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导 论 Introduction

防风险除隐患遏事故 确保煤矿安全生产形势持续好转

黄盛初

2019 年 6 月是第 18 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以 “防风

险、除隐患、遏事故”为主题，进一步提升安全生产水

平，有力遏制生产安全事故，有效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2018 年我国煤矿百万吨死亡率为 0.093，首次下降

到 0.1 以下，与 2002 年相比下降了 95.2％，达到中等发达

国家水平。但是，我们还要清醒的认识到，与美国和澳大

利亚等先进国家相比，我国煤矿安全生产水平还有差距，

重大事故还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安全生产警钟长鸣，必须

采取更加有力有效措施，防风险除隐患遏事故，确保煤矿

安全生产形势持续好转。

煤矿安全有力有效措施必须长期坚持，一抓到底，成

效明显。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自 2000年成立，有一支很专

业的煤矿安全监察员队伍，面对当时全国煤矿事故多发的

严峻形势，坚持以事故教训推动工作，狠抓煤矿安全治

理，坚决遏制煤矿事故多发势头，推动全国煤矿安全状况

持续好转。2005年 2月 14日，阜新孙家湾煤矿发生特别重

大瓦斯爆炸事故，死亡 214 人，全国震惊。2005 年 4 月，

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开展《安全生产法》执法大检查，由

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李铁映带队，对全国各省市区煤矿

安全执法开展全面检查，针对煤矿瓦斯事故多发、小煤矿

事故频繁情况，提出实施“煤矿瓦斯治理、小煤矿整顿关

闭”两个攻坚战及相关经济政策支持，十几年来，原国家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坚定不移抓

好这两个攻坚战，有效遏制了煤矿事故高发势头，煤矿事

故起数、死亡人数、百万吨死亡率持续下降。2016 年以

来，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

与国家能源局、中国煤炭工业协会一起，采取进一步措

施，淘汰煤矿落后产能、优质产能置换、机械化减人、自

动化智能化换人等措施及相关经济政策支持，不断加强煤

矿安全生产工作。从抓两个攻坚战到其他政策措施，十几

年来长期坚持，常抓不懈，一抓到底，成效明显。煤矿事

故死亡人数从 2002 年的 6 995 人下降到 2018 年的 333 人，

少死亡 6 662人，下降幅度高达 95.2％，2017年 1月以来没

有发生特别重大事故，度过了事故“易发期”，进入稳定

下降阶段。在各行业领域中，煤矿事故下降幅度最大，煤

矿安全工作经验值得总结，也可供相关行业借鉴。

采取更加有力有效措施，防风险除隐患遏事故。虽然

煤矿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连续 16年持续下降，但是煤矿事

故仍时有发生。2019年 1月 12日，陕西省神木市百吉矿业

李家沟煤矿事故，死亡 21人。2019年 6月，全国煤矿共发

生事故 10起，造成 29人遇难。因此，必须采取更加有力、

更加有效的工作措施，才能进一步防防范煤矿安全风险，

进一步遏制和减少煤矿事故。要继续抓好煤矿瓦斯、水害

等专项治理，继续强力推进小煤矿淘汰退出和优质产能置

换，提高产业集中度。要强化煤矿安全基础建设，提升煤

矿安全保障能力。要按照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提出的加强

安全基础建设“管理、装备、素质、系统”四并重原则和

“机械化换人、机器人作业、自动化减人”政策导向，大

力推进“三位一体”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等工作措施，进

一步推进煤矿安全保障能力的升级换代，提升煤炭行业高

质量发展水平，对标发达国家煤矿安全水平，继续努力，

有效防风险除隐患遏事故，确保煤矿安全生产形势进一步

好转。

合理控制煤炭产量，建立合理煤价机制，确保煤矿企

业适当利润水平，为煤矿加强安全生产工作提供资金保

障。煤炭行业发展和煤矿安全生产工作经验表明，能源供

应紧张，煤炭供不应求，煤价猛涨，煤炭企业利润较高，

往往导致煤矿超能力生产，煤矿事故多发。或者是煤矿供

过于求，煤价大幅下跌，煤炭企业亏损严重，会导致煤矿

安全投入不足，煤矿职工收入降低，队伍不稳定，煤矿管

理人才流失，同样的会导致煤矿安全事故多发。因此，应

急管理部、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和国家能源局、中国煤炭

工业协会要继续通力合作，采取有力措施，合理控制煤炭

产量，维持行之有效的合理煤价机制，确保煤矿企业适当

利润水平，才能保障煤矿安全投入，吸引优秀煤矿管理人

才，煤矿职工有较高收入，稳定队伍，也是保障煤矿安全

生产的有效措施和途径。

我们坚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正

确领导下，充分发挥我国的政治优势、制度优势和经济科

技后发优势，通过应急管理部和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狠抓

煤矿安全监察，推动落实煤矿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全面加

强煤炭行业安全管理和安全监察，一定能够有效防风险除

隐患遏事故，推动煤炭行业安全发展，使我国煤矿安全达

到发达国家煤矿安全水平，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发展目

标提供安全稳定的发展环境。

（黄盛初 ，博士，研究员，国家安全生产专家、国家

科技奖励评审专家，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副会长，应急管理

部研究中心原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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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大以来，我国政府为减轻企业负担、激发微观主体活力，不断出台多项“减税降费”政策。2016年，“营改

增”试点全面推开，个人所得税改革、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政策陆续推出；2018年，增值税改革，煤炭行业税

率由17%调整为16%，2019年将16%调整为13%，一系列减税降费措施降低了煤炭企业的税负压力，提高了企业的核

心竞争力。《煤炭经济研究》第6期推出“煤炭行业税费问题研究”，研究探讨煤炭行业税费负担、国家减税降费政策

对煤炭企业生产经营的影响、煤炭企业税费改革的趋势以及对其他行业的借鉴意义等，通过减税降费提高煤炭企业

的经营质量，助力煤炭工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高质量发展。

本刊策划——煤炭行业税费问题研究

煤炭是中国最重要的基础能源，在一次能源

消费总量中占据主导地位，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提

供了有力的能源支持，也为政府财政做出了巨大

贡献。然而随着煤炭行业“黄金十年”的结束，

在深入推进供给侧改革和进口煤炭的冲击下，煤

炭采掘类企业的发展遇到了瓶颈。而合理的增值

税政策是煤炭企业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1]。本

文就我国煤炭企业增值税相关问题进行分析，以

探讨税收公平性，并指出降低煤炭企业税负的合

理途径。

1 煤炭企业相关增值税政策的演变

自 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增值税成为我国第

一大税种，每一次增值税政策的变革都会深刻影

响企业的实际税负，煤炭企业增值税政策演变过

程见表1。
煤炭企业由 3%的产品税改征增值税后，起初

实行 17%的税率，后国家为缓解煤炭企业的税负

增值税改革对煤炭采掘业税负的影响

卜 华，袁嘉毓
（中国矿业大学 管理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

摘 要：新一轮减税降费改革从整体上降低了企业的税费负担，但是不同行业的减负程度则不同。

从理论上分析了税率下调和扩大抵扣范围两种增值税政策对企业实际税负的不同影响，将煤炭采掘

业的增值税税负与其他行业的增值税税负进行了对比，发现增值税改革对煤炭采掘业的税负影响甚

微，煤炭采掘业税负依然远远超过一般制造业税负。为了保证煤炭采掘业的税负与一般制造业持

平，建议将资源成本、环境成本和利息费用纳入增值税抵扣范围。

关键词：煤炭采掘业；增值税；税负研究；制度设计

中图分类号：F810.4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9605（2019） 06－0004－0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8BGL068）

The impact of VAT reform on the tax burden of coal mining industry
Bu Hua，Yuan Jiayu

（School of Management，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Xuzhou 221116，China）

Abstract：The new round of tax reduction and fee reduction reform has reduced the tax burden of enterprises as a whole，
but the degree of burden reduction in different industries is different. The different impacts of the two tax policies of tax re⁃
duction and expansion deduction on the actual tax burden of enterprises were analyzed，and the value-added tax burden of
coal mining industry was compared with the VAT burden of other industries. It is found that the VAT reform has little effect
on the tax burden of coal mining industry，and the tax burden of the coal mining industry still far exceeds the general manu⁃
facturing tax burden. In order to ensure that the tax burden of the coal mining industry is the same as that of the general
manufacturing industry，it is recommended that the resource cost，environmental cost and interest expense be included in the
VAT deduction.
Key words：coal mining industry；VAT；tax burden research；system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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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减至 13%征收。2009年增值税转型改革后，

原来的生产型增值税转为消费型增值税，企业购

进固定资产所缴税款可以纳入抵扣范围。但是由

于建筑物的附属设备和配套设施不可抵扣的规定，

使得煤矿矿井巷道所用材料被定义为属于形成矿

井构筑物支出，其进项税额不在抵扣范围之内。

同时，煤炭企业的增值税税率也由 13%恢复至

17%。直到 2015年，煤矿矿井巷道所用材料才被

允许计入抵扣范围，没有追溯期。在减税降费和

重视制造业发展的总体方针下，2018年将 17%档

税率调整为16%，2019年再次将16%档降至13%。

以上政策调整主要可以分为调整税率和抵扣

范围两大类，从理论上分析，这两种政策调整方

式对税负转移的影响并不相同。

2 增值税政策变化对煤炭企业税负影响的

理论探讨

增值税的一般计税依据为增值额，作为流转

税可以环环抵扣，因此需要在产业链中分析其对

各个产业的影响[2]。本文以简化的“煤—火电—消

费者”产业链为例，分析税率下调和抵扣范围扩

大两种政策对煤炭企业的影响。

2.1 增值税税率下调

增值税政策调整对产业链影响如图 1所示，设

煤炭企业实现增值额为A，火电厂实现增值额为B，

增值税初始税率为m。由于煤炭处于产业链最上

游，直接从自然界获取产品，可假设初始价值为

0。在原税率下，火电厂以A + Am的价格购入原材

料，其中含可抵扣的增值税进项税额 Am。以 A +
Am + B + Bm的价格售出给消费者，销项税额为

Am + Bm，进项税额为 Am，实际支付的增值税为

Bm。

图1 增值税政策调整对产业链影响分析

当税率下调为 n后，煤炭企业为获得减税的红

利，会选择试图继续以 A + Am的价格将煤炭出售

给火电厂。此时火电厂的购入价含有可抵扣的增

值税进项税额为 A × (m + 1 ) n( n + 1 ) 。由 n < m，可得

(m + 1 ) n
( n + 1 ) < m，即可抵扣的增值税进项税额减少，

年份

1984

1994

2009

2015

2018
2019

政策标题或文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税条例（草案）》《中

华人民共和国产品税条例（草案）实施细则》

国务院令1993年第134号
财税〔1994〕 22号
财税〔2008〕 170号
财税〔2008〕 171号

财税〔2009〕 113号

财税〔2015〕 117号

财税〔2018〕 32号
财政部、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公告 〔2019〕
39号

主要规定

煤炭企业征收产品税，税率为3%
1994年1月1日，煤炭企业取消产品税，改征增值税，税率为17%
1994年 5月 1日起，金属矿采选产品、非金属矿采选产品增值税税率由 17％调整

为13％
2009年1月1日起，购进固定资产发生的进项税额可以抵扣

2009年 1月 1日起，金属矿采选产品、非金属矿采选产品增值税税率由 13%恢复

到17%
以建筑物或者构筑物为载体的附属设备和配套设施，无论在会计处理上是否单独

记账与核算，均应作为建筑物或者构筑物的组成部分，其进项税额不得在销项税

额中抵扣

2015年 11月 1日起，煤炭企业购进的巷道附属设备及其相关的应税货物、劳务和

服务，用于除开拓巷道以外的其他巷道建设和掘进，或者用于巷道回填、露天煤

矿生态恢复的应税货物、劳务和服务，其进项税额允许从销项税额中抵扣

2018年5月1日起，增值税税率从17%降至16%
2019年4月1日起，增值税税率从16%降至13%

表1 煤炭企业增值税政策演变过程

数据来源：国家税务总局税收法规库。

卜 华等：增值税改革对煤炭采掘业税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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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 质 上 等 同 于 价 格 上 涨 为 A'，

A' = A × (m + 1 )( n + 1 ) > A。此时煤炭企业暂时享有阴影

部分减税红利。然而当火电厂发现这种变相涨价

时，极有可能要求煤炭企业恢复不含税原价A。在

市场竞争的压力下，最后达成市场均衡状态时煤

炭价格与电价均下降，降幅为 1 - 1 + n1 + m，最终消

费者获得阴影部分减税红利。

2.2 增值税抵扣范围扩大

当增值税抵扣范围扩大，煤炭企业获得价值

为C的可抵扣的进项税额，此时煤炭企业维持原价

A + Am向下游火电厂售煤，由于增加了 C的可抵

扣进项税额，实际支付增值税为 Am - C，从而获

得阴影部分的抵扣收益。此时火电厂的购入价不

变，含有可抵扣的增值税进项税额仍为 Am，对火

电厂进行增值税抵扣没有影响。其他条件不变的

情况下，市场均衡状态的煤炭价格与电价均不变。

因此，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才能真正让企业

享受减税红利，仅仅通过下调税率并不能达到提

升企业盈利水平的目的。由于增值税税率下调会

减少下游企业可抵扣进项税额，上游企业很难继

续以原含税价出售。虽然表面上增值税税负率可

能下降，但实际税负的转嫁受企业议价能力的影

响，上游企业很可能不得不以降价的形式让出减

税红利。

3 煤炭企业增值税税负的实际情况分析

3.1 煤炭企业增值税税负率高于工业企业平均水平

增值税税负大小一般可用增值税税负率，即

实缴增值税与主营业务收入的比率来衡量。根据

国家统计局规模以上企业统计数据，煤炭开采和

洗选业规模以上企业的增值税税负率为 6%左右，

为一般工业企业平均水平 3%的两倍，在 42个工业

企业类别中位列第三，远超大部分工业企业[3]。这

种计算方式没有将煤炭开采业和洗选业分开计算，

煤炭开采业位于整个产业链的初段，具有明显的

增值税可抵扣进项少的特征，洗选业为后续加工

环节，进项抵扣比例特征与一般工业企业相似。

如果分开计算，煤炭开采业的实际增值税税负将

大大高于6%。

同时，此种计算方式也没有排除非煤业务的

影响，所以煤炭开采业的增值税税负被进一步低

估。根据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发布的《2018煤炭行

业发展年度报告》显示，煤炭上下游产业融合发

展，煤电、煤焦、煤化、煤钢一体化发展趋势明

显，部分大型煤炭企业非煤产业比重超过 60%[4]。
非煤产业和煤炭采掘业特有的成本模式不同，进

项抵扣比例同样与一般工业企业相似。因此，非

煤产业比重的增加拉低了煤炭企业的增值税税负。

根据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和多家煤企内部测算统计，

在税率 17%的情况下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的增值税

实际税负在 12%左右。本次税改后，煤炭产品增

值税率虽降至13%，但煤炭采掘业的增值税税负仍

然在8%左右。

3.2 煤炭生产成本构成中可抵扣进项占比低

煤炭企业增值税的特殊性最主要体现是可抵

扣项目较少，这是导致煤炭企业增值税税负长期

高于一般工业企业的主要原因之一[5]。这一特殊情

形源于煤炭产品为资源型初级产品，直接从自然

界获取原料，相当于“大自然的搬运工”，生产成

本构成上具有农产品的特征，应当被作为第一产

业来对待，并不适合工业企业的增值税抵扣制度。

国际上大多数矿产大国，如俄罗斯、美国、巴西、

澳大利亚、加拿大、南非等，都将矿业划分为第

一产业，不交增值税。在我国，采矿业被划入第

二产业，要交增值税，可是相应的成本却不允许

扣除进项税额，这就是煤炭企业增值税税负居高

不下的根本原因。

煤炭生产成本可以分为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

两大类。直接成本即生产成本，包括火工品、支

护品、劳保用品、专用工具、燃料、电力、大型

材料、配件、折旧、职工薪酬、维简费以及期间

费用等；间接成本包括开发成本 （地质勘探费、

矿井设计费、矿区设计费、工程设备款）、安全成

本 （安全生产设备、安全培训费，应急处理费、

安全基金等）、资源成本 （采、探矿权费用、采、

探矿权价款、行政性收费及相关税费）、环境成本

（排污费、生态恢复成本、矿区绿化费用、环境治

理补偿费、土地复垦费、塌陷补偿费、青苗赔偿

费等）和税费成本（资源税等）。煤炭企业执行的

产品成本核算体系忽略了间接成本的核算，不能

充分反映煤炭的成本构成，同时也导致在缴纳增

值税税负时无法合理扣除间接成本，增加了煤炭

企业的增值税负担。

煤炭企业特有的成本构成体现在原材料和折

旧在总营业成本中的占比极低。以H矿业集团吨煤

成本构成为例（图 2），材料成本占比仅为 6.7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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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设备及巷道折旧 9.93%的占比，仅有 16.67%
的成本可能纳入增值税抵扣范围。

图2 H矿业集团吨煤成本构成

4 降低煤炭企业增值税税负的制度设计

4.1 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

煤炭企业的增值税抵扣范围限制是造成煤炭

企业增值税税负过高的根本原因[6]。根据马克思剩

余价值理论，像一般制造业一样，将煤炭企业的

增值税抵扣项目扩大到全部的物化成本上，并非

是“非分之想”，而是煤炭企业享受国民待遇的基

本诉求，而且在政策上已有先例[7]。本文建议将以

下成本纳入煤炭企业的增值税抵扣范围。

1）资源成本。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6年第 18
号规定，房地产开发企业可以扣除当期销售房地

产项目对应的土地价款后的余额后计算销售额，

相当于房地产企业能够抵扣土地成本。比如，煤

炭企业支付的采、探矿权价款本质属于为获取原

材料所有权发生的必要支出，应当在计缴增值税

时合理计入成本。建议按照上述 18号文的规定，

参照房地产企业扣除土地价款的方法，将资源成

本 （主要是采矿权、探矿权、资源税、年矿权使

用费） 分摊扣除。具体税率按照国务院或相关部

局制定。

具体公式为：应纳税额＝现行政策应纳增值

税－当期允许扣除的资源成本/（1＋增值税税

率） ×增值税税率

当期允许扣除的资源成本＝ （当期销售的煤

炭数量÷整个煤田储量） ×资源成本

2）环境成本。财政部[2016]第 140号文件中规

定，房地产开发企业在购买土地向有关政府部门

支付地价后，在能够提供材料证明拆迁补偿费真

实性的情况下，可以在计算增值额时将支付的拆

迁赔偿费和前期土地开发费扣除。而煤炭采掘业

的拆迁补偿费、青苗赔偿费以及土地塌陷费，在

性质上与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购买土地时支付的土

地价款、拆迁补偿费用和土地前期开发费用极为

相似，应当在税收制度上统一口径，采用相似的

抵扣政策，实现真正的税收公平。

煤炭企业的环境成本包括塌陷搬迁费、青苗

赔偿费、排污费、排矸费等。这些费用发生时通

常不能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制度设计时可以参

考采购农产品时进项税额的处理办法或者采用由

税务部门核准的办法。

3）贷款费用。煤炭企业既是劳动力密集型企

业也是资金密集型企业。以H矿业集团为例，利息

费用占全部成本的 17.45%，但根据目前增值税制

度的规定，企业支付的利息不能计作增值税抵扣

项目，这无疑会给存在大量贷款的煤炭企业带来

沉重的负担，而且会造成重复征税，不符合增值

税的基本原理，更不利于促进二三产业之间的融

合。建议在增值税后续改革中进一步完善抵扣链

条，使我国增值税在覆盖范围和运行机制上与国

际惯例更好地接轨。

4.2 扩大抵扣范围对税负影响程度测算

以下以H矿业集团为例，抵扣范围扩大后对煤

炭企业税负的实际影响见表 2，假设煤炭企业的资

源成本、环境成本和利息成本均是增值税抵扣项

项 目

1 原煤吨煤平均价格（1.1/1.2）
1.1 年原煤销售收入

1.2 年原煤销售数量

2 吨煤材料成本

3 吨煤水电费用

单位

元

万元

万 t
元

元

2014年
376.58
1 420 846
3 773
31.97
29.32

2015年
321.19
1 152 737
3 589
26.10
31.35

2016年
368.05
1 112 997
3 024.00
13.91
32.10

表2 H矿业集团吨煤增值税理论值测算及实际计税对比

卜 华等：增值税改革对煤炭采掘业税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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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以现行 13%税率为基准，计算抵扣范围扩大

后的增值税税负，并与现行增值税制度在 13%税

率下的税负水平进行比较。可以发现，采用扩大

抵扣范围后，煤炭企业增值税税负可降至 3%到

4%，达到一般工业生产企业的平均水平。

本文提出的将煤炭企业增值税抵扣项目扩大

到资源成本、环境成本和利息费用，不仅有理论

依据，而且在实践上也是可行的，可以保证煤炭

企业的增值税税负与一般工业企业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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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4 吨煤设备及巷道折旧费

5 吨煤资源成本[（5.1＋5.2+5.3） /1.2]
5.1 年矿权价格摊销

5.2 年资源税

5.3年矿权使用费

6 吨煤环境成本[（6.1＋6.2+6.3+6.4） /1.2]
6.1 年地质环境治理保证金

6.2 年村庄塌陷搬迁支出

6.3 年青苗赔偿费

6.4 年其它（排污费、水资源、排矸费等）支出

7 吨煤安全成本[（7.1＋7.2） /1.2]
7.1 年专项储备支出

7.2 年维简费

8 吨煤利息费用

9 除人工费用外原煤制造成本（2＋3＋4＋5＋6＋7＋8）
10 吨煤理论计税增值额（1-9）
11 增值税税率

12 原煤理论应交增值税总额（10×11×1.2）
13 该年原煤实际应交增值税总额

14 13%税率下应交增值税总额（13×13%÷17%）
15 实际比理论多交增值税（14-12）
16 13%税率下增值税税负（14/1.1×100%）
17 13%税率下扩大抵扣范围后增值税税负（12/1.1×100%）

单位

元

元

万元

万元

万元

元

—

万元

万元

万元

元

万元

万元

元

元

元

%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元

%
%

2014年
33.47
21.24

28 951.77
35 321.16
15 873.21
31.28
0

91 148.53
23 127.54
3 706.18
39.27

107 939.00
44 042.00
66.77
254.47
122.11
13.00

59 893.73
174 764.06
133 643.10
73 749.37
9.41
4.22

2015年
33.85
20.13

26 425.22
32 238.77
13 606.52
32.14
0

91 949.62
26 296.36
4 055.48
43.46

111 414.00
48 157.00
58.34
247.44
73.75
13.00

34 409.54
126 801.07
96 965.52
62 555.99
8.41
2.99

2016年
38.63
19.1

22 062.03
33 534.287
8 762.07
31.34
0

54 353.43
35 492.64
4 968.96
43.85

98 969.00
42 684.00
61.08
241.54
126.51
13.00

49 733.61
139 124.63
106 389.4
56 655.81
9.56
4.47

续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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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税费负担是关系到企业长期健康发展的一个

重要问题。近年来，世界各国纷纷出台措施为企

业降低税费，以增强本国企业的竞争力。特朗普

就任美国总统后，2017年 4月 27日正式启动税改

进程，2017年年底《减税与就业法案》获得通过，

企业所得税 35%的累进税率调整为 21%的单一税

率，这也是 1986年以来美国税收制度最为重大的

一次变化，彻底重塑了美国现行税收制度[1]。美国

的减税政策对重振美国制造业和实体经济起到了

一定的作用，近年来美国经济呈现较强的复苏态

势。美国的减税政策引发了全球减税竞争，各国

也纷纷出台减税政策，英国的企业所得税已降到

19%，法国对于盈利低于 50万欧元的企业，公司

税率自2018年起从33.3%降到28%。

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我国政府为减轻企业

负担、激发微观主体活力也陆续出台了一系列减

税措施。2016年“营改增”试点全面推开，个人

所得税改革、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政策陆续

推出，尤其是 2017年深化增值税改革，简并增值

税税率结构，取消13%的增值税税率，2019年4月
又将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发生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

或者进口货物，原适用 16%的税率调整为 13%；

原适用 10%税率调整为 9%。一系列减税降费措施

降低了企业的税负压力，增强了企业的竞争能力，

改善了企业的经营状况，对于我国实现经济稳定

健康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煤炭企业长期以来税费负担非常沉重，这是

制约企业健康发展的一个长期问题。尽管煤炭行

业反映多年，国家也进行了一系列税费政策调整，

但从企业的角度来说依然感到负担较为沉重。近

年来，我国煤炭企业税负变化如何？是否出现明

显下降？与其他相关行业相比税费水平如何？还

有哪些制约企业发展的不合理税负？对此本文进

行了重点研究。

煤炭企业税费问题研究

邢 雷
（中央财经大学，北京 100081）

摘 要：税费负担沉重一直是困扰我国煤炭企业健康发展的一个长期问题，国家对此也进行过多次

的治理。通过近年来对煤炭企业的税费数据分析，发现这一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进而认为国家

应从煤炭行业实际情况出发，并提出推进税费制度整体改革、制定合理的税费政策、优化税费结

构、建立适合市场经济要求的煤炭税费体系等建议，真正有效降低煤炭企业的税费负担，为煤炭企

业的健康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政策环境。

关键词：市场经济；税费负担；税费改革；煤炭企业

中图分类号：F416.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9605（2019） 06－0009－06

Research on tax and fees of coal enterprises
Xing Lei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Beijing 100081，China）

Abstract：The heavy burden of taxes and fees has always been a long-term problem that has plagued the healthy develop⁃
ment of China's coal enterprises. The state has also carried out many times of governance.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tax
and fee data of coal enterprises in recent years，it is found that this problem has not been effectively solved. It is also sug⁃
gested that the state should proceed from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the coal industry，promote the overall reform of the tax and
fee system，formulate a reasonable tax and fee policy，optimize the structure of taxes and fees，and establish a coal tax and
fee system that is suitable for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market economy，so as to effectively reduce the taxes and fees burden
of coal enterprises and provide a good external policy environment for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coal enterprises.
Key words：market economy；tax burden；tax and fee reform；coal enterpr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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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煤炭行业税负总体情况

煤炭行业的税负较多，主要包括税金和各类

收费两部分。煤炭行业涉及的税金很多，主要包

括增值税、营业税、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资源

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房产税、印花税、城镇土

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车辆购置税、车船税、

耕地占用税和其他税等。2010—2017年，煤炭行

业经历了从“黄金十年”结束到产业进入低谷再

到 2016年后有所恢复的“U型”发展阶段 ， 这

期 间 煤 炭 行 业 上 交 的 税 金 总 额 1.94 万 亿 元 ，

年 均 2 428 亿 元 。 其 中 ， 2015 年 增 长 最 低 ，

为 - 21.5%， 2017 年最高，为 104%，年均增长

11.1%，同期煤炭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年均增长率仅

为 6.2%。2010—2017年，煤炭行业上交税金占同

期全国税收收入总额比重年平均为 2.3%，占第二

产业税收收入比重年平均为 4.6%，占采矿业税收

收入比重为 47.3%。2010—2017年煤炭行业上交税

金总额及增长率，如图1所示。

图1 2010—2017年煤炭行业上交税金总额及增长率

数据来源：《中国税务年鉴》。

为反映煤炭行业税收的客观情况，本文对煤

炭与相关行业的税负进行对比分析，选择煤炭采

选业具有较强关联的下游行业，包括化学原料及

化学制品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造业、黑色金属

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即

通常所说的煤炭下游行业化肥、水泥建材、钢铁

和电力行业。

首先，从这些行业上交的税金占全国税收收

入的比重看，2010—2017年，煤炭行业税金占全

国税收收入平均为 2.2%，仅次于电力行业的 3%，

居五大行业的第二位。 2010—2017年，煤炭及

下游行业税金占全国税收收入年均比重，如图 2
所示。

图2 2010—2017年煤炭及下游行业税金占全国税收收入

年均比重

数据来源：同上。

但是，从各行业的综合税负率来看，煤炭行

业长期居于第一位，仅在煤炭行业最困难的 2014
—2016年间低于电力行业，其余均处于第一位，

且远高于第二名的电力行业。2017年高达 11.7%，

高出电力行业 5.1个百分点，8年平均比重为 8.7%，

而电力行业为 6.8%，相差 1.9个百分点。因此，从

各行业的综合税负率来看，煤炭行业的税负在各

大行业中是最重的。煤炭及下游行业综合税负率

对比，如图3所示。

图3 煤炭及下游行业综合税负率对比

数据来源：同上。

从利润角度看，煤炭行业税负也高居榜首。

2010—2017年，煤炭行业上交税金与利润总额之

比年均高达 133.7%，比电力行业高出 23.6个百分

点，比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高出 96个百分

点，比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高出 98.6个百分点，比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高出 73.9个百分点[2]。
可见，煤炭行业在这 8年期间，甚至在行业十分困

难的条件下，上交的税金比利润总额高出 1倍多，

煤炭行业的税负非常沉重。2010—2017年煤炭及

下游行业税金与利润总额年均比较，如图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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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2010—2017年煤炭及下游行业税金与利润年均比较

数据来源：《中国税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

从企业的角度看，本文将煤炭行业 40家上市

公司的年报数据进行整理，在所得税方面，2012
年煤炭上市公司所得税率为 19.7%，2018年上升到

23.9%，2012—2018年年均在23%以上。

营业税金及附加反映企业经营活动发生的消

费税、城市维护建设税、资源税、教育费附加及

房产税、土地使用税、车船使用税、印花税等相

关税费。从煤炭上市公司的营业税金及附加与营

业总成本比重看，2012年以来，其比重逐步增加，

从 1.6%增加到 2017年最高的 3.9%，这说明煤炭企

业所负担的税费并非减少，而是在成本中的比重

上升。2016年，煤炭行业部分税种从管理费用中

调整到营业税金及附加，不再计入管理费用。即

使如此，2017年和 2018年的税负也是明显增长。

煤炭上市公司营业税金及附加占营业总成本比重，

如图5所示。

图5 煤炭上市公司营业税金及附加占营业总成本比重

数据来源：万得数据库。

在上市公司现金流量表中，支付的各项税费

包括所得税、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应交税金、

消费税、营业税、关税、土地增值税、房产税、

车船使用税、印花税、教育费附加等，不包括个

人所得税，这个指标从现金流量角度来考察企业

上交的税负。从煤炭上市公司的情况来看，除在

煤炭行业最为困难的 2013—2016年各项税费略有

降低外，其比重都在 14% 以上。 2018 年达到

14.2%，这表明截至 2018年年底，煤炭企业的税费

负担并没有减轻。煤炭上市公司支付的各项税费

占经营活动现金流出比重，如图6所示。

图6 煤炭上市公司支付的税费占经营活动现金流出比重

数据来源：同上。

由于各项收费在会计中以不同科目来处理，

因此没有一个能够全面反映煤炭企业收费问题的

数据。总之，尽管近些年国家在税费方面进行了

一系列的改革与调整，但从煤炭企业的实际情况

看，其负担没有减轻，甚至有所增加。

2 煤炭企业税负沉重的原因

2.1 增值税设置不合理

我国煤炭行业第一大税种是增值税，但在煤

炭行业设置增值税税种并不合理。从计税原理上

说，增值税是对商品生产、流通、劳务服务中多

个环节的新增价值或商品的附加值征收的一种流

转税，即有增值才征税，没有增值就不征税[3]。煤

炭行业属于采掘业，其主要产品在开采出来后即

进入消费环节，中间并不增值，因此在国外主要

的矿产国家几乎都是将采掘业划分到第一产业，

一般不征收增值税。我国在 1994年税制改革以前，

对煤炭产业也实行低税率政策，将煤炭及其副产

品列为产品税的范围，税率为 3.35%，当时煤炭企

业平均综合税率为 5.6%，煤炭企业的税费并不高。

1994年我国进行税制改革后，煤炭企业和制造业

企业一样实行增值税，增值税率为 17%。1994年，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下发《关于对煤炭调

整税率后征税及退还问题的通知》（财税字

〔1994〕第 036号）将煤炭产品增值税率降至 13%。

从 2009年起，我国矿产品增值税率又恢复为 17%。

2018年5月1日到2019年3月31日为16%，2019年
4月1日以后下调至13%。

煤炭行业上交的税金中，增值税占比最大。

邢 雷：煤炭企业税费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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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增值税占煤炭行业上交税金的 63.5%，

2017 年 为 55%， 2010—2017 年 ， 比 重 平 均 为

57.9%。从各行业比较来看，2010—2017年，煤炭

行业增值税率年均为 5%，电力行业为 4.1%，黑色

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仅为 1%，煤炭行业增值税

率远高于其他相关行业，如图7所示。

图7 2010—2017年煤炭及下游行业年均增值税率比较

数据来源：《中国税务年鉴》。

2.2 资源税改革不完善

除增值税外，煤炭行业最大的税种是资源税

和所得税。2010—2017年，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增

值税、所得税、资源税占煤炭上交税金比重年均

为 85.2%。近年煤炭行业的资源税增长极为迅猛：

2010年，煤炭行业资源税仅占全部上交税金的

4.4%，2014年资源税改革，当年比重上升为 7.5%，

2016年达到了全部上交税金的 22.5%，年均增速为

32.7%，2015年改革后一年增速达到了 125.2%，对

煤炭行业的税负影响越来越大，成为仅次于增值

税的第二大税种。2010—2017年煤炭行业资源税

占全部税金比重变化，如图8所示。

图8 2010—2017年煤炭行业资源税占全部税金比重

数据来源：同上。

资源税是以各种应税自然资源为课税对象、

为了调节资源级差收入并体现国有资源有偿使用

而征收的一种税[4]。从设置目的上来讲，资源税体

现国家对资源的所有权，对所有矿产开采者征税，

同时体现级差，即开采中、优等资源的纳税人还

要相应多缴纳一部分资源税，以体现公平，即

“普遍征收，级差调节”。资源税对提高资源利用

率，弥补资源开采造成环境污染和破坏的外部性

等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2010—2017年煤炭

行业资源税增速，如图9所示。

图9 2010—2017年煤炭行业资源税增速

数据来源：同上。

过去我国煤炭企业资源税实行从量计价，其

税额一般在 3～4元。自 2014年 12月起，我国政府

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煤炭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税

率幅度为 2%～10%，各省市具体税率根据地方具

体情况在此区间浮动[5]。
但是，资源税改革也存在很大问题。资源税

的本意主要是体现国家所有者的收益权，同时进

行级差调节，以实现开采不同煤炭资源的企业尽

可能公平。但事实上，由于中央政府将资源税税

率制定权下放给各省，且由于税收收入主要由地

方政府获得，这就使各省尤其是煤炭大省为获得

尽可能多的财政收入提供了便利。如山西省的税

率为 8%，内蒙古自治区为 9%，陕西省为 6%，宁

夏自治区为 6.5%，结果造成了这些省份的煤炭企

业上交的资源税在改革后反而超过了之前缴纳的

从量计征资源税、煤炭价格调节基金、可持续发

展基金之和，企业负担不降反增，这与国家进行

资源税改革之初承诺的不增加企业税负的初衷相

违背。同时，同一煤田、同样的煤质，由于处在

不同的省份，其资源税率却不同，这与资源税调

节级差的目的也不相辅，对企业是不公平的。

2.3 各项收费项目繁多

煤炭行业税费负担沉重的一个更为重要的原

因是在税收之外，还存在大量的各类收费。市场

经济条件下，政府进行经济调节、社会管理、提

供公共产品和服务，进行一些必要的收费是正常

的、合理的。但是，由于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尚不

完善，各级地方政府行政收费权力缺乏限制，造

成各级政府管理部门出台名目繁多的不合理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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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煤炭企业造成沉重负担。近年来，经过国家的

