外煤炭企业作业现场是动态变化的，加之井下机

电设备型号复杂、生产运输环节冗长，一些设备

和物品要频繁上下井，造成现场物品众多且杂乱

无序。在这种情况下推行 6S管理工作本身就存在

困难，加之又增加很大的工作量，基层员工存在

抵触心理，导致现场推进工作难以展开。

2.3 6S标准对接不符，重复检查考核

煤炭企业不同于一般的制造类企业，一方面

因为其产品、工艺以及设备的特殊性（劳动对象、

设备与人员是移动的），而导致生产现场难以保持

良好的状态；另一方面煤炭企业现场作业条件差，

环境变化大，运转的机电设备多，工作场所主要

集中在地下并且比较危险，这都对企业实施现场

6S管理造成巨大影响[4]。因此，硬搬硬套一般制造

类企业的现场 6S管理标准就不适用于煤炭企业，

此外在煤矿安全质量标准化检查中，文明生产、

安全生产标准与 6S管理检查中的部分标准存在不

同程度的重合，造成现场重复检查考核，增加了

员工的负担。

2.4 煤炭行业的企业文化对6S管理推广存在制约

1）创新能力不足，需要进一步加强适应外部

环境变化的能力。煤炭长期以来一直处于国家能

源安全保障的重要地位，市场经济中的优势竞争

思想仍未形成，创新的动力较为缺乏。另外，煤

炭行业正处在转型期，同时面对经济下行的压力，

煤炭企业创新活力受到一定限制。

2）开放程度不足，需要打开相对封闭的企业

文化包容性。企业文化开放程度指企业文化与其

他文化间的关联程度，相比于其他行业企业文化，

煤炭行业的文化开放性并不高。首先，煤炭企业

多数员工受教育程度较低，年龄结构也不合理，

对新事物新思维的接受能力较差，不愿改变原有

的生活习惯。第二，针对同一事物，企业员工的

认知也存在较大差异。对待新的管理制度缺少积

极主动的态度。

3 煤炭企业推行6S管理的对策

3.1 强化组织保障，明确分工职责

一是要优化完善企业组织架构，为 6S管理模

式推行创造有利环境。要成立由企业行政正职为

首的推行委员会，下设改革小组办公室，明确组

织职责和成员的工作职能，避免管理职能交叉的

情况出现。可设定由企业中层管理人员来担任小

组领导，确保统筹把握现场管理的方向性及相关

实施细则的审核确定，同时负责推行过程中重大

事项的研究决策和重大问题的协调处理等工作。

二是根据企业自身组织架构成立由各职能管

理部门牵头的专业组，负责本专业的 6S管理指导

工作和监督检查工作，负责制定本专业 6S管理的

实施细则，组织编制各专业工作的任务书和作战

图，其中作战图中会将各专业组的重点任务按月

分解，并直观的反映出工作推进情况。

三是各一线工区的区长或班组长承担 6S管理

推行的具体工作，负责按照专业工作组的要求推

进 6S管理工作，并以周汇报的方式上报至各专

业组。

3.2 加强培训宣传，优化考核评价细则

一是各专业组通过宣传和培训让每一位员工

熟悉 6S管理推行的目的、意义，同时在培训中向

员工植入 6S管理的绩效考核管理办法，让每一位

员工充分了解公司引入 6S管理的必要性。二是改

革小组办公室可借助多种形式对每一位员工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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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阶段考试，考试成绩与员工个人绩效考核挂钩，

