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导 论 Introduction

煤炭企业向综合能源服务商转型刻不容缓

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 刘 虹

随着全球能源变革不断深化，新一代信息技术与能

源生产消费技术深度融合，能源服务领域的新业态、新

模式、新实践不断涌现，能源行业上、中、下游产业一

体化综合能源服务趋势形成，由此助推了传统能源企业

从生产型向服务型转变。综合能源服务是指为能源用户

供应综合能源产品或提供产、供、销、用一系列相关服

务。能源企业的综合能源服务最初源于欧洲，传统的能

源生产企业注意到供应方与需求方对接的重要性，以及

提供用户服务的多样性，逐步由提供单一的能源产品过

渡到提供广泛的综合性能源服务，这一过程始终伴随着

对全能源流过程的价值集成，以及能源系统和通信信息

系统之间技术的嫁接。美国和日本也是先期开展综合能

源服务商业运营的国家，且商业模式灵活多样，发展较

快，大型能源企业凭借其自身资源、平台、技术等优

势，不断拓展其能源服务范围，所开展的业务包括综合

节能服务、新能源开发利用服务、能源交易服务、能源

金融服务等，均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商业模式。综合能源

服务能够更好地满足用户需求、拓展业务盈利空间、增

强创新发展动能，在当前全球能源治理与变革的大环境

下，已成为国外大型能源企业适应能源体制变革、能源

技术创新、能源系统升级的普遍选择。

我国开展综合能源服务业务虽然起步较晚，但在国

家能源发展战略目标实现和客户能源服务需求导向双重

作用下，综合能源服务已有了强劲的发展势头，国内一

些传统能源企业以及众多新兴科技企业基于自身优势，

将综合能源服务作为新时期难得的一次发展机遇，纷纷

抢占市场先机，形成各自的竞争优势。能源企业向综合

能源服务商转型，不仅是推动我国能源革命，促进能源

行业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能源经济体系的要求，也是

顺应能源新技术、新模式和新业态兴起的需要。

能源企业在综合能源服务转型的发展路径上，多数

选择“1+N”模式，即一项主营业务向能源行业全产业

链服务延伸发展，以满足全社会日趋多样化的能源服务

需求为导向，提供多能源品种、多环节、多客户类型、

多种内容、多种形式的能源服务。目前，我国在能源战

略、规划、财政、价格、税收、投融资、 标准等诸多方

面，已经出台和实施了众多鼓励综合能源服务发展的相

关政策，能源领域的体制机制改革也在加快推进中，为

综合能源服务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以“云大

物移智”为代表的先进信息技术突破日新月异，正以前

所未有的速度推进信息技术与能源技术的深度融合，为

综合能源服务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因此，综合考

虑政策环境、技术支撑等因素，可以判断，我国综合能

源服务市场潜力巨大，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

综合能源服务对象主要包括三大类：一是服务于能

源消费终端客户，二是服务于能源输配、储存、购销企

业，三是服务于能源生产、加工转换企业。三大类的主

要客户与服务内容如下。

第一类客户包括用能企业、公共机构、居民用户。

服务内容大致包括：提供煤、电、 油气、热、冷、压缩

空气、氢等多种能源的外部供能服务；与用能相关的安

全、质量、高效、环保、低碳、智能化等服务；新型能

源资源开发利用服务，如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余

热余压余能等的开发利用服务等。

第二类客户为能源输配、储存、购销企业。服务内

容包括：能源输配、储存、购销设施建设相关的规划、

设计、投融资、咨询等服务；能源输配、储存、购销设

施运营相关的安全、环保、 低碳、智能化等服务。

第三类客户为能源生产、加工转换企业。服务内容

包括：能源生产、加工转换设施建设相关的规划、设

计、工程、投融资、咨询等服务；能源输配、储存、购

销服务；能源生产、加工转换设施运营相关的安全、质

量、高效、环保、低碳、智能化等。

按能源服务类型划分的细分市场主要包括：综合能

源输配服务市场、能源产品交易服务市场、新能源开发

与供应服务市场、能源设施建设与运维服务市场、节能

环保服务市场、智慧能源系统服务市场等。

近年来，我国电力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能源互联

网、智慧能源建设方兴未艾，电力公司依据其先天优

势，开始向综合能源服务转型的战略布局。煤炭企业在

此轮综合能源服务新兴市场建立和竞争中，把握好时

机，利用煤基能源从基础原料向清洁燃料、精细化学

品、功能材料转化，逐步向产业链、价值链高端发展的

机会，构建“研、产、运、销”一体化、平台化、数字

化实业平台，构建“产、融、投”一体化产业经营平

台，实现从传统能源生产企业到综合能源服务商的角色

转变，共同助力新时期我国现代能源体系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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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分析

2018年，我国煤炭经济运行保持平稳，煤炭

消费和供应双增加，供需总量基本平衡，价格在

合理区间波动，行业效益继续增长，煤炭行业投

资由持续下降转为小幅回升，去产能、降杠杆、

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工作深入推进。

1 2018年煤炭经济运行基本特点

1.1 煤炭消费上升

近几年来，全国煤炭消费量在 2013年达到

42.44亿 t的峰值之后连续3年下降，2017年转为小

幅回升 0.4%。2018年煤炭消费继续保持增长，同

比增加 1%，增幅比 2017年加大 0.6个百分点，全

年煤炭消费总量大约38.9亿 t（图1）。

1.2 煤炭产量增加

自 2013年起，全国煤炭产量也曾连续 3年下

降，2017年煤炭产量转为增长 3.3%。2018年煤炭

产量继续保持上升，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公报，全

国煤炭产量为 36.8亿 t，同比增长 4.5%，增加 1.6
亿 t（图2）。

图1 全国煤炭消费量变化趋势

区域结构上，煤炭产量越来越集中于“晋陕

蒙新”的资源优势地区，2018年，内蒙古、山西

和陕西 3省区原煤产量合计 24.43亿 t，占全国的

68.9%，比 2017年提高 2个百分点。东部地区煤炭

产量持续萎缩，山东、安徽、河南、河北等传统

2018年我国煤炭经济运行形势回顾及未来市场展望

梁 敦 仕
（中国煤炭经济研究会，北京 100013）

摘 要：2018年，我国煤炭经济运行总体保持平稳，煤炭消费和供应双增加，供需总量基本平

衡，去产能、降杠杆、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工作深入推进。首先对 2018年我国煤炭市场形势进行

了回顾，并从煤炭供给、煤炭需求、煤炭产量、煤炭进出口、煤炭价格等多个方面，全面介绍和分

析了国际煤炭市场运行情况；最后，对2018年国际煤炭市场进行预测与展望。

关键词：煤炭市场；经济运行；进出口；高质量发展；趋势展望

中图分类号：F416.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9605（2019） 02－0004－08
Review of China's coal economy operation situation in 2018 and future market outlook

Liang Dunshi
（China Coal Economic Research Association，Beijing 100013，China）

Abstract： In 2018，China's coal economic operation remained generally stable，with both coal consumption and supply in⁃
creasing， the total supply and demand was basically balanced. The work of de-capacity，de- leverage， structural adjustment
and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were further advanced. Fristly， the situation of China's coal market in 2018 was reviewed，
from the aspects of coal supply，coal demand，coal output，coal import and export，coal price，etc.，the operation of the in⁃
ternational coal market was introduced and analyzed comprehensively. Finally，the international coal market in 2019 was fore⁃
casted and prospected.
Key words：coal market；economic operation；import and export；high quality development；trend outl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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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煤大省产量不同程度下降，北京、江西、福

建、湖北 4省煤炭产量降幅都超过了 10%。同时，

煤炭产量向优势企业集中，2018年前 11个月，排

名前 10的煤炭企业原煤产量达到 15亿 t，几乎占到

全国总产量的“半壁江山”。

图2 全国煤炭产量变化趋势

1.3 煤炭进口增长

2016年下半年起，煤炭进口由降转升，全年

煤炭进口量增长 25.2%，2017年增长 6.1%。2018
年煤炭进口继续保持增长，1—12月全国煤炭进口

2.81亿 t，同比增加 1 050万 t，增长 3.9%[1]；煤炭

出口 493.4万 t，同比下降 39%。由于受国家政策严

格控制，临近 2018年年底煤炭进口明显下降，12
月煤炭进口仅 1 023万 t，同比减少 1 251万 t下降

55%，环比下降46.59%（图3）。

图3 2000年以来我国煤炭进出口变化趋势

1.4 煤炭运输大幅增加

铁路运输煤炭也曾连续 3年下降，2017年增长

13.3%。2018年以来煤炭铁路运输量继续增长，

1—12月铁路运输煤炭23.81亿 t，同比增加2.23亿 t，
增长10.3%（图4）。

全国主要港口转运煤炭数量也大幅度增加。

2017年全国主要港口发运煤炭大幅度反弹，全年

转运煤炭 7.27亿 t，同比增长 12.9%。2018年 1—12
月，全国主要港口发运煤炭 7.51亿 t，同比增长

3.3%（图5）。

图4 全国铁路煤炭运量变化趋势

图5 全国主要港口煤炭转运量变化趋势

1.5 煤炭价格波动趋稳，基本处于合理区间

自 2012年年初起，煤炭价格连续 4年下降，

到 2016年年初触底反弹，7月之后出现快速大幅度

上升，11月价格显现阶段性峰值，之后稍有回

落，基本在一合理价位上波动。以环渤海动力煤

价格指数为例，2016年年初（1月 6日）最低点时

为 371元/t，7月后快速上涨，到 11月回升到最高

水平 607元/t（11月 2日），比 2016年年初上升

236元，上涨 63.6%。近两年煤价基本在一高平

台上波动趋稳，进入 2018年以来，由于电煤价

格有中长协合同为保障，使得总体价格一直基本

稳定，12月 26日环渤海动力煤价格指数为 569
元/t（图6）。

图6 环渤海动力煤价格指数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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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焦煤价格变化与动力煤变化大体相似，可

以山西焦肥精煤综合售价变化为例，从 2016年年

初的 569元/t，回升到年末的 1 489元/t。2017年以

来基本上高位波动、小幅上升，2018年以来延续

这种走势，12月 25日该价格为 1 615元/t，比年初

上涨135元，上升9.1%（图7）。

图7 山西焦肥精煤综合价

1.6 行业效益持续上升，但增长幅度急剧下降

2017年，全国规模以上煤炭企业实现主营业

务收入 27 704.6亿元，同比增长 25.4%；实现利润

总额 2 959.3亿元，同比增长 290.5%。2018年，全

国规模以上煤炭企业营业收入和利润增幅都有所

回落，全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22 660.3亿元，同比

增长 5.5%；实现利润总额 2 888.2亿元，同比增长

5.2%。2018年下半年以后利润增幅逐月下滑，全

年增长幅度只相当于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

增幅的一半。行业利润在企业的分布也非常不均

衡，主要集中在神华、山东能源、陕煤化、伊

泰、中煤等少数几家大型集团，而多数煤炭企业

仍处于微利状态（图8）。

图8 全国规模以上煤炭企业利润变化

1.7 煤炭投资由降转升

全国煤炭采选业固定资产投资自 2013年以来

连续 5年下降。2017年煤炭行业投资完成 2 648亿
元，同比下降 12.3%，降幅收窄。2018年 1—12
月，全国煤炭采选业固定资产投资由降转升，同

比增长5.9%（图9）。

图9 煤炭采选业固定资产投资变化

1.8 煤炭产业高质量发展积极推进

全国煤矿安全生产实现明显好转，2018年煤

矿百万吨死亡率下降到了 0.093，首次降至 0.1以
下；煤炭产业结构得到优化，全国煤矿数量由

2015年年底的 1.08万处减少到 2018年的 5 900处，

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大幅上升，年产 120万 t
及以上的大型煤矿达到 1 200处，产量占全国总量