治理，一些收费被取消，一些被合并，一些由费

变税。但是，不合理收费、重复收费、乱罚款等

现象仍然存在。涉及土地方面的收费有土地预审

资料编制费、土地有偿使用费、土地评估费、土

地复垦费、土地测绘服务费、土地产权登记费、

土地出让交易服务费、土地技术服务费、土地有

偿使用费、土地规划测量费、土地核销费等[6]；水

利建设收取的费用有水资源费、水利建设基金、

水土流失防治费、水土流失补偿费、水土保持补

偿费、河道管理费；矿业方面有采矿权价款、采

矿权使用费、探矿权价款、探矿权使用费等；林

业方面有森林植被恢复费、林地补偿费、林木补

偿费等；环境方面有土地恢复费、环境检测费、

排污费、矿山恢复治理保证金等；运输方面有铁

路建设基金、港口建设基金等；教育方面有教育

费附加、地方教育费附加等，还有安全生产检费、

维检费、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等，一些收费明显重

复或者不合理。由于收费过多，从全国的角度看

难于掌握准确的行业收费统计数据，且一些收费

并不被会计规则允许，因而即便在上市公司的财

务年报中也没有进行反映，因此从公开的数据中

不能完全反映企业的税费负担。据调查，一般煤

炭企业总体的税费负担在30%左右。

3 解决煤炭企业税负的思路

由前述分析看出，煤炭企业的税费负担十分

沉重，严重制约了企业的健康发展。因此，应当

下决心积极稳妥地推进煤炭企业税费制度整体改

革，在规范政府税费收入行为的基础上，统筹考

虑改革税收制度和行政性收费制度，合理确定煤

炭税费总体负担水平。调整优化煤炭税费结构，

大力降税清费，将收费行为纳入法律规制的范围，

减少收费项目，逐步建立“税主费辅”的煤炭行

业税费新格局，通过公平、合理的税费制度安排

和设计，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煤

炭税费体系，让煤炭企业轻装上阵，使其在较为

公平的税负政策环境中健康发展，为我国经济健

康持续发展提供坚实的能源基础。

3.1 对煤炭企业增值税进行必要调整

从理论上讲，把煤炭行业划为第一产业更加

公平合理，煤炭工业的基本特征是开采非再生地

下资源来进行生产，联合国将煤炭产业列为第一

产业。我国在 1994年前对煤炭工业实行产品税是

比较合理的。如果现阶段不能进行重新划分，那

么就必须对煤炭企业的增值税进行改革。

第一，降低增值税税率。自 2019年 4月 1日
起，虽然煤炭行业增值税率降为13%，相对来说还

是较高。如前所述，煤炭行业实际平均增值税税

率远远高于其他制造行业，这是由于煤炭企业不

同于制造业，它属于资源开采和消耗型企业，它

所消耗的材料不构成产品实体，加工环节增值程

度也不高，在产品成本的支出项目中，除外购材

料和电力等费用外，其他可以进行抵扣的项目非

常少。另外，由于我国煤炭工业机械化水平相对

落后，用工较多，人工费用在成本中占比较高，

难以抵扣增值税进项税，而一般制造业多是来料

加工，大部分进项税是可以抵扣的。由于采掘工

业的生产特点，成本中的物质消耗均不构成产品

实体，没有原材料消耗，材料消耗主要用于设备

的维修和维护，只是生产过程中的辅助材料；而

加工制造企业的原材料消耗形成产品实体，原材

料占产品成本的 75%以上。机械制造行业可扣除

项目占成本比例为 75.07%[6]。这就造成煤炭企业进

项税抵扣项目比一般制造业企业少得多，却要和

其他行业一样按照相同的 17%税率缴纳增值税，

从而使得煤炭企业实际增值税率远高于其他行业，

因此可以考虑再降低一些，建议下调至9%左右。

第二，研究确定合理的煤炭增值税进项税额

抵扣的范围。从现阶段煤炭企业成本费用构成来

看，材料费、电费和设备维修费等进项税可以被

抵扣，这在整个项目成本中占据的比例不超过

30%，进项税只有收入的4%左右[2]。因此，应增加

针对煤炭行业的一些抵扣项目，如人工成本、运

输费用，井下回采巷道以外的其他生产巷道等抵

扣进项税。另外，煤炭开采所需要的利息支出、

矿业权价款支出、采矿权使用费、水资源补偿费、

用于村庄搬迁的征地费用和土地塌陷补偿费等应

计算抵扣进项税。只有这样，才能有效降低煤炭

企业负担，使煤炭与其他行业之间增值税税负的

差距较为公平。

3.2 深化资源税改革

从前述研究中可以看出，2014年资源税改革

后，其占煤炭企业税负的比重从 7.5%上升至 22%，

不降反升，资源税改革并未实现不使煤炭企业税

负水平上升的目的。究其原因，还是地方政府在

制定资源税率的时候更多考虑的是财政需求，而

非实现资源税的本来目的。据研究发现，煤炭产

邢 雷：煤炭企业税费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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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较为重要的省区，煤炭资源税费改革后辖区内

煤炭企业承担的资源税费负担普遍较重；煤炭产

业地位相对较低的省区，多数省区所辖煤炭企业

资源税费水平也随之较低 （如河南、江西等），但

也有部分省区所辖煤炭企业资源税费压力较大

（如青海、山东）。而企业资源税费负担水平与当

地政府设定的资源税税率直接相关，各地区通过

设定资源税从价税率，影响到企业资源税费负担。

因此，应进一步深化资源税改革，不能使资

源税简单的成为地方政府的财政工具，一定要使

其体现出国家所有者的收益权和级差调节功能。

可以考虑按照全国煤田地质储存条件、煤质、煤

种等情况制定国家统一的煤炭资源税级差，不能

使同一煤田、同一煤种仅仅因为所处省份不同资

源税负担就不同，这对煤炭企业是不公平的。同

时，征收资源税后，除矿产资源补偿费、煤炭价

格调节基金、可持续发展基金取消外，其他与资

源相关的探矿权、采矿权的相关费用也应取消或

合并。另外，合理确定洗选煤折算系数，现行洗

选煤折算系数过高，通过折算减少的资源税金额

不足以弥补煤炭产品的加工成本，应适当降低洗

选煤折算系数[7]。
3.3 继续清费立税

煤炭企业税费负担重，除了税率方面的原因

之外，还有地方政府名目繁多的各种收费，进一

步增大了煤炭企业税费压力。尽管国家进行了多

次规范和整理，但这一问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

决。因此，需要进一步全面清理涉煤收费，建立

煤炭企业收费清单制度，清理取消不合理收费项

目，严格规范收费权限，对于省级人民政府对煤

炭征收的基金和收费项目，只要与国务院办公厅

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涉企收费管理减轻企业负

担的通知》不符的坚决清除，对于省级以下地方

人民政府擅自设立的附加在煤炭上征收的基金和

收费项目必须废止，清单之外不允许收费。要严

格规范行政审批前置服务收费，严格规范与行政

审批相关的中介收费。

对于相似的税费项目可以考虑合并，以税代

费。如将涉及资源类的资源税、探矿权价款等资

源类相关税费统一合并到资源税，不再另行收取；

将耕地占用税、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等土地

方面的一系列税费合并，统一制定为土地使用税；

将水资源费、水资源补偿费、水土流失防治费、

水土保持补偿费等合并，统一征收水资源税；将

排污费、矿山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等环境类税费

合并为环境税；将不利于行业公平竞争的行业性

质的收费和建设基金，如铁路建设基金、港口建

设费等费用坚决清理。

4 结 语

煤炭企业税费负担沉重是多年存在且一直难

以解决的问题，我国政府也为此进行了一系列的

税费改革，为煤炭企业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负担。

但是，由于对煤炭行业的特殊性认识不足，尤其

是财税政策具体的制定者缺乏对煤炭行业的了解，

致使很多改革没有起到应有的减负作用，甚至一

些改革措施成为新的加重煤炭企业负担的工具。

当煤炭行业不景气的时候，会出台一些减税降费

的措施，可一旦煤炭市场好转，各种税费又重新

上调，所以治理煤炭企业税费负担沉重的问题经

常反复，一直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因此，迫切需

要煤炭企业与财税等政府相关部门进行沟通，反

映煤炭企业的实际情况与诉求，以便中央高度重

视且予以解决。只有这样，才能给煤炭企业营造

一个公平的外部环境，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在

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发展和壮大，成为保障国家经

济社会健康发展的坚强能源后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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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十八大以来，国家层面多项“减税降费”政

策不断出台，开启了“减税降费”的“新时代”。

中共中央政治局 2014年 6月 30日召开会议，

审议通过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2015
—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分别提出“实行减税

政策”“在减税、降费、降低要素成本上加大工作

力度”“继续清理涉企收费，加大对乱收费的查处

和整治力度”。财税体制改革和“减税降费”正式

提上国家议程，成为政府工作的一项重点内容。

税制改革和减税政策直接降低了企业税收负

担，不但有利于降低企业经营成本，提供良好的

市场预期，而且有利于加快财税体制改革的步伐，

以财税体制改革的持续推进为减税降费提供更为

广阔的操作空间与制度性保障[1]。近几年，通过全

面实施“营改增”、小微企业税收优惠等政策，减

低减负效果明显。据统计，截至 2017年底，共减

轻市场主体税收负担 3万多亿元；在降费方面，据

不完全统计，2013年以来中央设立的行政事业性

收费由185项减少至51项，减幅达72%，其中涉企

收费由106项减少到33项，减幅为69%；政府性基

金由30项减少到21项，减幅为30%，取消、免征、

停征和减征 1 368项政府性基金和行政事业性收

费，涉及减收金额3 690亿元[2]。
一系列减税降费政策的实施，从总体上看减

税降费的力度非常大，但不同企业因受到经营范

围、地域等因素的影响，减税降费带来的效果也

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本文以我国某大型煤炭企

业为例（以下简称“Z煤炭企业”），对 2014年以

来国家减税降费政策对煤炭企业的影响进行分析，

并提出相关建议。

1 近年涉及煤炭企业减税降费的新政

1.1 煤炭资源税改革政策

2014年 9月 2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开始

国家减税降费措施对煤炭企业的影响及建议

李 宏 飞
（神华神东煤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财务部，陕西 榆林 719315）

摘 要：2014年以来国家陆续推出一系列减税降费措施，开启了“减税降费”的“新时代”。以我

国某大型煤炭企业为例，梳理 2014年以来国家对于煤炭企业“减税降费”的政策，包括资源税改

革、营改增、增值税税率下调、提高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比例、降低社保，分析对于煤炭

企业税收负担、成本费用、企业利润和企业发展 4个方面的影响，最后从 5个方面提出进一步优化

煤炭企业减税降费政策的相关建议。

关键词：减税降费；营改增；增值税；资源税；税收建议

中图分类号：F27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9605（2019） 06－0015－06
The impact of national tax reduction and fee reduction measures on coal enterprises

and suggestions
Li Hongfei

（Ministry of Finance，Shenhua Shendong Coal Group Co.，Ltd.，Yulin 719315，China）

Abstract：Since 2014，the state has introduced a series of tax reduction and fee reduction measures，opening a“new era”of
“tax reduction and fee reduction”. Taking a large coal enterprise in China as an example，the state's policy of “tax reduc⁃
tion and fee reduction” for coal enterprises sorted out since 2014，including resource tax reform， replacing the business tax
with VAT，decrease of VAT tax rate，increase of pre-tax deduction ratio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expenses，and decrease
of social security. the impact of the tax burden，cost，enterprise profit and enterprise development were analyzed for coal en⁃
terprises. Finally， relevant suggestions for further optimizing the tax reduction and fee reduction policies of coal enterprises
were proposed from five aspects.
Key words：tax reduction and fee reduction；replacing the business tax with VAT；VAT；resource tax；tax ad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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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推行煤炭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改革的总原

则是要保证改革前后煤炭企业整体税费负担不增

加。10月 11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

于实施煤炭资源税改革的通知》（财税〔2014〕 72
号），于 2014年 12月 1日起执行。资源税计征方法

由从量计征改为从价计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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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此后，各省都在规定税率范围内制定

了本省执行的煤炭资源税税率和洗选煤折算率，

其中黑龙江、安徽等 11个省执行 2%的最低税率，

内蒙古最高执行 9%的税率，山西省次之执行 8%
的税率，其他各省分别从2.5%~6.5%不等。煤炭资

源税改革是一项综合性改革，不仅计征方式由从

量计征改为从价计征，还涉及涉煤费用清理、征

收管理体制改革、税收分配制度改革和相关配套

改革在内的系统性工程[4]。
本次改革是在煤炭行业低迷的情况下推出的，

一方面免征了长久以来煤炭企业面临的纷繁复杂

的收费项目，使得经营严重困难的煤炭企业减轻

负担。另一方面，从价计征的计税方式又可以灵

活反映市场价格、供给需求状况，促进煤炭企业

通过提高回采率，控制采煤成本，从而达到节约

资源的作用[5]。根据国家税务总局数据显示：2015
年，煤炭开采和洗选业总体税费负担减少约 181亿
元，总体税费负担率由 8.0%降至 5.7%[6]。对每一

个具体企业而言，改革后应纳税总额的增减幅度，

因地域的差别区别也很大，主要是取决于原资源

税执行税率及所在省份涉煤费用的高低，如山西

省内的煤炭企业因可持续发展基金的存在，资源

税改革后企业的实际税负会下降。对于Z煤炭企业

来说，因所处地域不同，资源税改革后的实际税

负呈现上升趋势，年增加成本约 1.10亿元，具体

影响见表1。
表1 资源税改革对Z煤炭企业影响 亿元

1.2 全面实施“营改增”政策

2012年 1月 1日起，上海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

代服务业开展营业税改增值税试点；2012年 8月 1
日起至年底，营改增试点扩大至 10个省市；2016
年 5月 1日起，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将建筑业、

房地产业、金融业、生活服务业全部纳入营改增。

“营改增”是我国自 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最为重

要、影响最为深远的税制改革，涉及的范围广，

涵盖的行业多，对各个行业都将直接或间接产生

不同程度的影响[7]。
“营改增”的全面实施，一方面实现了增值税

对货物和服务的全覆盖，基本消除了重复征税，

打通了增值税抵扣链条，促进了社会分工协作，

有力地支持了服务业发展和制造业转型升级；另

一方面将不动产纳入抵扣范围，比较完整地实现

了规范的消费型增值税制度，有利于扩大企业投

资，增强企业经营活力。自 2012年上海试点，到

全面实施“营改增”以来已累计减税近 2万亿元，

在“营改增”改革后一年内，非试点行业间接减

税 2 412亿元。每个企业的减税幅度受到与建筑、

房地产等 4个行业的关联程度影响也不尽相同。对

Z煤炭企业来说，其影响主要是进项税抵扣范围扩

大后，一方面是减少增值税应纳税额，另一方面

是应纳增值税减少后对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的影

响，全面实施“营改增”政策后Z煤炭企业年减税

约1 500万元。

1.3 增值税税率下调政策

从 2017年 7月 1日起，农产品等行业的增值税

税率从 13%降至 11%；从 2018年 5月 1日起，制造

业等行业的增值税税率从 17%降至 16%，交通运

输业、建筑业、基础电信服务业等行业及农产品

等货物的增值税税率从 11%降至 10%。2019年政

府工作报告指出，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普惠性

减税与结构性减税并举，重点降低制造业和小微

企业税收负担，确保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继

续向推进税率三档并两档、税制简化方向迈进。

2019年 3月 20日，财政部、税务总局、海关总署

发布 2019年第 39号《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

策的公告》，原适用 16%税率的，调整为 13%；原

适用 10%税率的，调整为 9%。同时取消不动产分

期抵扣，将购进国内旅客运输服务纳入抵扣范围，

从2019年4月1日起执行[8]。
据有关学者预计，增值税 16%档税率下调 3个

百分点，理论上最多可以减税 6 684亿元，10%档

序号

1
2
3
4
5

项目

资源税

矿产资源补偿费

价调基金

可持续发展基金

合计

从量计征

5.30
3.00
12.40
0.70
21.40

从价计征

22.50
-
-
-

22.50

增减额度

17.20
-3.00
-12.40
-0.70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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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13号），自 2019年 5月 1日起，降低城镇职

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基本养老保险单

位缴费部分下调为16%，同时继续阶段性降低失业

保险、工伤保险费率。并从加快推进养老保险省

级统筹、提高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比例、组织

落实、体制改革、工作协调等方面做出具体规定。

基本养老保险从 20%降低 4个百分点后，预计

将减轻企业社保缴费负担 8 000亿元。该政策的调

整，即降低了企业的缴费比例，提高了产品竞争

力；也有利于形成企业发展与社保体系建设的良

性循环，增强社保制度的可持续性。Z煤炭企业基

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降低后，年减少费用约

1.17亿元。

2 减税降费新政对煤炭企业的影响

2.1 对税收负担的影响

税收负担是指在一定时期内，纳税人因履行

纳税义务而对其自身形成的一种经济负担或是成

本压力[11]，是衡量纳税人综合税收负担率及对比不

同纳税人之间税收负担的综合性指标，其计算公

式为一定时期内纳税人应纳税额与营业收入之比。

据统计，除资源税改革政策导致Z煤炭企业年

应纳税额增加 1.10亿元，其余 3项合计减税 20.46

亿元，增减相抵后年应纳税额净减少 19.36亿元，

企业综合税收负担率改革前为 28.32%，改革后新

政策下为 26.20%，4项税收新政使得企业综合税收

负担率降低2.11%，具体影响见表3。
表3 减税政策对Z煤炭企业税负影响

2.2 对成本费用的影响

4项税收新政中，煤炭资源税在税金及附加科

目核算，会直接引起企业成本的变化，“营改增”

和下调增值税税率政策，对企业成本费用并不产

生直接影响，而是减少企业实际应缴纳的增值税

额，对成本的影响只包括减少实际缴纳的增值税

而减少的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

育费附加。同时实际缴纳的增值税减少，使得企

业营运资金增加，对其增加部分按照一年期存款

税率下调一个百分点，预计将减税 1 780亿，总计

释放超过 8 000亿元的“改革红利”，力度空前[9]。
对Z煤炭企业来说，增值税税率下调政策首先是对

销项税和进项税的影响，其次是对城建税、教育

费附加的影响，据测算因增值税税率下调政策，Z
煤炭企业年减税约11.61亿元。

1.4 提高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比例政策

2018年 9月 20日，财政部、税务总局、科技

部发布《关于提高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比

例的通知》（财税〔2018〕 99号），规定“企业开

展研发活动中实际发生的研发费用，未形成无形

资产计入当期损益的，按规定据实扣除的基础上，

在 2018年 1月 1日至 2020年 12月 31日期间，按照

实际发生额的 75%在税前加计扣除；形成无形资

产的，在上述期间按照无形资产成本的 175%在税

前摊销[10]。”此项政策主要是鼓励企业加大科研经

费的投入，支持企业进行科技创新，据测算全国

年减税 650亿元。具体到每一个企业，受企业规

模、性质及研发费用在年度间发生不均衡等因素

的影响，该政策带来的节税效果也不同。如Z煤炭

企业 2018年发生满足条件的研发费用 1 458万元，

新政策与旧政策相比，可节税55万元，具体影响见

表2。
1.5 降低社会保险费率政策

2019年 4月 1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降

低社会保险费率综合方案的通知》（国办发

序号

1
2
3
4

项目

加计扣除基数

旧政策扣除比例50%计算

新政策扣除比例75%计算

修旧政策差额

金额

1 458
109
164
55

政策依据

《关于完善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通知》（财税〔2015〕119号）

《关于提高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比例的通知》（财税〔2018〕99号）

表2 提高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比例影响 万元

序号

1
2
3

4

合 计

项目

资源税改革

营改增全面实施

两次增值税税率下调

提高研发费

加计扣除比例

年应纳税额（+
增-减） /万元

11 000
-1 500
-203 000

-55

-193 555

改革前税

负/%

28.32

改革后

税负/%

26.20

税负变

化/%

-2.11

李宏飞：国家减税降费措施对煤炭企业的影响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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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率计算，因此还需将减少的财务费用计算在内，

具体影响金额见表4。
表4 减税降费政策对Z煤炭企业成本费用影响 万元

上述计算结果表明，几项政策变化使得Z煤炭

企业年成本费用减少 2.37亿元，总成本降低比例

为 1%。虽然税收新增对企业成本的影响不大，但

也降低了企业成本，提高了企业利润率。

2.3 对企业利润的影响

税收政策的变化对利润总额的影响，与对成

本费用的影响是一致的。区别在于因利润增加而

多缴纳的企业所得税，对企业净利润也产生影响，

具体影响金额见表5。
表5 减税降费政策对Z煤炭企业利润影响 万元

通过测算，减税降费政策使得Z煤炭企业年利

润总额增加 2.37亿元（与成本影响数一致），年净

利润增加1.78亿元。

2.4 对企业发展的影响

前文从税收负担、成本、利润 3个方面分析了

“减税降费”政策对 Z煤炭企业的影响，从数据测

算表中可以看出，涉及煤炭企业的几项减税降费

政策中，影响最大的是 2017年、2018年两次下调

增值税税率的政策。企业实际应纳税额减少，在

产品销售价格一定的情况下，企业每年的资金流

出将减少约 20亿元，将对企业发展产生更加深远

的、积极的影响。企业可以利用这部分资金扩大

再生产、购买先进设备、加大研发投入，促进企

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3 对减税降费政策方面的建议

3.1 加大税收政策遵从执法力度，营造市场公平

竞争环境

税收遵从本身是纳税人的一项义务，从税收

的特征看，它是无偿的、强制的、固定的，是每

个企业必须执行的。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因受到

税法宣传的广度与深度、税法执法环节、税收制

度缺陷、税收对企业成本、利润及资金的影响、

企业税务人员素质等多项因素的影响[12]，因此才出

现了所谓税收遵从度的说法。税收遵从度的降低，

一方面影响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使得税收组织财

政收入的功能得不到充分的发挥；另一方面因各

企业税收遵从度的差异，也造成了相同行业中各

个企业税负不均衡，导致企业之间的竞争基础出

现差异，不利于市场主体之间的公平竞争。

造成对税收遵从度差异的因素，即包括政府

（税务机关） 方面的因素，也包括企业方面的因

素。因此，要提高税收遵从度，就得从这两个方

面入手。政府方面，首先要从税收制度的设计环

节入手，建立一套简明、清晰的税收制度，减少

税收业务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让企业（纳税人）

易于理解和掌握，特别是应纳税额的计算应简明

且易操作；其次是要加大对新出台税收法律、法

规的宣传力度，让纳税人了解政策出台的背景、

清楚应该纳什么税、具体纳多少税、该怎么计算、

有哪些特殊情况需要注意、不按规定纳税或少纳

税需要承担什么样的后果；最后要进一步提高信

息化手段，充分利用其他部门业务信息，发挥大

数据分析的优势，加大执法力度。企业方面，首

先是要转变对纳税义务的认识，严格执行国家有

关税收制度，及时足额缴纳税款；其次是要加强

税务管理人员的培训，使其能够全面的、准确

的理解国家税收制度，避免因对税收制度理解

有误而产生非主观性少纳税现象的出现。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项 目

资源税改革

营改增全面实施

两次增值税税率下调

提高研发费加计扣除比例

降低社会保险费率政策

合 计

节约资金减少财务费用

多实现利润缴纳的所得税

最终影响净利润金额

年应纳税额（+
增-减）

11 000.00
-1 500.00
-203 000.00
-55.00

-11 700.00
-205 255.00

-
-
-

年净利润

（+增-减）

-11 000.00
150.00
18 500.00
55.00

11 700.00
19 405.00
4 310.36
-5 928.84
17 786.52

序号

1
2
3

4

5

6

7

8

项 目

资源税改革

营改增全面实施

增值税税率下调

提高研发费加计扣

除比例

降低社会保险费率

政策

合计影响

节约资金减少财务

费用

最终影响

年应纳税额

（+增-减）

11 000.00
-1 500.00
-203 000.00

-55.00

-193 555.00

-

-

年成本（+增-减）

11 000.00
-150.00
-18 500.00

-

-11 700.00

-19 350.00

-4 130.36

-23 66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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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进一步优化煤炭资源税制度，充分发挥资源

税调节作用

2015年 7月颁布的《煤炭资源税征收管理办法

（试行）》（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5年第 51号），

对应纳资源税额的计算方法作出了详细的规定。

在计算公式中除税率和销售额外，还有一个重要

的指标就是洗选煤折算率。洗选煤折算率指标确

定的合理与否，是影响资源税计算的一个重要指

标。将洗选煤折算率引入煤炭资源税计算公式中，

一方面体现着国家资源税由从量计征到从价计征

的改革中，对洗选行业的鼓励；另一方面该折算

率指标的高低也直接影响着企业税负。

洗选煤折算率指标是根据洗选煤平均销售额、

洗选环节平均成本及平均利润 3个指标计算确定，

由省、自治区、直辖市财税部门或其授权地市级

财税部门根据煤炭资源区域分布、煤质煤种等情

况确定[13]。当前计算煤炭资源税使用的洗选煤折算

率，大多数省份是 2014年由财税部门依据当时当

地煤炭企业煤炭洗选加工成本进行核算制定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受市场环境、物价上涨等因素

的影响，当时确定洗选煤折算率时所依据的煤炭

销售价格、洗选成本和行业利润水平均发生了较

大变化。如环渤海动力煤全年平均价格指数 2014
年为 523元/t，2018年为 571元/t，涨幅接近 10%。

因洗选煤折算率确定时所依据基础发生了较大的

变化，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使用的折算率就与实

际情况发生了偏差，使得资源税的调节作用减弱。

为了更好的体现资源税的调节资源级差收入的作

用，发挥资源税从量计征改为从价计征的目的，

建议建立洗选煤折算率动态调整机制，当洗选煤

平均销售额、洗选环节平均成本及平均利润 3个指

标发生较大变化时，根据实际情况对洗选煤折算

率进行调整。

3.3 扩大煤炭行业增值税抵扣范围，降低煤炭行

业实际税负

煤炭企业属于资源开采企业，其成本费用中

可抵扣的进项税项目较少，主要包括煤炭开采过

程中使用的材料、外购电力、生产过程中的零星

工程、设备修理费、外包专业化服务费等。以Z煤
炭企业为例，以上 5项费用仅占到公司总成本的

15%，煤炭行业整体的平均值要高于该比例，在

30%左右，但仍然远低于其他行业 60%~70%的比

例，使得Z煤炭企业增值税税负达到 13%，增值税

税负也明显高于其他行业。

按照公平税负的原则，考虑煤炭企业的特殊

性，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扩大煤炭企业进项税的

抵扣范围。一是凡从农民手中购进的地产材料，

如井下用沙子、石子、草袋等，应视同农产品准

予按 9%进项税抵扣[14]。二是将征地搬迁费、塌陷

补偿费列入可抵扣范围；三是煤矿企业均处于偏

远地区，社会配套设施均由企业负担，将煤矿为

员工提供的通勤、洗浴、餐饮、宿舍等设施及运

营费用作为生产成本核算，允许抵扣进项税额。

通过扩大进项税可抵扣项目，逐渐缩小煤炭行业

与其他行业的增值税税收负担。

3.4 细化煤炭企业耕地占用税规则，加大生态环

境恢复治理

2018年 12月 29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

耕地占用税法》，于 2019年 9月 1日起执行。2019
年 4月 18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关于《中华人

民共和国耕地占用税法实施办法（征求意见稿）》

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对耕地认定的免税、减税、

纳税义务发生时间进行了详细的规定，但是尚无

专门针对关于煤炭企业的相关条款，征求意见稿

中除第十九条中做出原则性规定外，对煤炭企业

的耕地占用税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塌陷区域的

测量、治理完毕后塌陷区已纳耕地占用的退还等

事项尚未做出具体规定。

煤矿企业采空区塌陷是伴随生产过程持续不

断发生，因此在税款申报、缴纳、退还方面与占

用耕地建设建筑物、构筑物有着很大的区别[15]。征

求意见稿十九条规定：“自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等

相关部门认定损毁、占用耕地之日起三年内依法

复垦，恢复种植条件的，比照税法第十一条规定

办理退税。”征求意见稿第二十七条规定：“因挖

损、采矿塌陷、压占、污染等损毁、占用耕地的

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等相关

部门认定损毁、占用耕地的当日。”煤矿采空区塌

陷是连续的，且因开采多层面的原因同一地块还

存在着二次塌陷的可能，因此，3年复垦、恢复种

植条件在现实中存在操作难度。随着采空区的塌

陷，企业纳税义务即已发生，按现有规定需每天

测量计算实际占地面积，并于 30日内申报缴纳耕

地占用税，考虑到采空区面积测量的难度，既不

现实也增加了征纳双方的成本。

鉴于煤炭企业采空区塌陷有别于占用耕地建

设建筑物、构筑物的实际情况，建议将 3年复垦的

李宏飞：国家减税降费措施对煤炭企业的影响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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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规定修改为 5年，鼓励煤炭企业通过返还耕地

占用税，加大采空区的复垦力度，保护生态环境。

同时将二十七条修改为“因采矿塌陷占用耕地的，

由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等相关部门按季认定

损毁、占用耕地，纳税业务发生时间为纳税人在

收到‘耕地占用（塌陷）认定书’当日，并于 30
日内申报纳税。由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等相

关部门按出具的‘耕地占用 （塌陷） 认定书’应

明确实际占用 （塌陷） 土地面积、类型、坐标。

纳税人对面积、类型有异议的可先交纳税款，再

聘请具有专业资质的第三方机构进行重新测量。”

3.5 明确税收优惠政策的实施细则，将减税降费

落到实处

为了鼓励某种特定行为，国家在相关税法中

明确了具体税种的税收优惠条款，但在各地执行

过程中，受到地方税收收入指标、具体办理人员

业务素质、财税部门以外的其他部门职责划分不

清等因素的影响，部分税收优惠政策执行起来仍

然比较困难。如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

《关于实施煤炭资源税改革的通知》 第四条规定

“对衰竭期煤矿开采的煤炭，资源税减征30%”，在

具体执行时，对煤炭企业“衰竭期”的认定，税

务局显然不能直接确定，需要相关的专业部门进

行认定，但具体由那个部门负责不够明确，导致

税收优惠政策无法落实。类似问题不仅在煤炭资

源税优惠政策执行中存在，在其他税收优惠政策

的具体办理中也同样存在。建议涉及到税收优惠

政策的具体办理程序，国家层面有明确规定的，

执行其规定，没有明确的，必须由各省、市级财

税机关对办理流程做出详细的规定，且对每一个

环节的办理时限进行明确，一方面方便纳税人办

理，另一方是将国家的税收优惠政策落到实处，

充分发挥税收优惠政策的作用。

4 结 语

近几年国家陆续启动并实施了煤炭企业资源

税、“营改增”、水资源税、环境保护税等多项税

收制度的改革，同时出台针对小微企业、高新技

术等企业的多项税收优惠政策，在改革中明确总

体上不增加企业税负。具体到每一个行业、每一

个企业，减税降费带来的影响也是不同的。Z煤炭

企业除资源税从量计征改为从价计征使得企业税

负增加外，其他 4项政策均给企业带来了实惠，既

降低了企业的税收及成本负担，又增加了企业的

现金流量。特别是增值税税率的调整，对企业生

产经营的影响是长远的、巨大的，将有效推动企

业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为企业发展增添新的

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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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煤炭企业作为国家的基础能源产业，在历经

“黄金十年”“五年寒冬”和近两年的恢复性增长

后，经济运行逐步趋于平稳，但从行业负债率、

亏损企业比例、煤炭产能供给等指标来看，煤炭

行业整体仍未从根本上走出困境，控制债务风险、

降低运营成本、企业转型发展的压力与日俱增。

近年来国家推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企业发展产

生了深远的影响，改革的重心也逐渐从“去总量”

向“调结构”转变，更加注重改革质量和效果的

提升，特别是减税降费政策的实施为煤炭企业稳

健运营和持续发展迎来了新的转机。

煤炭企业税费负担重一直是不争的事实，对

税费政策的调整更加关注和敏感，从早些年的营

改增试点到全国推广，从煤炭资源税改革“靴子

落地”到推出债转股一系列政策，再到深化增值

税改革，都对煤炭企业生产经营产生了较大的

影响，本文就税费改革在煤炭企业实施的效果

进行探析，以期充分利用政策红利、促进企业

转型发展。

1 税费改革历程

1.1 税制改革前基本情况

作为国民经济基础产业，煤炭企业一直处于

重要地位。改革开放前，提高煤炭产能一直是主

管部门的首要职责，煤炭企业得以享受较低的税

率，以促进生产。煤炭企业仅需缴纳两个税种：

产品税和企业所得税。产品税的税率不到 3.4%，

加上所得税，煤炭企业的总税负占销售收入不超

过 5.6%，较低的税负对促进企业规模稳定增长发

挥了重要作用。

1.2 税费试点改革

1979年开始了第一次的增值税改革，参考先

进国家的税收经验，增值税试点逐步推行，最初

煤炭企业并未纳入试点范围。增值税是以商品

（含应税劳务）在流转过程中产生的附加值作为计

税依据而征收的一种流转税，实行价外征收。到

了 1984年，国内增值税全面改革，煤炭企业仍未

纳入增值税纳税范围，尽管税负未有变化，但税

煤炭企业税费改革影响及效果分析

高 文 赞
（冀中能源峰峰集团有限公司，河北 邯郸 056201）

摘 要：煤炭企业作为国民经济基础产业，为国家经济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但由于多方面原因，

煤炭企业税费负担重成为制约企业稳健运营的重要原因。分析总结了增值税、资源税、债转股等

税费改革历程、对煤炭企业的影响及取得效果，针对税费改革中存在问题提出合理化建议，以期

达到充分利用国家政策红利促进企业持续发展的目的。

关键词：税费改革；营改增；债转股；资源税；煤炭企业

中图分类号：F810.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9605（2019） 06－0021－05
Analysis on the impact and effect of tax and fee reform in coal enterprises

Gao Wenzan
（Jizhong Energy Fengfeng Group Co.，Ltd.，Handan 056201，China）

Abstract：As a basic industry of the national economy，coal enterprises have made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to national eco⁃
nomic construction. However，due to various reasons， the burden of taxes and fees of coal enterprises has become an impor⁃
tant reason for restricting the stable operation of enterprises. The reform process of tax and fee were summarized，such as val⁃
ue-added tax，resource tax，debt-to-equity swap，the impact and the effect on coal enterprises were analyzed. The reasonable
suggestions were proposed for problems in tax and fee reform， in order to make full use of the national policy dividends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Key words：tax and fee reform；business tax replaced with VAT；debt-to-equity；resource tax；coal enterprise

21



2019年第6期 煤 炭 经 济 研 究 第39卷

费负担开始加重。80年代中期开始，煤炭企业开

始承担一系列的建设性收费，1986年开征港口建

设费，随后又新增了铁路建设基金、土地复垦费

以及电力建设基金等，煤炭企业自此进入税费并

存期，税费负担加重对煤炭企业生产经营带来较

大影响。

1.3 增值税改革

1994年增值税制度做出新的调整，煤炭企业

在取消行业产品税的同时，形成了包含增值税、

所得税、资源税等 20多个税种的税收体系。最初

煤炭企业的增值税税率为17%，不过考虑到当时煤

炭企业处境艰难，将煤炭增值税下降了 4个百分

点，最终确定在13%。

2009年，新一轮增值税改革正式启动。当时

煤炭企业正处于“黄金十年”快速增长期，煤炭

产量激增、价格高、利润快速增长。煤炭企业的

增值税率再次发生变化，上调至17%，不过作为补

偿，固定资产可享受进项税抵扣。也正是此次改

革让煤炭企业税负上升，增值税成为煤炭企业的

主税种。以冀中能源峰峰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

称“峰峰集团”） 为例，如果只计算煤炭主业，

税负达到 20%左右，其中增值税占总税负比例达

到65%以上。

1.4 营改增

对于煤炭行业来说，2012年算是一个拐点。

在税负重压之下，煤炭行业亦在寻求转型，这一

年“营改增”在国内开始进行试点。“营改增”就

是把营业税变成了增值税，具体来说，它将过去

需要缴纳营业税的项目变成缴纳增值税，增值税

的涉及范围更大了，这也是增值税的一次重大税

制改革。可以说，“营改增”为煤炭行业承受的增

值税重负打开一扇“天窗”。2016年，随着“营改

增”在全国全面推开，更多行业纳入“营改增”，

减税效应持续显现，煤炭行业也感受到税改效果，

享受更多的抵扣红利。

1.5 资源税改革

资源税是以各种应税自然资源为课税对象、

为了调节资源级差收入并体现国有资源有偿使用

而征收的一种税。2014年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

总局发出的《关于实施煤炭资源税改革的通知》，

我国煤炭资源税从量计征改为从价计征，同时清

理相关收费基金，煤炭资源税率调整为 2%~10%。

这次税改不仅实现了煤炭资源与价格的挂钩，还

很好地发挥税收对资源的调节作用，促进节能减

排和经济结构的调整，也有利于调节煤炭的过度

浪费，保证国家的财政收入。

2016年 7月，国家开始大力推行资源税的从价

计征与清费立税改革，优化相关绿色税制，对于

资源税费之间的关系做出调整，重点在于形成高

效征税、合力调控、公平规范的资源税制度。

1.6 债转股

煤炭企业历经“十年黄金”期后，2012年开

始市场持续下滑，价格断崖式下跌，煤炭企业的

生存发展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究其原因不仅是煤

炭产能过剩的影响，沉重的债务压力也是困扰其

稳定运营的重要因素。

2016年，我国政府先后发布了一系列减轻企

业债务的指导意见，如《关于市场化银行债权转

股权的指导意见》《国务院关于积极稳妥降低企业

杠杆率的意见》等，并提出利用市场化债转股的

方式帮助企业降杠杆、控风险，助推企业发展。

运用债转股的方式，将煤炭企业部分债权转化为

股权，有助于降低煤炭企业的债务负担，同时也

降低了杠杆率，减少了财务费用，为煤炭企业轻

装上阵提供了可能。

截至 2018年，煤炭企业市场化债转股涉及 13
家企业，总签约金额达到 3 271亿元，到位资金

1 028亿元，市场化债转股工作初现成效，但从涉

及企业和负债总量来看，债转股工作推进缓慢，

落地也比较困难。

1.7 减税降费

随着国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不断深入，减

税降费力度也在不断加大。2018年 5月 1日，增值

税税率从 17%下降到 16%；2019年 4月 1日税率又

下降到 13%；养老金缴费比例由 20%降至 16%。

对煤炭行业而言，减税降费对稳定经济运行、促

进转型发展意义重大。以峰峰集团为例，此次降

税企业实际税负能下降 2个百分点左右，加上养老

金比例下调、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税减少，全年

税费支出可减少2亿元，有效地减轻了企业负担。

2 税费改革的影响

2.1 增值税改革影响

作为我国最主要的税种之一，增值税的收入

占我国全部税收的 60%以上，也是最大的税种。

对煤炭企业而言，增值税改革后一直是企业税负

“大头”，由于增值税税率不等于实际税负，可抵

扣的进项税额存在差异，每个行业的增值税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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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负也就各不相同。煤炭企业是资源型企业，设