其本质不在于成绩而是强化 6S管理理念。三是制

定 6S管理活动实施细则，引入活动评比和奖惩等

相关配套意见及规定，这样可释放员工的积极性。

同时，企业工会应该配合改革小组办公室做好队

伍建设工作，通过劳动竞赛、技能比武等多种活

动营造良好的工作氛围[5]。四是要细化评分标准，

严格考核奖惩。可根据工作人员属性分别制定考

核标准：第一种适用于井下工区等生产现场，标

准适用于一线生产班组人员；另一种评分标准针

对井上管理人员，适用于办公场所等非生产班组

以及总部职能管理人员。

3.3 定点拍摄

定点拍摄主要是通过留存照片的方式对现场

生产情况进行对比，同时也可利用拍摄方式对不

同工区、班组进行横向比较，促进整改。例如生

产现场的物料、零配件种类繁多，摆放十分杂乱，

对该工区或班组脏乱差的地方进行拍摄存档，整

改后对原位置进行拍照复查。前后对比后，员工

意识到分类放置的好处，使得公司员工更加认同

6S管理模式。

3.4 红黄牌制度

红黄牌制度就是在找出需要优化的作业标准

和流程时，向出现问题的工区及班组出示红黄牌，

并针对存在问题制定专项措施限期整改，从而达

到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目的。例如，在督导组

开展检查时发现井下作业现场的某个作业流程不

符合安全生产操作规范，公司专业督导组会当场

出示黄牌并下达整改通知，如果在规定的整改期

内发现的问题仍未整改，公司专业督导组则会在

该作业区域挂上红牌并在公司范围内进行通报[6]。

通过红黄牌制度，使得问题区域都按照 6S管理规

定的标准进行整改，所有工区及班组都重视 6S管
理改进工作。

3.5 看板管理

看板管理就是将管理项目在管理看板中展示

出来，通过直观、形象的视觉信息，做到浅显易

懂，看板管理是现场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

做法既能让班组管理人员快速地发现问题和解决

问题，是营造工作现场活力的重要手段，同时对

外可以树立企业良好的管理形象。

在井上和井下等生产作业区域，利用看板将

工作中的“操作流程图、检修记录、操作要点、

卫生管理制度、安全检查制度、当日班组最佳员

工”等内容在现场看板张贴公示传递信息，使班

组成员可以时常牢记标准作业流程和安全作业规

范，同时在作业现场运用“警示、禁止、指令、

指示”等警示标牌，让作业人员从潜意识中增强

安全防范意识，有力保障了作业现场人身和设备

的安全。

4 结 语

将 6S管理运用到煤炭企业管理，能有效的帮

助煤炭企业相关生产活动顺利进行，同时还能够

借此制定相关配套的规章制度，更好的开展企业

人力资源管理，从而让公司能够可持续发展。煤

炭企业管理需要从现实和长远的角度进行分析，

这样才能够让行业发展得更好，从而提高工作

效率。

对于企业来说，推行 6S管理并不是仅仅为了

增加向外界展示的功能，而是希望通过 6S管理为

企业带来实质性的改变，6S管理推行并不是一成

不变的，也并不是对整理、清扫、清洁、素养、

安全几个词的简单解释，在 6S的推行过程中，往

往需要将 6S的基本内容与公司的具体业务实际有

机结合起来，在这样的结合过程中不断探索，最

终发展适合本企业的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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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会与审计

0 引 言

能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我国建设清洁

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要求，主要是抓

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

大任务，通过淘汰落后产能、化解过剩产能、发

展清洁能源，在更高水平上实现能源供求新的动

态均衡。

能源企业是落实能源改革任务的主体，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任务对企业的经营发展提出了具体

要求。研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企业经营效益的

促进，可以从企业微观层面开展，探究能源企业

财务目标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任务的一致性，推

动企业深化改革，聚焦高质量发展。

企业财务分析利用财务指标，对企业的经营

活动做出评价和预测，为企业的经营决策提供支

持。财务指标是经过加工提炼的财务信息，将纷

繁杂乱的财务信息转化为与决策相关、对决策有

用的信息。财务指标分析为能源企业提供了管理

工具，通过分析对应的财务指标，使企业更加深

入地贯彻能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五大任务。

杜邦分析法最早由美国杜邦公司使用，核心

指标是净资产收益率。净资产收益率，又称股东

权益报酬率或所有者权益报酬率，是净利润除以

净资产得到的百分比率，反映股东权益或所有者

权益的收益水平，衡量企业自有资金的投资收益

水平。净资产收益率越高，自有资金的投资收益

水平越高。能源企业可以利用净资产收益率指标

来评估企业的经营情况，净资产收益率提高，说

明企业的经营情况改善。

从企业财务管理视角分析能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齐 锋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100011）

摘 要：介绍能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五大任务对企业经营发展提出的具体要求，从企业财务管理

的视角，结合杜邦分析法，分析了每项改革任务对应的企业财务目标，主要包括优化资产结构、提

高资产周转率、降低资产负债率、提高销售净利率以及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探究能源企业财务目

标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任务的一致性，有助于企业深入理解改革的意义，聚焦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财务管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企业财务目标；能源企业

中图分类号：F426.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9605（2019） 04－0080－04

Analysis of structural reform of energy supply sid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nterprise fi⁃
nancial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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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The specific requirements of the five major tasks in the structural reform of the energy supply side to the business
development of the enterprise were introduc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rporate financial management，combined with the Du⁃
Pont analysis method，the financial goals of each reform task were analyzed，including optimizing the asset structure，improv⁃
ing asset turnover，reducing asset-liability ratios，increasing net sales rates，and fostering new profit growth points. The consis⁃
tency between the financial goals of energy companies and the structural reform tasks of the supply side were explored，which
will help companies to understand the significance of reform and focus o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Key words：financial management；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corporate financial goals；energy enterpr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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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邦分析法通过层层因式分解，寻找企业经