的80%左右，已建成“有人巡视、无人值守”智能

化开采工作面 47个，煤炭生产效率、资源回采率

大幅提高，机械化、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已

经成为未来煤矿发展的大趋势；煤炭绿色开发新

理念深入人心，矿区生态环境保护进一步得到加

强，绿色矿山建设积极推进，矿区生态恢复治理

力度持续加大；煤炭供给侧改革深入推进，“十三

五”煤炭行业去产能主要目标任务基本完成，企

业杠杆率有所降低，抗风险能力和市场竞争力得

到增强。

2 世界煤炭市场保持周期性上升态势

2000—2013年世界煤炭产量年均递增接近 5%
（图 10）。但自 2013年起，全球煤炭经历了长达 3
年期的深度调整，产量连年下降，2016年下半年

才出现复苏迹象，全球煤炭贸易逐渐活跃。2017
年煤炭产量首次出现正增长，2018年 7月 31日国

际能源署 （IEA） 发布的《煤炭信息 2018：概述》

显示，2017年世界煤炭产量为 75.49亿 t，比 2016
年增长 3.1%[2]。2018年以来，世界煤炭市场继续保

持复苏向上态势，但向上增长动力在第四季度明

显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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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2000年以来世界煤炭产量变化趋势

2.1 煤炭产量继续增加

除美国、加拿大、德国、波兰、乌克兰等欧

美国家外，世界其余主要产煤国家煤炭产量都保

持增长态势。2018年俄罗斯煤炭产量超过了苏联

时期的最高产量水平，印度、印度尼西亚、蒙古

国的煤炭产量创出历史新高。根据现有初步数据

推算，2018年全球煤炭产量增长大约在 3.8%左右

（表1）。

2.2 国际煤炭贸易量继续增长

德国、西班牙等西欧国家煤炭进口下降，而

东欧波兰、乌克兰煤炭进口增加，东亚的日本、

韩国和中国台湾等传统进口大国和地区进口规模

基本保持稳定，东南亚的越南、泰国和南亚的印

度、巴基斯坦等国家的煤炭进口大幅度增长。初

步推测，2018年全球煤炭贸易量增加大约6 000万 t，
增长5%左右（表2）。

煤炭出口方面，受欧美煤炭市场需求萎缩影

响，哥伦比亚、南非等国煤炭出口由升转降，美

国煤炭出口增幅回落，但由于东南亚、南亚和中

国煤炭进口需求上升，俄罗斯、蒙古国煤炭出口

创出历史新高，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等煤炭出

口大国也出现较大幅度增长（表3）。

2.3 国际动力煤价格再次创出阶段性新高

以印度尼西亚动力煤价格 （HBA） 为例，

2016年年初最低至 50.92美元/t，7月以后快速反弹

回升，到 12月达到 101.69美元/t，比 2016年年初

上涨了 1倍。2017年以来高位波动，2018年 8月的

HBA价格为 107.83美元/t，创 2012年 3月以来新

高。2018年全年平均价格为 98.96美元/t，比 2017

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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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别（地区）

全球

中国

印度

美国

澳大利亚

印度尼西亚

俄罗斯

南非

德国

波兰

哈萨克斯坦

土耳其

哥伦比亚

加拿大

蒙古国

越南

乌克兰

2017年/万 t

75.49

35.2
7.16
7.03
5.59
4.61
4.08
2.52
1.75
1.27
1.11
0.998
0.89
0.6
0.47
0.38
0.34

同比增速/%

3.1

3.3
3.6
6.3
-1.4
1.3
6.3
1.0
-0.2
-3.0
7.8
37.1
-1.2
-2.3
32.7
-0.5
-17.8

2018年/亿 t

36.8
7.45
6.84
4.29
5.486
4.33
2.4
1.66
1.22
1.18
0.399
0.843
0.546
0.5
0.42
0.333

同比增速/%

4.3

4.5
7.1
-2.7
2.3
19.0
6.1
-4.8
-3.0
-3.7
4.9
46.7
-7.4
-10.3
6.2
9.1
-4.7

备注

国际能源署（IEA）数据，2018年
全球产量增幅为中国煤炭经济研究会

根据各国统计数据推算所得

2018年为前三季度

创历史最高水平

创历史最高水平

2018年为褐煤产量

2018年上半年

创历史最高水平

表1 2018年世界主要煤炭生产国产量变化情况

梁敦仕：2018年我国煤炭经济运行形势回顾及未来市场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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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均价（85.9美元）上升15.2%（图11）。

图11 印度尼西亚动力煤出口标杆价格（HBA）变化

国际炼焦煤价格高位波动。澳大利亚昆士兰

州海角港峰景煤矿优质炼焦煤平仓价 2016年下半

年快速上升，年底达到 311.5美元/t，比年初价格

增长 3倍多。2017年 4月由于受“黛比”飓风等因

素影响，价格也曾出现短期的剧烈振荡，但下半

年之后一直呈现高位波动趋稳态势。2018年以来

延续了这种态势，年底一周（12月 21日）的价格

为 227.5美元/t，全年总体上看基本都在 200美元/t
上下波动（图12）。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国别（地区）

世界

印度尼西亚

澳大利亚

俄罗斯

美国

哥伦比亚

南非

蒙古国

加拿大

哈萨克斯坦

2017年/亿 t

13.7

3.9
3.73
1.85
0.88
1.05
0.81
0.33
0.3
0.27

同比增速/%

3.3

5.4
-4.7
12.4
60.9
23.6
9.2
29.4
0.6
4.2

2018年/万 t

42 906.1
38 300
19 096.3
10 490
8 689.2
7 788.9
3 626.5
3 370.2

同比增速/%

4.6

10.2
2.6
3.4
19.3
-17.4
-3.9
8.6
8.8

备注

国际能源署 IEA数据，2018年国际煤炭出口

贸易增幅为中国煤炭经济研究会根据各国统计

数据推算所得

澳大利亚工业部预计

表3 全球主要煤炭出口国出口变化情况

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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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别（地区）

世界

中国

印度

日本

韩国

中国台湾

德国

土耳其

马来西亚

俄罗斯

菲律宾

泰国

乌克兰

西班亚

越南

波兰

巴基斯坦

2017年/亿 t
13.87
2.71
1.98
1.94
1.48
0.69
0.514
0.366
0.315
0.29
0.24
0.22
0.198
0.192
0.15
0.129
0.07

同比增速/%
5.2
6.1
-2.5
1.0
10.2
5.7
-10.1
4.9
15.8
20.8
15.9
3.0
39.4
30.6
9.8
55.4
88.9

2018年/万 t

28 123.2
22 738.3
19 118.8
14 872.6
6 988.6
4 450
3 150
3 400
2 170
2 522.0
2 507.8
2 138.8
1 577
2 285.7
1 970
1 368.4

同比增速/%

3.9
14.7
-1.5
0.3
0.8
-13.0
-4.5
25
-6.3
4.7
12.1
8.1
-18
55.7
52.7
94.9

备注

国际能源署（IEA）数据

2018年为动力煤

2017—2018财年

表2 2018年全球主要煤炭进口国和地区进口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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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澳大利亚海角港优质炼焦煤价格变化情况

2.4 世界煤炭市场不确定性增加，下行压力加大

由于受世界经济发展、中美贸易摩擦持续、

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减排要求迫切等多种因素影

响，世界煤炭市场下行压力明显加大。不少西欧

国家表示要摆脱煤炭加快能源转型，德国、西班

牙等国 2018年年底前纷纷关闭全部煤矿；美国煤

炭消费量下降，创下了自 1979年以来近 40年来的

新低，又出现煤炭企业由于经营困难提出破产保

护申请的现象；跨国公司力拓集团剥离所有煤炭

资产，完全退出煤炭市场，英美资源、澳大利亚

南 32公司等跨国公司出售动力煤煤矿资产；因碳

排放带来的气候问题，世界银行、德意志银行、

巴黎银行等全球大银行及瑞士再保险公司、荷兰

国际集团、日本三菱日联金融集团等国际金融机

构纷纷紧缩或退出煤炭投资，全球煤炭项目投资

融资困难，产业发展面临需求低迷、增长乏力的

困境，发展前景预期长时期暗淡、不容乐观。还

有一些人认为，2018年不少国家煤炭产量、价格

和进出口都出现周期性见顶的特征，紧接着市场

横向波动或下行应是大概率趋势。从另一方面

看，在可以预见的较长期限内，煤炭因其资源分

布的广泛性、开采的便利性、使用的经济性、利

用的可洁净性和满足需求的稳定可靠性，仍将保

持全球能源的主体地位。东南亚、南亚地区国家

经济发展增速加快，煤炭消费增长强劲，将是未

来世界煤炭需求增长最快、最大的区域。最近国

际能源署（IEA）发表分析预测报告表示，由于印

度、越南和其他亚洲国家的煤炭需求增长完全抵

消了欧洲和美国的下滑，将导致全球煤炭需求不

断攀升。2017—2023年全球煤炭需求量，预计平

均每年增长可能为0.2%。

3 2019年煤炭市场变化走势分析

3.1 需求方面

从需求方面来看，2019年煤炭消费可能保持

小幅增长，主要考虑以下因素。

1）一是宏观经济将继续保持稳步增长，增幅

可能回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提出 2019年要继

续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坚持以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为主线[3]，继续打好三大攻坚战，统筹推

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工

作，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进一步做好“六

稳”工作。2018年 12月 2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发

布 2019年《经济蓝皮书》，预测 2019年我国 GDP
增长率为6.3%，比2018年下降0.3个百分点。

2）主要耗煤产业产品产量增速将放缓。据国

家电网能源研究院预计，2018年全社会用电量约

6.9万亿 kWh，同比增长 8.5%；2019年用电量增速

可能在7%左右，增幅将下降1.5个百分点。全国粗

钢产量 2018年达到 9.28亿 t，同比增长 6.6%。受中

美贸易摩擦深层次影响，2019年出口环境更加复

杂，钢材出口不确定性增加，钢铁行业对煤炭的

需求很可能减弱。

3）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对煤炭的替代作用持

续增强。2017年中国能源结构中，煤炭在能源消

费中占比为 60.4%，比 2016年下降 1.6个百分点，

而非化石能源占比 13.8%，比 2016年提高了 0.5个
百分点，天然气占比也提高了 0.5个百分点。2018
年核电、风电、太阳能发电量分别增长 18.7%、

16.6%和 19.6%，都大大超出全国总发电量 6.8%的

增速；相对而言，火力发电量同比仅增长 6.0%，

低于平均增速，预计 2019年还将延续这种能源结

构调整趋势。

4）应对气候变化和加强环境保护对煤炭需求

的约束将进一步强化。国家坚持应对气候变化承

诺，强化大气污染治理，将继续加大煤炭使用的

控制力度。2014年，国家编制的《应对气候变化

规划（2014—2020年）》 [4]，提出到 2020年非化石

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5%左右，并提出要控制煤炭消

费总量，制定煤炭消费区域差别化政策，重点地

区实现煤炭消费负增长。2018年 6月，国务院印发

《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

坚战的意见》 [5]，要求 2017年各重点地区在已完成

国务院《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2013—2017年
煤炭消费减量目标的基础上，继续实施重点区域