备、材料在产品成本构成中所占比例很小，这意

味着可以抵扣的进项税额很少，因此增值税实际

的税负较高。自从 2009年国家将煤炭产品增值税

税率由 13%上调到 17%后，煤炭企业增值税实际

税负一直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调研数据显示，

增值税约占煤炭企业税负的 60%以上。从客观上

讲，受煤炭企业生产经营特点影响，增值税改革

税率上调一方面增加了煤炭企业实际税负，另一

方面也造成不同企业间税负失衡，煤炭企业市场

竞争力和盈利能力受到制约。另外，煤炭企业内

部不同单位的增值税实际税负也有所不同，生产

炼焦煤等价格较高煤种的企业、煤炭产量大的企

业以及生产成本低的年轻企业，因增值额相对较

大，一般增值税税负更重。

随着国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减税降费政策

的实施，增值税税率调整幅度较大，近两年两次

调低了 4%，对煤炭生产企业和煤炭消费企业也产

生了不同的影响。由于煤炭开采处于整个工业产

业链的最上游，增值税率下调对煤炭企业的主要

影响在于其产品 （煤炭） 的售价和与之相对的销

项税额，如果售价不变，煤炭生产企业将较多得

益于税率下调。煤炭的消费企业包括电力、建筑

材料制造业和煤化工行业等，这些行业销售产品

现行的增值税率也都降到13%，其中燃煤发电业是

煤炭消费的主要产业，燃煤价格也是其生产的主

要成本。假设其他因素不变，增值税率下调，也

带来小额的利润增长。由于在煤炭产业链中，大

型生产企业和消费企业往往通过长期协议 （类似

远期定价） 进行煤炭的销售，以锁定生产利润和

成本，规避因成品和原材料价格大幅波动带来的

生产经营风险。当前煤炭市场供需较为平衡的格

局也使得上下游对于煤炭的议价能力相当。因此，

新出台的增值税政策并不会对当前主流煤炭市场

价格造成较大冲击，在价格不变的情况下，增值

税减税会在实际上产生利润增厚的效果。相对来

说，在这次增值税下调中，毛利润高的煤炭生产

企业将享受到更多的优惠。

2.2 营业税改革影响

在“营改增”的改革下，服务企业、制造业

企业及跨境企业获益匪浅。但对煤矿企业来讲既

是机遇，也是挑战。煤炭企业几乎所有交易都涉

及到“营改增”的业务，由于“营改增”将原有

较为简单的会计核算科目变得复杂，会计的核算

难度有所增加，由此也增加了煤炭企业税收筹划

的难度；另一方面，由于存在供应商管理不规范

等问题，也使得实际操作中煤炭企业增值税进项

税抵扣较难实现。

基于这些问题，近年来煤炭企业也在结合自

身实际多方面寻求解决途径。如积极把握政策导

向，及时利用税收优惠政策；加强煤矿生产性勘

察勘探工程管理，有效降低成本；对井下移动设

备采取集中管控模式；加强对接受或提供的部分

劳务管理，按照税法规定及时进行劳务结算；约

定劳务合同价款；加强合同能源管理项目的涉税

管理等，总体看来，减税是“营改增”带给企业

最直接的利好，对于煤炭企业而言，“营改增”的

意义绝不仅仅是简单的减税，更大意义在于推动

了企业的转型升级、快速发展。

2.3 资源税改革影响

2011年石油及天然气等资源的税改就已经开

始实施，由从量计征改为从价计征。煤炭资源在

我国一次性能源消费中占比超过70%，相对于石油

的国际定价与天然气的统一定价，煤炭定价对于

国家实体经济的影响更为显著，因而煤炭资源税

的改革面临种种困难，迟迟未能推进。直到 2014
年12月，煤炭资源税改革才正式启动。

资源税改革可以说是真正的绿色税收改革，

从推行至今已有几年光景。在进行改革之前，煤

炭行业的资源税主要是按量计征，也就是说不管

煤炭的质量优劣，都根据固定税额标准纳税，这

就导致采富弃贫问题突出。税务改革之后，根据

煤价计征资源税，对好的煤炭多征税，差的煤炭

少征税，利用价格杠杆，就降低了劣质煤被弃采

事件发生的概率。此外，还可以利用税收优惠政

策，引导煤炭企业保护资源，对于采煤区的环境

优化也起到一定作用。

按照国家税务局的统计信息，煤炭资源税推

行以来，全国煤企申报入库增加的税款与减少的

涉煤基金和收费相比，总体是减少趋势，起到了

减税降费的目的。同时通过资源税改革，政府部

门集聚财力，加大了对环保、去产能、职工安置

的支持力度。资源税改革不仅优化了资源税与价

格的联动性，有利于稀缺不可再生资源的保护，

也完善了资源价格形成机制，促进企业保护环

境、节约资源。长远来看，资源税改革对煤炭

资源整合、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也有较好的促

进作用。

高文赞：煤炭企业税费改革影响及效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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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债转股影响

煤炭企业债务负担重、财务费用高，严重制

约着企业的发展，国家出台债转股政策后，企业

视债转股为脱困良方，但实施过程中由于多方面

的原因，债转股工作推进缓慢，去杠杆、减费用

的效果并不明显。推进缓慢的原因大致可以归结

为 3点：一是金融机构实施债转股需要大量资金，

向社会筹集资金的难度大、周期长；二是煤炭企

业的债务基本属于“一企多债”，这意味着很多企

业的债务涉及多个金融机构，不过债转股往往只

能由一家金融机构负责，这就要求单个金融机构

需要购买全部的债权，收购价格和谈判的困难很

大；三是向社会筹集资金往往要求固定的分红回

报，6%~8%的回报要求比较高，与企业意图通过

债转股来降成本、降杠杆的目的相悖。因此，债

转股政策实施与预期有一定差距，其降低负债率

和减轻企业负担的作用不很明显。

3 税费改革效果

3.1 促进运营方式转变

煤炭企业的运营模式多以生产为导向，特别

是税制改革前，几乎不用考虑市场销售问题，表

现为生产什么就销售什么，更注重增加产量和降

低成本，在市场下滑时通过以量补价来适应市场

变化，从某种意义上加剧了产能过剩的局面。税

费改革加快了运营方式的转变，煤炭企业逐渐从

以生产为导向转为以市场需求为中心来安排生产

经营活动。

以资源税改革为例，新一轮资源税改革是在

国家推动能源结构调整以及煤炭产能过剩的背景

下实施的，此时资源税由从量计征改为从价计征，

煤炭资源的价格受到税费改革导向与市场供需结

构的双重影响。在煤炭价格不断下行的情况下，

从价计征有利于缓解市场压力，加上一系列的清

费和税率优惠措施，促进煤炭企业积极适应市场

变化，不断调整内部运营，从产量竞争向降本提

质增效集约化经营转变。价格作为市场运行机制

的核心，除了具有成本补偿功能外，还发挥着平

衡需求、优化生产结构和调节消费行为的作用。

因此，税费改革对企业运营方式的转变有较大地

促进作用。

3.2 促进产业转型升级

新一轮增值税改革有利于推进企业技术进步，

可刺激煤炭企业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投资。减税

降费可缓解企业流动性资金紧张的状况，提高产

品出口竞争力，有助于加速经济结构转型，促进

产业升级。资源税、环保税等的开征，引导企业

改变原有产业结构，促进煤炭企业注重环保和绿

色开采，努力探索建设安全先进的生产模式，改

变煤炭开采高风险、高污染、劳动密集等问题。

为有效缓解税负过高问题，煤炭企业积极延伸产

业链，开展煤电、煤钢联营，逐步向煤炭深加工、

精细化工等转变。另外，考虑本地矿区资源枯竭，

积极走出去，谋划新能源、新材料等非煤产业，

充分利用国家税费优惠政策，促进经济结构和产

业转型升级。

3.3 促进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减税降费政策增加了企业的盈利，降低了企

业的费用负担，从而刺激企业扩大消费和投资，

有利于提高市场活跃性，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同时，基于减税降费政策的利好，煤炭企业将把

省下来的钱加大企业的研发投入、技改投入和安

全投入，提高科技含量、技术含量和安全管理水

平，促进提升了煤炭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同时，

积极利用各项税收优惠政策和资本的逐利属性，

吸引民间资本，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优化资本

结构，提高综合盈利水平和抗风险能力。

4 政策建议

4.1 充分考虑去产能的负面效应

随着国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去一降一

补”等政策的实施，对煤炭企业企稳回升提供了

政策支持，特别是去产能政策的实施对市场总体

供需平衡发挥了积极重要的作用。但是，煤炭企

业实施去产能后的负面效应也不容忽视。2018年
年底，我国煤矿数量已从 2015年的 1.08万处降至

5 800处左右，数目众多的退出煤矿主要存在 3方
面问题：一是去产能后人员基本得到安置，但剩

余资产处置盘活和企业转型困难较大；二是去产

能后现金流减少，原有债务压力不断上升、矛盾

不断积聚；三是煤炭去掉产能但企业并未消失，

存续企业税费负担重，运营举步维艰。因此，建

议对去产能企业在免征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的基础上，加大支持力度：加大对去产能企业转

型发展的财税、金融政策支持；对去产能企业购

置用于技术改造的设备，可按投资额的一定比例

抵免税收，减轻资金压力；地方政府通过提供财

政担保和设立融资租赁风险补偿金等方式，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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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去产能企业采用融资租赁方式投资新兴产业

等，以提升去产能企业的自救、生存和发展能力，

提高资产收益，缓解社会矛盾。

4.2 积极推进债转股落地实施

对煤炭企业来讲，债转股确实能起到优化资

本结构、降低负债比率、缓解债务压力等作用，

需要各方面有力推进实施，确保取得实际效果。

针对存在问题，一是要做好顶层设计，完善债转

股机制建设，处理好相关法律问题，方便金融机

构直接持有公司股权，简化交易手续，加强市场

监管。二是债转股本质上讲其属于债务重组的一

种形式，表面上它是股权投资，实际操作中金融

机构为规避投资风险，提出具有刚性兑付的保本

约定，造成支付股利不能在税前扣除，实际上增

加了企业的税负，建议研究处理债转股的涉税问

题，实现煤炭和金融企业互利共赢，促进共同发

展。三是做好政策方面的引导，形成操作性强的

方案政策和路径选择，有效解决转股定价等相关

问题，推进煤炭企业债转股落地实施。

4.3 推进清费正税并举

煤炭产业税费负担过重，既有煤炭行业自身

特点形成的原因，如增值税抵扣少，资源税、环

保税负担重等；也有历史遗留问题和政府管理体

制方面的原因，如企业办社会“大而全”、承担政

府职能支出大等问题。解决煤炭税费问题，要

“正税”与“清费”并举。只有在做好“清费”工

作的前提下，“正税”工作才能顺利开展，两者需

要理顺关系，循序渐进。具体来说，政府部门要

根据法律流程清查相关的收费项目，按照不同类

型企业做好区别处理，与此同时扩大煤炭企业进

项税的抵扣范围，合理确定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

项目等，让煤炭企业在公平公开的市场竞争中轻

装上阵、有序发展。

4.4 研究利用税费政策

从煤炭企业自身来讲，不能一味等靠国家税

费政策的支持，在减轻企业负担方面，要结合自

身实际，加强降本提质增效，认真学习研究，充

分利用各项财税优惠政策。如积极延伸产业链、

做大做精煤炭相关产业、利用深加工煤炭产品增

值税的抵扣效应，降低综合税负。在研发费加计

扣除方面，煤炭企业基于其资源禀赋和地质条件

的复杂性，在安全生产、开采技术等多个领域处

于世界领先地位，大量技术投入具有研发费特性，

但由于日常管理中认识不到位、科技部门和财务

部门沟通欠缺，造成研发费归集少，所得税加计

扣除政策利用远不到位。另外，在混合所有制改

革、企业并购、产融结合、资本运营等方面对税

务筹划重视不够，加重了企业负担等。这些需要

煤炭企业认真学习利用国家财税、金融政策，为

企业持续稳健运营提供政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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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企业作为我国工业产业的基础之一，当

前国家税制改革如何影响煤炭企业的发展成为工

业发展中值得关注的问题。以云南省为例，增值

税和资源税两大税种以及其他相关税费共同影响

省内煤炭企业发展，税收制度的变革能够解决或

部分解决煤炭企业生存发展出现的问题。本文从

新税改实施落地对云南省煤炭企业的影响出发，

思考当前云南省煤炭企业在发展中还存在的问题，

对减费降税政策后续改革方向与云南省煤炭企业

的转型升级提出建议。为政府持续深化改革，进

一步落实减税降费政策提供一定参考。

1 各税收政策改革历程

我国政府“立足当前， 放眼长远”，2014年以

来，在国内加大步伐积极推广落实减税降费政策。

减费降税政策秉持降低企业经营成本、大力支持

实体经济发展的理念，全方位考虑我国企业经营

实情与国际税收竞争环境等情况，在实践中不断

摸索前进。以云南省为例，增值税、资源税等相

关税费改革对煤炭企业发展有较大的影响。

1.1 增值税改革

2009年，我国增值税才有了消费型增值税，

消费型增值税优点在于对买进的固定资产增值税

进项税额可以直接进行抵扣；而 2009年以前只有

生产型增值税，生产型增值税不可以抵扣买进的

固定资产增值税进项税额，而将其计入固定资产

成本[1]。2016年 5月 1日起，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

“营改增”税收制度，这是我国意义深远的一次税

收变革。营改增促进了社会分工协作，避免重复

征收，实现对物品和劳务全覆盖；同时“营改增”

将固定资产不动产纳入抵扣范围，对于煤炭企业

而言比较完整地实现了规范的消费型增值税制度，

新税改政策对云南省煤炭企业的影响研究

石 小 仟
（云南大学 发展研究院，云南 昆明 650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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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于扩大企业投资，促进企业升级转型。煤炭

资源的增值税税率经过 3次调整变动：2009年出台

新条例第一次调整煤炭资源增值税率，从原来的

13%调至 17%；2018年 5月 1日起增值税试用税率

下调至 16%；2019年 4月 1日增值税税率第三次调

整，增值税率由 16%下调至 13%，下调幅度明显，

预计未来税制改革中对煤炭增值税的下调步伐将

越来越大。

1.2 资源税改革

资源税是以各种应税自然资源为课税对象，

为实现组织收入、调节经济、促进资源节约集约

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等功能，并体现国有资源有

偿使用而征收的一种税[2]。2014年资源税计征方式

改变后成为影响多数煤炭企业的第二大税种。根

据国家政策规划，资源税费的改革可以分为：初

步征收（1984—2010年）、计征方式转变（2010—
2015年）以及加速推进落实（2016年至今） 3个阶

段[3]。随着国内经济的飞速发展，资源产品供给与

需求关系逐渐失衡，为使资源税制适应“资源节

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要求，2010年 6
月，资源税计征方式有了重大革新。新资源税条

例以新疆为试点，将原来资源税“从量计征”更

替为“从价计征”，实施原油、天然气资源税改

革。2014年，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

实施煤炭资源税改革的通知》，煤炭资源税计征方

式改为“从价计征”，全国煤炭税率幅度控制在

2%~10%之间。2016年税制改革中理清资源收费基

金，明确权益调整费用有助于云南省煤炭企业在

供给侧改革过程中降成本，税收政策有效发挥杠

杆调节作用，促进资源行业持续健康发展。而改

革清除的资源税费中涉及的费用项目，云南省煤

炭企业也并非全都涉及，改革后预计对煤炭企业

产生的资源税减负效果不能立竿见影。

1.3 其他相关税费改革

我国矿产资源存在贫矿较多的特点，特别是

煤炭开采行业，对于企业开采设备、技术有一定

的要求。为鼓励国内企业科研技术开发，2018年 9
月 12日颁布的《关于提高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

扣除比例的通知》（财税〔2018〕 99 号），在原来

“50%”应纳税额减免力度上又增加了 25%的优惠。

通知规定“企业开展研发活动中实际发生的研发

费用，未形成无形资产计入当期损益的，按规定

据实扣除的基础上，在 2018 年 1月 1日至 2020年
12月 31日期间，按照实际发生额的 75%在税前加

计扣除；形成无形资产的，在上述期间按照无形

资产成本的 175%在税前摊销。”该通知无疑对煤

炭企业加大研发投入、进行科技创新起到了促进

作用。

2019年年初，国家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了

《关于实施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政策的通知》，

提出“对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可以在 50%的税额

幅度内减征相关税费”；“对月销售额 10万元以下

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等普惠性税

收减免政策[4]。值得注意的是，通知中明确，即便

已经享受资源税、城市维护建设税等减免优惠的

小微企业也可以叠加享受50%税额幅度减征。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降低社会保险

费率综合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19〕 13号）的

规定，自2019 年5月1日起，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也有所调整，规定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

缴费部分下调 4个百分点为 16%，失业保险和工商

保险费率也阶段性下调[5]。云南省煤炭行业去产能

工作持续推进背景下，企业工业化程度逐渐增强，

低技能职工就业失业压力大。基本养老保险等系

列社会福利保障费用率的降低，在一定程度上降

低云南省煤炭企业成本。从最新相关税费优惠

政策来看，云南省煤炭企业将从多方面得到国

家减税降费税制改革的支持，应抓紧机遇产业

升级发展。

2 新税改举措对云南省煤炭企业的影响

2.1 增值税税率大幅下调减轻煤企税负

从云南省煤炭企业各项赋税的金额变化来看，

最新一轮税收政策改革中，仅资源税改革加重了

云南省煤炭企业税负，其余新政策均利好企业盈

利发展。其中资源税的影响主要是计征方式的改

变，纳税额与煤炭价格挂钩，同时云南省的煤炭

资源税税率为 5.5%，属于同行业中高水平，这使

得从价计征资源税相比从量计征的资源税高出 2~6
倍。尽管资源税税收负担加重，“营改增”、增值

税税率的大幅下调和政府对小微企业增值税的普

惠性减税政策叠加已经有效降低了企业成本，提

高企业盈利能力。

目前新政策煤炭增值税税率已下调至13%，煤

炭企业税负压力得到较大程度缓解：首先，煤炭

增值税税率下降使得企业应缴税费缩减；其次，

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税费附加和地方教育费附

加以企业实际缴纳增值税、消费税为依据计提，

石小仟：新税改政策对云南省煤炭企业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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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煤炭企业增值税缴纳额的减少将同步减少

相关费用，降低企业成本；再次，也可以增加企

业运营资金，运营资金可以增加企业的科技研发

投入，加快资金周转促进企业业务发展。综合整

体税收政策来说，云南省煤炭企业的税收负担不

断减轻。

2.2 体现节能环保理念促进可持续发展

在环境保护方面，最近的资源税改革中提出

“对充填开采置换出来的煤炭，资源税减征 50%”

和“对衰竭期煤矿开采的煤炭，资源税减征30%”，

但“纳税人开采的煤炭，同时符合上述减税情形

的，纳税人只能选择其中一项执行，不能叠加适

用”[6]。充填开采的税费优惠建立在较高的技术和

设备成本之上，配套本轮税改中对于企业研发费

用加计扣除与形成无形资产加计摊销的鼓励研发

政策，预计技术升级研发的企业将享受大额福利，

同时环境保护也将大有改善。但云南省煤炭企业

以乡镇个人小型矿居多，回填式开采的推进落地

仍需检验。

优惠条款“对衰竭期煤矿开采的煤炭，资源

税减征 30%”，衰竭期煤矿是指剩余可采储量下降

到原设计可采储量的20%（含）以下，或者剩余服

务年限不超过 5 年的煤矿。云南省相关部门引导

企业遵守煤炭行业资源税制，在承受资源税改革

带来成本压力的同时积极利用优惠政策条款，推

动煤炭企业健康发展，提高煤炭企业竞争力。云

南省内很多煤炭企业开始提高资源回采率，大力

发展新兴项目，走绿色、环保、低碳的经济之路。

截至 2018年 11月 29日，全省煤矿恢复生产矿井

126处；恢复技改、建设矿井 65处。促进云南省煤

炭企业加快转型步伐，起到节约资源、保护社会

生活环境的作用。这样的回采举措促进了环境保

护和煤炭资源节约利用，同时一定程度上也缓解

了企业税负重、盈利能力差的压力。

2.3 鼓励科技创新促进产业升级

云南省作为典型的煤炭资源地区，煤种齐全，

主要分布在曲靖、昭通、红河等地，乡镇（个人）

小矿较多，国有大中型矿较少。目前存在建立大

矿的煤炭开采技术和自身资源条件不成熟、民营

小矿多、煤炭开采浪费现象。新税改中相关研发

费用的加计扣除和加计摊销政策鼓励煤炭企业技

术革新，促进煤炭企业开采技术革新，产业不断

升级发展，云南省煤炭企业大力发展煤炭的后续

加工及相关产业延长产业链，减小成本困扰提升

资源综合效益。

以云南省宣威市为例，宣威市依托特色工业

园区，实行煤炭资源捆绑式开发。宣威特色工业

园区按照“煤—电—建、煤—电—铝、煤—焦—

化”等产业链群的发展要求，大力发展煤炭及后

续加工产业，各环节实现无缝对接。同时各部门

积极推进循环经济和清洁生产，不断研发创新绿

色环保技术，促进润凯公司、羊场煤矿、田坝煤

矿、来宾光明煤电公司等企业开展清洁生产，淘

汰落后工艺技术，关闭破坏资源、污染环境和不

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企业，着力构建节约型的产

业结构、城市化模式和消费模式，努力实现自然

生态与社会经济之间的良性互动、发展速度与质

量效益统一。

2.4 加强小微企业税收政策优惠力度

云南省作为西部典型资源型城市，乡镇或民

营小矿较多，新税收政策对于小微企业的税收减

免无疑是个福音。新政策对小型微利企业年应纳

税所得额不超过 100万元的部分，减按 25%计入应

纳税所得额，按 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对

年应纳税所得额超过 100万元但不超过 300万元的

部分，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 20%的税

率缴纳企业所得税，新税收政策大大降低了符合

条件的煤炭小微企业所得税负担。

云南省在近年来供给侧改革去除过剩产能的

艰巨任务中贡献巨大，与此同时，过剩产能职工

安置成为备受关注的问题[7]。新税改政策中指出自

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税率下调 4个百分点，同时

继续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工伤保险费率。这对

云南省整个煤炭行业职工安置和失业缓解有所帮

助，减轻了企业职工雇佣成本。

税收制度的改革之路道阻且艰，从云南省煤

炭企业在减税降费税改革进程中的现状、新税收

政策对存在问题解决优化的情况来看，云南省煤

炭企业整体税负压力有所缓解，企业盈利空间变

大，同时企业的发展空间也变大。但仍然存在一

些问题：增值税实际抵扣范围有限，实际节能环

保绿色引领功能不够具体细致等。

3 云南省煤炭企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

3.1 煤炭增值税实际可抵扣额度有限

增值税作为煤炭企业的第一大税种，占煤炭

企业纳税额 60%左右，除了煤炭增值税额对煤炭

企业增值税负的直接影响，增值税可抵扣范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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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煤炭企业税负产生影响[8]。煤炭企业增值税进项

税额抵扣项较少，主要为设备修理费用、生产过

程中的需求工程、煤炭开采所需物资、外购电力

和外包服务费等。这些项目在煤炭企业成本中占

比不超过五分之一，即可抵扣项目较少、实际税

负高于其他企业平均水平。在生产型增值税转为

消费型增值税后，购入固定资产增值税进项税额

可以抵扣，但是云南省煤炭企业开采历史较久，

大型开采设备一般具有初期一次性投入的特点，

使得固定资产增值税进项税额可抵扣的福利并不

明显。

除此之外，增值税的抵扣要求需开具增值税

专用发票，而一些原材料的购买对象是小规模纳

税人，并不具有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能力，需由

税务机关代开。此时的增值税率为 6%或 4%，即

增值税进项税额仅可抵扣 6%或 4%，大大低于其

他产业 60%~70%的水平。煤炭企业是特殊行业，

井下作业的难度和危险程度都是一般工业企业不

能比拟的，云南省煤炭企业增值税出售时按 17%
税率计算销项税额，抵扣时却按低税率抵扣并不

符合税法公平原则[9]。另一方面，从云南省煤炭企

业实际运营来看，增值税可抵扣范围较小，增值

税的固定资产范围不包括房屋、建筑物等不动产，

即煤炭开采民工的住宿建筑等是不包括在可抵扣

范围内的。煤炭开采这一特殊行业若不能抵扣类

似的必要成本开支，有失公允。

3.2 资源税节能环保功能影响有限

“减税降费”是我国政府的税收政策目标，实

行减费降税政策是一项积极的财政政策。从理论

上来说，减税降费主要通过影响消费需求和投资

需求从而影响总需求，实现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

的平衡[6]。从煤炭企业投资需求来看，政府希望促

进其绿色可持续性投资需求增长而非简单的扩张

投资，资源税及其相关费用的改革在逐渐凸显资

源节约集约利用和环境保护的功能，但从深层思

考，节能环保功能或许有限。

云南省煤炭企业缴纳资源税额在计征方式改

变后增长较大，成为减税降费目标上的“增负”

税种。其实资源税的缴纳只包括出售的煤炭资源

和归为自用的煤炭资源，若有剩余产能也不需缴

纳煤炭资源税，那对于某些资源禀赋较好易开采

的煤矿，尽管资源税负增加，但企业仍可大量开

采。另一种情况是煤炭资源税额与煤炭价格挂钩，

当煤炭价格上涨时资源税增加抑制市场需求，但

若煤炭资源价格下降时，资源税负担减轻，此时

可能产生一些不合理煤炭需求，造成煤炭开采过

度资源浪费情况。从以上两种情况分析来看资源

税绿色环保功能的实现有一定的条件，且实际情

况更为复杂，仅因为企业情况和宏观环境的变化

就能影响资源税促进环保功能，说明目前资源税

提高缴纳税额以达到环保目的的基础不牢固。

随着国家减费降税政策的逐步落地，云南省

煤炭企业发展与税收政策之间存在的矛盾，其实

也反应着国内煤炭行业与税收政策之间的矛盾，

本文针对以上问题提出了相应的税收政策建议和

煤炭企业发展建议。

4 减费降税改革的启示及建议

4.1 扩大煤炭增值税可抵扣范围

煤炭行业由于其特殊性，开采往往在地下几

百米甚至几千米，工作条件艰苦恶劣，对于煤炭

开采作业组织开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安全隐患，

其危险程度是一般工业企业不能比拟的。因此煤

矿的井下巷道和矿区建筑与其他工业企业的建筑

也并不相同，不应该简单类比为交通运输通道或

者普通建筑物[10]。另外煤炭企业使用的设备如箱式

压风自救装置、大型刮板机、皮带机通廊制作、

矿用电缆、矿用开关传感器、电子监控设备、人

员定位机站、电源分站、割煤机、电源电缆、综

采设备等都应该将相关材料与设备的购置均纳入

增值税可抵扣范围。包括给无法开具增值税专用

发票的企业或个人购买的材料物资，只要是用于

煤炭开采，应该允许进行增值税进项税额抵扣，

从实际角度出发进行抵扣，真正实现煤炭增值税

的合理公平化。这些还需要相关税务部门加强学

习研讨，进一步完善减税降费政策。

4.2 适时开征环保税新税种促进绿色发展

资源税改革对于绿色节能环保的影响，不能

单一的依靠税额的增长来实现，很显然并不是当

资源税征税越多就能抑制资源需求。政府应该从

培养企业自身节能环保概念的培养上，让企业根

据市场合理的需求进行煤炭资源开采。积极适应

经济新常态，开征与经济发展密切、反应当前经

济发展特点的新税种环保税。通过环保税更精准

区别资源使用以及环境污染的区别，合理量化环

境受损成本并制定税率，同时应学习美股、加拿

大、瑞典等国家政策，不收取煤矿企业的资源税

额和资源补偿税额，只是对煤矿企业收取企业所

石小仟：新税改政策对云南省煤炭企业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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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税和采矿税的方式，有效避免煤矿企业过分逐

利而浪费资源。最后应该注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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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新税种的征收更要注

意多个税种之间的协调配合，不重复征税来减轻

企业压力，促进煤炭行业发展。

4.3 煤炭企业应抓紧机遇实现企业转型升级

一直以来，云南省煤炭企业在供应链成本管

理方面重视程度不够，导致供应链总固定成本、

总变动成本过高，最终导致总成本过高使得在整

个产业链中议价能力较低的煤炭企业盈利压力较

大等现象[11]。在 2019年资源税等相关税制政策改

革条件下，云南省煤炭企业要充分利用国家和社

会的各项资源和自身的优势，总结归纳宣威市依

托特色工业园区发展经验，提高生产效率，节约

更多的经营成本，建立起新型节支增收的经营模

式，加快企业运营模式转型。煤炭企业应关注自

身长远发展，提高自身开采技术水平来提高采矿

效率，合理、科学开发新时期业务，在经济新常

态背景下加强技术研发来加强产业链主导地位，

同时深刻理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观点，

往绿色可持续方向转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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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煤炭行业作为我国的支柱性产业之一，对国

家经济发展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在煤炭市场发

展和竞争异常激烈的今天，不断加强和完善税收

改革，可以提高煤炭行业自身的适应能力，以满

足经济发展的要求。因此探讨煤炭增值税和资源

税改革，既能推动煤炭行业的进步又能为水资源

税设计奠定实践基础。

国外主要从煤炭行业税负承担的角度研究增

值税和资源税，对增值税的研究中大多学者认为

规模越大的煤炭企业实际税率越低，因为这类企

业可以通过固定资产来抵扣税额[1-2]，实际上煤炭

这类与自然资源高度相关的企业，实际税率偏

低[3]，是由于企业得到政府支持，能有效减轻企业

税负[4]。而有关水资源税的研究一方面是从对水资

源的合理保护出发，分析水资源税对水资源的可

持续合理利用所发挥的作用[5]，以及通过税收让地

下水透支的外部成本内部化[6]，特别是在农业部

门，水资源税的征收可以重新分配部门水资源的

使用[7]。另一方面则从企业和政府出发，研究水资

源税产生的正面效应。

国内学者从实际出发，普遍认为我国煤炭行

业税负过高，通过横向对比我国不同行业的上市

公司税负水平，采掘业的税负位居第一[8]，通过纵

向对比企业税负，工业企业不仅高于国内其他行

业的税负，也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9]。虽然 2000年
后，我国采矿业整体有效税率呈下降趋势，但其

他行业税率仍低于煤炭行业[10]。税负过高原因并不

在于我国宏观税负过重，主要在于企业需要缴纳

的税种较多，税收比重较高[11]，除此之外还需缴纳

涉企收费、政府性基金以及社会保险费等多项费

用[12]，并且增值税的进项税抵扣范围较小[13]，从而

造成煤炭行业的成本负担，影响煤炭企业的固定

资产投资，同时也增加了煤炭企业纳税筹划的难

基于煤炭税收改革经验完善水资源税设计的研究

李晓嘉，王曌君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北京 100029）

摘 要：在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的背景下，水资源税设计的重要性逐渐凸显，而我国现行煤炭税收

在增值税和资源税两方面经过多年变革积累了丰富经验，为水资源税设计提供可行的路径。因此，

通过对煤炭税收制度的内容及影响进行分析，并总结煤炭税收最新改革的经验及分析存在的问题，

为水资源税设计提供实践路径，包括科学设置税率、设置合理的税收优惠、合理选择税收的计税依

据、清费立税能有效解决税费重复征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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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14-16]。已有的研究指出煤炭企业税负过高是由税

收体制不健全造成，引出煤炭税收体制改革的必

要性，而水资源和煤炭资源同样作为重要能源，

煤炭税收改革经验的借鉴对完善水资源税设计具

有重要意义，煤炭税收改革对煤炭行业及水资源

税产生的影响需要本文进一步分析。

1 煤炭税收制度的内容

1.1 煤炭行业现行税收制度内容

增值税和资源税是煤炭行业的两大税种，其

税收制度的设计不仅影响煤炭企业成本而且对企

业的投资和发展方向有指导意义，因此，多年来

煤炭行业的增值税和资源税制度在实践过程中持

续改进和完善。

1）煤炭行业增值税制度内容从 2009—2012年
主要经历了由生产型转为消费型以及营改增两次

重要调整，其内容的变迁主要体现在增值税税率

的调整以及固定资产抵扣范围的不断扩大，逐步

建立符合经济发展要求的税收制度。

2009年 1月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增值税改革，改

革后的税收政策规定恢复 17%比例的矿产品增值

税税率，由于煤炭属于人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

煤气、暖气和自来水等与煤炭相关的相关生活制

品采用 13%低税率，固定资产 （不含小汽车） 进

项税额可全额抵扣，自此煤炭增值税由生产型转

为消费型，这也是我国增值税改革的分界点，在

此之前我国的增值税都属于生产型。在商品的劳

务销售额中，不能从外购的固定资产类设备价款

进行抵扣是生产型增值税的特点。在此情况下，

在全部资产中占很大比例固定资产的煤炭企业因

为资产的不能抵扣，在很大程度上加重了企业的

负担。而消费型增值税政策可以全额抵扣固定资

产，具有刺激投资、减轻纳税人负担的作用，消

费型增值税有利于煤炭企业腾出更多的成本追加

投资。

2012年因为增值税、营业税并存的不规范税

收制度导致企业重复缴税，我国开始在上海市进

行“营改增”试点，并在 2016年 5月全面推行试

点，增值税抵扣范围包括全部企业新增不动产，

煤炭采掘企业增值税可通过巷道附属设备进项税

额抵扣。营改增政策有效解决了我国煤炭企业税

收中长期重复征收增值税与营业税的问题，发挥

税收调整煤炭经济结构的作用。

2）煤炭现行资源税制度主要内容体现在资源

税计税依据以及税率范围的设置，为煤炭资源和

合理开发和利用构建良好的税收制度环境。2014
年 12月煤炭资源税改革全面实施，计税依据改为

从价计征，同时推进清费立税。因此，煤炭资源

税制度的建立主要从厘清费税关系、转变计税依

据、合理制定税率、给予税收优惠4个方面进行。

煤炭资源税制度的建立首先要厘清费与税的

关系，避免煤炭资源税与煤炭相关费用在性质、

内容相同的部分重复收费。此次改革首先清理对

煤炭行业征收的多项不规范费用以及省以下地方

政府违规设立的涉煤收费基金，将煤炭矿产资源

补偿费费率降为零，停止煤炭价格调节基金的征

收。清费立税是实施从价计征的前提，是煤炭资

源税后续改革顺利进行的基础。煤炭资源税中计

税依据由从量计征改为从价计征是一个重要的转

变，从价计征将煤炭资源税与煤炭价格结合，使

得资源税的征收更加灵活，既能通过煤炭价格及

时反映煤炭市场供求又能提高煤炭资源利用率，

让更多高质量煤炭进入市场。通过价格的杠杆，

促进企业合理利用资源，提高煤炭资源利用效率，

最大限度地实现了环境保护和企业效益的共赢，

同时增强全社会的生态保护意识。

煤炭资源税通过合理确定税率幅度来减轻企

业结构性负担，提高企业自主发展的积极性。发

达地区企业承担过多缴税压力，从而打击企业积

极性，阻碍税收改革进程。因此，改革中税率范

围为 2%~10%，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在

该范围内根据当地实际情况来设置税率，使得政

府能基于本地企业经营以及煤炭资源状况来制定

相应的税率。煤炭资源税通过给予税收优惠一方

面减轻煤矿税负，一方面鼓励资源综合利用，起到

保护资源和推动企业发展的双重作用。通过对衰竭

期煤矿开采的煤炭减征30%资源税，对充填开采置

换出来的煤炭减征50%资源税。这一优惠既能让煤

炭投资者了解投资方向，减轻煤炭企业负担，又能

提高企业环保意识，促进经济绿色发展。

1.2 煤炭行业最新税收改革内容

2019年 4月煤炭值税改革主要内容为减税降

负，以减轻企业负担为出发点来调整增值税税率，

而资源税仍处于试点推广阶段，具体税收制度内

容没有较大改变。增值税在 2017—2019年的改革

主要以减税并档为主，税负只减不增对煤炭行业

发展有积极的推动作用。2017年营业税被废除，

增值税 13%的税率被取消，同时煤炭行业增值税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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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由于增值税固定资产抵扣环节与实际煤炭

生产状况结合不彻底，造成煤炭企业应抵扣的增

值税在实际缴纳中较难实施。虽然增值税可以通

过固定资产抵扣减少企业所缴纳的税收，然而从

图 1中可以看出，作为煤炭产业链开端的煤炭开采

业和洗选业，其固定资产的投资呈现逐年下降趋

势，通过进项税额抵扣而进行减税优惠对于煤炭

行业是较为困难的。而且我国煤炭行业在未来依

旧是以煤为主的煤炭工业结构，但煤炭作为一种

不可再生资源，煤炭行业本身就具有特殊性。随

着煤炭行业不断的开发和利用，煤炭资源的储量

也将会越来越少，增值税虽然不会造成煤炭价格

波动，但是煤炭行业对自然资源开发的特殊性使

得增值税进一步加重企业税负。

2.2 煤炭税收改革对煤炭行业发展的推动作用

煤炭增值税改革有效改善了税收制度存在的

不足，虽然煤炭行业增值税在抵扣进项税方面改

动较小，但 2019年 4月增值税改革的政策重点是

降低增值税率，这对于煤炭行业利润提高十分重

要，也使整个产业链受益，既能兼顾煤炭企业的

实际运营需求，又能建立合理规范的税收制度。

图1 煤炭开采业和洗选业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税率由 13%恢复到 17%，销售居民用煤炭制品税

率为 13%。2018年煤炭行业增值税税率进行调整，

原适用于 17%增值税税率的原煤等非居民用煤炭

制品业务调整至16%，销售居民用煤炭制品适用税

率下调为 10%。2019年 4月煤炭行业 16%的增值

税税率下调为 13%，销售居民用煤炭制品税率下

调为 9%。增值税税率的反复下调对于煤炭企业

的稳定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影响，从改革中吸取

经验和教训为推动煤炭企业以及水资源企业进一

步发展十分必要。

2019年4月煤炭行业的增值税税率由16%降至

13%，降幅达到 18.75%，通过对比增值税 2018年
之前 17%的税率，两年内增值税税率累计下降

23.53%。而煤炭行业增值税率不断下调的原因在

于其税负过高严重制约煤炭企业的发展，煤炭行

业所缴纳的增值税为企业的销项税额减去进项税

额，这一计算方式对于煤炭行业来说，由于构成

其进项成本的自然资源采选费用缺少增值税专用

发票，导致煤炭行业增值税抵扣项目较少，在此

基础上煤炭行业增值税税率水平一直过高，导致

煤炭企业经营成本过重。因此，降低增值税税率，

增加税费抵扣范围，增加企业利润，符合煤炭行

业发展需求。

2 煤炭税收改革对煤炭行业的影响

2.1 煤炭行业税收制度存在的缺陷

增值税的主要作用是通过向消费者征收实现

抑制国内需求增长的税种，然而增值税税率较高，

实际上抑制了增值税调节作用的发挥，也不利于

煤炭行业的运行和发展。

1）增值税的征收由于税率较高导致企业税收

负担加重，从而抑制部分煤炭企业的发展。由表 1
可以看出，2018年以前我国增值税征收的税额在

逐年增加，煤炭企业总体税负实际在不断提高。

并且增值税的抵扣需要遵循严格的发票制度，才

能发挥增值税的调节作用。而对于煤炭企业，煤

炭生产过程中需要大量投入煤炭资源，但此类物

品不能取得扣税发票，从而导致销项税额大于实

际增值额，使企业多交增值税。即使在能够取得

扣税发票的情况下，煤炭企业多项固定资产都没

有列入增值税抵扣项目，致使煤炭企业不能抵扣

相应进项税额，存在重复征税状况。

指标

地方财政国内增值税

中央国内增值税

国家国内增值税

2013年
8 276.32
20 533.81
28 810.13

2014年
9 752.33
21 103.03
30 855.36

2015年
10 112.52
20 996.95
31 109.47

2016年
18 762.61
21 949.47
40 712.08

2017年
28 212.16
28 166.02
56 378.18

表1 地方、中央及国家增值税税收 亿元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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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4月煤炭增值税率下调后，煤炭行业行业增