营活动中形成净资产收益率指标的驱动因素，将

净资产收益率分解为销售净利率、资产周转率和

权益乘数等 3个指标的乘积[1]。3个指标分别反映企

业的盈利能力、营运能力和财务状况，净资产收

益率是这些指标共同作用的结果，是企业各种经

营活动成果的最终体现。

1 去产能调结构，优化资产结构

宏观经济发展具有周期性，能源是强周期性

行业，一段时期的生产能力可能超出社会需求能

力，产能过剩问题不断困扰行业发展。从定量上

讲，衡量产能过剩与否的一个重要指标是产能利

用率，即实际产量与产能之比。能源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前，我国能源行业的产能利用率偏低，去

产能任务艰巨。

2016年，国务院发布《关于煤炭行业化解过

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在控制

新增产能方面，3年内原则上停止审批新建煤矿项

目、新增产能的技术改造项目和产能核增项目；

在淘汰落后产能方面，对 13类落后小煤矿等要尽

快依法关闭退出；在退出过剩产能方面，对长期

亏损、资不抵债的煤矿，长期停产、停建的煤矿，

以及资源枯竭、资源赋存条件差的煤矿，通过政

策支持等综合措施，引导相关煤矿有序退出。

在 2015年年底开启去产能前，煤炭行业的产

能总规模为 57亿 t。“十三五”期间煤炭行业去产

能目标为 8亿 t，2016—2018 年去产能目标任务分

别为2.5亿 t、1.5亿 t、1.5亿 t，实际分别完成2.9亿 t、
2.5亿 t、1.5亿 t，3年合计完成 6.9 亿 t。从 2018年
起，去产能方向已经从总量去产能向结构性去产

能转变，积极释放优质产能，倒逼无效低质产能

加快退出，进一步提升先进产能占比。

财务管理要求去产能的同时调整资产结构。

一些生产技术落后的老企业已经失去市场竞争力，

在能源市场需求旺盛时，勉强维持经营，当市场

供过于求时，情况愈加严重。能源企业在淘汰落

后产能上容易形成共识，而在新增项目上，调结

构任务仍然艰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以高端

产能为导向，注重项目技术的领先性。财务管

理有时需要重新评估项目，管好增量资产，充

分利用企业有限的资金，同样是深化调结构改革

的重点。

2 去库存牵动产业链，提高资产周转率

能源市场价格波动频繁，企业生产受市场供

求影响较大。秦皇岛港煤炭场存量可作为煤炭市

场供求状况的一个参考指标。当煤炭场存量低于

500万 t时，行业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持续时间

越长，煤价上涨越高；当场存量高于 800万 t时，

煤炭积压较多，供大于求的状况短期难解，煤价

不断下跌，行业进入低谷。

能源产业链对企业生产经营有重要影响。产

业链的实质是不同企业的关联，反映企业的供给

与需求关系，上游企业向中下游企业输送产品，

中下游企业向上游企业反馈信息，影响上游企业

生产。煤炭企业处于能源产业链上游，电力企业

是动力煤的主要需求方，煤炭企业改革牵动整个

产业链的发展。

能源市场变化快，煤炭企业的生产既要保证

供应，满足中下游企业需求，又不能过多开采，

大量占用资金；电力企业需要调整煤炭采购频率

和数量，使库存保持合理水平；运输企业需要调

节发运力度，强化运输保障。整个产业链上的煤、

电、运企业及时调整，以增强市场应变能力，提

高资产周转率。

财务管理要求企业重视资产管理效率。资产

周转率是衡量企业资产管理效率的财务指标，资

产周转率越高，表明企业资产周转速度越快，资

产利用效率越高。通过纵向比较企业历年的资产

周转率，以及横向比较同行业企业的资产周转率，

能够客观了解企业的营运能力，支持企业的运营

管理决策。

由于能源企业需要积极开拓，多措并举，发

挥产业链协同能力，在企业内部实现生产信息联

动，共享生产运营数据。通过推行煤电一体化，

发展煤化工、煤制油和煤制氢等相关产业，煤炭

企业与中下游企业的关系由市场化问题转变为内

部化问题，由外部市场交易资源转变为企业内部

组织资源。从大局着眼，整体规划，整合煤炭产

业链，避免库存积压，提高企业竞争力。

3 去杠杆改善资本结构，降低资产负债率

能源企业的快速发展离不开融资。按照优序

融资理论，由于外部投资者与内部经理人之间存

在信息不对称，外部投资者并不了解企业的实际

经营情况，所以当企业采用外源融资方式时需要

齐 锋：从企业财务管理视角分析能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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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更多成本[2]。而在考虑了逆向选择行为的影响