煤炭总量控制，到 2020年，北京、天津、河北、

山东、河南 5省（直辖市）及珠三角区域煤炭消费

总量比 2015年下降 10%左右，上海、江苏、浙

梁敦仕：2018年我国煤炭经济运行形势回顾及未来市场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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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安徽和汾渭平原下降 5%左右。2018年 7月，

国务院又印发了 《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

划》 [6]，也明确提出到 2020年重点区域继续实施煤

炭消费总量控制的具体目标。煤炭消费减量控制

的行动要在全国环保重点区域全面铺开并接受严

格督查。

3.2 供应方面

从供应方面来看，煤炭供给可以满足需求增

长，且供需关系还可能向宽松方面发展。主要原

因如下。

1）国内煤炭产能增加，煤炭产量将继续保持

增长。近年来，国家一方面加大煤炭去产能工作

力度，2016—2017年两年累计去煤炭产能大约 5.4
亿 t，2018年去产能目标是 1.5亿 t，全年实际超额

完成了目标任务。另一方面，国家加大减量置换

工作力度，加快先进产能的释放。据国家能源局

公告，截至 2018年 6月底，全国生产煤矿 3 816
处，产能34.91亿t/a，建设煤矿1 138处，产能9.76亿
t/a，合计总产能 44.67亿 t/a。目前，全国 30万 t以
下的煤矿比 2015年年底下降约 50%，120万 t及以

上的大型现代化煤矿已经成为全国煤炭生产的主

体，从而大大增强了煤炭安全、高效、稳定的供

给能力，煤炭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大幅提升。

2） 煤炭进口仍将保持现有规模或有小幅增

长。2018年国家有关部门严格执行煤炭进口“平

控”措施，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进口增长。2019年
在国内煤炭市场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形下，煤炭进

口量不太可能大幅增长，但或许继续保持现有的

进口规模，若国家不再出台更为严厉的调控政策

和工作措施，煤炭用户出于成本、价格考虑仍有

可能加大煤炭进口。

3）煤炭运输条件大为改善，煤炭供应保障能

力明显增强。2019年煤炭南北运输大通道“蒙华

铁路”预计可以全面建成通车并投入使用，东南

通道“瓦日铁路”也将进一步完善配套，国家实

施 《推进运输结构调整三年行动计划 （2018—
2020年）》，大力调整运输结构，推动“公转铁”

运输，增加铁路运量，为煤炭供应打破瓶颈制约

提供了更为便利的条件。

综合供需两方面因素，在国家有关部门近年

陆续探索建立的中长期合同制度及“基础价”+
“浮动价”定价模式、产能置换及可跨区交易、最

低库存和最高库存、防范价格异常波动等长效机

制的作用下，2019年煤炭市场有望保持基本稳

定。但应该更为关注的是，我国煤炭阶段性需求

增长已经趋缓，长远来看煤炭需求应是下降趋

势，然而国内现有煤炭产能规模相对于需求依然

过大，产量回升增长过快，煤炭市场供求基本面

并未发生根本改变，严重供大于求的隐忧依然存

在。大部分煤炭企业深层次矛盾未得到根本解

决，结构调整、转型升级任务仍然十分艰巨。

2019年煤炭经济运行也将会是稳中有变、变中有

忧，面临着严峻的市场下行压力，防止新的产能

过剩、保持市场供需基本平衡，应是煤炭企业高

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

4 思考与建议

1）坚定不移化解煤炭过剩产能，努力巩固去

产能成果。随着经济进入新常态，发展速度减

缓、发展方式改变、经济结构调整和能源结构变

化，煤炭长期需求和消费强度将大为减弱，需求

总量呈下降趋势，但现有煤炭产能过剩的压力仍

然较大。所以要继续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化解

煤炭行业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一系列决策部

署，巩固煤炭去产能成果，维护煤炭经济平稳运

行局面，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坚决清退不合规产

能，有序释放新产能，防止出现新一轮产能过

剩。要鼓励企业加大兼并重组力度，加快优化调

整产业结构步伐，推动转型升级发展。

2）多措并举降杠杆，防范煤企债务风险。去

产能关闭煤矿带来人员安置、资产债务处置问题

比较严峻，市场化法制化“债转股”难以落地，

企业持续经营债务风险加大。煤炭企业负债率普

遍偏高，2018年 10月末，全国规模以上煤炭企业

资产负债率达到 65.4%，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和资

金紧张问题普遍存在且十分严重。要针对问题研

究对策，区分煤炭企业不同情况，加强企业债务

风险评估，因地制宜、因企施策，切实降低煤炭

企业过高的杠杆率。

3） 全力推动减税降费，切实减轻企业负担。

目前煤炭企业普遍反映历史遗留问题多，税费负

担重，市场竞争能力减弱，企业经营步履维艰。

近年来，增值税、资源税、环保税等改革方案的

实施使煤炭企业税费负担大幅增加。希望有关部

门关注企业税费负担问题，推动更大规模减税、

更明显降费，通过一定程度的减税降费支持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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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激发煤炭企业活力，促进企业转换动能、

创新方式、补充短板，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

4）合理控制煤炭生产节奏，努力保持市场稳

定。煤炭企业要加强煤炭产业长远发展战略研

究，密切关注市场动态变化，按需组织生产和销

售；要继续加强行业自律，避免恶性竞争，特别

是大企业要发挥市场稳定器的作用，共同营造良

好市场秩序；要坚持与产业链下游企业互利共

赢、长期合作的理念，构建煤炭供需双方新型战

略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努力应对经济下行压力，

降低产业链成本，提升产业链效率和效益；要坚

持和完善“煤炭中长期合同”制度和“基础价+
浮动价”的定价模式等长效机制 [7]，信守合同，

诚信经营，努力保持市场稳定，促进煤炭经济平

稳运行。

5） 坚持对外开放，支持煤炭企业“走出

去”。要认真研究灵活调控煤炭进出口的政策措

施，严禁劣质煤进口，适当鼓励优质煤炭进口和

有竞争优势的企业煤炭出口，实现“南进北出、

大进大出”。支持煤炭企业“走出去”，在国家

“一带一路”倡议引领下，兖矿集团、神华集团等

煤炭企业作为“走出去”的先行者，已探索出一

定的实践经验。为避免盲目“走出去”，防止出现

重大风险，建议有关部门对煤炭企业“走出去”，

搭建合作交流平台，开展系统指导，完善配套政

策，鼓励并支持煤电、煤钢、设备制造、技术输

出、金融投资等相关产业链企业，发挥各自优势

组团出海，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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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作为煤炭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动力煤

期货合约自 2013年 9月 26日在郑州商品交易所上

市以来，交易非常活跃，现已成为中国最大的煤

炭期货交易品种。然而，由于碳排放问题以及钢

铁、水泥和建材等主要耗煤产业产能过剩问题等

多重因素的影响下，煤炭行业受到前所未有的压

力，动力煤期货价格一路下跌，因此我国政府在

2015年 11月 10日提出供给侧改革政策，那么在政

策提出前后，动力煤期货市场的价格发现水平如

何？对该问题的研究，有利于管理我国动力煤期

货价格波动风险，而价格发现贡献度作为衡量价

格水平的一项重要指标，对其进行准确量化和分

析尤为重要。因此，本文选取供给侧政策提出前

（下降期） 和提出后 （上升期） 两个两年期时间

段，利用基本检验、VECM模型、脉冲响应函数、

方差分解以及价格发现贡献度模型，对我国动力

我国动力煤期货市场的价格发现效率测度

邹绍辉 1，2，马婷艳 1，田倍诚 3

（1. 西安科技大学 管理学院，陕西 西安 710054；2. 西安科技大学 能源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陕西 西安 710054；3.中国煤炭

建设协会，北京 100013）

摘 要：选取我国供给侧改革前后的两年期动力煤期货和现货价格日数据，以VECM模型为基础，

创新性地使用信息份额 IS模型，最新修正信息份额MIS模型以及永久短暂 PT模型，对我国动力煤

期现货市场受到短期内和长期内的新信息冲击时的价格发现效率进行实证研究并比较。结果表明：

当我国动力煤期货市场受到短期内的新信息冲击时，供给侧改革后的期货价格发现效率更高，对现

货市场的引导作用较强，效果更显著、持久；当我国动力煤期货市场受到长期内的新信息冲击时，

供给侧改革前的期货价格发现效率更高，与现货市场为单向因果关系；整体而言，我国动力煤期货

市场的价格发现效率高于现货市场，处于核心地位。

关键词：动力煤期货；价格发现；IS模型；MIS模型；PT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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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surement of price discovery efficiency in China's thermal coal futures market
Zou Shaohui 1，2，Ma Tingyan 1，Tian Beicheng 3

（1. School of Management，Xi'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Xi'an 710054，China；2. Research Center of Energy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Xi'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Xi'an 710054，China；3. China Coal Construction Association，Beijing 100013，

China）

Abstract：Selecting the two-year thermal coal futures and spot price daily data before and after the supply-side reform in Chi⁃
na，based on the VECM model， innovatively using the information share IS model， the latest revised information share MIS
model and the permanent short-term PT model，the price discovery efficiency of China's thermal coal spot market was empiri⁃
cally studied and compared under the impact of new information in the short and long term.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when Chi⁃
na's thermal coal futures market was affected by new information in the short term，the futures price after supply side reform
was more efficient，and it had a stronger guiding effect on the spot market，and the effect was more significant and lasting.
When China's thermal coal futures market was affected by new information in the long-term，the futures price before the sup⁃
ply-side reform was more efficient，and it had a one-way causal relationship with the spot market. Overall，the price discov⁃
ery efficiency of China's power coal futures market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spot market，and it was in the core position.
Key words：thermal coal futures；price discovery；IS model；MIS model；PT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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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期现货市场受到短期和长期内的新信息冲击时