加值累计增长速度得到提升，可见这次改革给煤

炭企业带来发展契机，通过创新技术和调整产业

结构来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企业固定资产价值

中所含的税款也能得到合理扣除，生产资料排除

在征税范围之外能有效减少企业重复缴税，最终

使企业的安全生产环境得以改善，并且企业的综

合竞争实力也得到了最大限度地提升。随着煤炭

增值税改革，煤炭税收体系也在不断地完善，为

煤炭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基础。煤炭增值税

作为我国煤炭税制体系的重要部分，煤炭增值税

的改革有利于弥补现行税收制度的不足，为其他

税种的改革提供学习借鉴的经验。在当前财政收

入放缓的大背景下，煤炭增值税还可以增加政府

的财政收入，对整个税收体系的运行发挥着积极

作用。

3 水资源税设计借鉴煤炭税收制度的原因

1）水资源费的征收、管理主体部门不具有固

定性，存在多部门征收费用的情况。我国水资源

实行收费制度时涉及水利以及环保等部门，或者

利用水资源发电的电力部门，这些部门对水资源

各自管理各自收费，一直存在多重收费的现象，

有的地方部门在没有被授权的情况下征收水资源

费，不仅导致水资源费政策规范性欠缺，增加

了政府的管理成本，还导致水资源无法得到合

理利用。

2）水资源费各地区征收标准设定不合理，缺

乏对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的全面考量。从表 3中可

以看出，虽然水资源费在不同区域的征收标准不

同，但与水资源费和当地的水资源分布并非合理

匹配。一方面部分地区差异过大，如北京和上海

同为特大城市，但北京的地表水资源费的征收标

准是上海的 16倍；另一方面该标准又未能充分反

映水资源在地域分布上的差异，如最后两栏中水

资源缺乏的甘肃、新疆、西藏、青海和水资源丰

富的地区水资源费最低征收标准统一。因此该征

收标准没有真正反映水资源存在的问题，难以提

高水价的合理性。

3）水资源费不具有强制性，因其缺少法律制

1）近几年增值税改革有效地发挥了税收的调

节作用，减少煤炭企业税收负担，为企业建立公

平竞争的营商环境。根据国家税务总局提供的数

据，2017年营改增共减税 9 186亿元，在 2018年 5
月下调税率后，当月实现净减税 348亿元，减税幅

度 8.57%，并在 2019年的翘尾新增减税 2 652亿
元，截止到 2018年 9月底，通过深化增值税改革

合计减税 2 386.4亿元。由图 2数据可以看到，在

2019年 4月煤炭增值税税率大幅下调后，原煤产量

由 2月的负增长后在 4月重新恢复增长，可见增值

税税率的调整对与煤炭行业的生产具有重要作用。

因此，煤炭经济作为一个具有整体性的产业结构，

充分贯彻和落实增值税的机制能确保各个程序阶

段合理持续的发展。

图2 2018年11月—2019年4月原煤产量累计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2）增值税最新税率下调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刺

激了企业的投资，降低企业经营成本，提高企业

竞争力并实现企业价值。由表 2中可以看出，在

指标

工业增加值增长率

采矿业

制造业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2018年10月
本月

5.9
3.8
6.1
6.8

累计

6.4
2.0
6.6
10.0

2018年11月
本月

5.4
2.3
5.6
9.8

累计

6.3
2.1
6.6
10.0

2018年12月
本月

5.7
3.6
5.5
9.6

累计

6.2
2.3
6.5
9.9

2019年3月
本月

8.5
4.6
9.0
7.7

累计

6.5
2.2
7.2
7.1

2019年4月
本月

5.4
2.9
5.3
9.5

累计

6.2
2.4
6.7
7.7

表2 不同行业增加值增长速度（比去年同期增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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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规定从而导致实际征收率较低。由于水资源费

没有法律制度规定的强制性，导致征收单位进行

征收时存在用水部门讨价还价的现象，不但减少

了水资源费收入，而且削弱了水资源费的征收率。

水资源费尽管标准低，但在实际征收过程中，由

于存在地方政府为招商引资、发展经济随意减免

的情况，水行政主管部门面对地方出台的法规之

间的不协调难以适从以及对欠费行为缺乏强制力

保证等因素，水资源征收工作并不理想，征收率

偏低。

表3 各地区地表水、地下水的资源费最低征收标准元/m3

数据来源：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网站。

4）水资源费采取从量计征的计费方式，该计

费方式不利用水资源的合理利用。水资源费按实

际情况从量计征，导致水资源的质量不同但缴费

相同，使得征费有失公平。并且从量计征的水资

源费与资源产品的价格完全脱节，不随水资源价

格的变动而调整，由于水资源的稀缺性而导致其

价格逐渐上涨的总体趋势下，以及市场经济中不

可避免发生的价格波动情况下，从量计征的缺陷

被进一步放大。

4 煤炭税收制度对水资源税设计的促进作用

4.1 煤炭税收改革为水资源税设计提供的经验

煤炭税收制度在试行、推广、改进中不断地

完善，通过多次修正和补充，煤炭资源税的成熟

经验为水资源税的推广提供学习借鉴的路径，在

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水资源税设计。因此，煤炭

增值税和资源税一系列税收改革政策为水资源税

设计提供丰富的实践经验。

1）科学设置税率，充分考虑当地经济和自然

资源条件，为水资源经济发展提供更多自主性。

2019年 4月煤炭增值税率的大幅下调充分考虑煤炭

作为自然资源的特殊条件，减轻煤炭经济实体的

税负。因此水资源税的税率设置时应考虑水资源

的特殊性，采用分层次征税的方法，首先要考虑

地区差异，由于我国水资源分布不均，在税率设

计时应考虑各地区水资源的税率差异。其次考虑

地表水与地下水两种情况。由于地下水的过度开

采造成地下水位下降，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损坏，

因为地下水可比地表水采用更高的水资源税率。

2）清费是立税的前提，明确水资源税的征收

部门与税款归属，是解决税收重复问题的重要措

施。煤炭增值税最新改革以减轻企业税负为出发

点，是由于过重税负会造成煤炭企业带来成本上

的负担还会产生寻租现象，造成市场的不正当竞

争。而水资源所缴纳的重复费用会导致改革的进

程受到阻碍，因此水资源税在解决多部门征收问

题上，应着重调整税收征收部门之间的合理分工。

水资源税征收关系到政府财政收入，要注意地方

税务部门对水资源税征收的方式以及征管过程中

部门间的配合，可以由征收水资源税相关行政主

管部门向税务部门传递相应数据等信息，以方便

税务机关的纳税评估与税务稽查等管理工作。

3）设置合理的税收优惠，合理扩大税收抵扣

范围，以确保经济稳定发展。在煤炭增值税最新

改革中税收抵扣范围的设置充分考虑了煤炭企业

自身的发展需求，如果固定资产属于抵扣范围就

增加了当期的进项额，减少企业实际负担的资产

购置费，从而减轻煤炭行业税收负担。而水资源

税设计与企业的生产经营联系同样紧密，需要考

虑企业的生产设备问题，通过设定适当的固定资

产税收抵扣范围，并对有助于水生态修复的设备

或者水资源循环利用设备给予税收优惠，以促进

经济和生态共同发展，一方面确保了水资源的合

理开采，提高人们的环保意识，另一方面缓解了人

们对水资源税改革的担忧，确保水资源企业的正常

生产，加大人们对税收改革政策的理解与支持。

4）合理选择税收的计税依据，水资源税收设

计应根据实际情况合理选择计税依据，以提高计

税灵活性。煤炭增值税是对煤炭产品流转过程中

产生的增值额作为计税依据，既能贯彻税收公平

原则又有利于国家稳定地获得财政收入。而现有

的水资源税改革试点仍延续从量计征的方式，此

地区

北京、天津

山西、内蒙古

河北、山东、河南

辽宁、宁夏、陕西

黑龙江

江苏、浙江、广东、

云南、甘肃、新疆

上海、安徽、福建、江西、湖北、

湖南、广西、海南、重庆、四川、

贵州、西藏、青海

地表水

水资源费

1.6
0.5
0.4
0.3
0.2
0.2

0.1

地下水

水资源费

4
2
1.5
0.7
0.7
0.5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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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虽然征税标准一定且征收手续比较简单，但

较难发挥税收的调节作用且财政收入不能与国民

收入同步增长。因此水资源税设计计税依据时可

以借鉴煤炭增值税现行制度，将税收与水资源市

场紧密结合，随着水资源税的逐渐推广，可以将

从价计征和从量计征相结合，将市场价格涨价趋

势明显的水资源产品选择从价计征，而对于市场

价格变化不大的水资源产品仍沿用从量计征，但

对于存在质量差异的水资源产品需要考虑从价计

征，以确保高质量水资源产品进入市场。

4.2 借鉴煤炭税收改革对水资源税的影响

水资源改革担负着运用税收杠杆调节水资源

结构、保税水环境的任务，虽然改革取得了一定

的成效，但在改革推进过程中仍存在问题，因此

煤炭税收改革的借鉴对水资源税具有重要意义。

1）通过借鉴煤炭税收改革来推广水资源税设

计，将水资源税的调节作用强化，有利于水资源

的保护。水资源税设计明确了征税对象、税率范

围、计税依据以及税收优惠，逐步完善水资源税

政策，有助于质量高的水资源进入市场，减少对

水资源的浪费，也避免了对地下水的过度开采。

水资源税改革目前处于试点阶段，通过借鉴煤炭

税收改革经验再结合水资源税改革的实际经验，

将此税收改革模式推广到全国，并逐步运用到其

他资源税的征收。

2） 通过借鉴煤炭税更有助于水资源税的征

收，有利于地方经济的绿色发展并提高当地税收

收入。水资源税是地方税收部门的重要收入来源，

对水资源充沛地区的经济发展、环境保护和税收

收入影响重大。目前的水资源税改革政策有助于

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制定相关税收政策，规范地方

政府和企业之间、企业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

系，通过发挥地方政府主观能动性来带动地方可

持续发展。

3）通过借鉴煤炭税收制度，为水资源税的推

广规范税收制度，奠定全国范围内水资源税改工

作建立良好基础。煤炭税收制度的完善为其他自

然资源如何合理利用设计税收制度做出良好示范，

而水资源税设计能为水资源税试点的推广提供实

践路径，通过与煤炭税收制度的先进经验结合，

为其他城市提供规范的水资源税设计方向，全面

提高税收的调控作用，为下一步全面推进水资源

税改革创造了有利条件和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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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中国是全球炼焦煤交易最活跃也是成交量最

大的市场。中国炼焦煤交易量超过全球炼焦煤交

易量的 60%，日交易量平均在 150万 t以上。2018
年 6月 9日，中价·新华山西焦煤价格指数作为中

价·新华焦煤价格指数的首发指数，由国家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价格监测中心和中国经济信息社共

同发布，其样本数据主要来自山西焦煤焦炭国际

交易中心“焦煤在线”电商平台的交易数据，是

第一个能全景反映中国炼焦煤交易的权威中国炼

焦煤指数。该指数旨在全面、准确地反映产地焦

煤价格水平及变动趋势，为国内焦煤市场交易提

供科学的价格参考，促进煤焦钢行业平稳有序运

行，合理引导市场预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

中国炼焦煤价格恢复到合理水平。CCP价格指数以

2017年 1月第一周为基期，截止到 2019年 5月 28
日，共累计发布 50期[1]。价格是交易双方达成的对

标的物特定时段价值的一致性认知，是丰富、生

动营销实践情境的数量表达。中价·新华山西焦

煤价格指数所有数据全部以实物交易形式出现，

每一个实物交易数据的背后，都有着变化的交易

生态和真实的交易行为。基于影响力强、市场覆

盖面广、具有广泛代表性的中国焦煤品牌集群企

业的丰富交易实践，中价·新华焦煤价格指数具

有普遍代表性、连续性和多样性。本文通过对CCP
的实践基础分析，构建对中国炼焦煤交易的全景

认知。

1 中价·新华焦煤价格指数的实践基础

1.1 CCP是中国炼焦煤交易实践的记录和标尺

交易行为的达成，源于在特定时段和环境条

件下，参与交易各方对标的物价值的一致性认知，

是对交易实践限制条件下的量化表达。指数是交

易价格的集中反映，交易价格本身是交易实践的

产物，是建立在客观交易行为基础上的主观认知

一致性，是交易各方就有限信息条件达成的阶段

性共识，对于长期合作的各方，时段价格共识的

达成不仅仅局限于当下。CCP体现了这样一个认知

规律，即：以周为单位，通过对中国市场炼焦煤

实物交易行为的多模式、多维度量化描述集合，

生成中国炼焦煤每周实物交易实践的数量记录和

标尺。CCP既体现当下、也反映预期；既有考虑价

格收益，也纳入对长期合作因素的考量。CCP自发

中价·新华焦煤价格指数实践基础研究

郭 黎 娟
（山西焦煤煤焦销售有限公司，山西 太原 030027）

摘 要：介绍了中价·新华焦煤价格指数（以下简称“CCP”）的数据来源，主要依托山西焦煤焦

炭国际交易中心“焦煤在线”电商平台数据，分析认为CCP是中国炼焦煤交易的记录和标尺及其

资源和需求基础，最终得出CCP是全景反映中国炼焦煤交易的权威价格指数的观点。

关键词：CCP；焦煤价格指数；炼焦煤；消费市场

中图分类号：F416.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9605（2019） 06－0037－05
Basic research on the practice of the medium price Xinhua coking coal price index

Guo Lijuan
（Shanxi Coking Coal and Coal Coking Sales Co.，Ltd.，Taiyuan 030027， China）

Abstract：The data source of the medium price Xinhua coking coal price index （referred to as“CCP”） was introduced，
mainly relying on the data of Shanxi Coking Coal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Coking Coal Online”e-commerce platform，The
analysis concluded that CCP was the record and scale of China's coking coal trading and its resources and demand base. It is
concluded that CCP was a panoramic view of the authoritative price index of China's coking coal trading.
Key words：CCP；coking coal price index；coking coal；consumer market

市场分析

37



2019年第6期 煤 炭 经 济 研 究 第39卷

布以来持续保持高质量运行，从实践角度进一步验

证了指数模型方法的科学性、基础数据的准确性。

中价·新华山西焦煤价格指数走势，如图1所示。

图1 中价·新华山西焦煤价格日期指数走势

注：中价·新华山西焦煤价格指数以 2017年 1月 1日为基点，

基点为1 000。
1.2 CCP的资源基础

1.2.1 中国炼焦煤资源为CCP提供供给充分性

中国在全球具有相对丰富的炼焦煤资源，无

论在总量还是资源品类上都具有独特优势，这是

中价·新华焦煤价格指数生成的厚实土壤。炼焦

煤是煤炭的独特品种，根据《BP世界能源统计年

鉴》（2018），世界煤炭探明储量为103 501亿 t，世

界炼焦煤资源占全球煤炭资源总量的 10%，约为 1
万亿 t，其中 1/2分布在亚洲、1/4分布在北美洲、

其他地域占 1/4。中国煤炭资源总量中，炼焦煤占

比相对高于国际平均水平。根据国土资源部统计，

截止 2016年年底，全国煤炭查明资源储量 15 980
亿 t，其中炼焦煤占比略高于 19%，高于全球占比

水平，具有比较优势。中国及全球炼焦煤资源占

比情况，如图2所示。

图2 中国及全球炼焦煤资源占比

1.2.2 炼焦煤赋存和交易量是基本条件

山西省炼焦煤资源居全国之首，这也是中

价·新华山西焦煤价格指数先行发布的基本条件。

山西省是中国炼焦煤资源最丰富的地区，居全国

各省（市、区）之首，查明资源储量1 388亿 t，占

全国炼焦煤查明资源储量的 45%以上。山西炼焦

煤资源储量中，气煤占比近一半，主要分布在晋

北煤炭基地。焦肥煤占 1/3，主要分布在晋中煤炭

基地。山西炼焦煤资源主要分布在宁武、西山、

河东、霍西、沁水 5大煤田。其中优质焦肥煤主要

分布在西山、河东、霍西煤田。近年，山西省炼

焦煤交易量约 2亿 t，占到全国交易量的 30%以

上。山西炼焦煤资源查明储量全国占比情况，如

图 3所示。

图3 山西炼焦煤资源查明储量全国占比

1.2.3 炼焦煤品种齐全保证CCP的代表性

中国炼焦煤品类齐全，保证了中价·新华焦

煤价格指数在品种上具有丰富的可选性和代表性。

从炼焦煤资源赋存特点看，中国炼焦煤覆盖全部

炼焦煤品种，在已查明炼焦煤资源储量中，气煤

（包括 1/3焦煤）占炼焦煤查明资源储量的 45.73%，

焦 煤 占 到 23.61%， 肥 煤 占 比 12.81%， 瘦 煤

15.89%，尚未分类的占到 1.96%。中国炼焦煤查明

资源储量分煤种占比情况，如图4所示。

图4 中国炼焦煤查明资源储量分煤种占比

1.2.4 中国炼焦煤国内主供确保CCP的稳定性

当前中国炼焦洗精煤年消费量在 6亿 t左右，

主要由中国自给，国际采购多年来保持在 10%左

右的水平。一方面，得益于中国国内炼焦煤生产

企业的保障；另一方面，从全球的角度，炼焦煤

资源总体有限，国际炼焦煤增量多供印度、东南

亚国家，对中国供给量总体保持在 6 000万 t的水

平，实现有支撑性的国际供量，在未来的年份并

不现实。2018年，印度主要地区平均钢材价格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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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上涨 26%，进一步印证了由需求强势带动

的钢铁市场。未来，印度在改善投资和基础设施

的双重作用下，国内的钢铁需求将继续被拉动。

东南亚国家最近年份需求增量显著，对国际炼焦

煤资源带来新的国际海运煤消费增量，中国炼焦

煤需求保障将更多依靠自给。中国炼焦煤需求保

障占比情况，如图5所示。

图5 中国炼焦煤需求保障占比

1.3 CCP的需求基础

1.3.1 全球最大炼焦煤消费市场是CCP的需求基础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炼焦煤消费市场，这是CCP
的需求基础。炼焦煤按照用途划分，作为生产原

料，用来生产焦炭，进而用于钢铁行业。据《中

国能源统计年鉴 2017》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焦

炭 消 费 量 45 462 t， 其 中 工 业 类 消 费 量 达 到

99.69%。从行业看，钢铁行业消费量占到焦炭总

消费量的 85.03%。其次是化工，约占 8.86%，第三

是机械行业，约占 1.98%。以上这 3个行业占到

2016年焦炭总消费量的 95.87%。在实际应用中，

也有一部分炼焦配煤被作为动力煤供发电使用，

对于整体稀缺的炼焦煤资源而言，应当说是一种

浪费，需要在今后予以严格管理和高度重视。以

上数据可以看出，炼焦煤最重要的消费是钢铁行

业，占到全部消费量的 85%以上。2018年中国粗

钢产量 9.28亿 t，占到全球钢产量的 50%以上，生

铁产量占到全球的 60%以上。中国长流程钢铁量

占到全部产量的 90%，从 1996年中国粗钢产量突

破亿吨起快速增长，目前已达到近 10亿 t水平，领

先全球。中国焦炭分行业消费情况，如图6所示。

图6 中国焦炭分行业消费情况

1.3.2 下游行业发展稳定为CCP可持续性的重要

条件

中国钢产量在峰值平台期将保持较长时间，

为CCP提供连续性。主要原因有 6个方面：一是中

国经济发展正从东部发达地区向广袤的中西部延

伸，从一线城市向二、三线城市推进；二是京津

冀、粤港澳、长江经济带、关中地区等区域协同

发展将在中国国土上形成多极带动，普遍发展的

格局；三是汽车产业升级带来的机遇和条件；四

是“一带一路”战略将拓展和改变中国钢铁布局；

五是钢铁行业产能置换，新炉建设自身提供较长

时间的钢铁需求；六是短流程炼钢在中国形成规

模效应还需要时间。以上为中国钢铁提供需求，

进而沿着“钢材—粗钢—生铁—焦炭—焦煤”的

逻辑路线，对炼焦煤形成稳定需求。业界普遍认

为从全球发达国家走过的路径分析，中国钢铁维

持在 8亿 t左右水平，还会有 10年甚至更长的时

间。从近年的产量走势看，钢铁产量基本保持了

的均衡增长。

1.3.3 多种交易模式为CCP提供了多样性基础

中国焦煤品牌集群企业炼焦煤多种交易形

式[2]，为CCP提供多样性。中国焦煤品牌集群企业

交易形式涵盖年度长协、季度长协、月度长协、

现货定价、现货竞价等多种形式，其中长协交易

体现了各方对年度、季度或月度价格的一致性认

识，通过拉长时间周期，以时段内的稳定价格熨

平时点的价格波动，本质上是完全的市场交易行

为，且价格的内涵更为丰富；现货定价和现货竞

价，体现的是在时点价格上交易双方的认知一致

性和CCP的活跃因素。CCP分别设定了综合指数、

长协指数、现货指数、竞价指数，就是对这种实

践多样性的指数反映，是建立在坚实的实践基础

上的经济学现象[3]。

2 中价·新华焦煤价格指数辅助分析系统

2.1 市场温度

大宗物质的特点和炼焦煤品种的差异性，对

炼焦煤销售的到户服务和技术支撑提出较其他产

品更具实践性的要求。CCP的产生基础是中国丰富

的炼焦煤交易，交易行为的达成最终来自于产需

双方对市场较为接近的认知。认知的达成建立在

对市场的感知和判断上，这些感知和判断存在多

种维度，市场总监—区域市场经理—大客户经理

形成的纵向客户服务脉络，是与客户所有商务和

郭黎娟：中价·新华焦煤价格指数实践基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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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质量衔接的垂直责任体系，总体构成炼焦煤产

运需环节中与客户直接接触的触角。实践证明，

与客户直接接触的市场服务体系人员对市场和客

户的感受最直观，也最具有当下特征。将这些感

知量化描述，形象地说，让“听得到炮声的人”

描述市场冷暖，即构成 CCP辅助分析系统的第一

维度—市场温度。这是营销实践的经验总结，也

是建立在大数据之上智慧营销的新探索 [4]。市场温

度感知情况，如图7所示。

图7 市场温度感知示意图

图 7中的线框，为多点联线后形成的面积图，

判断规则为：深色框图部分越向外围，表明需求

和需求支持条件越好；反之，则需要提出警示。

2.2 来访密度

观察长周期交易实践，显示客户来访与炼

焦煤供需状况具有很好的相关性，市场供大于

求时，客户来访频次和级别处于较低水平；反

之，来访频次和级别水平出现提升。分析 2013
—2016年，及 2016年至今，炼焦煤市场走出了

下行加上行完整过程，整理期间来访数据，表

现直观。2016—2019年样本季度来访密度，如

图 8所示。

图8 2016—2019年样本季度来访密度

注：由模型计算得出，值越高，表明来访密度越大；反之，则越小。

分析认为当期样本季度客户来访密度 2019年
达到 16，显著高于 2017年的 8.3和 2018年 9.3，也

高于 2016年的 14。炼焦煤价格波动率与客户来访

密度正相关，2016年一季度炼焦煤价格处于底部，

需求开始回升，2016年二季度价格出现上升，预

计 2019年 2季度价格与 2016年有相似性。当期来

访密度处于季度历史高位，也反映了客户对企业

品牌依赖性增强，无形资产增值。

2.3 采供强度

采供强度来源于即时客户需求和资源、运力

情况的对比分析，可以看出，采供强度与价格表

现出明显的正相关性，大数据集中分析，这一趋

势更为明显。样本单元炼焦煤采供强度走势，如

图9所示。

图9 样本单元炼焦煤采供强度走势

图 9表明炼焦煤采供强度总体处于 1以上的强

采供区间，这与 CCP中现货和竞价指数的表现一

致。分析发现，CCP与宏观经济运行、环保政策等

外部生态有着较为密切的相关性，铁路运输条件、

钢焦行业运行也对CCP带来影响。因而，CCP是炼

焦煤交易综合影响因素的一个综合反映值，在建

立在对实践因素的综合数量体现。

3 中价·新华焦煤价格指数的实践效果

3.1 CCP参与山西焦煤长协价格测算

CCP自 2018年 6月 9日发布以来，已经完整走

过一个年度周期的轨迹。2018年第四季度，山西

焦煤根据 CCP变动情况，对报告期的炼焦煤长协

价格参照基期现货和竞价指数的变动，进行测算，

并把测算结果在报告期价格变动中予以应用，得

到各方面的普遍认同。2019年 3月下旬，依据

CCP，进行了第二季度价格的变动测算，应用辅助

分析系统和专家系统同步启动，得到吻合度非常

好的结论，表明 CCP在指导价格调整上具有很好

的可应用性。

3.2 CCP引领全球炼焦煤价格走向稳定

CCP稳定发布和运行，CCP成为首个纳入长协

交易的指数，也正是由于长协交易的纳入，中国

炼焦煤价格的交易走上日益稳定的轨道。由于中

国市场在全球炼焦煤市场的特殊性，CCP以覆盖全

国 30%以上交易量，引领了全球炼焦煤市场。对

以往仅以边际量为数据池的指数形成修正和引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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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CCP的丰富和发展，CCP的实践应用将会更加

深入和广泛[5] 。

4 中价·新华焦煤价格指数的发展思考

CCP从中价·新华山西焦煤价格指数出发，通

过 50余期 CCP对山西这个全国最大炼焦煤生产和

交易区域的各品类指数计算，形成了 CCP向全域

全品种推广的基础。CCP的发展同样存在这样的情

形，相对稳定的长协交易纳入，是 CCP内含的稳

定因素，相对于全部的现货竞价等模式，价格的

内涵更为丰富更具可持续性。

实践的发展将为 CCP提供更广阔的数据空间

和基础。作为 CCP的主要数据采集平台，山西焦

煤焦炭国际交易中心“焦煤在线”电商平台，吸

引了越来越多的炼焦煤资源和采购商到平台上交

易，交易的密度和速度都在快速增加。这为 CCP
提供了更加丰富的数据资源，并逐渐形成良性互

动格局，对于保证 CCP原始数据质量，完善数据

结构，奠定了坚实有力的市场基础。

CCP的形成和发展，与中国经济和煤焦钢产业

在中国发展息息相关，这也是 CCP的独特优势。

今后，这样的环境和生态，将在较长时期内持续，

必将更加有助于 CCP的丰富和完善。面向未来，

中国煤焦钢企业正走向世界，融入全球发展，并

迅速成为做出更多世界贡献的一流方阵，伴随着

这一过程，CCP也将在实践中得到新的发展。

5 结 语

中国煤焦钢产业链在全球具有价格主导作用，

是全球煤焦钢价格的重要引领。中国煤焦钢价格

体系充分考量了经济发展的需要和中国实践，实

践证明符合发展方向。

CCP是在适当时候、适宜市场条件下发布的权

威价格指数，是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收获。

CCP的发布虽然只有一年，都已经积累了宝贵的实

践经验，为后期从中价·新华山西焦煤价格指数向

CCP全口径推进创造了条件，打下了基础。CCP辅
助分析系统的测试，目前取得了较为理想的效果，

后期仍将随着 CCP的全口径推进，持续拓展和完

善。并通过实践与理论的反复结合，实现炼焦煤指

数与价值的最好拟合。

当前在中国焦煤品牌集群和中国钢铁企业的共

同努力下，各方对于炼焦煤这一稀缺资源的保护性

开采利用形成共识，对炼焦煤可持续应用的认知上

升到新高度，并在实践中形成了中国炼焦煤的适宜

价格水平和指数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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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煤矿开采带来的固废量非常巨大，尤其是煤

矸石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较为严重，传统的填埋沟

壑、占用土地堆积等简单的处理方法，随着时间

的推移对土壤的污染非常严重且治理难度大，因

而探索绿色环保使用煤矸石的途径非常有必要。

2014年 11月，我国住建部颁布了《海绵城市建设

技术指南》，指明海绵城市的发展应遵循“渗、

滞、蓄、净、用、排”的六字方针，标志着中国

海绵城市的建设拉开了序幕。如果将海绵城市比

作人体，那么海绵生态砖则可以比作发挥城市呼

吸功能的“肺”，海绵生态砖是支撑海绵城市建设

的基础性材料[1]。海绵生态砖拥有许多优良特性，

如良好的地面透水性与保湿性，防滑、抗压、抗

冻、抗风化、降噪吸音等，同时海绵生态砖将尾

矿废料、粉煤灰与工业废料进行二次利用，是新

型绿色的环保透水材料。《建材工业“十三五”发

展规划》（工信部规〔2016〕 315号）提出，“十三

五”期间，为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鼓励在华北

地区实现工业资源综合利用，推进利用尾矿资源

生产建材产品，开展尾矿、粉煤灰、煤矸石、副

产石膏、矿渣、电石渣等大宗工业固废的综合利

用[2]。这些政策的出台与实施，拓展了煤矸石资源

化利用的途径，本文试图通过预测煤矸石资源化

新型产品海绵生态透水砖的市场需求来分析其潜

在经济价值。

1 煤矸石资源化利用现状

西方发达国家对煤矸石的资源化利用探索较

早，资源化率高，资源化途径也较为广泛。通过

相应的加工处理技术及相对较低的投资，实现利

用煤矸石发电，利用破碎后的煤矸石制备建材粘

结剂、骨料、陶粒或者道路铺装材料，通过物理

化学手段对煤矸石进行煅烧改性后作为化工及市

政废水的预处理介质等。从实际应用案例及效果

来看，国外煤矸石资源化利用呈现产业化、规模

化、高端化等特点。

国内的煤矸石资源化利用起步较晚，但是近

年来发展迅速，目前已经做了大量的探索，总体

来看，有 5大类产业发展较快。第一是煤矸石发

电，该项探索已经在国内得到了产业化发展，各

地建设的低热值煤矸石电厂项目很多；第二是利

用煤矸石物理破碎后生产传统建材；第三是利用

内蒙古煤矸石海绵生态砖市场经济规模预测

张 峰 玮
（中煤科工清洁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100013）

摘 要：以内蒙古准格尔地区煤矸石制备的海绵生态砖为研究对象，设计了针对其市场及潜在经

济规模的预测思路，对全国市场容量和面向内蒙古准格尔地区的潜在市场容量给出了分城市详细

预测，并给出了相应市场经济规模的定量分析。

关键词：煤矸石；海绵生态砖；海绵城市；资源化利用；市场预测；内蒙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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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ecast of market economy scale of Inner Mongolia coal gangue sponge ecological brick
Zhang Fengwei

（China Coal Technology and Engineering Group Clean Energy Co.，Ltd.，Beijing 100013，China）

Abstract：Taking the sponge ecological brick prepared from coal gangue in the Zhungeer area of Inner Mongolia as the re⁃
search object， the forecasting ideas for its market and potential economic scale were designed，a detailed forecast was given
to the national market capacity and the potential market capacity for Zhungeer area of Inner Mongolia in different cities，and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was conducted on the corresponding market economic scale.
Key words：coal gangue；sponge ecological brick；sponge city；resource utilization；market forecast；Inner Mongo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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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优质煤矸石煅烧生产超细高岭土，尤其是在

晋陕蒙地区，煤矸石中的煤系高岭土含量较高，

品质好，经过窑炉高温煅烧研磨后生产的超细高

岭土，在化工涂料、造纸、印染等行业具有广泛

的用途；第四是利用煤矸石进行煤矿开采沉陷区

及采空区的充填治理，对矿区塌陷区进行充填治

理；第五是探索采用生物化学方法对煤矸石改性，

用于矿区土壤改良及生态复垦[3-6]。
总体来看，煤矸石发电、生产传统建材及煅

烧加工高岭土等途径的技术相对成熟，但受限于

煤矸石热值、三废排放污染等因素影响，利用率

偏低，产业规模很难做大，尤其是我国对生态环

境治理日趋加强的新形势下，以上产业的市场竞

争力普遍较弱，而其他诸如塌陷区治理及土壤生

态修复等途径仍在试验探索阶段。

2 海绵城市政策下煤矸石资源化新途径

2.1 政策背景分析

随着城市化发展速度的加剧，无论是人行道、

街道、广场，还是住宅小区的庭院等，路面大都

采用花岗岩、水泥、釉面砖等封闭性结构铺装，

城市透水能力在减弱。城市地表被建筑物和各种

混凝土等阻水性材料所覆盖，城市的排水功能越

来越低下。另外，这些材料所辅贴的路面使城市

温度普遍提高 2℃~4℃，产生城市热岛效应。为解

决该问题，海绵城市的理念逐步形成。在具体实

践中，建设海绵城市离不开海绵生态砖。海绵城

市设施中一种重要的源控制技术便是透水性铺装，

用以减少城市不透水面积，同时使城市雨水的径

流走向得以良好的调控，促进雨水的储存、渗透

和净化。

2015年 3月 4日，我国第一批海绵城市试点确

定，第二批海绵城市建设位列“十三五”国家战

略百大工程项目，共 14个城市入选。按照《国务

院办公厅关于推进海绵城市建设的指导意见》提

出的总体目标，海绵城市建设应最大限度地减少

城市开发建设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将 70%的降雨

就地消纳和利用。要求到 2020年，城市建成区

20%以上的面积达到目标要求；到 2030年，城市

建成区80%以上的面积达到目标要求。

另外，2014年 10月，住房城乡建设部正式发

布《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50378-2014），并

于 2015年 1月起执行。该标准要求“城市硬质铺

装地面中透水铺装面积的比例达到50%”[7]。

2.2 煤矸石制海绵生态砖工艺

海绵生态砖外形尺寸主要为 100 mm×200 mm、
150 mm×150 mm、200 mm×200 mm、300 mm×15
mm、300 mm×300 mm、300 mm×450 mm等，产品

厚度主要为 45 mm、60 mm、65 mm，产品单重为

1.5~1.8 kg/块，烧成周期一般 18~22 h，烧成温度

范围为 1 050~1 200 ℃。在技术标准方面，已经实

施的有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颁布的 JC /T945-
2005《透水砖》标准，该标准于 2005年 7月 1日实

施，对透水砖的外观质量、尺寸偏差、抗压强度

和抗折破坏荷载、物理性能做了要求，见表1。
表1 海绵生态砖性能指标要求

注：JC/T 945-2005《透水砖》标准、CJJ/T188-2012《透水砖

路面技术规程》。

煤矸石制备海绵生态透水砖的基本工艺较为

成熟，主要是煤矸石原料粉碎、分级、配料、混

料、成型、干燥、烧成、检验等工序。该工艺过

程主要用到的设备包括颚式破碎机、锤式破碎机、

雷蒙磨机、振动筛、混料机、压砖机、隧道窑等。

整个工艺过程的技术难点在于控制好产品透水系

数和强度的关系，透水系数大强度较低，透水系

数小强度较高。另外，对煤矸石如何混料以及先

后次序、骨料、结合剂、助溶剂的选择，也会影

响产品的性能。

2.3 煤矸石海绵生态砖的特性

煤矸石海绵生态砖作为海绵城市铺装的重要

基础性市政建材，可用来铺装城市公共区域、居

民小区、停车场、运动休闲场所、城市道路，应

用非常广泛，与传统的市政铺装材料相比，海绵

生态砖在城市生态建设方面具备突出的优势。

1） 储水性优异。雨水可以很快的渗透到地

表，汇入到地下水资源中，减少路面短时间内的

积水，为市政排水系统减压将负，同时也使得自

然水体的污染得到最大程度降低。

型号

抗压强度/MPa
尺寸偏差

透水系数/cm/s

抗冻性

耐磨性

防滑性

人行

横道

≥30

轻型车道

≥40
±2.0 mm
≥1.0×10-2

冻融循环25次，质量损失不

超过2%
磨坑长度不大于55 mm
防滑性能（BPN） ≥60

重 型

车道

≥50

张峰玮：内蒙古煤矸石海绵生态砖市场经济规模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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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防洪排水性较强。凭借优良的透水性能，