后，股权融资又可能向外部投资者传递企业经营

偏负面的信息。因此，为了减少信息不对称的影

响，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企业应当首选内源融资

方式，在内源融资不足而必须吸收外部资金时，

企业优先考虑债务融资，可以发行债券。

在能源市场需求旺盛时，一些能源企业为了

占领市场，迅速扩大规模，走向了举债扩张的道

路，投入巨资收购其他企业。能源行业的平均资

产负债率不断提高，高负债产生高利息，当行业

整体发展速度放慢时，企业经营受到影响，还本

付息变得困难，如果资金链发生断裂，企业将陷

入债务危机。

煤炭行业自实施去杠杆以来，资产负债率已

有所改善，但仍处于较高水平。多数煤炭企业发

展已经处于成熟期，企业利润很难大幅增长，高

杠杆对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形成威胁，去杠杆势在

必行。而企业杠杆一旦加上去了，每降低一个百

分点都较为困难。

财务管理要求改善资本结构，降低资产负债

率指标，逐步加大股权融资比例，缩小债务融资

比例。从资金的使用期限看，股权融资吸收的是

长期资金，企业需要向投资者分红；债务融资吸

收的是短期资金，企业在债务存续期间每年支付

利息，到期还本。企业需要合理配置不同期限的

资金，避免发生流动性风险。

企业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不同的改善措施。

对于已经上市且经营业绩良好的企业，可以借助

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的经济功能，以合理定价增发

股份，提高股权融资的比例；积极探索混合所有

制改革，允许非国有资本参股国有资本投资项目，

放大国有资本功能，实现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

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对于短期经营困难但

长期前景仍较好的企业，可以探索债转股，引入

长期投资者，减轻企业短期资金压力。对于经营

已经陷入长期困境的企业，则有必要考虑破产重

组或者兼并收购。

4 降成本探索轻资产，提高销售净利率

重资产和轻资产是一组相对概念，是对企业

经营资产的形象比喻。企业的重资产占用资金较

多，显得沉重固化，财务上通常指固定资产，把

资金变成固定资产，减少了流动资金。企业的轻

资产占用资金较少，显得轻便灵活，财务上通常

指无形资产，企业不需要在前期集中投入大量资

金，可以在后期生产经营中逐渐投入，减轻了企

业的财务负担[3]。

能源企业下属子企业多为生产型厂矿，具有

两个特点：一是固定资产占比较高，在市场需求

较好时，企业要获得高额利润，必须投入新产能，

购买、保养和维修设备都需要投入大量资金，一

旦市场出现逆转，企业的资产价值将大幅贬值；

二是劳动用工量较大，现代化生产需要多个工种

协调配合，企业的劳动力成本较高，当产业转型

升级时，一些职工可能不再适应新变化，企业安

置职工的费用较高。

能源行业整体属于重资产行业，但能源企业

在局部经营活动中同样可以引入轻资产运营模式。

一些企业之所以失去市场、没有竞争力，成本过

高是重要原因。能源企业要重视探索轻资产运营

模式，将成本要素结构优化贯穿于生产经营全过

程，提高销售净利率。

在生产设备方面，能源企业可以积极开展设

备类固定资产的融资租赁，解决设备技术升级问

题。在劳动用工方面，能源企业在临时性、辅助

性或者替代性的岗位上，可以采用劳务派遣用工。

通过探索业务外包、“互联网+”、战略联盟等更多

形式的轻资产运营，可以使能源企业减少对重

资产的依赖，持续增强企业的活力、控制力、

影响力。

5 补短板发展清洁能源，培育利润增长点

能源行业提供经济增长的动力，推动着人类

文明的进步。煤炭企业要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

从战略上布局。煤炭企业怎么转型、向哪里转型

等，这是战略要回答的问题[4]。企业战略对企业关

系全局的定位、涉及长远的目标，以及具体可行

的任务做出规划，根据企业的资源，明确企业的

竞争优势。

企业和市场的作用，都是在配置资源。资源

在企业内部配置时产生组织成本，在外部市场配

置时产生交易成本。资源是在企业内部配置，还

是在外部市场配置，取决于对企业组织资源的成

本和市场交易资源的成本进行比较。当企业组织

资源的成本低于市场交易资源的成本时，资源适

合在企业内部配置，这时企业在市场中具有竞争

优势[5]。

能源企业要主动适应能源变革的趋势，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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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经济形势的变化。发展清洁能源，包括化石

能源的清洁化，以及清洁能源的规模化。清洁能

源代表着先进产能，应该被提倡和推广。占我国

能源消费比重较高的化石能源，在经过技术改造

升级后，如能实现清洁高效利用，同样应该得到

重视和推广。

对于很多能源企业，发展清洁能源仍然是急

需补的短板。无论研发清洁能源技术，还是采购

清洁能源设备，都需要投入大量资金。企业实施

战略转型，财务上要加大清洁能源的科研和技改

投入，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新动能培育上着力，

集聚整合有利于发展清洁能源的要素资源，提高

生产率。

发展清洁能源能够为企业培育新的利润增长

点。能源企业要有产业链竞争思维，积极探索能

源产业链延升、价值链提升的新途径，向产业链

核心环节发展，向价值链高端发展。通过找准产

业链上的定位，积极评估清洁能源产品的市场前

景，确定主要的清洁化发展方向。

6 结 语

企业财务管理为研究能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提供了微观视角。能源企业财务目标中的优化资