的价格发现效率进行准确度量并比较，可充分阐

释和发挥我国动力煤期货的价格发现功能，并完

善我国煤炭期货市场。

1 综 述

作为期货市场的基本功能之一，目前国内外

许多学者对价格发现功能的实证研究，主要是通

过各个计量模型对特定的期货市场进行检验分析，

如通过构建状态空间模型，从动态角度衡量上海

铜期货[1]以及黄金期货市场[2]价格发现的贡献；采

用动量一致阈值自回归等非线性模型，构造阈值

非对称误差修正模型，分析期现价格的引导关

系 [3]；应用高频定价数据和市场微观结构方法，包

括Yan和 Zivot信息领先份额，估计了不同地区小

麦期货市场价格发现的比例[4]。其中研究能源期货

的价格发现功能，如借助协整分析、方差分解及

GarbadeSilber模型等基本计量方法，分析国内外石

油期货市场价格发现功能或不同期货品种的价格

发现功能 [5-7]；运用MF-DCCA模型以及线性和非线

性因果检验，对天然气期现货价格之间的因果关

系进行研究分析[8]。

对于价格发现贡献模型的研究，国内外研究

人员主要使用Hasbrouck等[9]提出的信息份额 IS模
型和Gonzalo[10]提出的永久短暂 PT模型衡量不同市

场的贡献度。通过 IS模型和 PT模型对特定市场做

出的研究，如 Zhang等[11]对黄金和原油两个市场之

间的共同有效价格研究，发现原油价格对黄金价

格的贡献大于黄金价格对原油价格的贡献；李成

武等[12]发现股指期货对价格发现的贡献度，在不同

的市场趋势下一直处于主动地位，且在震荡市中

股指期货价格对信息的灵敏度、对公共因子的贡

献度远高于牛市和熊市；魏建国等[13]通过 VECM-
PT-IS模型，发现中证 500和沪深 300股指期货的

价格发现功能强于上证 50股指期货市场；Chen
等[14]发现VIX期货价格在价格发现的整个过程中起

着主导作用，VIX和VIX期货之间价格差的增加，

导致 VIX期货对价格发现的贡献相应增加；赵照

等[15]对 2011年 12月以来中国铜期货与现货价格关

系进行了动态分析，结果表明中国铜期货信息份

额贡献度为 63.82%，在价格下降趋势中，信息份

额贡献度增加至 74.94%，期货的价格发现能力显

著增强。对 IS模型和 PT模型做出改进后的实证研

究，如石宝峰等[16]等将剔除残差相关性的最小二乘

算法引用至VECM模型中，进而构建了 PT模型和

IS模型，弥补了目前VECM模型由于期现货残差序

列相关性较大造成的缺陷，对我国螺纹钢期货市

场的价格发现功能进行分析。

综上可知，国内外现有的期货市场价格发现

研究，主要通过某一特定模型对特定期货市场受

到短期或长期内的新信息冲击时的价格发现进行

分析，对煤炭市场价格发现方面的研究甚是缺乏，

同时对于 IS模型下的短期内的新信息冲击时的价

格发现研究居多，但由于 IS模型得到的价格贡献

度依赖于 Cholesky分解，测度结果分为上界和下

界，使得结果的准确性较低，因此本文在基本的

计量模型基础上，引入Lien等[17]提出的最新修正信

息份额MIS模型，对我国动力煤期货市场受到短期

内的新信息冲击时的价格发现效率进行测度并与 IS
模型作以区分，同时通过 PT模型对我国动力煤期

货市场受到长期内的新信息冲击时的价格发现贡

献度分别作以定量研究，以期为我国动力煤期货

的经营效果提供评价依据，使套期保值和风险管

理策略更加科学有效。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方法

本文首先进行 Johansen协整检验，以研究我国

动力煤期现货价格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并进一

步利用Granger因果关系分析其期现货市场间价格

传递的方向；其次，基于VECM模型和脉冲响应函

数，对我国动力煤期现货价格之间的相互影响效

率进行考察；然后采用方差分解方法来测度我国

动力煤期现货市场价格发现功能的作用大小；最

后通过 IS模型和MIS模型对受到短期内新信息冲击

下的我国动力煤期现货市场价格发现贡献度进行

定量研究，并通过 PT模型研究长期内新信息冲击

下的价格发现贡献度。

2.1.1 VECM模型

本文在协整检验的基础上，建立VECM模型如

下。

△Ft = c1 + α1Φ t - 1 +∑
i = 1

n

α1i△Ft- i +∑
i = 1

n

β1i△St - i + ε1t（1）
△St = c2 + α2Φ t - 1 +∑

i = 1

n

α2i△Ft- i +∑
i = 1

n

β2i△St - i + ε2t （2）
其中，△F和△St分别表示煤炭期现货价格的

邹绍辉等：我国动力煤期货市场的价格发现效率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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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阶差分，c 表示待估参数向量，αni和 βni分别表

示滞后 i阶的期现货价格系数，εnt是均值为零、方

差为协方差矩阵Ω的残差向量，α1和α2分别是误差

修正项Φt- 1对期现货价格的调整力度，其误差修正

项Φt- 1通过引力作用，可在长期内将非均衡状态拉

回到均衡状态，因此我们能够通过该模型分别得

到期现货价格和长期均衡之间的偏离程度。

2.1.2 价格发现模型

2.1.2.1 IS模型

Hasbrouck在 1995提出了 IS模型，该模型将不

含常数项向量的 VECM模型转化为向量移动平均

（VMA）模型，并经过一系列变化得到：

Yt = Y0 + β⊥⊥α⊥T⊥∑
i = 1

t

εt + ψ∗( L )εt （3）
其中，等式右边第二项代表价格的长期冲击

影响，α⊥T⊥∑
i = 1

t

εt为共同随机趋势项，遵循随机游走

过程；等式右边第三项为暂时或短期冲击部分。

在此基础上，Hasbrouck规定 ISi为市场 i的方差占

总方差的比重，因此第 i个市场的价格发现贡献份

额为

ISi =
([ ]ψF

i
)2

ψΩψT =
é
ë

ù
û∑j = 1

k γjFji
2

é
ë

ù
û∑j = 1

k γjFj1
2
+ éë

ù
û∑j = 1

k γjFj2
2
+ ... + γkFkk

（4）
其中，[ ]ψF

i为行向量ψF的第 i个元素，γ为第

j个市场的公共因子权重。协方差矩阵Ω有两种情

况，第一种是当误差扰动向量εt的各个分量之间不

存在相关关系时，Ω为一个对角矩阵；第二种为当

误差扰动向量 εt的各个分量之间存在相关关系时，

Ω为非对角矩阵，此时F为Cholesky分解中的一个

下三角矩阵。当选取动力煤期货和现货市场两个

市场时，此时Ω，F，ψ分别为

Ω = ( )σ2f ρσf σs
ρσf σs σ2s （5）

F = ( )Ffs 0
Fsf Fss

= ( )σf 0
ρσs σs( 1 - ρ2)

1
2 （6）

ψ = ( )γf γs （7）
其中， ρ为煤炭期现货价格新息项之间的相关

系数，σf 和σs分别为煤炭期现货价格新息项方差，
γf 和 γs分别为期现货市场的共同因子权重。利用

Cholesky分解以及期现货市场 IS值的和为 1，可以

得出我国动力煤期现货市场的价格发现贡献份额

分别为

ISf =
( γf Fff + γsFsf )2

( γf Fff + γsFsf )2 + ( γsFss)2 （8）

ISs =
( γsFss)2

( γf Fff + γsFsf )2 + ( γsFss)2 （9）
2.1.2.2 MIS模型

由于Cholesky分解与变量的顺序相关，所以 IS
模型得到的价格贡献度分为上界和下界，导致该

模型度量的价格贡献度并不唯一，使得结果的准

确性大打折扣。因此，针对 IS模型的不足，Lien
等[17]在 IS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修正信息共享

（MIS） 模型，该模型和 IS模型一样，是对公共因

子的方差进行分解，更多反映了短期内新信息冲

击下，各市场对价格发现的贡献程度。

MIS j =
( )[ ]φF∗

j

2

φΩψT =
( )[ ]φF∗

j

2

∑j = 1
k ( )[ ]φF∗

j

2 （10）
其中，F∗为新构建的分解因子，将第 i个市场

对价格发现的贡献度表示为第 i个市场对公共因子

方差 var( φεt) = φΩφT的相对贡献比例。通过该模型

度量的结果是独立的，结果与信息共享的变量顺

序无关，可以进而得到唯一的贡献度。当选取动

力煤期货和现货两个市场时，利用MIS模型所得出

的我国煤炭期现货的价格贡献度模型为

MISf =
( γf F ∗ff + γsF ∗sf )2

( γf F ∗ff + γsF ∗sf )2 + ( γf F ∗fs + γsF ∗ss)2 （11）

MISs =
( γf F ∗fs + γsF ∗ss)2

( γf F ∗ff + γsF ∗sf )2 + ( γf F ∗fs + γsF ∗ss)2 （12）
2.1.2.3 PT模型

为了研究长期内新信息冲击下的价格发现贡

献度，利用 Gonzalo等[10]提出的持久—短暂模型

（PT）进行研究，该模型是对公共因子本身作以分

解，主要说明各个市场在面对长期性冲击时的价

格发现贡献度。

Y t = Aft + Y͂ （13）
其中， ft = θTYt 为持久部分，θ为持久部分的

系数向量，若令 θ = γ⊥（γ⊥⊥为调整系数向量 γ的正

交列向量），则可以进一步转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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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t = Aγ⊥T⊥Y t + Y͂ （14）
此处选取动力煤期货和现货两个市场时，可

以得出：

γf =
|| αs
|| αf + αs （15）

γs =
|| αf
|| αf + αs （16）

其中，γf 和γs分别表示动力煤期现货市场的公

共因子权重，αf和αs分别表示动力煤期现货市场在

VECM模型中的误差调整系数。

2.2 数据选择

本文选取我国期货收盘价 （活跃合约） 和秦

皇岛动力煤（Q5500）日数据作为研究样本。我国

在 2015年 11月 10日提出供给侧改革，从图 1中可

以清楚地看到，在供给侧改革政策提出前，我国

动力煤期现货价格基本成下降趋势，而在之后基

本成上升趋势。为了评估供给侧改革政策提出前

后的价格发现效率的差异以及形成的原因，选取

两个两年期的时间段去进行模型估计，并以此为

节点，选取范围分别是2013年12月至2015年11

图1 动力煤期现货价格走势图

月和 2015年 12月至 2017年 11月，通过剔除不对

称数据，获得了总共 934个有效样本。为方便起

见，将供给侧改革前的动力煤期现货价格分别记

为记为 F1和 S1，供给侧改革后的动力煤期现货价

格分别记为F2和S2。
3 实证分析

3.1 平稳性检验

为了防止“伪回归”现象，本文采用ADF检

验来测试动力煤期货和现货价格序列在价格下跌

期和上涨期的稳定性。为了避免数据处理中的异

方差现象，分别对时间序列 F和 S做对数处理为

LNF和LNS，其中D（LNF）与D（LNS）分别为动

力煤期现货价格的一阶差分。由表 1可知，两个时

期的煤炭期货和现货价格原序列均不平稳，在10%
的显著性水平下不能拒绝原假设，但经过一阶差

分后的煤炭期货和现货价格序列在 1%的显著性水

平下均拒绝原假设，为平稳状态。因此，我国动

力煤期现货价格序列在下降期和上升期时均为一

阶单整序列，两者之间可能存在协整关系。

3.2 协整检验

选择 Johansen方法进行协整检验。由表 2可
知，我国动力煤期现货价格在下降期和上升期时，

均在 5%的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表明我国动力

煤期现货价格之间在发展期始终存在一个协整关

系，即虽然短期内期现货价格可能偏离均衡状态，

但市场有着长期的均衡关系；相比下降期，动力

煤上升期的期现货价格协整关系更强，短期内偏

离均衡状态的程度更低，从侧面表明我国动力煤

期货在价格上升期的运行更为有效，在一定程度

有着期货发现功能，但无法确定期现货价格谁起

着主导作用。

3.3 Granger因果检验

为进一步明确我国动力煤期现货价格间的影

响方向，分别对下降期和上升期的动力煤期现货

变量

LNF1
LNS1
LNF2
LNS2

ADF值
1.169 543
-0.909 896
-1.496 217
-1.041 291

p值
0.998
0.784 9
0.534 9
0.739 6

变量

D（LNF1）
D（LNS1）
D（LNF2）
D（LNS2）

ADF值
-22.101 26
-8.191 772
-24.471 84
-6.262 06

p值
0
0
0
0

1%临界值

-3.444 158
-3.444 311
-3.444 189
-3.444 28

5%临界值

-2.867 522
-2.867 59
-2.867 536
-2.867 576

10%临界值

-2.570 019
-2.570 055
-2.570 027
-2.570 048

表1 ADF检验

邹绍辉等：我国动力煤期货市场的价格发现效率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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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变量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由表 3可知，