海绵生态砖作为市政铺装材料能够与整个城市的

排水防洪系统有机组成一体，大大减轻排水压力。

3）土壤生态性能好。由于该种市政铺装材料

具有很强的透水性，能够起到良好的蓄水作用，

从而使得地下土壤保持湿度，保证植物可以得到

充足的水源。另外，在雨天积蓄的地下水等到晴

天可以通过该铺装材料自然蒸发，降低道路温度，

缓解夏季路面高温。

4）吸音作用较强。城市道路噪音是生态环境

治理中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污染，降低噪音，为

城市创造较为安静的交通环境是现代化城市生态

环境治理的重要一环，该种铺装材料在吸收噪音

方面效果明显。由于表明粗糙，雨天和夜间反光

较弱，增强了道路交通安全。

5）外观多样。美化环境。海绵生态砖可以设

计各种图案及颜色，可以针对具体城市区域进行

专业设计以达到美化环境的目的。

3 海绵生态砖产业市场供需分析

1） 产能规模。据统计，全国生态砖产能约

1 600万m2/a，其中，海绵生态砖现有产能 1 093万
m2 / a，约占 69%，其余为非海绵生态砖，约占

31%，产能约 485万m2/a。企业生产规模总体来看

以小厂为主，最大产能为 200万m2/a，年产 50万m2

以下的小企业较多。

2）地域分布。海绵生态砖生产企业，北方主

要聚集区为陕西、山东、河南、北京、河北，合

计产能 676万m2/a，约占海绵生态砖产能的 62%；

南方以四川、江西、江苏为主，合计产能 417万
m2/a，约占海绵生态砖产能的38%。

3） 产品价格。市场海绵生态砖售价以 140~
250元/m2为主，个别企业可能由于生产成本过高，

售价高达300元/ m2。
依据调研结果看，整个海绵生态砖行业仍然

处于成长初期，规模企业不多。在市场询价调研

过程中发现，个别南方企业生产的海绵生态砖产

品在陕西等地区有销售。若考虑运距等因素，从

侧面可以证实该行业市场远未饱和。业内部分专

家认为，市场尚未快速发展壮大的主要原因是主

要生产原料的供应不稳定，来源有限。从调查情

况来看，行业壁垒可能主要存在于资源要素，而

行业的核心竞争力是在掌控资源基本前提下的低

成本生产能力及品牌优势。

4 全国海绵生态砖产业市场前景

海绵生态砖的市场分析可以从海绵城市建设

规划入手分析，我国共确定海绵城市建设试点两

批，分别如下。

第一批海绵城市：迁安、白城、镇江、嘉兴、

池州、厦门、萍乡、济南、鹤壁、武汉、常德、

南宁、重庆、遂宁、贵安新区和西咸新区。

第二批海绵城市：青岛、宁波、上海、深圳、

福州、浙江、珠海、三亚、庆阳、西宁、固原、

天津、北京、大连、玉溪。

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海绵城市建设

的指导意见》，到 2020年，城市建成区 20%以上的

面积达到目标要求；到 2030年，城市建成区 80%
以上的面积达到目标要求[8]。

从全国市场规模看，根据住建部《2016年城

乡建设统计公报》，截至 2016年年末，全国城市建

成区面积 5.43万 km2，根据城市化速度估算，2020
年城区面积将达6万km2 [9]。

若2020年城市建成区20%以上的面积完成海绵

城市建设，预计市场潜在建设面积达 12 000 km2。
若实现远期到 2030 年城市建成区 80% 以上的

面积完成海绵城市建设，则市场潜在建设面

积 48 000 km2。
根据当前试点海绵城市的建设情况，每平方

公里投资约 1.5亿元，平均每年投资在 3 500亿元

左右。作为生态环境治理的重要载体以及“十三

五”规划期间加强市政规划建设的重要目标，海

绵城市建设在未来拥有巨大的投资空间。到 2020
年海绵城市累计投资规模有望达 1.9万亿元，2030
年有望达到7.6万亿元。

从出口贸易方面看，若能打开国际市场，我

国毗临韩国、日本，受自然资源的制约，韩国、

日本的建筑陶瓷产品基本上依赖进口，其潜在需

求量也不容忽视。因此，无论国际还是国内，

海绵生态砖的市场应用前景广阔，潜在经济规

模较大。

5 内蒙古煤矸石海绵生态砖经济价值

5.1 周边试点城市市场需求预测

对内蒙古准格尔海绵生态砖市场前景需求的

预测，考虑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分布及市场销售辐

射半径，内蒙古准格尔透水砖的市场应重点聚焦

北方城市，初步考虑天津、北京、雄安、迁安、
44



2019年第6期

济南、西宁、固原、西咸、鹤壁等区域市场潜力。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海绵城市建设

的指导意见》，分析这些区域海绵生态砖市场的前

景如下。

若天津、北京、雄安、迁安、济南、西宁、

固原、西咸、鹤壁等城市 2020 年城市建成区 20%
以上面积完成海绵城市建设，预计海绵建设面积

可达7亿m2。
建成区面积参考 《2016年城乡建设统计公

报》，雄安新区虽非试点，但建设起点高，应该予

以考虑。2020年以起步区 100 万m2测算，2030年
按照 500 万m2测算。《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

GB 50180-93（2016年版）规定绿地率新区建设不

应低于 30％，旧区改建不宜低于 25％。《2016年城

乡建设统计公报》：截至 2016年年末，全国城市道

路面积率约14%，人行道面积与城市道路面积的比

例约 25%，建成区绿地率约 40%[10]。参照该道路面

积率及绿地率进行计算，人行道面积约 0.25亿m2，
绿地面积约 2.8亿m2，则到 2020年，上述试点城

市透水砖铺装面积约 1.37亿m2，对应的海绵生态

砖潜在市场需求约 1亿 m2。海绵生态砖售价按

168元/m2计算，2019—2020年，上述试点城市海

绵生态砖的市场规模约168亿元。

2030年城市建成区 80%以上的面积完成海绵

城市建设，则上述试点城市将累计完成海绵城市

建设面积约30亿m2，较2020年新增23亿m2，按照

上述测算方法，人行道面积新增 0.8亿m2，绿地面

积新增 9.2亿m2，2020—2030年，上述试点城市透

水砖潜在新增铺装面积为 4.48亿m2，对应的海绵

生态砖市场潜在新增铺装需求约 3.58亿m2。海绵

生态砖售价按 150元/m2计算，2020—2030年，海

绵生态砖的市场规模538亿元。

综上，2019—2030年，内蒙古准格尔地区市

场辐射半径范围内的海绵建设试点城市海绵生态

砖的市场总规模约 840亿元左右。分城市测算结果

详见表2。
5.2 周边省市（非试点）潜在市场需求预测

根据国家海绵城市建设规划目标，未来不局

限于试点城市，全国所有县级以上城市都将实施

海绵城市建设，所以，进一步对内蒙古地区周边

非试点地区的潜在市场需求进行分析很有必要。

本次测算所选择的省市包括内蒙、河北、山

西、宁夏、陕西、河南 6省，预测方法同 5.1。测

算结果见表3。
2019—2020年，上述 6省海绵生态砖潜在市场

需求约 2.22亿m2，除去上文已经测算过的海绵城

市试点面积 0.37亿m2，潜在需求面积为 1.85亿m2，
按每平米海绵生态砖售价 168元计算，2019—2020
年，内蒙古准格尔周边非海绵建设试点省市的海

绵生态砖的市场规模约311亿元。

2020—2030年，上述 6省海绵生态砖潜在新增

市场需求约 8.6亿m2，除去上文已经测算过的海绵

城市试点新增面积 1.58亿m2，潜在新增需求面积

为 7亿m2，按每平米海绵生态砖售价 150元计算，

2020—2030年，内蒙古准格尔周边非海绵建设试

点省市的海绵生态砖的市场规模约1 053亿元。

综上，2019—2030年，内蒙古准格尔地区周

边海绵生态砖潜在市场经济规模或可达2 000亿元，

海绵

城市

北京

天津

雄安

迁安

济南

西宁

固原

西咸

鹤壁

总计

城市建成

区面积

1 401.0

736.0

100.0

44.0

372.0

185.0

52.0

424.0

27.0

3 341.0

2020海绵建

设目标

280.2

147.2

50.0

8.8

74.4

37.0

10.4

84.8

5.4

700.0

2030海绵

建设目标

1 120.8

588.8

400.0

35.2

297.6

148.0

41.6

339.2

21.6

3 000.0

2019—2020年陶瓷透水砖市场需求预测

人行道面积

9.8

5.2

1.8

0.3

2.6

1.3

0.4

3.0

0.2

24.5

绿地面积

44.8

23.6

8.0

1.4

11.9

5.9

1.7

13.6

0.9

112.0

透水砖潜在

需求

54.6

28.7

9.8

1.7

14.5

7.2

2.0

16.5

1.1

136.5

陶瓷透水砖

潜在需求

38.2

20.1

6.8

1.2

10.2

5.1

1.4

11.6

0.7

95.6

2020—2030年陶瓷透水砖市场需求预测

人行道新增

面积

29.4

15.5

12.3

0.9

7.8

3.9

1.1

8.9

0.6

80.5

绿地新增

面积

134.5

70.7

56.0

4.2

35.7

17.8

5.0

40.7

2.6

368.0

透水砖新增

需求

163.9

86.1

68.3

5.1

43.5

21.6

6.1

49.6

3.2

448.5

陶瓷透水砖

新增需求

131.1

68.9

54.6

4.1

34.8

17.3

4.9

39.7

2.5

358.8

表2 内蒙古准格尔周边海绵城市建设试点陶瓷透水砖市场容量预测 km2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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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绵城市

内蒙

河北

山西

宁夏

陕西

河南

合计

城市建成

区面积

1 185

1 833

1 097

441

968

2375

7 899

2020海绵

建设目标

244.1

377.6

226.0

90.8

199.4

489.3

1 627.2

2030海绵

建设目标

1 071.2

1 657.0

991.7

398.7

875.1

2 147.0

7 140.7

2019—2020年陶瓷透水砖市场需求预测

人行道面积

8.5

13.2

7.9

3.2

7.0

17.1

57.0

绿地面积

39.1

60.4

36.2

14.5

31.9

78.3

260.4

透水砖潜在

需求

47.6

73.6

44.1

17.7

38.9

95.4

317.3

陶瓷透水砖

潜在需求

33.3

51.5

30.8

12.4

27.2

66.8

222.1

2020—2030年陶瓷透水砖市场需求预测

人行道新增

面积

28.9

44.8

26.8

10.8

23.6

58.0

193.0

绿地新增

面积

132.3

204.7

122.5

49.3

108.1

265.2

882.2

透水砖新增

需求

161.3

249.5

149.3

60.0

131.8

323.3

1 075.1

陶瓷透水砖

新增需求

129.0

199.6

119.5

48.0

105.4

258.6

860.1

表3 内蒙古准格尔周边省市（非试点）陶瓷透水砖潜在市场需求预测 km2

数据来源：同上。

预测结果见表4。
表4 内蒙古海绵生态砖潜在市场规模预测结果 亿元

6 结 语

2019—2030年，全国海绵生态砖市场需求规

模或达 1.25万亿元，其中内蒙古地区周边市场规

模或达 2 000亿元。从当前供需总体情况来看，我

国海绵生态砖行业供小于求，产能明显不足，因

此，内蒙古准格尔地区煤矸石海绵生态砖产业具

备较强的发展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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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别

周边试点城市规模

周边非试点城市规模

合计

2019—2020年海绵生

态砖市场规模

168
311
479

2020—2030年海绵生

态砖市场规模

538
1 053
1 591

46



第39卷第6期 煤 炭 经 济 研 究 Vol.39 No.6
2019年 6月 Coal Economic Research Jun. 2019

0 引 言

随着中国政治经济的快速发展，暴露出诸多

环境滞后漏洞带来的负面影响。因此，生态环境

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讨论，新时代下能源

与环境在可持续发展议题中的关键作用也越来越

明显，温室气体排放造成的环境污染已成为各国

关注的焦点。碳定价政策是实现减排和经济转型

征收碳税对山西省煤炭开采行业的影响及应对措施

张皓月 1，张静文 1，何彦雨 2

（1.中央财经大学 会计学院，北京 100081；2.北京林业大学 工学院，北京 100083）

摘 要：多数学者认可征收碳税能起到比碳交易更强的减排效果，但在我国税收政策优化、企业

减税效应初显、实体经济发展亟待提升的大背景下，征收碳税是否会对国民经济产生负向影响，

特别是对山西省等主要能源省份的经济影响，在税收政策制定过程中应谨慎对待。首先利用庇古

税理论计算我国碳税的最优基准税率，然后构建了山西省经济、能源与二氧化碳排放的九部门

CGE模型，利用 2012年山西省投入产出表为数据基础编制宏微观社会核算矩阵，模拟分析了碳税

以最优基准税率增减10%、20%征收的情况下对山西省各部门的影响，其中重点分析对于煤炭生产

部门的影响。结果表明，征收碳税可以降低各部门对高碳能源产品的消耗，对可再生能源及低碳

产品的消费产生利好，实现能源结构的优化和转型，促进碳减排。但在各部门之间的影响程度不

同，煤炭开采业受到最为严重的负向影响。基于此提出相应政策建议，政府应在坚定实现碳减排

目标、寻求最优碳治理途径的过程中注意经济增长及产业结构优化的平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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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of carbon tax on coal mining industry in Shanxi Province and counter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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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Most scholars agree that the carbon tax can be a stronger emission reduction effect than carbon trading. However，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optimization of tax policy，the initial effect of enterprise tax reduction and the urgent need to im⁃
prove the real economy，whether levying carbon tax will have a negative impact on the national economy，especially on the
economic impact of major energy provinces such as Shanxi Province，should be treated with caution in the process of tax poli⁃
cy formulation. Firstly， the Pigou tax theory was used to calculate the optimal benchmark tax rate of China's carbon tax.
Then，a nine-sector CGE model of Shanxi's economy，energy and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was constructed. Based on the in⁃
put-output table of Shanxi Province in 2012，a macro-micro social accounting matrix was compiled. The impact of the carbon
tax on Shanxi's departments was simulated and analyzed when the optimal benchmark tax rate increases or decreases by 10%
or 20%，with the key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n the coal production sector.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carbon tax can reduce
the consumption of high-carbon energy products by various sectors，and benefit from the consumption of renewable energy and
low-carbon products，optimize and transform the energy structure，and promote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However， the de⁃
gree of impact between the various sectors was different，and the coal mining industry was most adversely affected. Based on
this， the corresponding policy recommendations were proposed. The government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balanced develop⁃
ment of economic growth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optimization in the process of firmly achieving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tar⁃
gets and seeking optimal carbon management approaches.
Key words：carbon tax；coal mining industry；general equilibrium；Pigou tax；Shanxi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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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力工具，是未来气候变化政策的一个方向[1]。
而目前的价格机制可选择性小，应用较为普遍的

还是碳交易和碳税机制。国际上有许多国家已建

立起较为完善的碳治理体系，我国对于碳治理的

途径探究也在持续推进，但态度较为谨慎，仅在

电力行业建立了全国统一的碳排放交易市场。而

围绕另一条碳税治理路径——征收碳税，在我国

的争议已持续多年。一方面，生态环境部曾释放信

号：2020年后，将针对综合能耗5 000 tce以下或未

纳入碳交易市场的企业征收碳税。另一方面，碳税

从理论走向征收的进程并不顺利，虽经历多次讨

论、多方博弈，至今仍未迈出实质一步[2]。
而税收理论指出，税收政策作为一项经济激

励机制，比单纯式行政性命令措施更能引导被激

励对象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做出符合机制目标的

行为决策，与市场调节相比，可以更好地实现社

会公平和环境保护等政策目标。因此，与碳交易

相比，碳税可能是一种更为公平有效的碳治理措

施，也更符合中国绿色税制改革的总体方向。首

先，碳税可以通过改变能源的相对价格来影响消

费主体对各类能源及商品的选择，并加强对环保

产品的消费利好；其次，消费者消费偏好的改变

及税收对成本的作用驱使生产者选择更加低成本、

高效率的生产方式，逐渐寻找可替代清洁能源，

减少高含碳量高能源的使用；另外，碳税的实施

作为一种强烈的环保信号，催化先进环保技术的

诞生，有助于现有资源质量的改善及减排手段的

开发、新清洁能源的利用。

但在碳税的界定、征收方式及征收对象、税

率等的设计方面需要通过构建较为合理的模型进

行精确测算，与此同时也要考虑到碳税征收对于

经济发展的影响。征收碳税的区域影响差异较大，

不同省份甚至不同行业都会产生不同反应，因此，

本文以能源大省山西省作为研究对象，首先计算

基准碳税税率，之后建立山西省一般均衡模型，

以基准碳税税率为中心波动，选择不同税率，对

征收碳税后山西省各行业的影响进行测算，并就

其中受到影响最大的煤炭开采行业进行重点探讨，

希望能够直观的看到征收碳税后各部门的反应、

对经济的影响以及能实现的减排效果，为我国碳

税开征及具体模式提供参考。

1 文献综述

国外对于碳税的研究起步较早，且一直较为

活跃，取得了较多可以借鉴的经验及成果。Floros
等[3]研究了希腊高强度碳税和温室气体排放之间的

关系。结果证明，高强度碳税的征收对希腊温室

气体减排有显著作用。Nordhaus[4]分析了西欧国家

碳税征收的状况和经验，得出征收碳税是一种最

有效的政策工具的结论。Wissema等[5]使用 CGE模

型分析碳税对爱尔兰经济的影响，并提出碳税将

显著影响爱尔兰的消费模式，将增加新能源消耗

的比例，促进清洁能源的使用。Bovenberg等[6]将污

染物排放引入到生产模块中，比较分析了不同补

偿机制下环境税的作用及成本。Joglekar[7]模拟将碳

税收入投入到教育领域，以研究碳税对经济指标、

教育产出和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影响。研究表明将碳

税收入投入到教育领域提高了印度的教育水平，并

使得实际GDP和家庭收入增加。Keen等[8]将能源环

境纳入到模型中构建了动态CGE模型，分别分析在

土耳其征收能源税和碳税的影响。研究表明，碳税

比能源税具有更好的环境效应。Anton等[9]分别对完

全竞争市场和Cournot寡头市场中征收碳税对俄罗斯

经济的不同影响进行了比较分析，并得出碳税能够

带来双重红利的结论。Hemeling等[10]基于高斯正交

建立了CGE模型敏感性分析，预测和估计了欧盟国

家制定的2020年气候目标相关政策的影响。

国内对碳税的研究起步较晚，实践经验相对

较少，但也紧跟国际的脚步，开展了诸多关于碳

税与碳交易模式的探究，尤其近几年相关讨论更

加丰富，但就是否应征收碳税、征收碳税的成本

收益效应仍存在较大分歧。2002年，魏涛远等[11]采
用CNAGE模型探讨了碳税对中国宏观经济和温室

气体排放的影响，认为就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现状

来看，利用碳税来控制温室气体排放虽然效果显

著，但对宏观经济的负面影响超出目前经济发展

可承受范围。贺菊煌等[12]则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

论，其构建了第一个碳税与二氧化碳减排的一般

均衡模型，融入我国国民经济多重要素，研究不

同碳税税率下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影响，并提出碳

税的征收不会对国民经济产生过度抑制，是利于

我国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有效方法。陈文颖等[13]分
析了碳税对中国碳排放和宏观经济的影响，提出

征收碳税对GDP产生负面影响，且高碳税税率对

二氧化碳减排作用并不明显。杨超等[14]使用多目标

投入产出模型来模拟碳税对不同行业影响，认为

碳税对高耗能行业的影响更大。娄伟[15]构建了动态

可计算的 CGE模型，并模拟分析 2007—2020年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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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碳税对中国经济和减排的影响。建议对消费环

节征税，并维持税收中性，从而实现碳税的“双

重红利”效应。姜克隽等[1]利用中国能源环境综合

评估模型，对实现全球 2℃升温的目标之下中国的

二氧化碳排放量情景进行模拟，并提供了一系列

目标实现的途径，其中重点强调了尽早完成碳定

价的紧急性，指出碳税的引入对实现二氧化碳减

排至关重要。尤海侠等[16]通过对我国碳排放权交易

试点的现状进行分析，指出当前我国碳交易市场

由于交易机制的不同，存在各地区交易活跃度差

异较大、多元化参与度不足等一系列问题，建议

尽快建立全国统一的碳交易平台，并逐步完善相

应的法律法规和市场机制。乔永璞等[17]从可耗竭资

源利用的负外部性构建了资源税和环境税的动态

一般均衡模型，提出实施环境税可以更好地实现

可耗竭资源的最优配置。

但目前国内外研究多集中于国家层面，而我

国幅员辽阔，自然资源的空间分配不均匀，各地

区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能源比例等均存在较大

差异。因此，各地应因地制宜地制订适合的政策

减排体系[18]。山西作为煤炭产业大省，对于煤炭交

易收入存在较高依赖，征收碳税后煤炭消耗的减

少将对煤炭生产企业产生较大影响，同时对省内

经济产生负面作用。基于此，本文选定山西省及

其煤炭开采产业作为研究对象，模拟碳税政策对

山西省宏观能源、经济等的影响。

2 我国碳税模式及要素设计

2.1 碳税的定义

碳税是一种环境税，是以化石燃料中碳含

量或其燃烧产生二氧化碳量为计算税基征收的

一种从量税，征收目的是减少温室气体二氧化

碳的排放 [19]。
2.2 碳税要素设计

1）纳税人。化石燃料（在此仅讨论煤炭、石

油、天然气能源，约占 2018年我国能源消费的

80%）一次购买的生产活动中，需要使用化石燃料

的燃烧作为部分或全部动力来源的部门及企业。

2）征收对象。碳税作为一种环境税，征收的

直接目的是减少燃料的消耗，从而减少二氧化碳

的排放，征收对象应为燃料消费及污染排放行为。

3）征收环节。碳税的征收环节应为燃料的消

费环节，而非生产环节，因为多数燃料的消耗来

自于燃料一次购买部门的使用，二氧化碳的排放

也多集中于此环节（图 1）。同时，燃料生产企业

作为燃料产业链的第一环节，其不具备向上游转

移税负的能力，且以煤炭产业为例来看，燃料生

产部门对于其下游的议价能力也十分薄弱[20]，因此

对于燃料生产企业征收碳税将导致大部分碳税由

燃料生产企业直接承担，对燃料生产企业产生较

大冲击，企业压力加大，且无法实现碳税的流通

功能，同时对二氧化碳的治理也难以产生可观影

响。而对消费者的消费环节直接征收碳税难度较

大，一方面单位产品生产中的碳排放量难以测算，

另一方面将对消费者生活产生直接影响，进而对

国民经济产生较大冲击。

图1 碳税的征收环节

据上述分析，可看出碳税最合理的征税环节

应为燃料一次消耗部门的燃料消耗环节，其中包

括燃料生产企业自身消耗的部分。而燃料燃烧产

生的二氧化碳难以捕捉和测量，结合国外征税经

验，应根据其燃料购买数量及所购买燃料燃烧预

计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进行征税，具体测算方

法下文将详细描述。对燃料消耗部门征收碳税后，

出于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企业有将税负向上下游

转移的动机。一方面，企业将尽量减少对于化石

燃料煤炭、石油及天然气 （后文统一简称“化石

燃料”）的使用，加大对清洁能源的开发和利用，

并试图谈判降低所购燃料的价格，从而控制成本，

这将对燃料生产企业产生较大影响，因此政府应

对其加以补贴，并帮助企业推进能源转型。对于

下游消费者，政府也应利用所征收的碳税加大转

移支付，避免由于碳税的征收间接加重消费者税

负负担，对人们的消费和生活产生不利影响。

4）碳税税率。碳税的征收对象理论上应为二

氧化碳的排放量。由于二氧化碳难以捕捉与测量，

因此借助各种能源的含碳量来估计其燃烧产生的

二氧化碳量，从而判断碳税税基成为一种较为合

理有效的方法。《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中

提供了二氧化碳排放量及其排放系数的基准计算

方法[15]：二氧化碳排放量=化石燃料消耗量×二氧化

碳排放系数；二氧化碳排放系数=低位发热量×碳

张皓月等：征收碳税对山西省煤炭开采行业的影响及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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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料种类

煤炭

液化石油气

（含天然气）

低位发热量/
MJ/t，MJ/km3
23 626

（平均值）

50 179

碳排放因子/
tc/TJ
25.8

17.2

碳氧化率/%

98

99.5

碳转换系数

44/12

44/12

CO2排放量/t

21 903

31 488

表1 单位二氧化碳排放量

排放因子×碳氧化率×碳转换系数，见表1。
假设中国的能源消费结构保持现有比例，煤

炭：石油天然气的消耗比例约为 2.4：1。根据

2016年 12月份发布的 《能源发展“十三五”规

划》指出，到 2020年，中国的煤炭消费总量将控

制在 41亿 t以内，按比例折算则石油（含天然气）

消费总量约为 17亿 t。也就是说，二氧化碳排放总

量应控制在 143亿 t以内。根据最优税率与环境治

理成本的函数公式 [21]：T = 2 ⋅ EC (Q )
Q

，借鉴发达

国家的环境治理成本投入经验，发达国家碳税实

施效果较好的环境治理成本占 GDP 也不超过

0.7%[22]，而我国目前仍处于发展中国家水平及碳税

制定的初步阶段，因此为了避免对国民经济的超

负荷影响，环境治理成本不应一次投入过高。据

国家统计局初步核算，2017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

827 122亿元，根据 0.3%的环境治理成本可求得，

初始碳税税率约为 34.7元/t二氧化碳。利用税收中

性的原则进行税率调节[23]，最优的庇古税税率为：

tP = tR ⋅ MCPF，因此得到最优碳税定价应为 37元/t
二氧化碳，以其作为基准税率，后续选取一组以

37元/t二氧化碳为基准的波动数据进行分析探讨。

3 CGE模型的构建及碳税影响研究

2018年，我国的煤炭消耗占能源消费结构的

59%，近几年我国的煤炭行业一改以往的爆发式增

长，煤炭价格经历断崖式下跌后继续探底。在煤

炭企业内忧外困的情况下，碳税的出台将会对煤

炭行业产生重大影响。据此，在国家经济发展

“保增长、调结构、促改革”的政策背景下，研究

实施碳税政策对煤炭行业的影响将对制定相应政

策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参考价值。

山西省是中国的煤炭大省，矿产资源丰富，

煤炭保有资源储量占全国保有资源储量的 20.1%，

煤炭产业是其支柱产业，据山西省统计局统计，

其第二产业占全省 GDP比重近 50%。因此，本文

选定山西省为主要研究单位，通过建立CGE模型，

刻画山西省各经济部门的供需均衡关系并引入碳

税变量，模拟开征碳税对山西省煤炭行业乃至全

省经济的冲击，从而探究碳税对山西省煤炭行业

影响的传导机制和影响程度。

3.1 部门划分及静态CGE模型的构建

本文参照王峰等[18]的部门划分方法，以山西省

2012年 42部门投入产出表为依据，重新合并划分

42部门为 9部门，分别为农业、重工业、轻工业、

建筑业、交通业、第三产业、煤炭开采业、石油

天然气开采业、电力生产供应业。构建了包括供

给与需求模块、贸易与定价模块、收入与消费模

块、储蓄模块、宏观均衡模块五大模块在内的多

部门静态 CGE模型（图 2）。具体一般均衡模型的

搭建参考了贺菊煌[12]的模型设计，利用其描述经济

主体在投入、产出及供求关系方面的交互和循环

关系，分析了征收碳税后的政策影响[24]。
其中，生产与需求模块选择能源、资本、劳

动、中间产品为投入要素，采用四层嵌套的非线

性CES生产函数构建，描述了生产者与消费者的优

化行为。贸易与定价模块描述了省内产出商品的

流动，部分向外国出口，部分进行国内省际调出，

剩余部分进行省内消化，并以最优比例在三者之

间进行划分。储蓄模块及收入与消费模块描述了

收入来源及支出分配过程，两者之和即为山西省

总产出。均衡模块包括产品市场均衡、劳动市场

均衡、中间能源均衡及储蓄—投资均衡。

3.2 CGE模型的数据基础——宏微观核算矩阵的

编制

由于山西省每 5年编制投入产出表一次，最新

数据更新至 2012年，因此本文基于 2012年山西省

投入产出表、《山西省统计年鉴 2012》《中国能源

统计年鉴 2012》等绘制了 SAM表，并将其作为计

算CGE模型的主要数据来源。在数据整理过程中，

由于统计口径存在不一致，且统计时间存在系统

误差，因此利用RAS法进行调平，此外还有一些

数据由于统计缺失无法获得，利用 SAM表配平原

理进行横纵列余量做差计算得出，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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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静态CGE模型模块划分

4 碳税政策模拟与结果分析

碳税政策的实施会通过产出、税收等对各个

部门产生多方面的影响。本文模拟分析在基准税

率 37 元/t 的 基 础 上 波 动 - 20%、 - 10%、 10%、

20%情景后，对山西省宏观经济尤其是煤炭行业

的影响。

4.1 不同碳税税率下宏观经济变量的反应

在基础税率波动-20%、-10%、0、10%、20%
的情况下，对 GDP、社会福利、居民收入、企业

收入、政府消费等社会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见

表3。
表3 税率波动下不同社会宏观经济变量的反应 %

从表 3可以看出：①名义GDP随着税率的增加

呈上升趋势，但实际GDP却逐渐降低。主要原因

是：居民消费在下降，而政府消费虽有所增加，

但在整体消费中所占比例较低，因此整体国民消

费呈下降趋势。山西省净出口等于向省外的出口

减去省内进口，由于碳税的征收将使得产品价格

相应上升，因此出口降低，进而导致净出口降低。

②对于居民来说，随着碳税税率的提高，居

项目

实际GDP
名义GDP
社会福利

居民收入

居民消费

居民储蓄

企业总收入

企业储蓄

政府收入

政府消费

政府储蓄

总投资

-20
-0.25
0.39
-33.23
0.27
-0.53
0.28
0.35
0.35
4.10
3.32
4.13
0.16

-10
-0.28
0.43
-35.32
0.30
-0.54
0.31
0.39
0.39
4.70
4.21
4.72
0.19

0
-0.32
0.50
-36.56
0.33
-0.59
0.33
0.43
0.43
5.30
4.68
5.40
0.21

+10
-0.35
0.53
-38.53
0.36
-0.63
0.37
0.45
0.45
5.76
4.97
5.77
0.22

+20
-0.39
0.55
-45.69
0.41
-0.68
0.41
0.46
0.46
6.76
5.42
6.76
0.24

账户/账户

商品

活动

要素

机构

国外

国内其他

地区

固定资本

形成

存货变动

合计

劳动

资本

居民

企业

政府

商品

304093406

787701.7
4633446.3

77014646

386529200

活动

182965072

53191803
48036615

19899916

304093406

要素

劳动

53191803

53191 803

资本

2500548
46344907.14

-808840.14

48036615

机构

居民

39007000

1077576

43015753

83100329

企业

26093756.8

7892621

12358529.34

46344907.14

政府

16053900

1314221.2

12726100

12289693.5

42383914.7

国外

4556398

-731791.84

3824606.16

国内其他

地区

61708330

15306316

77014646

固定资本

形成

76633900

5604600
82238500

存货变动

5604600

5604600

合计

386529200
304093406
53191803
48036615
83100329
46344907.14
42383914.7
3824606.16

77014646

82238500

5604600

表2 山西省2012年宏观核算矩阵 万元

张皓月等：征收碳税对山西省煤炭开采行业的影响及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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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不同碳税税率下煤炭消费量的反应

征收碳税对于煤炭的消耗量产生较大影响，

且随着碳税税率的提高，煤炭消费量降低幅度较

大，说明煤炭的消费对于碳税税率的变动较为敏

感，见表 5。这是因为煤炭存在一系列替代能源，

如：电力、水能、风能等，为了避免购买、燃烧

煤炭而被征收的碳税，煤炭消耗者选择减少煤炭

的消耗，转而寻找成本更低的能源，这在一定程

民储蓄小幅增长，而由于碳税的征收将导致商品

价格上升，因此，居民消费下降，且随税率升高

降幅加大，这也造成了社会整体福利的下降。但

总体来看，居民收入仍略有提升。

③对于企业来说，随着碳税的征收，企业成

本上升，有将该部分增加的成本转移至消费终端

的倾向，虽然从数据来看，消费数量有所降低，

但在数量和价格的反向作用下，企业总收入仍表

现出了上升趋势。

④对于政府来说，税收是其收入的一大来源，

碳税征收必然将增加政府收入，同时政府对企业

和居民的转移支付也将增加。

4.2 不同碳税税率下各行业反应

基础税率波动-20%、-10%、0、10%、20%
的情况下各行业劳动投入及产出量的反应见表 4。
从表 4可以看出：①劳动投入方面：征收碳税后不

同部门劳动力投入均呈现不同程度的变化，且随

着碳税税率的升高，影响逐渐加强。其中，碳税

征收对于建筑业、交通、农业的影响相对较小，

且不同税率下影响差异不明显，对于燃料开采业

的影响较为明显，其中以煤炭开采业尤为突出，

其劳动投入大幅下降。第三产业、电力行业的劳

动力投入有所增加，这是因为煤炭开采业受到冲

击，造成工人失业，大量涌入第三产业，体现了

能源结构的改变。这是由于征收碳税导致的行业

结构的改变，政府也应对此现象提前做好防范措

施，一方面为煤炭开采业等燃料开采业提供补贴，

帮助其转型，另一方面着力解决工人失业和再就

业的行业间人员流动问题。

②产出量方面：绝大多数部门的产出受到影

响，有所下降，仍以燃料产出业下降较为猛烈。

第三产业的产出略有增加，电力产业产出显著增

加，这是因为附加的碳税使得燃料购买者选择成

本更低的电力能源，使得电力的需求增加，其供

给也应随之增加，因此国家在此方面也应加以调

控，使得电力产出尽可能满足电力需求。

③产出价格方面：征收碳税后所有部门的产

出价格都表现出不同程度的上升，这是因为企业

的成本上升，出于保证利润最大化的倾向，企业

不同程度的提高其产出价格，从而实现税负转移。

而其中又以煤炭开采行业产出价格上升幅度最小，

这是因为煤炭开采业处于产业链的第一环节，无

法向其上游转移税负，而下游企业又不断寻找替

代能源，电力行业得到很好的扶持和发展，因此

其对于下游的讨价还价能力自然相对薄弱，因此

其价格增长缓慢，而随着其需求的降低，企业收

入将受到冲击，此时政府应加以补贴，帮助企业

实现能源转型。

项目

农业

重工业

轻工业

建筑业

交通业

第三产业

煤炭

开采业

石油

天然气

开采业

电力生产供

应业

劳动投入波动

-20
-1.97
1.98
-4.51
-0.87
-0.75
0.78
-9.01

-8.7

5.43

-10
-2.03
2.01
-4.72
-0.92
-0.78
0.83
-10.2

-9.8

5.79

0
-2.05
2.14
-4.86
-0.95
-0.8
0.94
-11.3

-10.5

6.4

10
-2.15
2.28
-5.46
-0.12
-0.91
1.2
-12.4

-11.6

6.8

20
-2.43
2.40
-6.3
-0.23
-0.95
1.4
-13.2

-12.1

7.6

产出量波动

-20
-1.98
-0.34
-5.54
-1.25
-0.31
0.45
-14.2

-13.2

5.1

-10
-2.05
-0.36
-5.78
-1.32
-0.35
0.52
-14.6

-14.1

5.8

0
-2.34
-0.39
-6.34
-1.36
-0.43
0.67
-15.7

-14.9

5.95

10
-2.51
-0.43
-7.21
-1.38
-0.46
0.73
-16.9

-15.3

6.20

20
-2.62
-0.45
-7.46
-1.49
-0.5
0.78
-18.2

-16.7

6.34

产出价格波动

-20
0.52
2.3
1.35
1.34
0
0.46
1.27

1.43

5.87

-10
0.56
2.7
1.43
1.42
0
0.52
1.30

1.46

6.32

0
0.57
2.9
1.45
1.5
0
0.56
1.31

1.51

6.53

10
0.61
3.2
1.47
1.63
0.01
0.63
1.36

1.68

7.15

20
0.63
3.5
1.49
1.78
0.01
0.71
1.41

1.72

7.62

表4 税率波动下不同行业的反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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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上符合我们的减排目的，使得煤炭的燃烧减少，

从而使得二氧化碳的排放量降低。而针对这部分

煤炭生产企业，其本身并不能或极少地燃烧煤炭，

其主营业务是对煤炭的开采，并没有产生二氧化

碳，但在碳税征收过程中，却对这部分企业产生

了最为严重的影响。因此，政府应进行税收返还，

对企业进行补贴，避免大幅度产能下降、劳动力

失业，同时帮助企业进行能源转型，推动新能源

的发展和利用。

表5 不同碳税税率对煤炭消费量的影响 %

5 结论和政策启示

本文在构建了山西省宏微观社会核算矩阵的

基础上，建立了山西省低碳政策模拟的CGE模型，

并开发了GAMS程序对模型进行求解，模拟了不同

税率下碳税征收对于山西省宏观经济与碳减排的

影响，并重点针对煤炭行业展开分析，得到如下

主要结论与相关政策启示。

1）加速能源转型，增加转移支付。征收碳税

后，不同部门劳动力投入均呈现不同程度的变化，

且随着碳税税率的升高，影响逐渐加强。与此同

时，碳税导致重工业、建筑业、煤炭、石油和天

然气等部门产出价格上升、产出量下降，而电力

和第三产业的产出增加。随着高能耗部门劳动投

入的减少，清洁能源和第三产业的劳动投入将会

增加。可以看出，碳税可以抑制高能耗产业的发

展，有利于提高电力等清洁能源和第三产业的比

重，能源结构得到优化。政府应加快新能源和可

再生能源产业的发展，为征收碳税后山西省社会

经济发展提供保障。此外，观察煤炭行业，不同

碳税税率下的煤炭消费量也有不同程度的抑制，

对整体行业的产出量、产出价格、劳动投入也产

生了较大幅度的影响，将损害整体行业利益。因

此，政府应当适当将重心放在此行业，加大投入，

帮助其顺利完成转型，减少征收碳税对整体经济

的影响。

2） 维持税收中性。碳税是一种典型的环境

税，想要达到减排的目标，就必须通过将税率维

持在相对较高的水平从而实现一定刺激性[25]。但由

于我国税种较为庞杂，给企业及个人带来了一定

程度上的税收压力，因此在制定环境税的过程中，

有必要考虑到与其他税收的相互作用，通过税收

之间的“有增有减”来保持整体税收水平的稳定，

实现税收中性，减少碳税征收的社会阻力及税收

的扭曲性。在碳税的发展过程中，难免会产生税

基不断缩小的累退性现象，这会削弱碳税的刺激

性，影响减排效果。且二氧化碳具有存量危害性，

虽然通过征税碳税可以一定程度上控制其排放，

但二氧化碳总量实则是不断增加的，环境损害成

本也随之上升，这也就要求更多环境治理资金的

投入，从这一方面来说，碳税税率也应是不断提

高。因此，应加强对碳税实施监管，建立有效的

评估反馈机制，实施阶段税率，将上一阶段的减

排评估效果作为下一期税率的参考[26]，同时注意调

节其它税收的税率及彼此之间的关系，当减排达

到一定成效后，可将动态税率稳定在静态水平，

从而将碳排放维持在稳定合理的状态下。

3）充分提高公众认可度。从长期看，碳税的

征收有利于培养公民的环保意识和低碳消费方式，

并极大程度的改善其居住环境。但从短期看来，

碳税的征收可能触碰到部分人的利益，使得煤炭、

石油和天然气等部门的劳动投入减少，造成一定

人员失业，遭到公众的反对，对碳税的落实产生

阻碍。因此，碳税的征收应在充分考虑各利益相

关者的态度、提高公众认可度的前提下推行。以

日本的碳税制度发展过程为借鉴，为了提高公众

对碳税的认识和接受度，日本政府在开征碳税之

前做了大量的、长期的宣传教育工作[27]，详细的向

公众列举分析了碳税与现有税收之间的关系、碳

税的征收办法、碳税的具体设计和碳税对公众的

影响、开征碳税对于日本发展的意义等，这些宣

传为碳税在日本的开征发挥了良好的舆论作用，

提升了公众的自觉，逐渐培养起公众的低碳环保

意识。日本成功开征碳税，征收后 10年内其二氧

化碳排放量减少了近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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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气候变化问题日益受到关注，已经作为一个