产结构和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分别对应改革任

务中的去产能和补短板，杜邦分析法中的资产周

转率、资产负债率和销售净利率等指标，分别对

应去库存、去杠杆和降成本等任务。企业财务分

析具体显示出优化存量资源配置、扩大优质增量

供给的管理依据，反映了能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对企业经营发展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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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随着股票市场的不断发展，股票交易不仅是

一种资源合理配置的有效方式，而且已成为现实

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造成股价波动的因素

以及投资者又是如何分析这些因素十分必要。影

响投资者进行股票买卖的通常是上市公司公布的

财务信息，研究反映财务信息的财务指标与股价

是否有相关性以及其相关程度有重要意义。

本研究对投资者、上市公司的管理者及政府

的监管机构均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首先，投资

者可依据研究结果，重点分析与股价有显著相关

性的财务信息，进而制定出合理的投资计划。其

次，企业的管理者通过着重研究与股价有明显相

关性的财务信息，发现一些不利于公司成长的因

素，并有针对性地加以改善，以促进企业的发展。

最后，政府监管部门还可以根据此次研究找到其

监管方面需要改进的地方，然后逐个完善进我国

证券市场的规范性建设。

1 煤炭行业上市公司股价的影响因素分析

影响股价的因素有很多，本文从财务信息及

非财务信息这两个角度分析煤炭行业上市公司股

价的影响因素。

煤炭行业上市公司财务信息对股票价格的影响研究

郑 彩 霞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山西 太原 030400）

摘 要：介绍了研究煤炭行业上市公司财务信息与股价关系的必要性，分析煤炭行业上市公司股价

的影响因素。采用 SPSS软件，运用因子分析法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盈利能力

因子与股票价格显著相关，成长能力因子在 2017年表现出对股票价格显著相关，而偿债能力、营

运能力因子却没有表现出与股价的显著线性相关性。结论表明：我国投资者在对煤炭行业上市公司

进行投资时，关心更多的是公司的盈利能力和成长能力，而较少关注上市公司的偿债能力及营运能

力，也说明煤炭行业在信息披露方面存在一定的缺陷。并对上市公司如何提高自身经营绩效、投资

者如何运用公司财务信息做成正确投资决策、监管机构如何加强对上市公司的监管提出相应建议。

关键词：财务信息；股票价格；回归模型；煤炭行业上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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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of financial information of listed companies
in coal industry on stock price

Zheng Caixia
（Shanxi Meijin Energy Co.，Ltd.，Taiyuan 030400，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introduced the necessity of study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inancial information and stock price of list⁃
ed companies in the coal industry，and analyze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stock price with listed companies in the coal in⁃
dustry. The SPSS software， factor analysis and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models were used for empirical research， it was
found that the profitability factor was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the stock price. The growth factor showed a significant corre⁃
lation with stock prices in 2017，while the solvency and operational capacity factors didn't show a significant linear correla⁃
tion with the stock price，The conclusions showed that when investing in listed companies in the coal industry，Chinese inves⁃
tors were more concerned about the company's profitability and growth ability，but less concerned about the solvency and oper⁃
ational capacity of listed companies，and also indicated there are some defects in information disclosure in coal industry. It al⁃
so proposed some suggestions on how to improve the performance of listed companies，how investors use the company's finan⁃
cial information to make correct investment decisions，and how regulators can strengthen the supervision of listed companies.
Key words：financial information；stock price；regression model；listed companies in the coal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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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财务信息