在下降期时，“LNF1不是 LNS1的 Granger原因”，

在 5%的置信水平下被拒绝原假设，但“LNS1不是

LNF1的Granger原因”原假设被接受，说明在下降

期时动力煤期货价格对现货价格有着单向引导性

作用；在上升期时，在 5%的置信水平下均被拒绝

原假设，但明显发现前者概率远小于后者，这表

明在同样的置信水平下，拒绝前者的可能性远大

于后者，即在价格上升期时，动力煤期货价格对

现货价格引导作用更强。

表3 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

原假设

LNF1不是LNS1的Granger原因

LNS1不是LNF1的Granger原因

LNF2不是LNS2的Granger原因

LNS2不是LNF2的Granger原因

F统计量

11.275 2
0.914 57
15.220 1
4.474 36

p值
2.00E-05
0.4014
4.00E-07
0.0119

结论

拒绝

接受

拒绝

拒绝

3.4 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
在长期均衡关系的基础上，通过向量误差修

正模型分析我国煤炭期现货价格的短期均衡关系

下降期

上升期

统计量

迹统计

最大统计值

迹统计

最大统计值

原假设

r=0
r<=1
r=0
r<=1
r=0
r<=1
r=0
r<=1

特征值

0.048 101
0.002 449
0.048 101
0.002 449
0.056 414
0.005 524
0.056 414
0.005 524

迹统计值

24.063 11
1.140 087
22.923 02
1.140 087
29.577 37
2.575 811
27.00 156
2.575 811

5%临界值

15.494 71
3.841 466
14.264 6
3.841 466
15.494 71
3.841 466
14.264 6
3.841 466

p值
0.002
0.285 6
0.001 7
0.285 6
0.000 2
0.108 5
0.000 3
0.108 5

表2 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

△LNF1t = 0.012 8ECM1t - 1 - 0.046 9△LNF1 t - 1 - 0.001 3△LNF1t - 2 + 0.057 2△LNS1t - 1 - 0.008 3△LNS1t - 2 - 0.001 4 （17）
△LNS1t = 0.032 6ECM1t - 1 - 0.024 3△LNF1 t - 1 + 0.011 4△LNF1t - 2 + 0.055 5△LNS1t - 1 + 0.036 7△LNS1t - 2 - 0.001 1 （18）
△LNF2t = -0.00 74ECM2t - 1 - 0.153 4△LNF2 t - 1 - 0.104 8△LNF2t - 2 + 0.415 3△LNS2t - 1 + 0.111 1△LNS2t - 2 + 0.001 1 （19）
△LNS2t = 0.016 1ECM2t - 1 + 0.013 5△LNF2 t - 1 + 0.011 1△LNF2t - 2 + 0.341 6△LNS2t - 1 + 0.180 5△LNS2t - 2 + 0.000 7 （20）

以及短期变动调至长期均衡的过程，得到的方程如

下。

从上式可以看出，动力煤期货价格在下降期和

上升期的误差项系数绝对值 （0.012 8、0.007 4）
均远小于现货价格误差项系数绝对值 （0.032 6、
0.016 1），说明当动力煤期现货价格偏离平稳状态

时，现货价格的调整力度更大，进一步表明期货价

格对现货价格有强力的引导作用；动力煤期货价格

在上升期时的误差修正项系数绝对值小于下降期时

的误差修正项系数的绝对值，说明动力煤期货价格

在上升期时对现货价格的引导作用更强。

3.5 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为了进一步准确地刻画动力煤期现货价格变动

之间的相互作用，本文用脉冲响应函数（IRF）进

行分析，其中为了避免 Cholesky 正交分解法严重

依赖于模型中变量顺序的缺陷，本文选用广义脉

冲响应法对动力煤期现货价格序列的动态特征进

行分析。

从图 2可以看出，当动力煤期现货价格处于下

降期时，我国动力煤期货一个单位标准差的影响将

导致现货价格快速下跌，在第一期达到 0.001 1的
峰值后迅速下降，并在第三期趋于稳定，但反应持

续时间短；我国动力煤现货的一个单位标准差的冲

击会使得期货价格在第一期达到峰值 0.001 5后迅

速下降，但在第二、三期又呈现上升状态，之后便

迅速下降在第四期趋于平稳，相比期货市场对现货

市场的冲击更为持久。当动力煤期现货价格处于上

升期时，我国动力煤期货的一个单位标准差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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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使得现货价格迅速上升，在第二期达到峰值

0.002后迅速下降，在第八期时动力煤期货价格对

现货价格的影响消失；我国动力煤现货的一个单

位标准差的冲击会使得期货价格在第二期和第三

期时达到峰值 0.000 7，并在第十期趋于平稳。相

比下降期，上升期时的动力煤期货价格一个标准

差的冲击对现货价格更为持久，且对现货价格的

影响在上升期更为显著和持久。

3.6 方差分解

以上研究证明，我国的动力煤期货市场具有

足够的价格发现能力，但其影响程度尚未准确量

化，我们利用方差分解法对各变量的贡献度进行

初步的度量，得到结果如图3所示。

由图 3发现，当动力煤期现货价格处于下降期

时，从图 3（a）可以看出，10个滞后期内煤炭期

货价格的差异基本上由其自身解释，其贡献从滞

后期为 1时的 100%逐渐下降至 99.94%，说明动力

煤期货的价格受现货价格的影响；从图 3（b） 发

现，对于我国动力煤现货价格的方差，期货市场

的贡献随着滞后期的增长上升至 10.01%，说明动

力煤期货价格对现货价格的影响很显著。当动力

煤期现货价格处于上升期时，从图 3（c） 可以看

出，对于期货价格的方差，其自身的贡献从第一

期的 100%逐渐下降至 95.07%，说明现货价格轻微

影响期货价格；从图 3（d） 可以看出，对于现货

价格的方差，期货市场的贡献基本成线性增长至

12.19%。从整体来看，动力煤期货价格对现货价

格的影响比较小，与动力煤现货价格对动力煤期

货价格的影响基本呈现出非对称性联动效应，且

上升期的动力煤期货价格对现货价格的影响更大，

图2 动力煤期现货价格的脉冲响应图

图3 方差分解图

邹绍辉等：我国动力煤期货市场的价格发现效率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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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论一致。

3.7 IS、MIS与PT模型的建立

为了对我国动力煤期货的贡献度更加准确地

加以量化，我们将采用 IS模型、MIS模型以及 PT
模型，对我国动力煤期现货受到短期内和长期内

的新信息冲击时的价格发现贡献度加以度量。

表4 IS、MIS与PT模型下的价格发现贡献度测度结果 %

由表 4可以看出，通过 IS模型和MIS模型可以

得到我国动力煤期现货市场受到短期内新信息冲

击时的价格发现程度，且相比 IS模型，MIS模型提

供了更为准确的测度，明显发现期货市场在价格

发现中的贡献度远大于现货市场，尤其对于上升

期的期货价格来说，贡献度高达 97.42%，而现货

市场只有 2.58%，均在 IS模型的度量区间内，与 IS
模型的度量结果一致；通过 PT模型可以得出动力

煤期现货市场面对长期性冲击时的价格发现贡献

度，价格下降期的动力煤期货市场贡献度为

71.81%，大于现货市场的贡献度为 28.19%，价格

上升期的动力煤期货贡献度 （68.51%） 大于现货

市场贡献度（31.49%）。

4 结 语

基于VECM模型，本文采用信息份额 IS模型、

修正信息份额MIS模型以及永久短暂 PT模型，并

通过我国动力煤期现货市场在价格下降期和上升

期的两年期的日交易数据，对动力煤期现货市场

受到短期内和长期内的新信息冲击时的价格发现

效率进行实证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1）从协整关系来看，我国动力煤期现货价格

之间在下降期或上升期都存在协整关系，但价格

上升期时的动力煤期现货价格协整关系更强；从

Granger因果关系来看，在下降期时的动力煤期货

价格对现货价格有着单向引导，而上升期时的动

力煤期现货价格之间相互引导，且动力煤期货价

格对现货价格有着更强的引导性。

2）根据向量误差修整模型结果来看，下降期

和上升期的动力煤期货价格误差项系数绝对值均

远小于现货价格误差项系数绝对值，意味着期货

价格对现货价格具有引导性；相比下降期，上升

期的动力煤期货价格的误差修正项系数的绝对值

更小，说明上升期时的动力煤期货价格对现货价

格的引导作用更强。

3）从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结果来看，通

过比较下降期和上升期的动力煤期货价格对现货

价格的冲击，上升期时的动力煤期货价格一个标

准差的冲击对现货价格更为持久，这表明我国动

力煤期货市场在价格上升期时的价格发现能力更

强，影响更为明显和持久。

4）从价格贡献度模型来看，当受到短期冲击

时，我国动力煤期货市场在价格上升期时的贡献

度 （97.42%） 更大，此时期货市场基本起到绝对

的主导作用；当受到长期冲击时，我国动力煤

期货在价格下降期的贡献度 （71.81%） 更大。

我国的动力煤期货市场的价格发现效率高于现

货市场的价格发现效率，动力煤期货市场的主

导能力更强。

综上所述，在供给侧政策提出后，我国动力

煤期货市场的引导能力得到了更大的发挥，对现

货市场的影响也更为显著和持久，尤其在受到短

期冲击时，我国的动力煤期货价格发现效率得到

了极大提升，因此，我们认定我国的动力煤期货

市场在供给侧政策提出后运行更为有效，可通过

动力煤期货价格预测以后的现货价格并为其定价。

为了保证我国动力煤期货市场的稳定，应该继续

深入供给侧改革，通过煤电一体化调整、整合兼

并重组以及煤炭清洁化等措施，加大能源结构调

整力度，改革管理体制和国有经济，坚持创新，

使煤炭行业得到转型升级；同时可借鉴国际上期

货转现货模式，协商或声明交割等方式来丰富我

国动力煤期货市场上较为单一的实物交割方式，

放松管制和市场准入机制等方法，使我国煤炭市

场的定价逐步向竞争定价转变，并借助互联网金

融平台推动动力煤期货产业转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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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随着煤炭行业“黄金十年”的结束，受宏观

经济下行、经济和能源结构调整以及政府调控政

策等影响，煤炭行业面临市场价格波动大、企业

盈利状况不佳、产能退出困难且成本高等一系列

问题。同时，受化解过剩产能的目标任务压力，

再加上一系列信贷收紧政策，煤炭行业采选业固

定资产投资增速持续下降。中国煤炭工业协会

“煤炭行业发展年度报告”显示，2012—2017年原

煤产量从 39.5亿 t降到 35.2亿 t，煤炭采选业固定资

产投资额增速从-0.44%降到-12.8%。投资增长率

持续下滑不仅影响煤炭行业健康稳定发展，也会

使企业偏离价值最大化目标，造成社会资源浪费。

煤炭企业投资行为受宏观政策影响较大，通过货

币政策可以改变企业所面临的融资环境、信贷渠

道以及借债方式。债务融资是企业投资的资金保

障，通过调整债务结构可以使企业的自由现金流

达到最优配置，进而提高投资效率。

1 煤炭企业投资效率研究现状

国内关于煤炭企业投资效率领域的研究，孙

货币政策、债务结构对煤炭企业非效率投资影响研究

冯套柱，王 婷
（西安科技大学 管理学院，陕西 西安 710054）

摘 要：在分析债务结构对煤炭企业投资效率作用的基础上，以我国煤炭企业为研究对象，选取

2009—2017年平衡面板数据，借鉴Richardson残差模型，构建回归模型，引入货币政策等控制变

量，从债务期限和债务来源两个方面研究了债务结构对非效率投资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煤炭