全球性问题得到学者的广泛探讨。政府间气候变

化专门委员会 （IPCC） 指出，地球上几乎每一个

地方都经历了气温升高，其中，二氧化碳作为最

主要的温室气体，在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发挥了

重要作用[1]。我国作为世界第一大煤炭生产国和消

费国[2]，在气候变化和碳减排问题上一直备受关

注。在工业化进程加剧及全球一体化的大背景下，

制造业一方面成为带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

动力，另一方面也成为碳排放增长贡献最主要的

经济部门。因此了解制造业碳排放的发展现状和

变化趋势，可以帮助企业及政策制定者把握减排

的重点与方向。

在研究方法选择上，文献计量是研究一个领

域的发文趋势与文献特征最普遍的方法之一，应

用较为广泛。该科学最早出现在 1969年，当时被

称为“通过统计文档来阐明科学和技术的过

程”[3]。目前，文献计量学被广泛用于评估学术产

出的文章、著作等的特征，以确定研究的主要贡

制造业碳排放研究的文献计量分析

王建达 1，曹 哲 1，夏玉辉 2，杨 帆 2

（1.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能源与矿业学院，北京 100083；2.科学技术部 中国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北京 100038）

摘 要：随着全球对于气候变化以及碳减排问题的关注，越来越多的学者对碳排放主要产业之一

制造业展开深入探究。利用文献计量方法，对制造业碳排放这一主题进行文献检索，对其发文量

随时间趋势特征、国家/地区发文特征、发文机构、发文期刊、研究领域等进行了统计分析，并针

对探究出的关键词分析其在时间和国家尺度的热点与趋势。通过研究发现，制造业碳排放领域在

21世纪之后开始受到学者的广泛关注。虽然中国发文量较高且高发文的机构数量较多，但是国际

影响力却较发达国家有差距。进一步对制造业碳排放领域热点趋势进行分析，把握制造业碳排放

发展，以期对政策制定者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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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者和所涉及的国家、机构，确定研究合作的模

式，并预测特定领域的研究发展趋势。随着学术

研究成果的迅速增长，文献计量是研究一个特定

领域出版文献，获取定性数据和定量信息最重要

和最有效的方法之一[4]。

1 文献计量

为了探究制造业碳排放以及相关领域的研究

趋势及发文情况，本文运用文献计量分析方法进

行研究。用于分析的文献数据来源于美国信息研

究所 ISI网络数据库科学引文检索（SCIE）及社会

科学引文检索（SSCI）的检索结果，检索式为 TS=
（（carbon AND（intensit* OR emission* OR diox⁃
ide emission* OR footprint） OR CO2 OR CO2 foot⁃
print） AND （（（industr* OR manufactur*） AND
（industr* OR sector*）） OR manufactur*）），检索

时间段为 1900—2018年，共检索到数据 28 203条，

检索时间为2018年12月3日。

主要运用的指标包括：影响因子 （IF）、H指

数 （h-index） 以及网络分析 （SNA） 等。Garfield
提出影响因子（IF）的概念，它是由科学信息研究

所（ISI）制定的一种标准指标[5]，用来衡量一个期

刊在一段时间内对其文章的引用方式，被认定为

是现代文献计量研究中最具影响力的工具之一[6]，
其计算如公式（1）所示。它通过测量某一特定年

份或时间段内发表在期刊上的文章的平均引用次

数，从而说明某一领域期刊的相对重要程度。一

般而言，具有较高的影响因子的期刊比低影响因

子的期刊影响力更广，更为重要[7]。其中，影响因

子来自于 2016年期刊引文报告（JCR），来测定发

文量前十的期刊的影响程度。

IFk = CkNk
（1）

其中，IFk代表第 k年的影响因子，Ck代表第 k
年发表的文章在 k-1年和 k-2年的总被引频次，Ck

代表第 k-1年和第 k-2年的被引的文章总数。

h-index最初是由Hirsch开发，用来衡量单个

研究机构的学术产出数量与质量，被定义为一个

研究机构发表的N篇论文中有 h篇每篇至少被引 h
次，而其余 N-h篇论文每篇被引均小于或等于 h
次[8]。并且 h-index同时兼顾了数量（出版物数量）

和质量（出版物被引频次）的影响[9-10]。该指标为

机构的影响力提供了一个客观评价标准，已被广

泛的应用在科学研究中[11]。

社会网络分析（SNA）是将一组人或群体之间

联系起来，分析它们之间关系的一种方法，现已

经广泛的用于统计以及数学领域分析研究[12-13]。为

了实现社会网络矩阵的建立，制作关键词共现图

和国家合作关系图，首先用 bibexcel软件提取关键

词与国家间合作的信息[9]。在各种软件工具中，

UNINET所包含的 Pajek用于社会网络分析的网络

可视化和数学计算[14]。所以用 Pajek软件分别制作

关键词共现图和国家合作图。

2 基本特征分析

2.1 发文量随时间趋势特征

对制造业碳排放领域发文量按照时间趋势进

行整理分析时（图 1），发现在 1961年全球出现了

第一篇有关制造业碳排放的文章，并且在 1990年
以前，全球制造业领域发文量年均为个位数，说

明制造业领域的碳排放并没有受到学者的关注。

1990—2000年，全球制造业发文量在缓慢增长，

从 1990年的 17篇增长至 2000年的 328篇，在这个

时期里，制造业碳排放领域开始引起学者关注，

但是增长并不明显。2000—2010年，发文量开始

有所增长，但是增长十分缓慢，并且发文量并不

高，年均发文不到 1 000篇。2010年之后，全球有

关制造业碳排放的发文量迅速增长，由 2010年的

942 篇 增 长 至 2018 年 的 3 909 篇 ， 年 均 增 速

19.47%，说明在这个时期全球开始重视制造业碳

排放相关的问题。

图1 1961—2018年全球和发文前十国家制造业碳排放领

域发文量趋势

而这一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便是中国，从图 1可
以看得出，在 2010年，中国制造业碳排放领域发

文迅速增长，由 2010年的 104篇增长至 2018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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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82篇，并且中国在 2014年超过美国，成为全球

发文量最多的国家。这有可能和中国制造业的发

展结构有关，中国制造业是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

力量。 2015 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的

29.38%[15]。2010年之前，美国的发文量位居全球

首位，在 2003年就超过 100篇，并且在 1973年时，

就发现了第一篇有关制造业碳排放的文章，发展

较早，但是增长幅度较为缓慢。同样德国在制造

业碳排放领域研究也较早，在 1973年发现了第一

篇有关制造业碳排放的文章。其他国家的发文量

也在 21世纪之后迅速增长，但增长幅度不及中国

和美国。

2.2 国家/地区发文特征

通过对发文前十国家的引文情况加以分析可

以看到（表 1），虽然中国和美国在发文总量上相

差不多，但是发文被引频次相差很大，中国篇均

被引频次不及美国的一半，仅有 15.81，排在发文

量前十国家的最后，这说明中国在发文质量上与

其他发达国家具有明显差距。除了美国之外，德

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法国的篇均被引频次均

超过了 30，说明这些国家的发文在国际上受到较

高的关注。美国的 h-index达到 195，远超其他发

文较高的国家，这说明美国在发文数量和质量上

均具有较高水平，是国际上有关制造业碳排放领

域较为权威的国家。

进一步以 2010年为节点，分别绘制 1900—
2010年和 2011—2018年两个时间段各国家发文合

作情况图，如图 2所示。在 2010年以前，美国的

发文量较高，并且和其他主要发文国家均有较为

紧密的联系，与加拿大、英国和中国合作发文最

为密切。在2010年之后，各国发文量也迅速增长，

表1 1900—2018年累计发文量前十国家发文基本情况

图2 1900—2000年和2011—2018年国家/地区发文合作

情况

国家

中国

美国

英国

德国

澳大利亚

加拿大

西班牙

日本

法国

意大利

发文数量

5 804
5 636
2 682
1 951
1 423
1 330
1 316
1 271
1 262
1 157

被引频次

91 741
208 437
80 102
67 118
45 509
40 494
30 814
36 278
39 847
26 607

篇均被引频次

15.81
36.98
29.87
34.40
31.98
30.45
23.41
28.54
31.57
23.00

h-index
113
195
128
107
91
88
75
78
89
69

机构名称

中国科学院

清华大学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西班牙国家研究委员会

厦门大学

北京大学

剑桥大学

北京理工大学

麻省理工学院

乌得勒支大学

国家

中国

中国

美国

西班牙

中国

中国

英国

中国

美国

荷兰

发文量

929
400
230
199
191
183
177
166
160
160

被引频次

20 613
8 433
9 140
8 203
3 951
8 339
5 297
2 780
6 623
8 109

篇均被引频次

22.19
21.08
39.74
41.22
20.69
45.57
29.93
16.75
41.39
50.68

H指数

65
44
53
42
30
42
39
28
38
42

表2 1900—2018年制造业碳排放领域发文前10机构及其基本情况

王建达等：制造业碳排放研究的文献计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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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网络也趋于密集，可以看出，美国和中国的

合作发文最为紧密，成为制造业碳排放研究中最

为密切的合作伙伴。中国与英国、澳大利亚、日

本等国家发文合作也较为紧密。从区域来看，欧

洲国家的合作网络较为密切，和其发达经济体较

多有关。

2.3 机构发文特征

根据所有发文作者的机构地址统计，在 1900
—2018年间共有 14 658研究机构参与或间接参与

了制造业碳排放的研究。表 2列出了发文前 10位
的机构情况。

来自中国的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和来自美

国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位于前三。其中，中国

科学院的发文量和被引频次较为突出，但是从篇

均被引频次上来看，其和清华大学与加州大学伯

克利分校还有较大差距。发文前十的机构有 5所来

自中国，可见中国机构在发文量上占据主要优势。

西班牙国家研究委员会、北京大学、麻省理工学

院和乌得勒支大学篇均被引频次超过了 40，是该

领域较为权威的机构，国际影响力较高。中国科

学院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两所机构的 h-index超
过了 50，说明这两所机构在发文量以及质量上都

具有较高水平。

2.4 发文期刊情况

在 1900—2018年间有关制造业碳排放研究的

28 203篇文献分别发表于 3 261种期刊上，其中排

名前十的期刊见表 3，这些期刊的发文总量占所有

期 刊 的 18.08%。 JOURNAL OF CLEANER PRO⁃
DUCTION发文量达到 1 312篇，占比高达 4.652%，

位居首位。紧接着是 ENERGY POLICY和 ENER⁃
GY。可见，制造业碳排放领域发文主要集中在环

境与能源相关领域。其中排名第五位的 RENEW⁃
ABLE SUSTAINABLE ENERGY REVIEWS 期刊在

10个期刊中有着最高的影响因子（9.184）。并且整

体上发文前十位的期刊影响力较高，可见制造业

碳排放领域的发文热点期刊水平较高，受到国际

广泛关注。

2.5 研究领域基本情况

1900—2018年有关制造业领域的文献研究方

向共有 137个，其中最为主要的是环境领域，工程

学领域和能源燃料领域（图 3）。其中，环境科学

领域的研究最多，达到 7 889篇文献。工程学领域

较为分散，其中，工程和环境交叉领域发文较多，

并且合作发文最高。工程化学，绿色可持续发展

等领域发文也较高，和几个发文较高领域都具有

紧密关联，可见制造业碳排放领域研究涉及诸多

方面，并且交叉学科研究趋于增加。

3 制造业碳排放领域研究热点与趋势

3.1 时间尺度研究热点与趋势

对于文章标题、摘要和关键词的定量分析经

常被用来描述历史研究趋势，进而预测未来研究

方向。特别是文章关键词，能提供研究作者或机

构对于某一主题的偏好信息，具有较高的研究价

值[16]。考虑到相同的时间段划分能排除掉时间因素

带来的影响，便于理解关键词的变化情况。因此，

将研究时间段分为 1900—1999年（起步期），2000
—2010年（缓慢发展期） 和 2011—2018年（快速

发展期），分析不同时间段的研究热点变化。

3.1.1 起步期 （1900—1999年）

起步期发文量较少，因此各关键词的出现频

率并不高，从图 4可见，最高出现频率的关键词为

来源出版物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ENERGY POLICY

ENERGY
APPLIED ENERGY

RENEWABLE SUSTAINABLE ENERGY REVIEWS
INDUSTRIAL ENGINEERING CHEMISTRY RESEARCH
GREENHOUSE GASE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USTAINABILI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REENHOUSE GAS CONTROL

ENVIRONMENTAL SCIENCE TECHNOLOGY

发文量

1 312
659
536
521
428
354
336
323
317
313

占比/%
4.652
2.337
1.901
1.847
1.518
1.255
1.191
1.145
1.124
1.11

影响因子（IF=2017）
5.651
4.039
4.968
7.900
9.184
3.141
1.991
2.075
4.078
6.653

表3 1900—2018年制造业碳排放领域发文累计数量前十位的期刊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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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Climate change），出现了 29次。共有 6
个关键词出现频次超过 10次，除了气候变化之外，

全球变暖（Global warming）、甲烷（Methane）、能

源 （Energy）、生物 （Biomass） 和环境 （Environ⁃
ment），从这些词中我们可以看出，在 2000年之前

和制造业碳排放密切相关的是由于全球气候变化

所引发的关注，并且有关制造业能源和生物相关

的研究开始逐渐浮现。

3.1.2 缓慢发展期 （2000—2010年）

2001年，IPCC公布第三次气候变化评估报告

指出全球气候系统正发生着异常的变化，气候变

化引发的诸多问题正在引起广泛的关注。从图 4中
可以看到，在这一时期仍旧是气候变化 （Climate
change） 这个关键词出现频率最高，达到 173次，

约是排名第二位能源 （Energy） 的一倍。能源

（Energy）一词出现频率排名明显上升，可见对于

能源引发的制造业碳排放问题在这个时期受到学

者的关注。排名上升较快的还有全生命周期（Life
Cycle Assessment）、 中 国 （China）、 可 持 续 性

（Sustainability）、 工 业 生 态 （Industrial ecology）
等，也反映出进入 20世纪以来，全球人们对于制

造业碳排放重点关心领域。全生命周期方法可以

较为完整和系统的展现制造业碳排放全流程，受

到学者的青睐；进入 21世纪以来，中国制造业规

模迅速增长，在 2010年时，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达到 57.4%，成为中国最主要的经济驱动力

量[15]；受到气候变化的制约，发展中国家受到了很

多不利影响，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气候变化引起

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京都议定书》在

1997年营运而生，2005年正式生效，旨在帮助这

些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通过可持续发展，来降低

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

3.1.3 快速发展期 （2011—2018年）

2010年之后，在制造业碳排放研究领域中，

全生命周期法 （Life Cycle Assessment） 的出现频

率已经升至首位，由于制造业碳排放不仅仅是终

端使用产生的，还有源头及其他产业的辅助也会

产生大量排放，因此越来越多的学者相信全生命

周期方法研究制造业碳排放问题十分重要[17]。中国

（China）的排名继续上升至第二位，可见中国制造

业碳排放受到全球学者的关注，这可能在于中国

如今还是全球制造工厂，大量的制造产品由中国

制造，因而产生了较多的碳排放。碳足迹 （Car⁃
bon footprint） 与能源消费 （Energy consumption）
两个关键词的排名也迅速增加，这是由于与制造

业碳排放关联最为紧密的源头便是制造产品所消

耗的能源导致的，并且这些碳排放的流动用碳足

迹一词所刻画也是受到学者青睐的。随着巴黎协

定的制定，可持续性 （Sustainability）、适应性

（Adsorption）等词的排名都有所上升，制造业碳排

图3 1900—2018年制造业碳排放领域发文研究方向情况

注：领域旁的圆圈大小代表这个领域的文章数量，两个领域之间的连线粗细代表包含对应两个领域的文章数量。例如，A文章是即属于

环境领域，又属于能源领域的交叉学科文章，就算作两个领域之间的数量中其中的一篇。

王建达等：制造业碳排放研究的文献计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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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对全球气候变化持续性以及如何适应这种变化

也是近期引人关注的话题。值得注意的是，碳捕

捉与封存技术 （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 由起

步期的 0次上升至现阶段的 216次，这是由于此技

术是新兴的一种减缓碳排放的方法，尤其利用在

碳排放较高的电力部门、钢铁及水泥生产部门，

可以产生快速减排的效果。投入产出方法（Input-
output analysis） 也在近些年出现频次有所增加，

这对于解释一个制造业产品从中间产品制造到生

成最终产品的全过程碳排放有很好的分辨能力，

并能区分出直接碳排放和间接碳排放。

3.2 时间尺度研究热点耦合

图 5显示了 3个时间段的研究热点耦合情况。

1900—1999年由于文献数量较少，所以耦合情况

较为简单，从图 5可见，仅有出现频次较高的几个

关键词具有耦合关系，例如全球变暖 （Global
warming） 和 气 候 变 化 （Climate change）， 能 源

（Energy） 和环境 （Environment） 等。2000—2010
年，发文量显著增加，可以看到耦合情况较为明

显的有气候变化 （Climate change） 和全球变暖

（Global warming），这是由于全球变暖问题提上日

程，因此加剧了对于全球气候变化的相关研究；

能源 （Energy） 和气候变化 （Climate change），这

是由于有关制造业碳排放的研究起因是由于气候

变化，深层次减排则需要减少能源的消耗；能源

（Energy）和环境（Environment），由于制造业能源

图4 1900—2018年制造业碳排放领域研究热点关键词变化

注：图中箭头代表每个关键词在不同时间段的变化情况，其中实线代表关键词排序上升，虚线代表关键词排序下降。柱形里的数字代表

每个时间段对应关键词的出现频率。

的大量消耗，产生大量温室气体和有害气体，造

成环境的负面影响。

2011—2018年，有关制造业发文量最高且增

长最快，由图 5可见其耦合情况也较为复杂。除了

2000—2010年的较为复杂的耦合词频之外，还出

现了中国 （China） 与能源消费 （Energy consump⁃
tion）、投入产出模型（Input-output analysis）的耦

合，可能是由于中国制造业产生碳排放较高，消

耗大量能源，并使用投入产出方法较多；全生命

周期方法（Life Cycle Assessment）和碳足迹（Car⁃
bon footprint），有关碳足迹的流动及全产业链的碳

足迹可以用全生命周期方法刻画。

3.3 国家尺度研究热点与趋势

从时间尺度来看，选取了发文数量前 5的国

家，分别探究发文总词频在前 20位的热点关键词

出现频率，如图 6所示，圆圈的大小即为对应国家

的对应关键词出现频率。可以看出明显区别的是，

中国除了中国（China）这一热点关键词外，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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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率较高的词是能源消费 （Energy consumption），

出现了 148次，这和 3.2中提到的两个关键词耦合

关系很一致。美国出现频率较高的词是气候变化

（Climate change）（193次），全生命周期法 （Life
Cycle Assessment）（130次） 等词，这可能和美国

较为关心全球性问题以及希望用全生命周期方法

探究制造业全产业链碳排放问题。英国较为关心

制造业碳排放中气候变化议题 （Climate change）
（114次），可持续发展 （Sustainability）（73次）

等，可见英国也较为关心制造业碳排放引发的全

球气候变化 （Climate change） 这一问题。德国和

澳大利亚发文数量较前三者较少，因此词频数量

图5 1900—2018年制造业碳排放领域研究热点关键词共现情况

注：关键词旁的圆圈大小代表对应时间段其出现频率，两个关键词之间的连线粗细代表对应的两个词共同出现的频率大小。

图6 1900—2018年制造业碳排放领域研究主要国家关键词出现频率

王建达等：制造业碳排放研究的文献计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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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低，但是也可以看出德国较为关心气候变化

（Climate change）（43次） 以及能源效率 （Energy
efficiency）（41次）问题，澳大利亚则更关心气候

变 化 （Climate change）（76 次）、 可 持 续 发 展

（Sustainability）（31次）等问题。

4 结 论

本文通过对制造业碳排放这一主题进行文献

计量分析，对其发文量随时间趋势特征，国家/地
区发文特征，机构发文情况，发文期刊情况，研

究领域情况进行统计分析；并针对探究出的关键

词分析其在时间和国家尺度的热点与趋势，得到

如下主要结论。

1）制造业碳排放领域在进入 21世纪之后开始

受到学者的广泛关注，在 2010年之后开始迅速增

加，后期主要是中国有关制造业碳排放领域的迅

速增加造成的。虽然中国发文量较高且高发文的

机构数量较多，但是国际影响力却较发达国家有

差距。这就提醒中国在制造业碳排放领域不仅需

要注重数量，更要关注其质量，使制造大国在制

造业碳排放领域真正具有话语权。

2）制造业碳排放领域是一个交叉学科的研究

范畴，从发文期刊和发文领域来看，主要集中在

环境科学和工程学领域，说明在研究制造业碳排

放时，最好是具有环境及工程交叉背景的学者，

研究更为深入和具体。

3）从发文热点来看，制造业碳排放领域主要

来源于气候变化议题，随着 《京都议定书》 和

《巴黎协定》的生效，全球对于气候变化问题关注

度逐渐增加，其中制造业作为主要的碳排放来源

引人关注。能源消费、能源、碳足迹和可持续性

等热点在逐渐增加，全生命周期作为最主要的研

究制造业碳排放方法受到学者青睐，投入产出方

法的应用在近些年也有所增长，其中中国文献使

用投入产出方法研究制造业碳排放较多，可能由

于中国的投入产出表制定较为完善，并且投入产

出方法具有区分中间使用和最终使用等诸多优点，

而被广泛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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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碳税是指依照化石燃料的二氧化碳含量或排

放量而征税的相应税金。它通过减少二氧化碳排

放，以到达延缓温室效应保护环境的目的。芬兰、

瑞典、挪威、丹麦和荷兰是最早开始征收碳税的 5
个国家，随后德国、意大利和英国将碳排放因素

引入已有税收的计税依据形成潜在的碳税，加拿

大、美国尝试在国内部分地区也推行碳税。2008
年中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二氧化碳排放量第一大

国， 可见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是中国面临的严峻

环境任务之一。虽然少数发达国家对于碳税的推

行已经提供了成熟经验，但是由于我国的特殊国

情，不可完全吸取国外经验，因此，对全球碳税

研究情况进行全面分析，可以为我国今后的研究

提供已经的理论支撑，有助于后期深入探索。

1 数据来源

为了从世界范围内对碳税研究现状进行分析，

本文利用WOS的 SCI-EXPANDED，SSCI，CPCI-
S，CPCI-SSH四大引文库对 1900—2019年期间以

“碳税 （carbon tax） ”为主题的文献进行高级检

索，文献类型设置为“文章 （article） ”，得到有

效文献 2 766篇，这样的文献获取方式去除了书

籍、会议记录等形式的文献资料，保证了研究数

基于Cite Space V的全球碳税研究进展可视化分析

李红霞，田辰宁
（西安科技大学 安全科学与工程学院，陕西 西安 710054）

摘 要：为总结全球碳税的研究现状并预测其未来发展趋势，借助 Cite Space V软件，对 1990—
2019年期间Web of Science收录的碳税领域的相关文献进行可视化知识图谱分析。通过对该领域主

要作者、研究机构及国家等方面进行可视化分析，描述该领域的主要研究力量及研究人员的分布；

通过对关键词、研究聚类等进行知识图谱可视化分析，描述该领域的研究热点及未来发展趋势。

结果表明：该领域的作者间合作以小范围团队合作为主，研究主要集中于美国、中国、加拿大等

国家，且主要研究机构大多为各国高校；研究主要集中于碳泄露、碳成本、气候变化以及相关政

策研究等方面；替代能源、清洁能源是该领域未来研究发展趋势之一。

关键词：碳税；可视化分析；Cite Space；聚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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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ual analysis of global carbon tax research progress based on Cite Space V
Li Hongxia，Tian Chenning

（College of Safety Science and Engineering，Xi'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Xi'an 710054，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summarize the research status of the global carbon tax and predict its future development trend， the
Cite Space V software is used to visualize the knowledge of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in the field of carbon tax collected by Web
of Science from 1990 to 2019. Through the visual analysis of the main authors， research institutions and countries in the
field， the main research forces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researchers in this field were described. Through visual analysis of
knowledge atlas such as keywords， research clustering，etc. the research hotspots and future development trends in this field
were describ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cooperation among authors in this field was mainly based on small-scale team⁃
work. The research was mainly concentrated in the United States，China，Canada and other countries，and the main research
institutions were mostly universities in various countries. The research mainly focuses on carbon leakage，carbon cost and cli⁃
mate change and related policy research； alternative energy and clean energy are one of the future research trends in this
field.
Key words：carbon tax；visual analysis；Cite Space；cluster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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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的代表性与权威性。

使用WOS网站自带的引文分析功能对 2 766篇
文献及其被引频次进行统计分析，探究全球范围

内碳税研究领域的基本发展情况，结果整理如图 1
所示。

图1 1990—2019年全球碳税研究领域文献出版总数及被

引频次

由图 1可知，在 1990—2019年，全球碳税研

究领域发表的文献数量总体呈现缓慢上升趋势，

同时相关文献被引频次持续上升呈现指数型增长，

2 766篇文献被引频次共达 4 465次，去除自引后

的被引频次达 4 369次，由此可见，近年来，碳税

作为一个新兴的研究热点，国际上对于其重视性

越来越高，越来越多的学者投身该研究领域，其

研究热度也与日俱增。

2 知识图谱可视化分析

2.1 作者分析

通过对作者发表文献数量、作者间合作关系

进行分析，可以很快得知所研究领域中的领军人

物，再对这些起到先导作用的学者所著文章进行

研究，得到的数据更具权威性与前沿性。将 Cite
Space 软件中的网络节点设置为作者（author），选

择 TOP50的数据作为计算标准，将 1990—2019年
的文献以 1年作为一个时间切片，对作者网络进行

分析，结果如图2所示。

图 2中圆形节点表示作者，节点越大，作者发

文数量越多；节点间的连线代表作者间的合作关

系，连线的粗细代表作者间的合作次数，相同两

位作者之间的合作次数越多则其之间的连线越粗。

本次计算共得到节点 418个，连线 449条，说明本

次计算共检索出作者 418人，同时作者间的连线与

交叉较少，说明文章大多由作者独立完成，作者

间缺乏合作或相互引用的情况。由上图中可以看

出，以名为BOHRINGER的学者为核心，其有部分

学者围绕该学者形成了小范围的密切合作关系，

经调查后发现，这几个小范围的合作关系分别来

自不同的高校或机构，这些学者多为校友、同事

或师生关系，这样的小范围学者之间的合作虽然

有利于高质量研究成果的产生，但不利于碳税研

究的长远持续发展。为方便后续分析，总结全球

碳税研究领域作者发文频次、年份及所属机构见

表1。

图2 全球范围内碳税研究领域内作者合作关系

2.2 国家、机构分析

通过利用Cite Space V生成的机构与国家合作

关系网络图，可以分析得出该研究内容在不同国

家及研究机构的分布情况。本次计算将节点设置

为机构（institute）和国家（country），选择TOP 20
的数据作为计算标准，对 1990—2019年的文献以 1
年为一个时间切片，利用 pathfinder方法对合并后

网络进行修剪（pruning the merged network），得到

的国家和机构合作网络如图 3所示。图中国家名称

所有字母均大写，机构名称仅首字母大写。

在该图谱的网络结构中，共有 135个节点，

163条连线，表明本次计算共分析出 135个国家及

机构，这些国家或机构之间存在 163条合作关系。

而且节点大小越大，代表组织机构或国家的发表

文献数量越多，对应频次越高，节点间的连线粗

细说明不同国家及机构所发表的文献之间的关联

程度，连线越粗，关联越密切，合作强度越大。

其中，具有紫色外圈的节点具有较高的中介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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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文频次

16

15

14
12

11

10
9
8
7
7

年份

2011

2007

2012
2008

2012

2015
2013
2017
2000
2007

作者

LIN BQ

TOL RSJ

VAN DER PLOEG F
BOHRINGER C

EDENHOFER O

LIU Y
FAN Y
WANG SY
URI ND

FISCHER C

所属机构

XIAMEN UNIV（厦门大学）

Univ Sussex（苏塞克斯大学） /Vrije Univ（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 /Tinbergen Inst
（丁伯根研究所） /CESifo（慕尼黑经济研究中心）

St Petersburg State Univ（圣彼得堡州立大学） /Vrije Univ（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

Carl von Ossietzky Univ Oldenburg（奥登堡大学）

Mercator Res Inst Global Commons & Climate Change（麦卡托全球公地和气候变化

研究所） /Potsdam Inst Climate Impact Res（波茨坦气候影响研究所） /Tech Univ
Berlin（柏林理工大学

Beihang Univ（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Beihang Univ（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Univ Sci & Technol China（中国科技大学，安徽）

Nat Resources Conservat Serv（自然资源保护局）

Resources Future Inc（未来资源研究所）

表1 全球碳税研究领域作者发文频次、年份及所属机构

性，通常是连接两个不同领域的关键枢纽，也称

为转折点。另根据计算结果总结全球碳税研究机

构发文频次及年份见表2。

图3 全球碳税研究领域国家及机构合作网络

由图 3可知，美国具有最大紫色外圈节点，且

与大多数国家节点有重合，说明在该领域内美国

具有绝对权威地位；图中第二大节点为中国，节

点虽同样具有紫色外圈，但与美国节点的紫色外

圈相比明显较细，更加凸显美国在该领域的权威

性。除此之外，英国、加拿大、德国、澳大利亚

在该领域内也显现出一定的地位。但是从节点间

连线看来，各国家之间连线较少，且连线多发生

在较小节点间，经调查发现，这些存在合作关系

的小节点多为各国高校，说明各国之前缺乏大规

模的跨国合作，目前已知合作大多为机构间的小

规模合作，这样的小规模合作虽然可以在短时间

内产出大量的文章，但是结果可能存在片面性，

不利于碳税研究的长期稳定发展。同时该结果也

印证了上文中对于作者的分析。上文列出的发文

量前十的作者所在机构基本与发文量前十的机构

相符，且大多为美国科研高校或机构，此结果进

一步证实了美国在该研究领域的地位。但同时，

我国研究力量也不可小觑，在发文量前十的机构

中有 3所机构属于中国，且总发文量 49篇的中国

科学院排在首位，不仅如此，我国机构大多首次

发文时间较近，在短时间内可以产出大量的高水

平高质量文章，说明碳税在我国虽然是一个新兴

的研究领域，但我国相关研究学者对其的重视程

度与日俱增，碳税研究具有巨大的发展前景。

2.3 关键词分析

关键词是对论文观点和研究内容高度概括的

核心词，当多篇文章的关键词表现出一致时，则

说明这些文章具有一定的相关性。通过对文章关

键词进行统计分析，可以得到具有相同关键词的

文章的聚类，从而体现出这些文章在其研究领域

的关键词，进而得出该研究领域中的研究热点。

关键词出现的频率与研究热度成正比，关键词出

李红霞等：基于Cite Space V的全球碳税研究进展可视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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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的频率越高，预期相关的研究热度越强。

将 CITE SPACE 中的节点类型设置为关键词

（keyword），各阈值设定为 （2，2，20）、（3，3，
20）、（3，3，20），时间切片依旧设置为一年，采

用 pathfinder方法对整合后网络进行修剪，得到全

球碳税研究领域的关键词可视化分析如图 4所示。

本次分析将“taxe”“taxation”两个关键词节点统

一并入“tax”节点，将“carbon taxe”节点并入

“carbon tax”节点进行后续分析。

图4 全球碳税研究领域关键词关系

本次计算共得到节点 432个，连线 628条，即

本次分析共得到关键词 432个，628个关联关系。

其中共现频次超过 500的关键词仅一个“carbon
tax”，这与我们的检索关键词相符，共现频次位于

200~500次区间内的关键词有 7个，共现频次位于

100~200次区间内的关键词有 15个。表 3列示了共

现频次大于等于 100的关键词及其序号、出现频

次、中介中心度。

由图 4及表 3可以看出，排除检索关键词

“carbon tax”之后，关键词“tax（税率）”为该关

键词网络中最大节点，其次为“policy（政策） ”

“emission （排 放） ”“Climate Change （环 境 变

化）”，出现频次均达 300次以上，为整个研究领

域的核心关键词，从这几个关键词也可以看出，

对于“碳税”的研究，通常也伴随着对于“政策”

“排放”“环境变化”的相关研究。另外，一些节

点虽然出现频次较低，但却具有明显紫色外圈，

同时在表 3中也可看出其中心度较高，说明其为连

接两个不同领域的关键节点，例如“model（模

型） ”“energy（能源） ”“technology（技术） ”

“greenhouse gas emission（温室气体排放）”。以上

这些高频及高中心度的关键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

了全球范围内学者所在的研究领域及其关注的焦

点与研究方向，说明目前全球范围内对于碳税的

研究主要倾向于通过建立模型的方式对气体的排

放进行计算，并对环境、气候的改变进行预测。

可视化图谱中，围绕中心四周较小年份较近

的节点也揭示了目前全球范围内的碳税研究领域

新兴的研究热点。这些小节点所代表的关键词包

括“emissions trading scheme（排放权交易制度）”

“biofuel（生物燃料） ”“life circle assessment（生

命周期评估）”“renewable energy（可再生资源），

这表明，研究学者已经逐渐开始将研究的焦点集

中于寻找新型燃料、替代能源以及规范排放权等

方面。

2.4 聚类分析

为了更加全面的集中展现全球范围内碳税研

究领域的研究热点，在文献共被引的基础上引入

了文献聚类分析功能以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首

先讲 CITE SPACE 中的节点类型设置为参考文献

发文频次

49
46
38
38
32
29
24
23
22
21

最早年份

2012
2004
2003
2008
2010
1999
1999
2004
2015
2005

机构

Chinese Academic Sci（中国科学院）

Vrije Univ（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

MIT（麻省理工学院）

Univ Oxford（牛津大学）

Tsinghua Univ（清华大学）

Resources Future Inc（未来资源研究所）

Univ Calif Berkeley（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

Harvard Univ（哈佛大学）

North China Elect Power Univ（华北电力大学）

Carnegie Mellon Univ（卡内基-梅隆大学）

所属国家

中国

荷兰

美国

英国

中国

美国

美国

美国

中国

美国

表2 全球碳税研究机构发文频次及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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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关键词

Carbon tax
Tax
Policy
Emission

Climate Change
Model
Energy
Impact

Climate Policy
Cost
System

频次

646
405
346
322
303
273
271
263
184
176
166

中心度

0.08
0.04
0.11
0.04
0.12
0.13
0.11
0.09
0.04
0.04
0.05

首次出现年份

1992
1995
1995
1996
1996
1996
1995
2000
2004
1996
2004

序号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关键词

CO2 Emission

China
Demand

Carbon Emission
Price
Carbon

Uncertainty
Optimization
Technology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Trade

频次

149
126
124
115
112
108
107
106
105
103
101

中心度

0.07
0.02
0.11
0.06
0.12
0.06
0.10
0.01
0.13
0.13
0.04

首次出现年份

1992
2010
2005
2004
1997
1998
1996
2010
1999
1996
2004

表3 全球碳税研究领域关键词出现频次、首次出现时间及中心度

（cited reference），阈值分别设置为 （2，2，20）、

（3，3，20）、（4，4，20），以 4年为一个时间切

片，对文献进行分析，之后，对上述操作得到的

文献共被引知识图谱进行关键词聚类分析 （label
clusters with indexing terms），之后利用对数似然率

（log-likely ratio，LLR） 算法对文献共被引知识图

谱进行聚类分析进行深入聚类研究，得到的文献

共被引聚类如图5所示。

图5 全球碳税研究领域的共被引聚类图谱

图 5宏观展示了全球范围内碳税研究领域的共

被引聚类图谱，本次计算共得到聚类 231个，图中

显示的聚类为包含节点数量较多的几大聚类。聚

类中既有表示知识转折点的关键节点文献，也有

显示发展脉络的共引连线，且聚类分布较为集中，

说明全球范围内的碳税研究已经形成较为完整的

基础理论和研究框架。聚类相关数据整理如表 4所
示，其中平均年份为该聚类下所有文章发表的平

均年份，在图中表现为聚类颜色的不同，聚类颜

色越鲜艳则出现时间越近，其中可能包括最几年

新兴研究热点，聚类颜色越暗则该聚类出现时间

越早，且通过对聚类标签进行观察总结可以得出

一定的研究前沿发展趋势，结合聚类时间可以大

概率推测出未来研究热点，在此，由于篇幅限制，

表中仅列出包含节点数量最多的#0、#1、#2共 3个
聚类。

#0聚类的标题为 carbon leakage（碳泄露），通

过文献分析总结，发现该聚类下的文献大多与治

理碳泄露有关的法律政策以及如何采取法律措施

来控制碳排放等相关。

Peters GP等[1]讨论了若干个可利于减少贸易对

全球气候政策影响的政策选择，还提供了利用贸

易作为减排手段的机会，有助于在《京都议定书》

之后制定更有效和更具参与性的气候政策。DA⁃
VIS SJ等[2]使用最新的可用数据，提出一个基于消

费的全球二氧化碳排放清单，并计算了相关的基

于消费的能源和碳的排放强度。结果表明，以消

费为基础的二氧化碳排放核算展示了国际在控制

碳泄漏方面的潜力；让生产者和消费者共同对碳

排放负责，有助于提高各国就全球气候发展情况

达成国际协议的可能性。KUIK O等[3]探讨了欧盟

排放交易机制中边界调整措施对可能发生碳泄漏

的部门的影响。借助一般均衡（CGE）模型对全球

经济的多部门、多区域进行计算，研究上述措施

李红霞等：基于Cite Space V的全球碳税研究进展可视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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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两种变体对上述部门的竞争力和全球环境的影