1.1.1 盈利能力

盈利能力是公司赚取利润的水平，它既是企

业财务情况、经营业绩的体现，又是企业创新能

力的重要体现。公司要想持续发展，吸引投资者

入股，得到债权人的融资，就需要有一定的盈利

水平，这直接影响公司生存及其成长。公司的盈

利能力主要通过每股收益、净利润及总资产利润

率等财务指标体现。

1.1.2 成长能力

成长能力是企业运用其逐年增加的收益或以

其他融资方式获得的资金来扩大其经营的一种能

力，它不仅可以看出企业未来发展趋向与成长速

度，还可体现企业未来的成长空间[1]。公司的成长

能力主要通过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总资产增长

率这些财务指标体现。

1.1.3 营运能力

营运能力也是企业经营运行水平，即公司进

行资产管理及运营的效率。企业的营运能力是由

企业各项资产周转速度来体现的，若资产的周转

速度快，则其就会有良好的营运水平[2]。除此之外

企业的营运水平与其偿债能力有一种正向联系，

有良好营运能力的企业，其债权人的利益在一定

程度上更有保障。企业存量资产的周转速度快，

企业的收益能力较强，因此，企业的营运能力又

和其盈利能力密切相关。公司的营运能力由存货

周转率、应收账款周转率和总资产周转率等体现。

1.1.4 偿债能力

偿债能力是指公司是否能按约定偿还其债权

人本金及利息的能力，是决定公司长期健康发展

的关键性因素。债权人可根据此指标对公司信誉

加以评判，据此决定今后是否继续为公司融资，

同时偿债能力也可用来判断公司是否存在财务风

险、公司是否可以持续健康地经营。企业这一能

力水平主要通过流动比率、速动比率、资产负债

率体现。

综合以上分析，本文选取 13个财务指标作为

解释变量进行研究，见表1。
1.2 非财务信息

影响股票价格的非财务信息有很多，如微观

方面的员工流动、股东持股比例、高管文化层次、

企业内部业务流程、投资者心理；宏观方面的国

家政策、经济水平、货币供给量、利率、汇率、

物价水平、市场环境、政治格局等[3]。虽然这些因

素都会对股价产生影响，但影响大都具有短期性、

偶发性、局限性，或者不可量化。本文重点选取

了社会责任、市场占有率、分红政策这 3个方面深

入分析，因为它们不存在上述的缺陷，而且投资

者可以通过这些信息看出企业的社会影响力、其

在行业中的地位及将来的回报等情况，多数投资

者认为公司社会影响力越大、行业地位越高、分

红越好，其股价就越有可能上升，就越倾向于买

进其股票。

表1 解释变量的选取及说明

资料来源：网易财经网。

1.2.1 社会责任

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主要是通过其评级得分

来加以衡量的，不仅可以体现企业的规范性，还

可以间接体现公司的管理水平、发展水平及面临

的风险情况。得分高，说明企业具有良好的规范

性、较强的风险承受力；反之，则说明企业的经

营管理存在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因此，投资者

可以通过对这一得分的分析做出正确的入股计划。

1.2.2 市场占有率

市场占有率不仅可以看出该企业的行业地位，

还可以看出客户的满意度。客户对公司满意就会

经常购买公司产品，公司的销售水平也会随之提

高。因此，公司的成长离不开客户的支持，只有

吸引了客户，其销售收入才会增加，行业地位才

会稳定，才会有更大的成长空间。因此，市场占

有率对分析公司成长具有很大意义，对投资者是

否购买公司股票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指标

偿债

能力

盈利

能力

营运

能力

成长

能力

变量

流动比率/%
速动比率/%

资产负债率/%
每股收益/元

净资产收益率/%
净利润/万元

营业利润率/%
总资产利润率/%
存货周转率/次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总资产周转率/次
主营业务收入

增长率/%
总资产增长率/%

符号

X1
X2
X3
X4
X5
X6
X7
X8
X9
X10
X11

X12

X13

备注

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流动资产-存货） /流动负债

总负债/总资产

净利润/股本总数

净利润/所有者权益

利润总额-所得税

营业利润/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资产平均总额

营业收入/存货

营业收入/应收账款

营业收入/总资产

当期营业收入与去年的同比增长率

本年总资产增长额/年初资产总额

郑彩霞：煤炭行业上市公司财务信息对股票价格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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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分红政策