上市公司普遍存在非效率投资，既有投资不足也有过度投资，且主要是投资不足；短期负债的流

动性还款压力较高，能有效抑制煤炭上市公司的非效率投资；银行贷款所占资产比例越高，非效

率投资行为越少；商业信用所占资产比例越大，非效率投资行为更容易发生；在紧缩性货币政策作

用下，企业的外部融资能力降低，可支配的自由现金流减少，加剧了投资不足等非效率投资行为。

关键词：非效率投资；货币政策；债务结构；预期投资残差；煤炭企业

中图分类号：F27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9605（2019） 02－0020－06
Resarch on the influence of monetary policy and debt structure on non-efficiency

investment of coal enterprises
Feng Taozhu，Wang 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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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On the basis of analyzing the effect of debt structure on coal enterprise investment efficiency， taking China's coal
enterprise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selecting the balance panel data from 2009 to 2017， and using the Richardson residual
model，a regression model was constructed. By introducing the control variables such as monetary policy，from two aspects of
debt maturity and debt source，the impact of debt structure on non-efficiency investment was studied. The result showed that
China's coal listed companies generally had non-efficiency investments，both under-investment and over-investment，and main⁃
ly due to insufficient investment. short-term liabilities had high liquidity repayment pressure，which can effectively inhibit non-
efficiency investment of coal listed companies. The higher the proportion the less the non-efficiency investment behavior. the
greater the proportion of commercial credits，the more likely the non-efficiency investment behavior. Under the tightening mon⁃
etary policy， the external financing ability of the enterprise was reduced， and the free cash flow at the discretion was re⁃
duced，which intensified investment activities such as underinvestment.
Key words：inefficient investment；monetary policy；debt structure；expected investment residual；coal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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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 [1]通过定性分析煤炭企业过度投资现状，建立数

学模型，运用多元回归方法进行实证研究，指出

煤炭上市公司过度投资行为的存在性及其相关重

要影响因素。江中华等 [2]采用“三重效率”评价指

标模式，构建了煤炭企业绿色投资效率评价指标

体系，并定量计算了绿色投资效率值，分析了相

关影响因素。侯建华等 [3]从煤炭企业安全投入的数

量、结构、时间等方面，运用DEA方法进行定量

评价，得出我国煤炭企业安全投入产出效率不高，

并分析了原因。梁庆平等 [4]以 21家煤炭上市公司

2007—2012年的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了纵向一

体化对煤炭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地方政府规制

对纵向一体化程度与煤炭企业投资效率关系的影

响。结果表明，煤炭企业前向一体化程度越高，

投资效率越高，仅有微弱的证据表明后向一体化

程度与煤炭企业的投资效率有关，地方政府的控

制对煤炭企业投资效率提供了“正能量”，同时也

弱化了纵向一体化程度对煤炭企业投资效率的影

响。孙静芹等 [5]运用DEA方法，从经济、环境、社

会等多层面衡量 SH公司环境保护投资效率，结果

表明该公司近 6年来的环保投资存在严重浪费现

象，环保投资效率整体不高，其中环境效率低下

更为突出。另外，也有学者通过对“十一五”和

“十二五”前期煤炭市场需求及产能状况进行定性

分析，指出煤炭产能形成与投资具有较明显的时

间滞后性，前期的过度投资是造成产能过剩的主

要原因之一。

总体而言，国内关于煤炭企业投资效率的研

究较少，也少有从煤炭企业整体角度研究其投资

效率问题，已有的研究绝大多数仅仅是针对煤炭

企业某一个业务领域投入产出效率的评价研究，

个别学者研究了煤炭企业过度投资行为及其影响

因素，也有个别学者研究了政府规制和某项经营

策略对煤炭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因此，本文研

究近年来在不同的货币政策下，债务结构对煤炭

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理清煤炭企业非效率投资

状况以及与债务结构的关系，旨在为煤炭企业优

化债务结构、提高投资效率提供理论依据。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从国内外研究现状来看，投资效率可以用非

效率投资来衡量。非效率投资既有过度投资，也

有投资不足，前者为企业实际投资量超出合理投

资量，后者则相反。过度投资浪费了企业有限的

资源，投资不足会使企业错失发展良机，两种情

形均使得企业及股东的价值受到损害。

Jensen[6]提出的“自由现金流假说”认为，充

足的自由现金流是企业非效率投资的直接原因，

企业负债能有效约束管理层滥用自由现金流导致

的过度投资行为，即外部融资具有还本付息的硬

性约束性质，是一种可以避免管理层盲目建立公

司帝国的制约方法。“债务代理成本”理论认为股

东与管理者间存在利益冲突，管理者的逐利本性

使其更倾向于投资风险大回报高的项目，债权人

为避免出现“资产替代”效应，会增加契约限制

条件，约束管理者的非理性投资动机。债务资金

根据期限长短可分为短期债务和长期债务，短期

负债给企业带来的偿还压力要大于长期负债，短

期贷款契约的“经常性”会进一步限制企业的再

融资，管理者为保持企业的信誉等级，避免发生

财务危机，会理性使用企业内部自由现金流。Oz⁃
kan [7]和Denis [8]分别以英国和美国非金融类企业为

样本，探究债务期限与投资的关系。前者发现成

长阶段的企业更好地发挥了短期债务的治理作用，

后者发现高成长部门的短期债务与投资支出具有

更显著的负向关系。朱和平等 [9]从公司治理角度研

究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通过分析外部治理因素

对非效率投资的影响，发现长期债务的增加加剧

了过度投资行为，短期债务的增加助推了投资不

足行为。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设。H1：
短期负债可以抑制煤炭上市公司的非效率投资。

H2：长期负债会加剧煤炭上市公司的非效率投资。

20世纪 90年代，日本经济学家青木昌彦提出

“相机”治理机制，认为债权人对企业的监督行为

与企业的经营状态相依存，决策控制权会随着

“偿债危机”的出现与否在企业和债权人手中发生

转移。“破产威胁假说”提出管理者和银行签订借

贷契约，管理者为避免违约后承担破产清算风险，

会减少非效率投资。罗党论等[10]分析了银行授信对

公司过度投资的影响，发现国有企业获取银行授

信对过度投资的推动作用更明显，而信用资产状

况对过度投资的抑制作用较弱。花中东等 [11]以

2003—2014年沪深 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以

商业信用与银行贷款之比反映上市公司债务结构。

研究结果表明，上市公司债务结构与投资效率之

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进一步区分产权性质和

冯套柱等：货币政策、债务结构对煤炭企业非效率投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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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环境后发现，在国有上市公司及制度环境较

好的地区，债务结构与投资效率的正相关关系较

弱。

企业负债一般来源于银行和信用两方面。我

国银行受国家管控，对贷款企业有较高的审批要

求，严格追踪后期还款环节，对债务人有较强的

监督作用。商业信用是企业的一种“赊账行为”，

一般发生在与关联企业和子公司的业务往来中，

缺乏利息约束，即往来款项存在于每个企业的日

常经营中，并未有还款期限和利息支付的要求。

为了成功与债务人达成交易协定，债权人往往会

接受债务人的信用要求，此时债权人处于被动地

位，无法有效约束对方的非理性投资行为。基于

上述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设。H3：银行贷款能

够有效缓解煤炭上市公司的非效率投资。H4：商

业信用不能有效约束煤炭上市公司的非效率投资。

经济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的过程是一个有效

配置资源的过程，其核心就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

关系，有效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和更好发挥政府的宏观政策调控行为及市场管理

行为的作用，而调控的关键之一就在于通过紧缩

或宽松的货币政策来改变企业所面临的融资约束。

紧缩性货币政策会减少经济体内的资金供给以及

银行的贷款意愿，降低企业的外部融资能力，企

业面临较高的融资成本，投资效率下降。Igan等[12]

认为，紧缩的货币政策会促使金融中介收缩其资

产负债表，从而减少可用于借贷的资金规模，加

大了企业的借款难度。黄兴孪等 [13]实证检验了不同

货币政策下，商业信用对公司投资行为的影响，

发现对于投资不足的公司，在货币政策紧缩期，

商业信用与银行借款存在替代关系。使用商业信

用可以降低公司投资的现金流敏感性，通过缓解

融资约束实现投资增长。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

出研究假设。H5：紧缩性货币政策会降低煤炭上

市公司的投资效率。

3 研究设计

3.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选取 2009—2017年我国煤炭上市公司为研究

对象，为保证研究的真实、可靠和可比，剔除 ST
或*ST财务异常的企业以及 2009年以后上市的和财

务信息不健全企业，最终确定了 24家样本企业。

使用的数据来自于国泰安CSMAR数据库和中国统

计年鉴，统计计算软件为Eviews8.0和SPSS20.0。
3.2 变量设置

3.2.1 被解释变量

本文借鉴 Richardson [14]的预期投资残差模型，

用实际投资与预期投资的差值来衡量非效率投资。

经济主体的投资行为可以分为保值投资和新增投

资。保值投资又称维持性投资，保证企业的正常

生产经营需求，新增投资可以满足企业扩大生产

规模的需要。企业的新增投资是企业预期适度新

增投资与非效率投资偏差值的总合，上述投资行

为关系见式（1）。In·INew = ITotal - IMaintenance - INew* （1）
作为有效投资的偏差值，非效率投资既有过

度投资，也有投资不足。建立模型 （Ⅰ） 估计样

本公司的非效率投资水平，残差大于 0为过度投

资，残差小于 0为投资不足，而模型残差的绝对值

代表企业的非效率投资水平，该值越大，说明企

业的投资效率越低。各变量定义见表1。
Ii,t = α0 + α1Li,t - 1 + α2Gi,t - 1 + α3Ci,t - 1 + α4Si,t - 1

+α5Ri,t - 1 + α6 Ii,t - 1 + ε （2）
3.2.2 解释变量

本文主要从债务期限结构、债务来源结构两

个角度选取解释变量，为了消除不同公司间的规

变量名称

新增投资

财务杠杆

TobinQ
现金持有量

企业规模

股票收益率

上期新增投资

符号

Ii，t
Li，t-1
Gi，t-1
Ci，t-1
Si，t-1
Ri，t-1
Ii，t-1

定义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

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期初资产总额

上一年年末总负债/总资产

上一年市值/总资产

上一年年末货币资金／总资产

上一年年末企业资产总额的自然对数

上一年考虑现金红利再投资的年个股回报率

上一年的新增投资，计算方法同上

表1 预期投资残差模型变量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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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差异，分别除以期初总资产，具体指标如下。