响。计算表明，边界调整会大幅降低钢铁行业的

部门漏损率，但对于包括水泥在内的矿产品行业

来说，减少的幅度较小；整体或宏观泄漏率的降

低幅度不大。FISCHER C[4]通过对美国、加拿大和

欧洲 3个不同经济体的能源密集型部门进行模拟以

说明：在国际贸易法中，每个经济体都面临着不

同的潜在法律障碍；每个经济体都有不同的经济

影响。虽然这些经济体都具有一定的作用力，但

没有任何一种经济体在减少全球排放方面是必然

有效的；也不可能对选项进行排序，减排效率仍

旧取决于相对排放率、替代弹性和消费量。

#1聚类标题为 social cost of carbon（社会碳成

本），通过文献分析总结，发现该聚类下的文献大

多通过建立模型，以计算替代能源的可行性、最

佳税收比例、规避高昂成本并对全球气候变化做

出大概预测。

ACEMOGLU D[5]提出当投入的能源具有足够的

可替代性时，可以通过将创新转向“清洁能源”

投入的临时税收或补贴来实现可持续发展；最优

政策包括“碳税”和研究补贴，避免过度使用碳

税。GOLOSOV M等[6]构建了一个简洁、全面且易

于解决的模型，使其能够计算不同能源的最佳使

用情况和相应气候的最佳变化路径，并发现经济

福利的主要威胁是煤炭而非石油。SINN HW[7]认
为，想要缓解全球变暖问题，必须成功地拉平全

球能源市场的碳供应路径。在公共财政措施中，

提取碳时的不变单位税和资本收入的来源税是满

足这一要求的可行政策选择。一个完整的全球排

放交易体系，需要将消费国合并为一个单一的排

放国，之后才能够实施一种更为保守的碳消费路

径，同时向这些国家提供单一的排放权租金。

MEINSHAUSEN M[8]根据已公布的气候系统特性分

布，提供了一个全面的概率分析，旨在量化 2000
—2050年期间的温室气体排放预算。根据最近的

八国集团公报，预计到 2050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

量将减少一半，假设 1990年为排放基准年并结合

一系列公布的气候敏感性分布的情况下，全球气

候变暖超过2 ℃的概率为12%~45%。

#2聚类标题为 revenue recycling（收入循环），

通过文献分析总结，发现该聚类下的文献大多

研究碳定价与个人福利、家庭、国家经济之间

的关系。

RAUSCH S等[9]认为许多限制温室气体排放政

策的核心目的是为碳排放定价，碳定价是通过提

高碳密集型产品的成本和改变要素价格来影响家

庭，因此完整的分析需要同时考虑这两方面的影

响。以 15 588户家庭为研究对象，建立了一个模

拟模型，研究了美国碳定价的分布影响，研究发

现，在广泛的社会经济群体中上述两方面的变化

可能会掩盖各群体的平均变化，源端的累进性足

以抵消使用端的回归性。DISSOU Y[10]认为大多数

研究是通过碳税对商品价格的影响来评估碳税的

分配影响，而忽略了碳税对要素价格变化带来的

个人福利的影响。他建议对个人福利指标的变化

进行分解，然后利用洛伦兹和集中曲线以及基尼

聚类

0

1

2

节点数

88

75

72

分离度

0.947

0.922

0.881

平均年份

2010

2010

2011

聚类标签（部分）

carbon leakage（碳泄露）、border carbon adjustment（边境碳调整）、output-based alloca⁃
tion（基于产出的分配）、unilateral climate policy（单边气候政策）、border tax adjustment
（边境税赋调整）、carbon tariffs（碳关税）、consumption-based emission pricing（基于消

费的排放定价）、meta-regression analysis（多元回归分析）

social cost of carbon（社会碳成本）、risk aversion（风险规避）、climate change（气候变

化）、growth uncertainty（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integrated assessment of climate change
（气候变化综合评估）、recursive utility（递归效用）、intertemporal substitution（跨期替

代）、tipping point（临界点）、hotelling rule（霍特林定律）、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
（一般均衡模型）

revenue recycling（收入循环）、model comparison（模型比较）、cge models（CGE模型）、

co-benefits（共同利益）、overlapping generations（迭代模型）、decarbonization（脱碳）、

public spending（公共支出）、non-homothetic preferences（非同调偏好）、distributional
impacts（分布影响）、energy cost（能源成本）、environmental tax reform（环境税改革）

表4 全球碳税研究领域文献聚类节点数、分离度、年份及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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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建立了一个一般均衡模型来评估碳税对要

素和商品价格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仅通过商

品价格的变化来评估碳税对不平等的影响的传统

方法可能具有误导性。WANG X[11]详细分析了碳税

对行业竞争力的短期影响。根据中国 2007年的投

入产出表，将中国经济分为 36个部门，以检验碳

税附加成本与部门GDP的比率。结果表明，高税

收水平可能需要对某些受影响严重的行业采取补

偿措施，低税率对所有行业都不会产生竞争力问

题。LU C[12]通过建立动态递推一般均衡模型，探

讨了碳税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以及碳税对补充政

策的缓冲效应。模拟结果表明，碳税是一种有效

的政策工具，因为它可以减少碳排放，对经济增

长的负面影响很小；在征收碳税的同时减少间接

税，将有助于减少碳税对生产和竞争力的负面影

响；此外，还可以给予家庭补贴。这将有助于刺

激家庭消费。因此，与碳税一起使用的补充政策

将有助于缓解碳税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动态 CGE
分析表明，碳税政策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影响相对

较小，但碳排放的减少相对较大。

3 结 论

通过使用Cite Space V对全球碳税研究领域在

1990—2019年发表的相关文献进行数据分析，得

到以下结论。

1）作者间缺乏大范围合作，机构或高校间的

小范围合作不利于该领域的持续发展，同时研究

机构的分布过于集中，国家或机构间的交叉合作

较少，会导致研究结果呈现一定的片面性。对此，

我国应持续加强对与碳税研究的重视程度，鼓励

相关专业人才的培养，大力推进高校、机构、国

家之间的交叉合作，构建多元化协同研究体系。

2）全球碳税研究领域研究内容联系密切，已

经形成了包含对于碳排放、气候变化、相关政策

等方面研究的一个较为全面的体系。但随着研究

的推进，碳税研究的重点势必会发生改变，替代

能源、生命周期评估等相关研究会逐渐受到重视，

现有研究格局将会随之发生改变，因此，我国在

紧跟国际研究热点的同时，应拓宽研究广度，探

寻新的研究点，引领研究趋势的改变。

3）通过文献聚类分析发现，在清洁能源、替

代能源广泛普及之前，碳定价、碳成本仍是目前

研究重点之一，如何通过合理定价，在限制碳排

放的同时，减少对于经济的影响，是碳税研究的

重点内容。因此建议我国加强对碳定价、碳成本

的研究，建立内容全面的研究体系，对定价对社

会各方面的影响进行综合评估，以期达到控制排

放、降低成本、稳定经济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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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

之后中国政府相继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

带和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和《推

动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能源合

作愿景与行动》。“一带一路”能源合作，有利于

促进沿线各国经济繁荣与区域经济合作，加强与

各国之间的能源合作关系，共同打造开放包容、

普惠共享的能源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

共同体和全球能源利益共同体，满足各国的能源

消费增长需求。“一带一路”沿线是全球能源供应

的核心区域，也是我国能源进口的主要来源地，

目前国际纠纷、战乱和恐怖主义等不安定因素依

然存在，这些扰动因素时刻威胁着“一带一路”

能源合作关系的稳定性。评估目前“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能源合作关系的稳定性，发现能源合作

中存在的威胁稳定性的隐患和问题是研究“一带

一路”能源合作不可忽视的重要课题。

近年来，国内学者多从静态层面对国际能源

合作复杂网络的拓扑结构进行研究。孙晓蕾等[1]使
用复杂网络模型对全球原油贸易网络的无标度性、

群聚性、互惠性等拓扑特征进行了度量，并考察

了不同年份网络的动态演化过程，对网络中的重

要节点国家进行了分析。安海忠等[2]使用各国之间

的原油贸易数据建立了以国家为节点、贸易合作

关系为连边的有权和无权复杂网络模型，并分析

了模型的拓扑性质和数年来的变化规律。樊瑛等[3]

利用复杂网络的社团结构概念挖掘国际贸易宏观

情报，从而探测世界贸易格局，研究结果表明该

“一带一路”能源贸易合作网络稳定性研究

李载驰 1，马贵凤 2 ，雷仲敏 2

（1.中国社会科学院 研究生院，北京 100836 ；2.青岛科技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山东 青岛 266100）

摘 要：应用复杂网络方法，从静态和动态模拟仿真两个层面对“一带一路”国家能源合作的稳

定性和抗毁性进行了评估。结果表明：在静态层面，石油和天然气贸易网络具有高密度、低距离、

高集聚性和强异质性的特点，且天然气贸易网络各项静态指标相比石油贸易网络较差。在动态层

面，随着时间推移，各网络结构在不同风险情景下的波动幅度均有所下降，说明稳定性有所增强；

主观风险因素对网络稳定性的破坏性更强；节点度排在中上位置的一些中小国家对网络的稳定性

影响十分巨大，需要重视。

关键词：“一带一路”；能源合作；复杂网络；合作稳定性；抗毁性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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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stability of the“Belt and Road”energy trade cooperation network
Li Zaichi 1，Ma Guifeng 2，Lei Zhongmin 2

（1. Graduate School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836，China；2.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Qingdao Univer⁃

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Qingdao 266100，China）

Abstract： Applying the complex network method， the stability and invulnerability of energy cooperation in the“Belt and
Road”countries were evaluated from two levels of static and dynamic simulatio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at the static level，
the oil and gas trading network ha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igh density，low distance，high concentration and strong heterogene⁃
ity，and the static indicators of the natural gas trading network were inferior to the oil trading network. At the dynamic level，
with the passage of time，the fluctuation amplitude of each network structure under different risk scenarios has decreased，in⁃
dicating that the stability was enhanced；the subjective risk factors were more destructive to the stability of the network；some
small and medium-sized countries in the upper position had a great impact on the stability of the network and needed to be
taken seriously.
Key words：the“Belt and Road”；energy cooperation；complex network；cooperation stability；invulnerability assess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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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可以科学、便捷地处理贸易数据情报。但目

前还鲜有动态合作稳定性层面的研究成果。本文

应用复杂网络分析方法，通过构建“一带一路”

能源合作复杂网络系统，将静态特征分析与动态

模拟仿真相结合，对“一带一路”国家能源合作

的稳定性和抗毁性进行研究。

1 稳定性评估

1.1 逻辑模型

根据复杂网络构成的相关理论，设 Vi （i =1，
2，3，……，n）为贸易的合作国，即网络中的节

点，设 aij（i，j =1，2，3，……，n）为国家间的

贸易合作关系，即网络中的连边。使用邻接矩阵

来表示网络关系：当 aij = 1时表示国家 i与国家 j之
间存在贸易关系，即贸易量大于 0，此时则建立一

条节点 i与 j之间的连边；当 aij = 0时表示国家 i与
国家 j之间没有贸易关系，即贸易量为 0，则两节

点之间不存在连边。

为方便研究，本文将研究范围设定为东盟、

中东欧、东亚、南亚、中亚地区的俄罗斯、土库

曼斯坦、泰国等沿线 65国。作出如下假设：第一，

忽略国家大小和地理边界形状，无论国家大小，

均将其抽象为节点，且将每个国家的多个连通站

点抽象为 1个；第二，对于物质运输和信息流通，

不考虑方向性，如果节点V1可以将物资和信息输

往节点V2，那么默认也可以反向输送，即两节点

为互通的；第三，对于多种不同的运输方式，如

可以同时使用管道和海运进行运输，将其抽象为

一条通道，即不考虑重边的现象。

本文选择“一带一路”国家之间的石油和天

然气国际贸易作为研究对象，使用联合国商品贸

易数据库中各国之间的石油和天然气类商品贸易

额作为研究数据。将贸易合作各国家简单抽象为

网络中的节点，贸易合作关系抽象为节点间的

连边，进而构建起能源国际合作的复杂网络拓

扑模型。

1.2 网络静态特征分析

1.2.1 网络密度

网络密度反映了“一带一路”国家能源合作

的密切程度，其取值的范围为 0~1之间。在取值范

围内，密度值越接近 1，则代表网络内每个国家与

更多的国家拥有合作关系，各国家之间的合作越

密切，网络结构越稳定；反之，越接近于 0则代表

每个国家与相对较少的其他国家拥有合作关系，

各节点之间的联系较为松散，合作越少，网络越

稀疏，网络结构的稳定性则相对较差。计算方法

如下。

d（G） =2M/[N（N-1） ] （1）
其中：M为网络中实际存在的总边数；N为总

节点数。使用Ucinet6软件分别对不同年份各网络

的密度进行计算，所得结果见表1。
表1 “一带一路”能源合作网络密度值

从计算结果可以看出，石油贸易网络拥有较

为良好的密度值，到 2016年已达到接近于 0.4的水

平，说明更多的国家或经济体参与到了“一带一

路”的能源贸易合作中。石油贸易网络连边数也

出现大量增长，说明各国家之间新的合作关系不

断建立，石油国际贸易多边活动愈加频繁，国家

与国家之间合作更加密切。

天然气网络的密度值则较低，处于 0.1左右。

从节点和连边数可以发现，虽然随着时间推移，

有 60个国家都参与到了天然气贸易合作中，但连

边数却很少。结合网络拓扑结构图，可以看出许

多国家的合作对象十分单一，更多的属于双边合

作，而多边合作较少。其主要原因，一是因为整

体上天然气储量丰富的国家相对于石油来说较少，

导致主要的中心节点较少；二是因为一些新兴的

天然气储量大国，如土库曼斯坦、缅甸等，这些

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天然气的开采和运输

设施基础较差；三是因为天然气作为绿色能源，

各国终端直接消费需求量较大，相对较少像石油

进行深加工再出口的现象。

1.2.2 平均距离和集聚性

网络平均距离代表整个网络中任意两节点之

间所经历的最短边数，即“一带一路”中将每个

国家的货物出口至任意其他国家所需要的最少的

再出口次数，反映了网络整体的贸易效率。计算

方法如公式（2）。

指标

石油网络

可达节点数

连边数

密度值

天然气网络

可达节点数

连边数

密度值

2007年

61
1 088
0.261 7

51
282

0.067 8

2012年

64
1 504
0.361 5

60
436

0.104 8

2016年

64
1 632
0.392 3

60
530

0.127 4

李载驰等：“一带一路”能源贸易合作网络稳定性研究

71



2019年第6期 煤 炭 经 济 研 究 第39卷

L = 1
N 2∑

i = 1

N∑
j = 1

N

dij （2）
其中：L为平均距离；N为网络结构中的总节

点数平均距离越短，说明货品贸易的效率越高，

各国之间的贸易会更便捷，贸易品也更丰富，合

作会更稳定。反之，稳定性则较差。

同样使用Ucinet6软件对网络的平均距离进行

计算，得到表2。
表2 “一带一路”能源合作网络平均距离

从网络的平均距离来看，天然气和石油网络

的距离都相对较低，且随着时间推移，距离还在

不断缩减，至 2016年石油和天然气网络平均距离

分别降低为 1.6和 2.27。说明货物贸易从一个国家

出发平均只需要分别经历 1.6次和 2.27次再出口

便可到达目标国家，各国间的贸易效率得到进一

步提升。

集聚性系数表征的是该网络是否具有集团化

或集聚化的倾向，其取值范围为 0~1。越接近于 1
说明该网络的节点集聚趋势越强，各国间的贸易

联系越密切，网络结构越稳定。反之，越接近于

0，则说明网络集聚性较差，稳定性较弱。计算方

法如式（3）和式（4）。

Ci = 2Mi

é
ë

ù
ûki ( )ki - 1

（3）

C = 1
N∑i = 1

N

Ci （4）
其中：Ci为集聚系数；C为平均集聚系数；ki

表示与节点 vi直接相连的节点数；Mi则为实际存在

的边数；N为网络的总节点数。各网络的集聚性系

数见表3。
表3 “一带一路”能源贸易合作网络集聚性系数

可以看出，“一带一路”国家能源贸易合作网

络的集聚性系数都处于 0.6～0.7之间，表现出良好

的集团化趋势，网络结构趋于稳定。从时间变化

上看，在 2007—2012年的变化中，石油和天然气

网络的集聚系数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而

2016年石油网络的集聚系数大幅增长，超过了

2007年。反映出全球金融危机影响的周期变化以

及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的影响变化。

1.2.3 异质性

网络的异质性特点是指网络的各节点之间地

位是否平等的一种测度指标。在国际能源合作中，

一个国家能源的进口和出口所覆盖的国家数量在

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该国在整个能源合作网络中的

地位。覆盖面越广，在能源合作中会掌握更高的

主动权。如果网络中仅有少数地位高的国家，说

明网络异质性强。一旦少数地位高的国家发生风

险，将对整个网络产生极大的影响，即网络稳定

性较差，反之则说明稳定性较为良好。异质性目

前没有特定的指标进行衡量，主要依靠观察网络

节点度的分布曲线来进行分析[5]。当各个国家的节

点度差距较小时，曲线较为平缓，则异质性较弱；

反之，当节点度的差距较大时，曲线较为陡峭，

则表示异质性强。

在进行异质性分析前，使用各个节点的邻边

数量计算各个网络中节点度的排序情况。进行初

步的观察，计算结果见表 4和表 5。由于网络国

家较多，仅列出不同年份网络节点度前 10的节

点国家。

表4 石油贸易网络节点度前十国家

可以发现，在石油贸易网络中节点度较大的

中心国家中，除中国、俄罗斯等个别石油进、出

口大国外，多为东欧国家或新加坡、马来西亚等

极为重要的港口国家。这些东欧国家的典型特点

是资源储量虽然较低，但轻工业十分发达，需要

平均距离

石油网络

天然气网络

2007年
1.71
2.52

2012年
1.65
2.38

2016年
1.60
2.27

集聚性系数

石油网络

天然气网络

2007年
0.741
0.629

2012年
0.74
0.603

2016年
0.773
0.612

石油贸易网络

2007年
位次、国家

1.土耳其

2.中国

3.罗马尼亚

4.保加利亚

5.波兰

6.俄罗斯

7.新加坡

8.捷克

9.匈牙利

10.立陶宛

节点度

56
52
48
43
42
42
40
37
36
32

2012年
位次、国家

1.土耳其

2.中国

3.印度

4.俄罗斯

5.波兰

6.新加坡

7.匈牙利

8.保加利亚

9.罗马尼亚

10.捷克

节点度

56
55
51
51
49
47
43
43
41
39

2016年
位次、国家

1.中国

2.土耳其

3.波兰

4.俄罗斯

5.新加坡

6.印度

7.立陶宛

8.捷克

9.匈牙利

10.泰国

节点度

58
58
56
55
54
53
51
48
46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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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原油资源来支撑其产业的发展，且具有较高

的原油炼化水平，在进口原油的同时出口大量的

原油加工产品，所以节点度较高。同时，可以明

显看出，中国在网络中的地位始终处于极高的中

心地位，在 2016年已上升为节点度最高的中心节

点国家。节点度分布情况如图1和图2所示。

表5 天然气贸易节点度前十国家

从节点度分布曲线可以发现，无论石油还是

天然气贸易网络，节点度分布情况都呈现出不同

程度的“马太效应”：多数节点的节点度较低，度

数较高的中心性节点较少，即左侧曲线呈现峰状，

右侧曲线呈现尾状。这说明网络的异质性较强，

网络中节点间存在明显的不平等关系，对网络的

稳定性会带来较大的负面作用。但同时可以明显

看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异质性在逐渐缓解，

曲线左侧峰度在逐渐降低，同时中部曲线峰度在

不断升高，右侧曲线变化则不明显。这说明相当

一部分节点度较低的国家开始增强与其他国家的

贸易合作，节点度逐渐升高，使得节点度处于中

间值的国家比例上升，“马太效应”有所减弱，节

点间的平等关系增强，网络趋于稳定。

2 抗毁性评估

2.1 假设前提

2.1.1 假定条件

由于抽象的复杂网络模型无法完全模拟现实

情形中每一种可能发生的事件。为方便研究，做

出以下假设前提条件。

1）假设在网络节点或边发生风险因素时，不

考虑该节点或边的免疫属性，即不考虑节点或边

抗风险的能力和能采取的保护措施，也不考虑各

类风险破坏力的大小和风险产生后果所需要的时

间，风险一旦发生节点或边即被消除。

2）假设网络中的所有节点一旦发生风险，所

有与之相连的边也对应消除，即信息传递、贸易

通道和运输方式都被阻塞或无法使用，不存在其

他途径与其他节点进行连接。

3） 假设在主观风险情景下，信息为完全对

称，即风险制造者了解该网络结构的所有信息，

可以发现地位更加重要节点。

图1 石油贸易网络节点度分布曲线

图2 天然气贸易网络节点度分布曲线

天然气贸易网络

2007年
位次、国家

1.新加坡

2.俄罗斯

3.波兰

4.中国

5.土耳其

6.泰国

7.塞尔维亚

8.匈牙利

9.克罗地亚

10.罗马尼亚

节点度

19
18
16
15
13
12
12
11
11
11

2012年
位次、国家

1.俄罗斯

2.新加坡

3.土耳其

4.中国

5.波兰

6.罗马尼亚

7.塞尔维亚

8.捷克

9.哈萨克斯坦

10.匈牙利

节点度

23
21
19
18
18
18
16
16
16
14

2016年
位次、国家

1.俄罗斯

2.中国

3.波兰

4.捷克

5.新加坡

6.印度

7.哈萨克斯坦

8.卡塔尔

9.土耳其

10.马来西亚

节点度

27
25
24
20
19
19
18
17
16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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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假设可以不考虑主观风险制造者的能力限

制因素，前后风险之间没有时间间隔，且会按照

情景设定持续发生，直至网络被完全摧毁。

2.1.2 情景设定

风险情景是指按照不同的风险方式对网络进

行破坏。为了全面模拟现实中可能产生的各种情

景，需要设计多种风险情景，并对其进行定量测

量。通常网络发生的风险类型可以大致分为客观

风险，即随机发生的风险 （random），主观风险，

即主体有选择性的针对其他国家制造蓄意风险事

件（selected）两种[6]。客观风险因素主要来自于国

家内部不安定因素所导致的混乱，如反叛暴动事

件，以及来自于外部的大型自然灾害、大规模流

行病等。当节点被摧毁时，代表其所代表的国家

或经济体无法进行能源合作活动或主动退出与其

他国家的合作关系。而主观风险因素则是指有目

的的恐怖袭击、战略打击、外交政策变动等，造

成的结果相同。

1） 随机风险发生情景。对网络中“一带一

路”沿线 65个国家进行随机消除，对消除一个国

家后的网络进行指标测算，之后再针对消除后规

模不断缩小的网络继续进行随机的消除活动，直

至所有国家消失，即网络彻底崩溃。

2） 主观风险发生情景。即先对“一带一路”

沿线 65个国家和之间的能源贸易合作按照节点度

的大小进行排序，然后按照排序从大到小依次消

除国家，对消除一个国家后的网络进行指标测

算，之后再针对消除后规模不断缩小的网络继续

进行有顺序的消除活动和指标测算，直至网络彻

底崩溃。

2.2 抗毁性模拟仿真

根据国内外学者的研究[4，7-8]，本文将以风险发

生后的网络剩余可达节点所占比例和网络效率值

作为抗毁性定量评估指标，在设定的两种风险情

景动态模拟下的变动情况进行评估分析，以观察

在面对风险扰动时“一带一路”能源合作网络保

持稳定性的能力。

可达节点表示存在连边、相互可达的节点，

剩余可达节点对所占比例表示受到风险后网络节

点和连边的连通程度，取值范围为 0~1。接近于 1
时，表示网络的连通性较好，当接近于 0时，表示

网络的连通性较差，当所有节点都不可达时网络

崩溃，计算方法如下。

f = U Q （5）
其中：f为剩余可达节点所占的比例；U为遭

受风险后剩余的可达节点的数量；Q为网络中的节

点总数。

网络效率值表示在风险产生后，网络各节点

间信息或物质传递的效率，取值范围为 0~1，越接

近于 1，表示网络在遭受风险后的整体效率越高，

抗毁性越强；反之，越接近于 0越差。计算方法

如下。

E = 1
N ( N - 1 )∑i ≠ j εij （6）

其中：E表示网络的整体效率；εij为两节点之

间的效率；dij为节点 vi、vj之间的距离；εij=1 dij；

N为网络的节点数，N（N-1）为全连通网络所有

节点对距离的和。

使用Matlab2018软件编写算法进行模拟仿真评

估，需要额外说明的是，由于随机风险发生情景

可能出现较为极端的结果，所以在计算随机风险

发生情景下的网络抗毁性指标时，采取循环计算

10次后取平均值的方法。

2.2.1 石油贸易网络评估

图 3为“一带一路”石油贸易网络在随机风险

和主观风险两种情景下可达节点对所占比例的变

动曲线图，其中横轴为风险的国家数目，纵轴为

网络中剩余可达节点对所占网络总节点对的比例。

虚线代表随机风险情景，实线为主观风险情景。

从整体来看，石油贸易网络在主观风险情景

下的崩坏速度要明显快于随机风险情景，说明目

前网络中各个国家间存在着比较显著的不平等性，

有部分国家在网络中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一旦

这些国家被移除，整个网络的稳定性会受到极

大的影响，这也与上文中对网络异质性的分析

相对应。

观察曲线的变动趋势，可以发现两种风险情

景下的曲线在大幅度下降前都有一个明显的“平

台期”，且相较之下随机风险情景下的“平台期”

持续时间更长，这是石油贸易网络拓扑结构特征

所导致的。由于石油贸易发展较早 （上文的静态

特征分析对此有所佐证），至 2007年，该区域 65
个国家间已经建立起 1 022条双边合作关系，发展

比较成熟。所以在评估初期，少量或局部的国家

移除对整体网络的连通性影响不大，而待一定数

量和一定范围内的国家被移除后，连通性才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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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下降。

从时间跨度来看，网络可达节点对应的初始

值在近 10年内得到了进一步提升。从 2007年的接

近 0.89提升至 2016年的 0.98。同时，导致网络崩

溃时所需移除的国家数目不断增加，从 2007年的

22个上升至 2012年的 36个和 2016年的 38个。这

都说明部分中心地位较差的国家逐渐建立起更多

的能源贸易合作，在网络中的地位不断提升，节

点度高的国家所产生的影响有所降低，即网络整

体抗毁性不断增强。

图 4为在两种风险情景下，“一带一路”国家

石油贸易网络的效率变动曲线图，代表了网络中

信息和物资传递的速度。同样，虚线表示随机风

险情景，实线表示主观风险情景。

从整体来看，主观风险因素的破坏性依然远

远大于随机风险因素。随机风险情景下的网络效

率变化与连通性相类似，都有一个明显的“平台

期”，但主观风险情景下却不存在这种现象，呈现

一种持续的下降状态。可能的原因如下：石油贸

易网络中节点度高的国家多为重要的港口国家和

大量需要石油为原料的轻工业国家，这些国家从

原油生产国进行进口，然后进行加工出口给其他

国家。所以，当这些国家被率先移除时，对网

络效率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所以没有出现

“平台期”。

从时间变化来看，随着时间的推移，网络效

率的初始值有了一定提升，从 2007年的 0.58提升

至 2012年的 0.67和 2016年的 0.69。网络效率变为

0时所需要移除的国家数量不断增加，由 2007年的

23个增加为 2012年的 36个和 2016年的 39个。这

说明“一带一路”国家之间石油贸易多边合作关

系在不断加强，当某个国家因为主观风险因素的

影响无法进行贸易时，其他国家可以通过与另一

个合作伙伴的贸易关系进行，进而提高了整个网

络的抗毁性。

2.2.2 天然气贸易网络评估

图 5为 2007年、2012年、2016年“一带一路”

国家天然气贸易网络在两种风险情景下的可达节

点对所占比例变化曲线图。反映了网络在风险因

素发生时整体的连通情况，其中虚线为随机风险

情景下的变化曲线，实线为主观风险情景下的变

化曲线。

图3 2007年、2012年、2016年石油贸易网络可达节点对比例曲线

注：Attack Degree是指选择贸易合作国作为风险发生对象；Rand mean代表随机风险情境下的指标变动情况；Dmax代表主管风险情景下

的指标变动情况。

图4 2007年、2012年、2016年石油贸易网络效率曲线

注：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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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整体来看，这 3张图都明显表现出：在主观

风险情景下网络崩溃的速度相对更快的现象，一

般在移除至第 20个国家左右时，网络连通性降为

0，呈现崩溃的状况；而随机风险情景下，剩余可

达节点对所占比例呈现起伏且缓慢的下降。需要

说明的是，其中曲线的突起是因为网络中本身存

在着一些相对孤立的国家以及随着对国家的移除，

网络中会额外出现一些零散的孤立国家，当这些

孤立国家被移除后，国家总数减少，就导致了剩

余可达节点对所占比例的上升。

从时间变化来看，网络的连通性随时间得到

了改善，初始剩余可达节点对所占比例由 2007年
的 0.6上升为 2012年和 2016年的 0.85左右。在抗

毁性上，主观风险情景下 2007年网络在移除至 10
个国家之前，剩余可达节点对所占比例就下降至

0.1以下，网络基本呈瘫痪状态；在移除至第 20个
国家前，网络就完全崩溃了。而 2012年和 2016年
则呈现出明显的改善，使指标降至 0.1的国家分别

为第 14个和第 18个，且都在移除至约第 30个国家

时，网络才完全崩溃。随机风险情景下，可以看

出 2012年和 2016年的曲线相对更加平缓，且 2016
年的曲线下降速度相对更加缓慢。以上共同反映

出，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带一路”国家天然气贸

易网络的抗毁性不断提高。

图 6为“一带一路”国家天然气贸易网络 2007
年、2012年、2016年在随机风险和主观风险两种

情景下网络效率的变动曲线图，其中虚线为随机

风险因素下的变动情况，实线代表主观风险情景。

从整体来看，在网络效率方面，依然表现出

主观风险因素破坏性更强的特点。在随机风险情

景下，曲线表现出缓慢的下降，在曲线末端出现

回升的情况主要是因为消除剩余的零散国家，使

网络整体的平均距离有所下降所导致的。

从时间变化上分析发现，随着时间推移，“一

带一路”国家天然气贸易网络的抗毁性有所提升。

首先，网络效率的基础值从 2007年不足 0.3提升为

2012年的 0.4和 2016年的接近 0.45。其次，观察随

机风险情景下的虚线曲线，可以发现 2016年的曲

线较之前的两条曲线下降坡度更加和缓，即每次

风险发生时网络效率降低的幅度更小更平均，说

明许多处于网络结构外围、合作对象单一的国家，

逐渐建立了更多天然气贸易合作关系。观察主观

风险情景下的曲线，可以发现网络的抗毁性提升

明显，2007年当移除至第 5个国家时，网络效率

降至 0.1以下，移除至不到第 20个国家时完全崩

溃。这种情况随着时间推移有明显改观，0.1阙值

图5 2007年、2012年、2016年天然气贸易网络连通性曲线

注：同上。

图6 2007年、2012年、2016年天然气贸易网络效率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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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被移除国家的数量分别达到了 12个和 16个，

在移除至约第 30个国家时，网络才完全崩溃。

3 基本结论和相关建议

3.1 基本结论

从静态特征来看，石油网络的密度高于天然

气网络；石油和天然气贸易合作网络都同时具有

高集聚性和低平均距离的特点，表现出明显的小

世界网络特征；同时度分布曲线都呈现出不同程

度的“马太效应”，多数节点的度数较低，度数较

高的中心性节点较少，异质性较强，网络中节点

存在明显的不平等关系。从演化情况来看，两个

网络的各项静态指标随着时间推移在不断优化，

表明“一带一路”国家之间能源合作关系呈现出

稳定性不断增强的趋势。

从动态分析来看，主观风险对网络稳定性的

破坏更强。在各种风险情景仿真下，石油贸易网

络的稳定性明显均优于天然气网络，而天然气

网络在风险情景下，尤其是在重要节点和重点

合作国家发生风险时，连通性和网络效率指标

波动较大。随着时间推移，各网络在风险情景

下的波动幅度均有所下降，说明网络稳定性有

所增强，与静态特征的演化结果相互印证。在

主观情景下，即使少数中心地位高的国家或传

统能源大国发生风险，但网络的连通性和网络

效率也不会出现巨大波动，网络抗毁能力得到

进一步提升。

3.2 对策建议

3.2.1 加强各国合作平等化，寻找共同效益最大化

“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在能源合作中的地位依

然存在十分明显的异质性问题，对继续提升区域

内能源合作的稳定性具有很强的阻碍作用。在建

立能源合作关系时应坚持大国小国、传统能源强

国和非传统能源国同等对待，充分尊重合作国的

国情和发展模式，选择适合的合作策略。

地位较低的非传统能源国在区域能源合作中

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进一步加强与传统

能源大国合作关系的同时，应重视约旦、印度尼

西亚、马其顿、格鲁吉亚、爱沙尼亚、印度等对

网络稳定性具有重大影响的非传统能源国家。密

切关注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新动向，在

风险发生时及时采取相应的应急措施和必要的援

助，以防产生严重后果。

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者和主导方，

我国政府和企业应当有主动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

与当地民众、上下游合作企业和政府部门之间建

立共同的利益和情感纽带，尽可能寻求多方共同

效益最大化。

3.2.2 建立国家风险评估机制，有效防范和应对

主观风险

针对政治环境复杂、政治生态脆弱且不稳定

等内部主观风险，应当建立国家风险评估机制，

在合作前加强能源合作国的风险研究，识别各个

国家的风险等级。对于风险等级较高的，应加强

风险预警，建立风险快速反应体系。

对于风险较小、社会安定的国家，需要探索

合作的新模式，如股权投资模式等。对于潜在风

险大的国家，可以通过技术服务、承包工程的方

式合作，并实施本地化的策略，积极吸纳当地人

才和劳动力，降低因当地社会治安、阶级矛盾等

问题造成的风险事件。

对外在的主观风险因素，一方面应密切关注

国际上的活跃不安定因素动向，做好风险发生的

应急预案。另一方面，要努力淡化能源合作的政

治倾向，在与他国洽谈时，避免国际社会过度敏

感，进一步突出企业的市场行为，发挥企业在合

作中的主导地位。同时，积极探索能源合作争端

解决机制，有效利用国际机构公平、公正地解决

争端。

3.2.3 综合采取措施，全面降低随机风险发生几率

积极开展国际对话，利用国际媒体、学术交

流研讨会等途径向各国传播“一带一路”倡议互

利共赢的目标，减少政治因素对能源合作的阻碍。

坚持发挥市场机制的主导作用，为各个国家企业

参与能源合作创造平等的竞争环境和参与机会。

建立能源贸易人民币结算体系，积极推进跨

境人民币结算机制，提高人民币在国际货币系统

中的影响力，在油气交易定价领域为我国争取更

多的话语权。建立“一带一路”能源合作税收沟

通机制，提高税收信息和相关法律透明度，合法

规避税务风险。

建立和完善能源合作项目的自然风险评估和

预警机制，在审核项目可行性过程中重视对合作

国家的自然环境考察，在项目执行过程中注重对

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

利用外交机制深化能源合作国之间的政治互

信，促进民心相通和民众对合作的认同感。在企

业层面，通过对话沟通的方式，与合作方共同建

李载驰等：“一带一路”能源贸易合作网络稳定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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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完善的规则制度和监督机制。

3.2.4 促进“三链”能源合作，建设“一带一路”

能源合作新机制

在巩固和发展能源贸易合作的同时，进一步

促进在产能、技术、基础设施、绿色能源等多领

域、全链条的能源合作，将以色列、新加坡、泰

国、缅甸、捷克等国列为未来其他领域中需要重

点合作的国家，发挥中国的纽带作用，利用“一

带一路”倡议催生全链条的多边能源合作，进一

步增强以中国为中心的各个领域重点能源国家之

间的集聚性，为建立以能源贸易为中心，多领

域、全链条共同参与的多边能源合作组织打下良

好基础。

充分利用欧亚经济联盟、东盟和上合组织等

多边合作组织，推动“一带一路”能源合作和政

策上的衔接，进而建立相应的“一带一路”多边

能源合作新机制。深化与东盟的对接合作，推动

中国与东盟国家的海洋合作。继续为建立能源合

作的金融平台开展工作，推动合作国在高技术领

域开展合作，完善交通物流、信息通信等基础设

施建设，为能源合作提供融资保障，推进能源贸

易和投资自由化。

建设“一带一路”油气进出口的新合作机制，

保障油气价格的公平、合理、稳定，使油气贸易

平稳进行。建设能源合作争端解决机制，推进高

水平国际能源合作协定谈判，加强有关能源合作

协定的保护。建设风险共担、利益共享机制，充

分发挥亚投行、丝路基金等官方金融机构的作用，

为中小国家、中小企业开展能源合作提供风险担

保和资金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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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新发展理念要求构建高质量的煤炭供应保障