合理的分红政策既可以增加股民的投资热情，

又可以提升管理者的工作动力，这都有利于企业

将来的长远发展[4]。相较于企业的管理者，大多数

股民可能不了解企业的分红政策，但是企业内部

管理人员会通过适当的方式传递这些信息，而且

上市公司也会公布这些信息，这都可以使股民对

企业的真实价值有所了解，从而做出正确的投资

决定。但是对于煤炭行业上市公司来说，分红方

式并没有多大区别，他们均采取了现金股利这一

分红方式，具体派息情况如何，这取决于企业的

利润，和企业的盈利能力紧密联系。因此，分红

政策会从财务信息角度分析其对股价的影响。

综合以上分析，本文最终选取社会责任、市

场占有率这两个指标作为控制变量研究煤炭行业

上市公司财务信息对股价影响，见表2。
表2 控制变量的选取及说明

资料来源：和讯网。

2 煤炭行业上市公司财务信息对股价影响

的实证分析

本文运用因子分析模型对 2015—2017年我国

煤炭行业上市公司的财务信息进行因子分析，最

终提取 4个主成分因子，选取 2016—2018年财务

信息公布后的 7个交易日股价的平均值作为被解释

变量股价，最后通过多元回归模型对主成分因子、

控制变量与股价进行多元回归模型分析。

2.1 研究变量的来源及选取

本文的数据主要来自于万德、和讯网及网易

财经网。为保持数据的完整性，本文选取我国

2015—2017年全部煤炭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对

其进行二次筛选，选取标准如下：①剔除掉 2015
—2017停牌的上市公司；②剔除财务信息披露不

完整的公司；③剔除ST或ST*类公司。经过以上筛

选，最后 2015年获得样本公司 30个、2016年获得

样本公司31个、2017年获得样本公司31个。

本文研究的是上市公司财务信息对股票价格

的影响，所以将股票价格作为被解释变量，虽然

各上市公司年度财务信息披露的时间不同，但通

常是在次年 4月 30日之前。因此，本文选取年度

财务信息公布后的 7个交易日的股价平均值作为被

解释变量，用Y表示。

2.2 实证分析

2.2.1 2017年样本数据的实证分析

通过对 2017年数据分析，发现 2017年的解释

变量适合做因子分析，并最终提取出 4个主成分因

子，进一步做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之后，发现股价

与代表盈利能力的 F3、代表成长能力的 F4以及市

场占有率有显著线性关系，检验结果见表3—表5。
表3 回归模型检验

表4 F统计量检验

表5 回归模型检验系数

由表 3—表 5可以看出本次回归检验很显著，

可得2017年的研究结果为

Y=6.585+1.698*盈利能力+1.755*成长能力

+24.895*市场占有率

2017年，代表煤炭行业上市公司盈利能力及

成长能力的财务信息对股价有正向影响，而市场

占有率这一控制变量对股价的影响也不可忽略。

2.2.2 2016年样本数据的实证分析

通过对2016年样本数据的分析，发现股价与代

表盈利能力的F1显著相关，检验结果见表6—表8。
2016年，代表煤炭行业上市公司盈利能力的

财务信息对股价有正向影响。

变量

社会责任

市场占有率

符号

S

P

备注

社会责任评级得分

公司营业收入/行业营业收入总额

模型汇总

模型

1
a.预测变量：（常量），F3，F4 ，P

b.因变量：股价

R

0.715a
R2

0.511
调整R2

0.457
标准估计误差

3.044 00
Durbin-Watson

1.572

Anova
模型

1

a.预测变量：（常量），F3，F4 ，P
b.因变量：股价

回归

残差

总计

平方和

261.595
250.180
511.774

df

3
27
30

均方

87.198
9.266

F

9.411
Sig.
0.000a

系数

模型

1

a.因变量：股价

（常量）

F3
F3
P

非标准化

B

6.858
1.698
1.755
24.895

标准误差

0.683
2.752
0.593
18.212

标准化

Beta

0.969
0.425
0.370

t

10.035
5.789
2.958
2.995

Sig.

0.000
0.000
0.000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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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回归模型检验

Y=8.111+3.202*盈利能力

表7 F统计量检验

表8 回归模型检验系数

2.2.3 2015年样本数据的实证分析

通过对 2015年样本数据的分析，发现股价与

代表盈利能力的F1显著相关，检验结果见表9—表11。
表9 回归模型检验

表10 F统计量检验

表11 回归模型检验系数

Y=6.004+3.868*盈利能力+1.157*社会责任

可以看出，2015年代表煤炭行业上市公司盈

利能力的财务信息对股价有正向影响，其中社会

责任这一控制变量对股价也有一定的影响。

3 结论及建议

3.1 结 论

通过多元回归模型对解释变量即财务信息、

控制变量与股价进行多元回归模型分析，发现上

市公司的财务信息对股价有显著性影响，其中盈

利能力始终与股票价格显著相关，而成长能力仅

在 2017年表现出对股票价格显著相关，偿债能力、

营运能力没有表现出与股价的显著线性相关性，

但始终有非线性关系，这说明我国投资者在对煤

炭行业上市公司进行投资时，关注较多的是公司

的盈利能力，其次是成长能力，而很少关注偿债

能力和营运能力，这也说明煤炭行业在信息披露

方面存在一定的缺陷。

3.2 建 议

为了指导投资者做出更好的投资计划，为了

使财务信息披露更加全面，为了使我国的证券市

场更加稳健，本文主要从投资者、上市公司、监

管部门这三大主体提出相关建议。

3.2.1 提升公司盈利能力

通过以上研究发现盈利信息对股价会产生很

大影响，上市公司应通过提升其盈利水平来提高

投资者的投资热情，以此来更好地促进煤炭行业

蓬勃发展。

上市公司可通过优化业务结构、集中资源发

展主营业务、培养核心竞争力，也可通过对外投

资，扩展现有业务，寻找新的获利机会或发展机

遇，来提升企业的扩展能力或发展空间，从而提

升盈利水平来吸引更多投资者。提高公司盈利能

力可从以下3方面入手。

1） 选择合理的融资方式。在确定融资方式

模型汇总

模型

1
a.预测变量：（常量），F1
b.因变量：股价

R

0.650a
R2

0.543
调整R2

0.407
标准估计误差

3.08230
Durbin-Watson

1.362

Anova
模型

1

a.预测变量：（常量），F1
b.因变量：股价

回归

残差

总计

平方和

307.568
319.334
511.774

df

1
29
30

均方

307.568
11.012

F

21.271
Sig.
0.000a

系数

模型

1
a.因变量：股价

（常量）

F1

非标准化

B

8.111
3.202

标准误差

0.683
0.694

标准化

Beta

0.650

t

11.876
4.612

Sig.