债务期限结构：长期债务（X1） =（长期借款+应付债

券） /期初总资产

短期债务（X2） = 短期借款/期初总资产

债务来源结构：商业信用率（X3） =（应付票据+应付

账款+预收账款） /期初总资产

银行借款率（X4） =（长期借款+短期借款+一年内到期

的非流动负债） /期初总资产

3.2.3 控制变量

煤炭是我国的主体能源，煤炭企业的投资受

宏观政策调控影响很大，通过或收缩或宽松的货

币政策来改变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考虑到政府

调控、自由现金流及公司治理等因素的影响，本

文选取货币政策（X5）、企业规模（X6）、流动资产

比率（X7）、总资产增长率（X8）以及企业自由现

金流（X9）作为控制变量，为消除规模差异，对数

据进行了标准化处理。

货币政策作为制度因素虚拟变量，衡量方法

如下：对货币供应量M2增长率时间序列进行HP
滤波，设时间变量M2t含有趋势因素M2Tt和波动因

素M2Ct，通过HP滤波法将M2中的趋势因素分离出

来，见公式（2）。

∑min t = 1T { }( )M2t - M2 Tt 2 + λ[ ]c ( )L M2 Tt 2
（3）

如果实际M2增长率高于趋势项，则相应年度

界定为货币政策宽松年度，货币政策取值为0，否则

界定为货币政策紧缩年度，取值为1，结果见表2。
表2 2009—2017年制度因素变量取值

3.3 模型构建

本文主要研究货币政策影响下煤炭上市公司

债务结构与非效率投资的关系，因此，引入反映

远期投资机会的自由现金流、反映近期投资机会

的总资产增长率以及企业规模等对企业投资行为

有重要影响的因素，分别验证债务期限结构和债

务来源结构对非效率投资影响，构建回归模型

（Ⅱ）和（Ⅲ）。
Yi,t = β0 + β1X1 + β2X2 + β3X5 + β4X6 + β5X7 +

β6 X8 + β7 X9 + θi,t （4）
Yi,t = β0 + β1X3 + β2X4 + β3X5 + β4X6 + β5X7 +

β6 X8 + β7 X9 + θi,t （5）
4 实证结果分析

4.1 描述性统计

从表 3可以看出，非效率投资水平的标准差为

0.13，说明各公司间投资效率差异不明显。将 24
家公司 9年的相关数据代入模型（1），得到 216个
残差值。残差大于 0的有 103个数据，说明样本中

存在 103个投资过度，残差小于 0的有 113个数据，

说明样本中存在 113个投资不足，投资不足占全部

样本的52.31%，我国煤炭上市公司近9年存在非效

率投资问题且总体上投资不足。

表3 2009—2017年变量描述统计表

从债务类型看，煤炭上市公司长期债务和短

期债务占总资产的比例均值分别为 19%和 12%，

由于开采周期长，煤炭上市公司更倾向于选择还

债压力小的长期负债。债务来源结构中，银行借

款和商业信用占总资产的比例均值分别为 27%和

19%，即煤炭上市公司负债融资以商业信用和银行

借款为主，且银行借款占比更大。企业规模标准

差为 1.58，规模水平相差较大。煤炭上市公司的自

由现金流的平均值较低，印证了大部分煤炭企业

存在投资不足的现象，间接说明了自由现金流会

严重影响企业的投资行为。

年度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M2数量/亿元

606 225.01
725 774.10
851 590.90
974 148.80
1 106 509.00
1 228 375.00
1 392 278.00
1 550 100.00
1 676 768.54

增长率/%
27.68
19.72
13.60
13.80
13.60
12.20
13.30
11.34
8.17

HP趋势值/%
18.81
17.72
16.56
15.38
14.18
12.99
11.79
10.58
9.35

变量取值

0
0
1
1
1
1
0
0
1

变量名称

非效率投资

长期负债

短期负债

银行借款率

商业信用率

企业规模

流动资产比率

总资产增长率

企业自由现金流

极小值

-0.361 7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0 0
19.702 2
0.071 7
-0.411 3
-0.977 1

极大值

1.118 9
4.266 8
6.867 1
9.135 3
5.288 9
27.071 8
1.000 0
2.606 8
7.529 7

均值

（0.000 0）
0.188 7
0.122 0
0.266 3
0.194 6
23.547 0
0.349 1
0.146 2
0E-7

标准差

0.127 6
0.380 9
0.484 3
0.700 1
0.434 0
1.580 6
0.145 3
0.2943
1.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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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单位根检验及相关性分析

为了解决可能存在的伪回归，首先对变量进

行平稳性检验，本文使用 LLC、Breitung、 IPS、
ADF和 PP检验方法，检验结果见表 4。结果显示：

长期负债、短期负债于 0.05的显著性水平上平稳，

其他变量均在 0.01的显著水平上平稳，拒绝原假

设，说明个体数据平稳，符合进一步进行建模的

要求。随后继续对数据进行协整检验，检验结果P
值小于 0.05，各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存在长

期相关关系，可以进行下一步的回归分析。

4.3 回归结果分析

运用 spss20.软件对在货币政策影响下，债务

期限结构和债务来源结构与煤炭企业非效率投资

的关系分别进行回归分析，具体结果见表5。
债务期限结构能在 52.1%的程度上解释投资效

率水平的变化，影响显著。短期负债增长率提高 1
单位，会带来-0.076单位非效率投资的增加，对非

效率投资起到负向作用，假设 1成立。煤炭企业短

期贷款契约的“经常性”会进一步限制企业的再

融资，对非理性投资行为有“约束作用”。长期负

债与非效率投资在 0.01的水平下显著正相关，假

设 2成立。煤炭企业的长期负债越高，管理者对债

务融资带来的现金使用权时限越长，对投资效率

有一定的不利影响。货币政策在 0.1的显著水平下

与非效率投资正相关，说明紧缩性货币政策会减

少银行贷款意愿并降低企业外部融资能力，在此

期间，企业会面临较高的融资成本和较低的信贷

规模，现金流不足会使管理者放弃净现值为正的

投资项目，造成非效率投资，假设5成立。

债务来源结构在 49.9%的程度上解释了投资效

率水平的变化，拟合程度较好。银行贷款在 0.01
的显著水平下与非效率投资呈显著负相关关系，

假设 3成立。银行贷款所占比例越大，银行债权人

发挥的监督作用越大，能有效监督煤炭企业的投

资决策行为，降低非效率投资。商业信用率提高 1
单位，会增加 0.217单位的非效率投资，假设 4成
立。由于我国缺乏完善的信用体系，商业信用的

债权人无法有效地对企业的投资活动产生约束，

更易发生非效率投资行为。企业规模与非效率投

资负相关，说明企业规模越大，管理者受到各类

债权人的监督约束作用越强，会更加有效地权衡

风险收益，有利于投资效率的提高。股权集中度

与非效率投资呈显著正向关系，说明股权越集中，

控股股东为了自身利益更倾向于投资回报高风险

大的项目，加剧非效率投资行为。

5 结 语

我国煤炭企业的非效率投资是投资不足和过

度投资并存，大约 48%的企业投资过度，大约

52%的企业投资不足。非效率投资的高低与煤炭企

业的债务结构有一定的关系，短期负债具有经常

性还款压力，银行贷款的契约条件较为严格，二

者对企业自由现金流的合理运用显示出较强的约

束，能抑制煤炭企业的非效率投资。煤炭企业商

业信用率均值为19%，大部分煤炭企业商业信用体

系不完善，债权人缺乏较强的债务监督能力，商

业信用没有发挥最佳效益，增加煤炭企业的非效

率投资。

煤炭企业要坚持投资项目的可行性分析与评

价，完善企业全过程投资风险管控体系和债务契

检验名称

LLC检验

Breitung检验

IPS检验

ADF检验

PP检验

统计量/显著性

Statistic
Prob.**
Statistic
Prob.**
Statistic
Prob.**
Statistic
Prob.**
Statistic
Prob.**

非效率投资

-17.120 7
0.000 0
-3.608 5
0.000 2
-2.530 7
0.005 7
111.388 0
0.000 0
156.639 0
0.000 0

长期负债

-4.531 2
0.000 0
-3.238 6
0.000 6
-1.712 7
0.043 4
82.147 1
0.000 8
126.888 0
0.000 0

短期负债

-8.939 3
0.000 0
-2.104 8
0.017 7
-1.765 9
0.038 7
80.940 5
0.001 1
101.175 0
0.000 0

银行借款

-9.643 0
0.000 0
-2.380 6
0.008 6
-1.681 8
0.046 3
99.678 4
0.000 0
155.017 0
0.000 0

商业信用

-15.725 6
0.000 0
-4.251 7
0.000 0
-4.651 4
0.000 0
86.205 2
0.000 6
127.367 0
0.000 0

表 4 单位根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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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约束机制，调整债务结构，科学预测资金需求。

在当前以煤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提高

发展质量为中心的战略背景下，客观制定投资计

划，有效利用上下游资源，保证企业的资金储备

以应对煤炭市场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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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截距

长期负债

短期负债

银行借款

商业信用

货币政策

企业规模

自由现金流

流动资产比率

总资产增长率

调整R方

F值

模型（Ⅱ）

Sig值 （T值）

0.000 （7.071）
0.000（13.492）
0.000 （-6.205）

0.094（1.680）
0.000（-7.506）
0.012（2.544）
0.002（3.094）
0.449（0.758）

0.521
34.392

系数

0.669
0.216
-0.076

0.017
-0.029
0.000
0.114
0.013

模型（Ⅲ）

Sig值 （T值）

0.000 （5.014）

0.000（-4.569）
0.000（10.711）
0.170（1.378）
0.000（-4.997）
0.142（1.474）
0.704（0.381）
0.001（3.355）

0.499
31.642

系数

0.481

-0.058
0.217
0.014
-0.019
0.000
0.014
0.059

表5 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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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十九大报告提出“推进绿色发展”，绿色低碳

是能源发展的主旋律。绿色发展强调经济与生态

的共赢，主要包括环境友好、资源节约和高效利

用。在倡导绿色发展的理念下，如何对煤炭这种

“黑色能源”进行合理的开发和利用，日益受到人

们的重视。2018 年以后，化解过剩产能的重点不

再是简单的“量的指标”，而更关注企业的经营实

际，去产能进入结构性去产能的时代。煤炭去产

能与转型升级是煤炭行业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的两个重要方面，去产能只是治标之法，不能解

决煤炭资源型城市发展的根本问题，提高煤炭开

发效率成为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的关键。如果应

对得当，节能降碳和生态环保的外在压力就可以

转化为行业转型升级的内生动力，形成行业新的

经济增长点和价值源泉，实现结构性去产能，促

进煤炭产业结构升级，实现煤炭企业盈利持续改

善。因此，研究对有限的煤炭资源进行内涵挖潜，

提高资源开发效率，协调煤炭资源开发过程中生

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三者间的关系，进

而实现结构性去产能，有利于煤炭资源型城市转

型升级，具有一定实践意义。

1 煤炭开发效率的界定

煤炭开发效率概念的界定，目前仍没有统一

的严格标准去表述。在当前的“去产能”环境下，

必须明确产能与效率的关系，去产能是要淘汰落

后产能，提高煤炭开发效率是优化产能，因此，

基于DEMATEL煤炭开发效率评价影响因素研究

刘 颖 1，2 ，戚宏亮 2，宁云才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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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开发效率去研究优化产能的路径，更有利于

煤炭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过去，理论界通常认

为煤炭资源开发效率是开发中资源节约与合理利

用总体水平的量化指标，主要包括矿产开采回采

率、选矿回收率、共伴生矿产的综合利用率，用

“矿产综合利用率”（P） 和“矿产综合利用指数”