体系。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贯彻新发展理念，

要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优化存量

资源配置，扩大优质增量供给，实现供需动态平

衡。煤炭作为我国的基础能源，构建高质量的煤

炭供应保障体系，是保障能源供应和国民经济发

展的要求，是实现煤炭工业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更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要求。研究建立调峰煤矿，

推动煤炭调峰能力建设能够提高煤炭弹性供给能

力，有效应对煤炭供需波动，是保障能源稳定供

应的重要措施之一。

1 新时期煤炭供给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

1.1 新发展理念要求构建高质量煤炭供应体系

煤炭是我国最重要的基础能源，在生产和能

源消费中占重要的作用[1]。2017年，我国原煤产量

35.2亿 t、消费量 38.7亿 t，分别占一次能源产量和

消费量的 70%、60.4%。从资源储量看，煤炭资源

储量相对丰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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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近年来，我国石油、天然气对外依存度不断

增加，2018年石油对外依存度达到 69.8%，天然气

对外依存度高达 45.3%，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

的《中国能源前景 2018—2050》数据显示，今后

我国的一次能源消费中，石油占比将会下降，但

对外依存度预计在 70%左右。到 2050年中国进口

天然气将超过 6 300亿m3，进口依存度达到 78.5%；

同时，非化石能源发展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

受技术经济安全等方面因素制约，形成坚强的供

应能力和支撑尚需时日，短期内难以大规模代替

传统化石能源[3]。而且，风电、水电等可再生能源

的发展也需要煤炭等基础能源进行调峰支持。我

新时期我国煤炭供给面临的新问题及对策建议

郑德志，吴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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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推动煤炭调峰能力建设，有效应对供需波动，保障能源稳定供应，阐述了新时期我国

煤炭供给面临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分析了我国现有煤炭调峰能力及存在不足，提出了建立调峰煤

矿等应对措施以及设立调峰煤矿要解决的问题，研究认为建立调峰煤矿，加大煤炭供给弹性，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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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富煤少油缺气”的能源资源禀赋特点及生产

力发展阶段，决定了我国在相当长时期内，煤炭

在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例虽然会逐渐下降，但仍

是支撑我国能源消费需求的主体，以煤为主的能

源消费格局不会改变。构建高质量的煤炭供应体

系，是保障能源供应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是

实现煤炭工业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更是贯彻新发

展理念的要求。

1.2 煤炭供应的区域和时段性紧张局面加剧

1.2.1 煤炭开发向西部转移

我国煤炭资源总量丰富，但地区分布不均，

且煤炭生产和消费的逆向分布[4]。中东部地区煤炭

资源开发早、开发强度大、煤炭资源趋于枯竭，

现有煤矿煤炭埋藏普遍较深，煤炭开采条件比较

复杂，导致煤炭生产成本高；而我国西北部地区

煤炭资源丰富，地质构造简单，开采条件较好。

煤炭资源开发现状和资源条件决定我国煤炭开发

向西部转移的趋势。

从我国煤炭开发布局来看，由“十二五”时

期的“控制东部、稳定中部、发展西部”转变到

“十三五”时期的“压缩东部、限制中部和东北、

优化西部”。根据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网站等

公开资料统计，2012年 1月至 2017年年底，国

家发展改革委核准煤矿项目 98个，建设总规模

50 020万 t/a，其中，地处我国西部地区的煤矿项

目80处、占核准煤矿项目个数的81.6%，建设规模

42 570万 t/a，占核准煤矿建设规模的85.1%[2]。

从我国煤炭生产布局来看，根据国家能源局

2017年第 9号公告显示，截至 2017年 6月底，已建

成、进入联合试运转的煤矿和取得安全生产许可

证等证照的生产煤矿，共计 4 502处、产能 37.78
亿 t/a。其中，位于我国西部地区的陕西、内蒙古、

宁夏、甘肃、新疆、云南和贵州的煤矿合计处数、

产能分别为 1 346处、16.76亿 t，分别占全国煤矿

处数和产能的 30%和 44.4%，西部地区煤炭产能约

占全国煤炭产能的50%（表1） [5]。

从煤炭产量分布看，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 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

公报》，全年规模以上煤炭企业原煤产量 35.2亿 t。
我国西部的内蒙古、陕西、新疆、贵州、宁夏五

省 （区） 煤炭产量分别位列全国各省 （区） 的第

一、三、四、五、九名，其产量 18.54亿 t占全年

煤炭产量的53%。

表1 我国西部地区煤矿数及产能情况（截至2017年6月底）

1.2.2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影响区域煤炭供应

随着我国煤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逐步推进，

大量落后产能和资源枯竭煤矿关闭退出，煤炭

开发与生产布局逐步向煤炭资源储量丰富、开

采条件好的内蒙古、陕西和新疆等地区转移，

煤炭的生产集中度进一步提高，产运需格局发

生重大变化。

区域煤炭供应偏紧的主要特点表现为区域性

和时段性。晋陕蒙三省的煤炭资源条件较好，当

地煤炭工业较为发达，煤炭产量较大，是我国主

要的煤炭产地，也是我国主要的煤炭调出省。据

《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2017》 统计数据显示，2016
年，晋陕蒙三省煤炭产量占全国煤炭产量的 64%
以上，煤炭净调出量达到了7.6亿 t，占全国92%以

上。而东北地区、中南地区、京津冀地区和华东

地区的煤炭产量则不能保证其对煤炭的消费，是

主要的煤炭净调入地区；2016年，该地区的 19个
省份的煤炭净调入量达到了 17.6亿 t左右，其中

苏、冀、鲁煤炭净调入量超过了 2亿 t，黑、豫、

浙、粤煤炭净调入量超过了 1亿 t，湘、鄂、辽、

吉煤炭净调入量超过了 6 000万 t（表 2）。同时，

由于去产能政策、产能释放缓慢以及煤炭调运紧

张等因素的限制，区域煤炭的供应加剧了时段性

的紧张。

1.3 煤炭需求波动性要求增加供应弹性

气候变化是导致我国阶段性和区域性煤炭供

应紧张的重要因素，气候变化对煤炭需求的影响

具有明显的季节性特征。气候变化包括正常四季

气候变化和极端气候变化，正常四季的气候变化

对煤炭供需影响主要表现为“迎峰度夏”和“迎

峰度冬”。冬季和夏季属于传统的煤炭需求旺季，

煤炭下游各行业及居民生活的用煤量均要高于其

前后季节[6]。

序号

1
2
3
4
5
6
7

合计

省份

陕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宁夏回族自治区

甘肃省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云南省

贵州省

煤矿数/处
279
371
45
44
62
69
476
1 346

产能/亿 t
4.82
8.03
0.73
0.5
0.65
0.43
1.6
1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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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2015—2016年全国分地区原煤产量、调出量 万t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受冬季供暖和度夏因素影响，冬季 （11月、

12月、1月、2月）和夏季（6月、7月、8月）商

品煤月均消费量明显大于其他时间（3月、4月、5
月、9月、10月） 月均煤炭消费量。以 2017年为

例，全国冬季商品煤消费量 3.23亿 t，夏季月均消

费量 3.21 亿 t，其他时间月均消费量 3.11 亿 t
（表 3）。

表3 2014—2017年全国平时、夏季、冬季月均商品煤消费量

亿t

2014—2017年，全国商品煤消耗量在每年 12
月份出现峰值，为 3.5亿 t左右；波谷在 2月，为

2.8亿 t左右。近几年煤炭消费峰谷差值呈逐渐加大

趋势，2014年 0.61亿 t，2015年 0.69亿 t，2016年
0.84亿 t（表4）。

1.4 可再生能源发展对电煤供应弹性需求增加

随着新能源加速发展和用电结构调整，电力

系统对调峰容量的需求将不断提高。而水电、气

电、储能调峰电源等受站址资源条件、资源、经

济效益等原因，调峰能力有限，煤电作为调峰电

源具有技术和经济上的优势，在一定时期内仍要

依赖煤电作为主要的调峰容量提供主体。按 2020
年实现 15%非化石能源利用目标测算，届时我国

风电、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至少达到 3亿 kW，为

支撑新能源消纳，仍然需要规划新建一定规模的

煤电机组提供调峰、调频、电压调节、黑启动等

服务[7]。电煤一直占煤炭消费比重的 50%左右，到

2020年，电煤占煤炭消费比重提高到 55%以上。

对煤电调峰能力的要求越来越高，相应的对电煤

供给弹性的要求也随之提高。

新形势下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迅速，水电、

风电、光电等在我国一次能源消费结构占比逐步

加大，未来迎峰度夏期间电煤供需矛盾比以往更

加严重，对电煤供给弹性的要求也随之提高。

2 我国现有煤炭调峰能力分析

我国现有煤炭供给端调峰主要通过调节煤炭

库存方式进行调峰，包括煤炭企业库存、重点燃

省（市）

青海

湖南

重庆

湖北

江西

北京

江苏

辽宁

河北

福建

吉林

甘肃

山东

安徽

山西

黑龙江

云南

河南

宁夏

陕西

内蒙古

广西

贵州

新疆

四川

浙江

广东

海南

上海

天津

2015年
产量

816.46
3 558.6
3 561.83
859.89
2 270.69
450.12
1 918.9
4 752.33
7 437.05
1 590.95
2 634.44
4 399.63
14 220.16
13 404.17
96 679.95
6 551.11
5 184.45
13 595.94
7 975.8
52 576.26
90 957.05
425.45
17 204.99
15 221.48
6 406.46

0
0
0
0
0

净调出量

-693.3
-6 485.58
-2 117.09
-9 012.64
-4 480.94
-766.55
-21 583.8
-9 893.35
-22 545.09
-3 378.57
-6 886.92
-1 972.77
-24 193.9
-4 730.12
16 102.54
-7 808.43
-3 641.04
-12 519.83
-2 117.18
28 187.88
51 609.36
-3 886.96
678.77
1 343.83
-2 285.78
-11 851.74
-12 454.1
-94.64
-3 425.07
-2 952.77

2016年
产量

774.6
2 626.4
2 419.7
524.6
1 433.6
317.82
1 370.7
4 089.2
6 520.4
1 344
1 643.1
4 236.9
12 813.5
12 218.9
81 641.5
5 614.9
4 251.8
11 905.3
6 723.1
51 151.4
83 827.9
400.3

16 619.59
15 670.4
5 920.6
0
0
0
0
0

净调出量

-1 227.59
-7 864.67
-3 888.94
-9 652.4
-4 900.38
-821.82
-21 908.71
-8 783.93
-22 596.63
-2 456.47
-7 362.47
-1 542.51
-25 506.96
-5 405.61
5 779.53
-11 079.67
-3 877.37
-14 330.34
-1 885.85
23 488.74
47 033.51
-4 419.58
215.88
730.52
-1 808.78
-11 107.29
-10 653.03
-532.06
-3 116.57
-3 325.92

年份

2017
2016
2015
2014

1月
3.26
3.27
3.43
3.15

2月
2.94
2.7
2.74
2.86

3月
3.33
3.2
3.13
3.32

4月
3.09
2.92
3.07
3.07

5月
3.04
2.91
3.11
3.05

6月
3.06
3.01
3.01
3.01

7月
3.25
3.16
3.11
3.1

8月
3.32
3.19
3.18
3.04

9月
3.07
2.99
2.89
2.8

10月
3
3.03
2.89
2.91

11月
3.15
3.2
3.11
3.08

12月
3.56
3.54
3.48
3.47

表4 2014—2017年全国商品煤消耗量 亿t

年份

2017
2016
2015
2014

平时月均消耗量

3.11
3.01
3.02
3.03

夏季月均消耗量

3.21
3.11
3.06
3.05

冬季月均消耗量

3.23
3.18
3.18
3.14

郑德志等：新时期我国煤炭供给面临的新问题及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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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电厂库存、以及港口、码头库存，可以通过市

场化进行调节。

2.1 现有煤炭调峰

2.1.1 煤矿库存

受去产能等政策影响，全国国有重点煤矿库

存自 2015年开始持续大幅下降。2015年全年月均

库存 6 000万 t左右，截至 2018年 10月，月均库存

仅为2 500万 t左右（图1）。

图1 2015—2018年全国国有重点煤矿煤炭库存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煤炭市场网数据整理。

煤炭生产企业的库存调节能力不大。为了不

断增强煤炭稳定供应和应急保障能力，实现供需

动态平衡，2017年，国家发改委出台了《关于建

立健全煤炭最低库存和最高库存制度的指导意见

（试行）》，提出煤矿地面生产系统中的储煤能力

应达到 3~7 d的矿井设计产量，储煤能力包括储煤

场和贮煤装车仓总能力。由于煤矿向大型化发展，

煤炭的产能逐渐变大，受安全、环保、土地政策

约束以及压占资金问题，难以建立大型储煤场。

一般储煤场 （仓） 的库存容量在 3万 t/d，一般为

2~3 d的生产量，最多可存一周。

2.1.2 电厂煤炭库存

煤电调峰是电力调峰的主要措施。2015年以

来，全国重点电厂当日库存（每月 20日）基本维

持在 5 000万~9 000万 t。且冬季供暖时期库存明

显高于其他时间（图 2）。为进一步保证电厂煤炭

稳定供应，2017年 12月，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

局印发了《重点燃煤电厂煤炭最低库存和最高库

存规定》，分区域、分类别、分时段制定重点燃煤

电厂煤炭最低库存和最高库存标准。2018年，全

国重点电厂当日库存较前几年有明显增加，最低

值接近6 000万 t，最高值已经突破9 000万 t。
我国燃煤电厂合理的库存天数全国平均为 15

天，在煤炭生产地一般为 12天左右；9月为电厂补

库存期，库存天数可以达到26～28 d；燃煤电厂库

存可以起到一定程度的调峰作用。

图2 2015—2018年全国重点电厂当日（每月20日）库存

数据来源：同上。

2.1.3 港口煤炭库存

在北煤南运、西煤东运的过程中，水路运输

能力仅次于铁路。在煤运体系中，北方由秦皇岛

港、天津港、黄骅港、日照港、唐山港、青岛港、

连云港 7大装船港组成（以下简称“北方七港”）。

北方七港作为我国北方重点港口，煤炭设计通过

能力约 6亿 t/a。自 2015年 5月以来，北方七港煤炭

月末库存一直持续下降，库存仅为1 500万 t。2016
—2017年，北方七港煤炭月末库存维持在 1 500
万~2 500万 t。2018年 2—10月，煤炭库存有所提

高，维持在 2 000万~3 000万 t（图 3）。一定区域

和时段内，对于煤炭需求的调峰也可以起到一定

作用。

图3 2015—2018年北方七港月末煤炭库存

数据来源：同上。

2.1.4 储配煤基地

从 2003年开始，煤炭工业协会就建议国家尽

快建立煤炭资源战略储备制度 [8]。

2011年国家发改委印发《国家煤炭应急储备

管理暂行办法》，明确国家煤炭应急储备是指中央

政府委托煤炭、电力等企业建立，用于应对重大

自然灾害、突发事件等导致煤炭供应中断或严重

不足情况，由中央政府统一调用的煤炭储备。

2011年国家煤炭应急储备工作会议上，国家

发改委确定神华、中煤、平煤、淮南矿业、徐矿、

武汉阳逻电厂等 10家大型煤炭、电力企业以及秦

皇岛、黄哗、舟山、武汉、芜湖、徐州、珠海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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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 8个港口，分别作为承担第一批国家煤炭应急

储备任务的承储企业和储备点，并安排了第一批

应急储备计划500万 t [9]。
2014年，国家发改委与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

的《煤炭物流发展规划》要求，到 2020年，煤炭

物流整体运行效率明显提高，社会化、专业化和

信息化水平显著提升，基本形成物流网络配套衔

接、技术装备先进适用、物流服务绿色高效的现

代煤炭物流体系。届时，铁路煤运通道年运输能

力将达到 30亿 t；重点建设 11个大型煤炭储配基地

和 30个年流通规模 2 000万吨级物流园区；培育一

批大型现代煤炭物流企业，其中年综合物流营业

收入达到 500亿元的企业 10个；建设若干个煤炭

交易市场。

当前，我国储配煤基地建设已初具规模，为

应对煤炭需求周期波动发挥了一定的作用。现行

的煤炭储备模式以静态储备为主，由国家投资，

通过储备主体—各类企业收储、动用与轮换的方

式运作。这种煤炭应急储备模式成本过高，国家

难以承担，不具有可持续性。同时，国家发改委

等部门负责项目、资金和铁路运力审批，在管理

上也加大了工作量，可持续性必然受到影响。并

且从企业的角度来看，也需要投入大量储备资金

与管理资金，由此导致成本高，风险大，资金保

障难度大。在实际操作中，煤炭储备远非石油储

备和粮食储备那么简单，煤炭储存量越大，周转

时间越长，财务成本越高。煤炭的储存期限通常

为 3个月，随着时间的推移，煤炭的品质也在不断

下降，销售价格反而会下滑，挫伤企业的储煤积

极性。由于煤炭会出现自燃，不仅储存的煤炭质

量会下降，而且容易引起火灾，给煤炭储备带来

了安全问题。储备煤炭会对周围的环境造成不良

影响，污染周边环境，增加了环境治理的费用[10]。

在缺少政策和资金支持的情况下，储配煤基地的

运行维护难以维持，现有煤炭储备功能和作用难

以充分发挥。相对来说，在消费地 （用户端） 建

立储配煤基地的可行性较高。

2.2 现有调峰手段发挥作用有限

现有煤炭调峰体系中，煤炭储备基地和进口

调峰能力还不能发挥作用，主要是通过煤炭库存

进行调节。

煤炭企业库存、重点燃煤电厂库存以及港口

库存合计约为 1.7亿 t，难以满足我国煤电调峰需

求，更难以满足重大突发事件下的煤炭应急储备

调峰需求。

3 应对措施建议及应考虑的问题

3.1 应对措施建议

天然气、水电、煤电调峰能力建设多是从供

给端进行调节。比如天然气调峰是通过构建多层

次储气系统，包括建设地下储气库、LNG接收站

等储气设施；水电调峰主要是通过建设抽水蓄能

电站；煤电调峰主要通过建设煤电应急备用电源、

实施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等。建议煤炭调峰也应

从供给端入手，设立“调峰煤矿”，通过对煤矿生

产能力进行调节，挖掘煤炭调峰潜力。对现有生

产煤矿，根据安全生产、资源条件等实际条件，

需要重新核定生产能力的，增加的生产能力可认

定为煤矿调峰能力；对在建和新建的煤矿，具备

调峰潜力，符合安全生产相关规定的，可以认定

为调峰煤矿。按照核定生产能力的比例 （比如

10%）认定调峰能力。当发生重大突发事件或煤炭

市场严重供不应求、价格出现异常波动时，允许

调峰煤矿释放调峰产能，提高煤炭产量，发挥应

急作用。同时，依托大数据、云计算等先进技术，

整合煤炭供需数据，构建煤炭供需监测预警平台，

认真研判煤炭供需关系和市场走势，为启动调峰

煤矿提供科学依据。此外，还应加大煤炭储备设

施建设、落实好煤炭生产企业、重点燃煤电厂库

存制度等多渠道提高煤炭调峰能力。

3.2 建立调峰煤矿应考虑的问题

3.2.1 调节空间受限

据调研大型国有煤炭企业，现有生产煤矿具

备调峰潜力，但是难以发挥作用。一是受制于

《煤矿生产能力管理办法》《关于严格审查煤矿生

产能力复核结果遏制超能力生产的紧急通知》《关

于遏制煤矿超能力生产规范企业生产行为的通知》

等政策文件规定，煤炭产能难以有效释放。二是

根据《煤矿生产能力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煤矿

月度原煤产量不得超过月计划的10%，调节范围较

小，发挥调峰作用有限。

3.2.2 影响煤炭企业正常生产工序与企业收入

调节煤炭产量会导致劳动组织、生产系统、

生产制度打乱；大型设备配置需要周期长，一般

需提前三年订货，短时间内生产队伍配置也会面

临难题，难以及时响应市场变化；日常巷道维护

等也需要大量资金，而重大资金再安排也需要时

间。作为调峰煤矿，要时刻保证富余生产能力，

郑德志等：新时期我国煤炭供给面临的新问题及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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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设备、资金、人力投入没有完全发挥投资效

益。而巷道维护治理等费用可能高于正常生产时

的费用。

3.2.3 煤矿安全隐患增加

对生产能力进行调节，超能力生产或少能力

生产会改变原有的生产组织方式，甚至会改变施

工工艺，可能会带来新的安全隐患。

3.2.4 时 段 性

不同地区、不同时节煤炭需求波动差异显著，

且受煤炭运输等因素制约，调峰及时性也受到影

响。如何及时确定启动调峰煤矿也是制约调峰效

果的一大难题。

3.2.5 煤炭生产—运输的衔接问题

一是煤炭运力的问题。煤炭运输主要通过铁

路、公路和水运，但铁路的装车能力，公路的发

车能力，港口码头的能力安排不仅要考虑到煤炭，

还要考虑到其他大宗商品运输需求。尤其是铁路

运输，煤炭季节性调峰产能必须有铁路运力支持，

协调难度大；生产运输调峰的困难较大；二是煤

炭运输的反应时间问题。煤炭运输时间较长，大

秦线的运输需要 20多天，由山西到中南地区、东

南沿海地区也要铁路运输 7~15 d，应急功能有限，

更加需要针对区域进行调峰；三是应急需求时间

不同，夏天一般为 2个月，冬天更长一些，相应的

煤炭运输也会有区别。

4 结 语

新时期我国煤炭供给面临新发展理念，要求

构建高质量的煤炭供应保障体系、原煤生产区域

不平衡趋势加剧了煤炭供应的区域性和时段性紧

张局面，煤炭需求波动性加大对煤炭供应弹性要

求增加，分析了我国现有煤炭调峰能力及存在不

足，提出了建立调峰煤矿等应对措施，是有效应

对供需波动、保障能源稳定供应的重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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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水煤浆是由 65%～70%的煤、30%～35%的水

和 1%的添加剂，经过一定的加工工艺制成的煤基

流体燃料和气化原料，可作为燃料和原料使用，

具有良好的稳定性和流动性，储存安全、运输方

便。在水煤浆气化炉上应用，可作为原料生产合

成气（CO＋H2）
[1]。

水煤浆技术作为洁净煤技术之一，是煤炭清

洁高效利用的重要方向。水煤浆可作为燃料和原

料使用，其中燃料浆用于工业锅炉或电站锅炉，

具有高效节能、环保排放、密闭清洁等优点。据

统计，燃料浆使用量有 2 000万 t/a。作为原料使

用，水煤浆主要用于气化，合成甲醇、烯烃以及

油品等。水煤浆气化技术具有投资低、技术成熟

度和国产化程度高的优势，特别是用于合成甲醇

时可实现等压合成，合成氨时可减少变换工段的

投资费用。尤其是多喷嘴对置式气化炉和水冷壁

式晋华炉等水煤浆气化技术，极大的推动了我国

水煤浆气化技术的发展，对大型煤气化装置的国

产化具有重要意义。截止 2018年年底，以水煤浆

进料的气化炉投产数量达 300余台，气化煤用量约

1.5亿 t/a，且随着煤制油、煤制烯烃、煤制乙二

醇、煤制天然气等多个大型煤化工项目的开工建

设，气头多采用水煤浆加压气化技术，未来气化

煤用量可突破2亿 t[2]。
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

划纲要》以及《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都指

出，煤炭是我国的主体能源和重要原料。适度发

展煤炭深加工产业，既是国家能源战略技术储备

和产能储备的需要，也是推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

和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举措。水煤浆技术是

我国洁净煤技术的重要发展方向，在当前能源结

构和环保政策调整的背景下，符合国家节能减排

形势和政策导向。经过 30余年的研究与攻关，我

国水煤浆技术已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与

我国水煤浆技术现状及发展趋势

陈 浩 1，熊君霞 2，何国锋 1

（1.中煤科工清洁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100013；2.北京首创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北京 100028）

摘 要：我国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短期内不会改变，推动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是当前能源发

展的首要任务。水煤浆作为一种成熟的煤基燃料和气化原料，具有高效、节能、环保等优势，可供

锅炉燃烧或气化炉气化。从我国水煤浆技术发展现状进行介绍，再对制浆工艺的发展、水煤浆专用

设备和添加剂的研发情况进行阐述，并对水煤浆技术的未来发展趋势进行了分析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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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 status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coal water slurry technology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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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hina's coal-based energy structure will not change in the short term，and promoting clean and efficient develop⁃
ment and utilization of coal is the primary task of current energy development. As a mature coal-based fuel and gasification
raw material，coal water slurry has the advantages of high efficiency，energy saving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and can be
used for boiler combustion or gasification of gasifier.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coal-water slurry technology in China was intro⁃
duced， the development of slurry technology，special equipment for coal-water slurry and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addi⁃
tives were expounded，and the future development trend of coal-water slurry technology was analyzed and prosp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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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且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目前，不论是从水

煤浆产量规模或是应用行业范围来看，我国水煤

浆技术居世界首位[3]。本文分析了水煤浆制备技术

特点，提出水煤浆技术与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相结

合的建议，同时对水煤浆技术未来发展进行展望。

1 水煤浆制备技术现状

水煤浆制备技术是将原料煤、一定量的水和

添加剂经过破碎、研磨以及剪切等，进而制备出

符合要求的液态混合物，供水煤浆锅炉或气化炉

使用。水煤浆作为一种流体燃料或原料，必须具

有较高浓度和较好的流动性与稳定性。水煤浆质

量的主要影响因素有：原料煤性质、水煤浆粒度

级配以及添加剂[4]。水煤浆制备技术就是利用粒度

级配和分散性能好的添加剂，研究如何扩宽原料

煤选择范围，提高水煤浆浓度，改善水煤浆流动

性与稳定性。

水煤浆是一种复杂的固液分散体系，其质量

的影响因素非常复杂。煤质特性是影响成浆性和

浆体流变性的首要因素，主要包括煤阶、煤表面

的亲水性、孔隙率、煤岩相组成、可磨性、内在

水分、含氧官能团等因素。众所周知，煤种不同

制浆的难易程度就有很大差异。中外学者一致认

为：煤阶越低、内在水分越高、煤中氧碳比 （O/
C）越高、亲水官能团越多、孔隙愈发达、可磨性

指数HGI值越小、煤中所含可溶性高价金属离子越

多，煤的制浆难度就越大[5]。

1.1 开发新的工艺技术，扩宽原料煤选择范围

制浆工艺是水煤浆制备技术的核心，合理的

制浆工艺对于提高水煤浆质量降低制浆成本起着

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国水煤浆技术的研究始于 20
世纪 80年代，经过近 40年的发展，为了适应工业

发展的需要，现在水煤浆制备工艺除了湿法制浆、

干法制浆工艺外，还有干湿法联合制浆的系列工

艺技术，而在实际生产应用中，湿法磨矿制浆工

艺技术最为常见。典型的湿法磨矿制浆工艺技术

有：单磨机 （第一代） 常规制浆工艺、双峰级配

（第二代） 水煤浆制备工艺、三峰级配 （第三代）

水煤浆制备工艺。

1.1.1 单磨机常规制浆工艺

国内外最常用的为单磨机常规制浆工艺，即

单棒/球磨机制浆工艺。该工艺是将煤、水和添加

剂一起加入磨机研磨，磨矿产品经缓冲搅拌后即

为成品水煤浆，其工艺流程如图1所示。

图1 单磨机常规制浆工艺流程

单磨机常规制浆工艺流程简单，设备投资较

小，因此得到广泛的推广应用。该工艺是针对早

期以炼焦煤、气煤和肥煤等为制浆原料开发的，

此类煤种变质程度高、可磨性好、内水含量低、

制浆浓度高。但是随着我国煤炭资源的开发，制

浆煤源逐渐向低阶煤过渡，单磨机常规制浆工艺

对磨矿产品粒度分布的调整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无法实现粒度分布的控制与优化，出现制浆浓度

低、粒度分布不合理以及粒度偏粗等问题，说明

单磨机常规制浆工艺不适用于低阶煤种制浆。

1.1.2 双峰级配水煤浆制备工艺

针对单磨机常规制浆工艺出现的问题，结合

低阶煤的煤质特性，双峰级配水煤浆制备工艺被

开发出来，该工艺突破常规单磨机制浆工艺粒度

分布相对集中的局限，将选择性粗磨和超细研磨

进行有机结合，大颗粒采取棒磨机粗磨，细颗粒

选用立式磨进行超细研磨，充分发挥不同研磨方

式及设备的研磨特点，实现工业生产中水煤浆粒

度分布的控制及优化，解决低阶煤制备水煤浆时

存在可磨性差、研磨能耗高、粒度级配差等技术

难题。其工艺流程如图2所示。

图2 双峰级配水煤浆制备工艺流程

双峰级配水煤浆制备工艺相比于单磨机常规

制浆工艺可将煤浆浓度提高 2个百分点，该技术制

备出的细颗粒集中在30～45 μm区间内，未完全实

现有效填充，因此提浓幅度有限。随着现代煤化

工高速发展以及节能降耗理念的深入，煤浆浓度提

高2个百分点已不能满足气化水煤浆用户的需求。

1.1.3 三峰级配水煤浆制备工艺

随着水煤浆级配理论的丰富和技术水平的提

高，中煤科工清洁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开发了三峰

级配水煤浆制备工艺技术及设备，工艺流程如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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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该技术可将煤浆浓度提高 4～6个百分点，

目前已在中煤榆林、阳煤丰喜、中石化长城、奎

屯锦疆化工等多家大型煤化工企业得到应用。

图3 三峰级配水煤浆制备工艺流程图

中煤榆林应用结果表明：全年平均煤浆浓度

提高 4.1个百分点，最高达 6个百分点；有效合成

气含量提高 3.02个百分点，比煤耗降低 30.79 kg/
KNm3，比氧耗降低 35.30 Nm3/KNm3；同时可处理

化工污泥 12万 t/a、减少 CO2排放 14.09万 t，具有

显著的经济与社会效益。

1.2 研发高效节能的专用制浆设备

采用高效节能的制浆设备，不仅能够提高煤

浆浓度，而且能够大幅降低制浆能耗节约生产成

本。近几年，水煤浆技术研发人员研制出高效节

能破碎机、新型立式高效专用细磨机、大型立式

超细磨机3种新型的水煤浆专用制浆设备。

高效节能破碎机通过优化锤头、反击板结构

与物料速度，利用碰撞、剪切、极碾等方式实现

物料的多级破碎，提高破碎比，该设备具有出料

平均粒径小、能耗低等特点。

新型立式高效专用细磨机采用开式湍流性研

磨技术，具有处理能力大、研磨效率高等特点，

可将煤浆平均粒径从 100～150 μm一次性研磨至

20～30 μm，吨浆电耗约17 kW · h。
大型立式超细磨机采用开式层流性研磨技术，

单台设备煤浆处理能力大，对超细浆具有研磨效

率高等特点。可将煤浆平均粒径从20～30 μm一次

性研磨至4～8 μm，吨浆电耗约31 kW · h。
1.3 水煤浆添加剂的研究现状

煤是含有多种有机物和无机物结构的复杂物

质，含有多种表面基团，不同的煤种，表面结构

不同，对各种表面活性剂的适应性也不同。国内

外相关资料均表明：添加剂的分子结构特征与煤

质及其表面性质间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匹配性，不

可能仅用一种或几种添加剂普遍适用于所有的煤

种[6]。因此根据原料煤表面结构性质和煤浆粒度分

布，通过优选合成原料、独特分子结构设计、合理

合成工艺路线，研发针对性更强、适应性更广、性

价比更高的水煤浆专用添加剂非常重要。

2 水煤浆技术的未来发展趋势

随着水煤浆生产规模不断扩大[7]，制得高质量

水煤浆的同时，节能降耗、减少投资将成为水煤

浆技术发展的一个趋势。另外，煤化工企业在煤

气化、净化及化工合成过程中产出了大量的工业

废水，废水经沉淀池絮凝沉淀后得到高残炭（50%
以上） 气化细渣及化工污泥；我国城市化建设也

导致市政污泥产量不断增大，气化细渣与污泥若

不善处理无疑会对环境产生巨大危害，因此，将

水煤浆技术与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相结合也是未来

重要的研究方向。

2.1 新制浆工艺的开发

我国自主研发并成功应用的双峰级配和三峰

级配水煤浆制备工艺技术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但两种水煤浆制备工艺技术仅在水煤浆制备过程

中起辅助优化作用，没能彻底改变棒磨机制浆为

主的粒度分布状态，煤浆浓度提高幅度有限。主

要有两个方面原因：一是未彻底改变棒磨机制浆

的粒度分布状态，煤浆浓度仍有提升空间。企业

对水煤浆浓度的提高幅度有更高的需求，而目前

的水煤浆制备工艺技术无论是改造项目还是新建

项目，都是在棒磨机的基础上通过增加细磨机和

超细磨机优化水煤浆粒度级配，达到煤浆浓度提

高 4个百分点的目的，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棒磨机研

磨的粒度分布特点，粒度级配和煤浆浓度仍有较

大的提升空间；二是在棒磨机的基础上增加细浆

制备系统，研磨能耗相对增加。现有技术在棒磨

机的基础上增加细浆研磨系统，虽然显著提高水

煤浆的浓度，但制浆系统投资及能耗与原棒磨机

制浆工艺相比有所增加。针对现有技术的特点和

问题，开发新一代的水煤浆制备技术应考虑扩大

原料煤选择范围提高水煤浆浓度的同时，实现降

低制浆能耗，同规模制浆系统降低土建投资的目

标。因此，未来继续研发更加节能、降低投资的

水煤浆制备新技术具有重要意义。

2.2 制备高浓度污泥煤浆技术的研发

据不完全统计，化工污泥达 400余万吨。市政

污泥产量已经达到4 000万 t/a，预计2020年将达到

6 000~9 000万 t/a[8]，将产量巨大的废弃物进行资

源化利用已经成为科研人员的研究重点[9]。

由于煤气化与合成过程中产生的有机废水在

浓缩沉淀过程中添加了絮凝剂—聚丙烯酰胺，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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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脱水后得到的污泥呈典型的絮凝或胶体状态，

具有极强的持水能力，分析发现化工污泥含水量

高达 85%以上，且几乎全部以束缚水的形态赋存，

难以浆态化输送和利用，烘干成本高昂，不具备

经济利用价值。此外，化工污泥内含有一定高污

染的有机组分、无机物及重金属，处置不当易造

成环境污染，目前化工污泥已被国家生态环境部、

发改委纳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部分企业尝试

将化工污泥掺入棒磨机中制成水煤浆进行气化，

因其高内水、絮凝等特点使得煤浆粘度急剧升高，

造成磨机出料不畅等问题，迫使煤浆浓度降低至

正常水平以下运行。长期以来煤化工企业均将其

视为废弃物采用补贴外送的方式处置，处置费用

高达 6 000元/t以上，费用高昂，是煤化工最棘手

也是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重点难题。

市政污泥与煤化工污泥相似，均呈絮凝或胶

体状态，具有持水性强、有机质含量高、环境污

染性强等共性问题。市政污泥现多采用脱水填埋

及干化焚烧等方式处理，由于干基有机质所含热

量不足以弥补水分蒸发所需的热量，处理成本相

对较高。脱水填埋易造成地下水的污染，随着新

修订《水污染防治法》的实施，脱水填埋的方式

亦将逐步淘汰。

水煤浆作为燃料和重要煤化工原料，实现与

化工污泥、市政污泥等有效处理具有重要意义，

未来应充分发挥我国在水煤浆领域的技术研发及

工程化优势，将现有水煤浆技术与污泥的资源化

回收利用有机结合，利用污泥的可燃组分，提高煤

炭的资源利用效率，具有显著的经济与社会效益。

2.3 煤气化细渣的协同处置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仅以水煤浆为气头的煤

化工企业每年气化细渣产量高达 4 400余万吨，气

化细渣是煤气化系统的渣水经絮凝和机械脱水后

得到的固体废弃物，与污泥性质相似呈典型的絮

凝或胶体状态，具有极强的持水能力，其含水率

达 60%以上，难以浆态化输送与利用。气化细渣

是随合成气携带出来的未反应的碳，粒度较细，

挥发分较低，残碳多为惰质组分，反应活性较低，

燃尽率低无法用于锅炉掺烧。高内水、高污染、

絮凝态的特点让气化细渣处置利用极为困难，失

去了资源属性和利用价值。煤化工企业采用补贴

外送的方式处置气化细渣，外送补贴费用达到 70~
100元/t。另外，气化细渣在运输过程中造成的粉

尘污染也是企业迫切解决的难题。

水煤浆技术作为重要的洁净煤技术，且水煤

浆又是重要的化工原料，而气化细渣内含有较高

的可燃组分，其中固定碳含量达 50%以上，作为

工业废物处理，煤化工企业在支付高昂的处置费

用的同时，造成了资源和能源浪费，处置不当极

易造成环境的二次污染。因此将水煤浆技术与煤

气化废弃物的协同处置进行有机结合，将是未来

的发展趋势，既能提高煤炭的资源利用效率，还

具有重要的节能、环保意义。

3 结 语

到 21世纪中期，化石能源为主体的世界能源

格局不会变，煤炭仍将是我国的主体能源，推动

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是当前能源发展的首要任

务。水煤浆技术是一种洁净煤技术，经过几十年

的发展，无论从理论、工艺技术以及设备上都得

到较好发展。目前，我国的水煤浆技术正朝着节

能、环保、大型化以及规模化方向发展，相关科

研人员应加强水煤浆制备工艺的研发和制浆设备

的更新升级，充分发挥水煤浆技术高效、节能、

环保等优势，促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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