0.000
0.000

模型汇总

模型

1
a.预测变量：（常量），F1，S

b.因变量：股价

R

0.461a
R2

0.512
调整R2

0.454
标准估计误差

2.72814
Durbin-Watson

2.150

Anova
模型

1

a.预测变量：（常量），F1，S

b.因变量：股价

回归

残差

总计

平方和

54.097
200.594
255.051

df

2
27
29

均方

27.049
7.429

F

3.634
Sig.
0.000a

系数 a

模型

1

a.因变量：股价

（常量）

F1
S

非标准化

B

6.004
3.868
1.157

标准误差

0.710
0.698
0.061

标准化

Beta

0.610
0.322

t

8.460
4.612
2.592

Sig.

0.000
0.000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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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可从两个角度考虑：一是保证公司的资产

负债率合适；二是增加企业的所有者权益，这

其实也是减少了其融资成本，进而提升企业的

盈利能力。

2）加强对企业成本的管理。企业在运营过程

中要注意各个流程的连续性，进而制定合理的

成本管理制度；同时，企业应加强对成本的监

控力度。

3）确定合适的资产比例。流动资产和非流动

资产之间的比例要和企业的运营模式相吻合，若

企业处于生产消耗品阶段时，应留有较多的流动

性资产，以保证其良好的资金链；反之，则减少

流动性资产。

3.2.2 增加公司披露信息内容

只有严控市场风险，提高市场质量，我国证

券市场才会继续稳健运行，而公司质量唯一的评

判途径就是分析其向外公布的信息，因此为了保

证市场质量就一定要督促公司尽量多披露信息[5]。
就上市公司应着重披露的信息提出以下两点建议。

1）增加披露煤炭行业上市公司营运、偿债方

面的信息。很多投资者在入股投资时主要关心公

司的盈利水平，不重视公司的营运及偿债能力，

这其实很危险，投资者通过关心企业营运、偿债

信息可以更好地了解企业对自己的资金是否运用

得当，成长方面的信息对于吸引投资者投资是很

重要的。

2）增加披露煤炭行业上市公司风险信息。投

资者购买股票是为了获得一定的回报，他们在进

行股票购买之前会对利益及风险加以分析来权衡

自己的得失。如果一个企业公布的风险信息较少，

投资者就很难了解企业的风险，会对自己的投资

计划产生怀疑，不买或减少购买该公司的股票，

进而导致企业融资能力下降，影响自身发展。

3.2.3 健全信息披露监管体制

从公司自身出发，对财务信息应及时、准确、

全面地加以披露。要想做到以上行为，就需要上

市公司加强自身治理。相较于其他治理方式，内

部审计可以更加客观、更加独立地对其自身管理

做出检查与评价[6]，且该职能部门可以为企业提供

咨询服务，以帮助他们发现自己在信息披露方面

的一些不当行为，从而提高企业价值，促进企业

发展。

从外部监管出发，应着重加强对会计师事务

所的监管。因为会计事务所可以更加全面地了解

上市公司财务状况，并出具真实的财务报告，由

此可以看出会计事务所在健全信息披露体制中起

着重要作用。因此，完善法律制度，加强对会计

事务所的监管就显得很有必要。

从公众监管出发，通常每个股民都是上市公

司信息披露的监督者。为了促进市场的公众监管

制度的进步，使更广大的投资者参与到监管工作

中，必须完善监管制度，对受到损害的投资者给

予相应的赔偿，同时加强对违规者的惩罚力度。

3.2.4 投资者提升自身专业素质

本文研究发现，代表企业偿债及营运方面的

的财务因子在 3年的回归结果中均未出现，这说明

偿债能力、营运能力指标并不能反映到股票价格

当中，这可能是投资者在购买股票时，缺乏对企

业这两方面关注造成的。

我国很多股民并没有很高的专业知识水平，

入股时很多是出于从众心理，看到多数投资者在

大量购买或抛售时，就盲目跟着追涨或杀跌，还

有一些投资者属于信息崇拜者，对所获得的信息

不加以分析，盲目听信，这些都是不理智行为。

因此，投资者应提升自身的专业素质，在制定投

资计划时应对影响股价的因素做全面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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