（N）作为衡量矿产资源综合利用水平的主要指标。

P 反映某矿山企业或某设定范围的矿产资源综合利

用水平，N 反映矿产资源中共伴生组分回收利用

的 广 度 ， G 是 三 废 利 用 加 分 值 。 即 ：

K = K1 ( ε采·ε选 ) + K2P + N + G，其中：K1、K2、K3

是代表影响程度的系数，在此可体现对矿产开发

效率不同矿种的回采率、选矿回收率及综合利用

率的不同影响程度。影响程度的系数值分别由专

业人士、矿产资源管理部门进行研究和确定，在

此基础上公布之后共同执行[1]。据Fare[2]所定义，组

织效率可用投入产出比来评价，它主要度量组织

资源利用的情况，当我们使成本下降或使产出价

值提高，则组织效率提升。简单地说，一方面是

开发产出矿产品及其产生的经济、环境、社会成

果，另一方面是投入开发的矿产资源人力、技术

的质量和数量，二者的比称之为矿产资源的开发

效率。产出应包括投资产出效益 （矿产品产值、

采矿利润）、资源方面的效益（矿产品的高效率和

集约化加工、满足下游产业程度），还包括对社会

做出的贡献（促进就业、促进GNP增长）。投入要

从以下几方面研究，首先，煤炭开发的资源管理

和布局要进行科学的设计，防止出现浪费；其次

是在经济上，这里的投入应包括经济方面的投入

（具体包括基础建设投入、技术改造投入、科技创

新投入、生产营运成本等）、人力数量方面的投入

（比如人力资源数量）、用于环境方面的投入 （采

矿用地、绿化地占用） 等；再次，要考虑对环境

做出的生态补偿 （生产和排出废料、破坏植被）

等[3]。另外，煤炭开发效率的提高离不开技术研发

投入，综合机械化开采向人工智能化转变，使用

绿色、高效智能开采技术将使效率实现巨大的提

高，这些都是影响煤炭开发效率的主要因素。煤

炭资源开发效率主要是开发过程中完成的质量，

即以较低成本获得所需的资源，在投入一定时，

获得产品价值越大效率越高，在所获得产品价值

一定时，投入越少则效率越高，效率主要体现在

煤炭企业开发煤炭资源的过程环节。煤炭开发过

程中受到资源、经济、社会、环境和技术 5方面因

素的制约，这 5因素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相互协

调，其中经济要素主要是经济投入和利益方面内

容；社会要素主要是为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保

障矿工的安全和健康；环境要素主要是生态环境

的保护与改善；资源要素则是尽可能地减少生产

过程中对各种资源的消耗，提高资源效率；而技

术要素是为其他要素的发展提供最好的技术支持。

这些因素有着共同的最终目标，那就是提高煤炭

资源开发效率。

2 DEMATEL方法及计算

对于煤炭开发效率的影响因素，应用DEMA⁃
TEL（Decision Making Trial and Evaluation Labora⁃
tory）方法衡量因素之间影响及被影响程度，发现

其中重要的影响因素，以便于提出实际的可操作

性建议。DEMATEL为决策测试与评估实验室，主

要运用 graphtheory，根据系统中各因素间的逻辑关

系，测算出直接影响矩阵，计算各因素的中心度

和原因度，使问题的重要影响因素以及内部构造

得以揭示[4]。

在这种方法中，0、1、2、3、4分别代表影响

程度的 5个层次，代表因素 j受因素 i的影响程度分

别是“无”“较小”“小”“大”以及“很大”等程

度，得出综合影响关系见表2。
假设 X = ( )aij

n × n
( )aij

n × n，其中因素 ai表示对因素

aj的直接影响程度，若 i = j，则aij = 0。
规范化直接影响矩阵G( )G = [ ]gij

n × n
和综合影响

矩阵T ( )T = [ ]tij
n × n

为

G =
1

max
1 ≤ i ≤ n∑

j = 1

n

aij

X
（1）

已知0≤gij≤1。
T = G ( I - G )-1 （2）

其中 I为单位矩阵。

计算各因素的影响度 fi、被影响度 ei、中心度

mi和原因度ni。

fi =∑
j = 1

n

tij( )i = 1,…,n （3）
ei =∑

j = 1

n

tij( )i = 1,…,n （4）
mi = fi + ei( )i = 1,…,n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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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 = fi - ei( )i = 1,…,n （6）
wi =

1

∑
i = 1

n

mi

( )i = 1,…,n
（7）

其中：tij代表因素 j受因素 i的直接和间接影响

的程度，或者代表因素 j受因素 i的综合影响程度。

综合影响矩阵T中的各行相加是所有其他因素受各

行所对应因素的综合影响值，代表影响程度；综

合影响矩阵T中的各列相加是其他所有各因素受各

列所对应因素的综合影响值，代表被影响程度；

原因度是各因素的影响程度与被影响程度之间的

差额，原因度值大于零，说明该因素对其他因素

影响较大，可以称为原因因素，原因度值小于零，

则说明该因素受其他因素影响较大，可以称为结

果因素；中心度用来说明该因素在整个系统中的

重要程度，是各因素的影响及被影响程度的总体

表现。

3 煤炭开发效率影响因素的指标体系

3.1 资源因素

煤炭资源开发的过程是诸多要素综合作用的

过程，不仅需要原材料的投入，还涉及到资本、

劳动力等其他资源的投入。另外，我国煤炭资源

开发效率一方面体现在其资源固有优势，另一方

面又受外部地理环境因素的影响，因此评价应结

合我国煤炭资源开发的特点，参考Rashe等建立的

能源、人力和资本的三要素生产函数[5] ，本文选择

了煤炭资源赋存特征条件、经济地理和人力资源

等指标。

3.2 经济因素

当前情况下，有很多研究人员认为衡量资本

投入的指标应该用资本存量 （即物质资本） [6-7]。

但因为资本存量指标牵连到资本利用效率的问题，

能源利用过程中并没有全部被利用，所以这一指

标在本研究中不合适，不能用来科学的评价资本

消耗量。固定资产在本期生产中的转移价值，即

本期物质资本消耗用固定资产折旧反映，因此衡

量资本方面投入时，本文选取本期固定资产折旧。

在选取产出指标时，因为处于不同地区煤炭企业

的开采品种与开采方式各不相同，煤炭的生产

量无法对比，所以评价产出指标选择销售收入。

3.3 社会因素

煤炭资源开发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将直

接拉动国民经济的发展，增加劳动力需求，增加

就业机会，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实现共同富裕。

社会指标主要是评价煤炭资源的开发对人们生活

的影响以及为实现国家和地方的各项社会发展目

标所做的贡献与影响。主要包括两个指标：人身

安全和社会经济贡献。

3.4 环境因素

从环境的角度看，环保指标反映了生态及资

源环境的保护程度。按照环境友好的发展要求，

改变传统采煤工艺造成的生态与环境问题，实现

煤炭资源的采出率高、生态环境损害小、共伴生

资源协调开采的绿色发展[8]。主要包括 3个指标：

矿山生态保护程度、生态恢复度和采出率。

3.5 技术因素

技术反映企业给定一组投入获得最大产出的

能力。技术能够实现全员效率高、生产信息化与

智能化程度高的高效开采。主要包括 3个指标：采

掘机械化程度、原煤工效和生产管理信息化程度，

煤炭开发效率影响因素指标体系如图1所示。

图1 煤炭开发效率影响因素指标体系

4 指标分析

首先，确立各因素对其他因素的直接影响。

将评价指标体系制成调查问卷，采用专家调查法

进行调研，本次调研共发放问卷 200份，有效问卷

150份，有效回收率为 75%。问卷填写者主要为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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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因素α1α2α3α4α5α6α7α8α9α10α11α12α13α14

α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α2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α3
0
0
0
0
2
1
3
0
0
0
0
4
0
4

α4
0
0
0
0
2
0
0
0
0
2
1
2
2
2

α5
4
4
4
4
0
2
2
2
2
2
2
2
2
2

α6
4
0
4
2
4
0
0
0
0
0
0
4
1
2

α7
3
3
1
1
4
1
3
3
3
1
1
1
1
1

α8
2
0
1
0
3
0
0
0
0
1
1
2
2
2

α9
2
0
0
0
3
0
0
0
0
1
0
0
0
0

α10
3
0
4
4
3
0
0
1
1
0
2
2
0
1

α11
2
0
3
3
2
0
0
1
0
0
2
2
0
1

α12
0
0
2
2
4
0
0
0
0
0
0
0
0
2

α13
4
0
4
2
4
0
0
0
0
3
4
4
0
0

α14
0
0
3
1
3
0
0
0
0
0
0
1
0
0

表1 影响因素间的直接影响矩阵

炭企业中高层管理者、高校教师和专家学者，他

们能够较好地理解本问卷的内容，从而保证了数

据的有效性。各因素对其他因素的直接影响情况

见表1。
其次，采用MATLAB软件编程计算，通过正

规化直接影响矩阵，求得综合影响矩阵，见表2。
最后，由表 2可知，如果想提高煤炭开发效

率，首先必须把握原因指标，因为原因因素对其

它因素的影响较大，原因指标不易改变，而结果

指标易改变。根据表 2，容易看出煤炭开发效率的

原因因素为资源赋存特征、经济地理、人力资源、

固定资产折旧、销售收入、采掘机械化程度和生

产管理信息化程度。权重前三名的有：销售收入

（0.150 2），人力资源 （0.097 6），社会经济贡献

指标

资源赋存特征

经济地理

人力资源

固定资产折旧

销售收入

人身安全

社会经济贡献

生态保护程度

生态恢复度

资源综合利用率

采出率

采掘机械化程度

原煤工效

生产管理信息化程度

编号α1α2α3α4α5α6α7α8α9α10α11α12α13α14

影响度 f
1.155 9
0.445 2
1.348 9
1.032 5
1.662 5
0.269 7
0.495 9
0.382 3
0.333 5
0.527 0
0.657 7
1.242 0
0.438 8
0.978 0

被影响度e
0.000 0
0.000 0
0.791 7
0.647 5
1.633 8
1.079 0
1.410 2
0.775 8
0.351 9
1.061 7
0.813 9
0.599 6
1.318 7
0.486 0

中心度m
1.155 9
0.445 2
2.140 6
1.680 0
3.296 3
1.348 7
1.906 1
1.158 1
0.685 4
1.588 7
1.471 6
1.841 5
1.757 5
1.464 0

原因度n
1.155 9
0.445 2
0.557 1
0.385 1
0.028 7
-0.809 3
-0.914 3
-0.393 5
-0.018 3
-0.534 7
-0.156 3
0.642 4
-0.879 9
0.492 1

权重w
0.052 7
0.020 3
0.097 6
0.076 6
0.150 2
0.061 5
0.086 9
0.052 8
0.031 2
0.072 4
0.067 1
0.083 9
0.080 1
0.066 7

表2 综合影响关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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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6 9），说明这些指标在煤炭开发效率上具有

较重要的作用，针对以上分析结果，有以下几点

启示：①在国家宏观调控煤炭产量的前提下，销

售收入的提高主要靠煤价的提高，所以要提高煤

炭开发效率，煤价是关键，在科学开采条件下，

考虑开采的完全成本，深入研究资源、安全和环

境成本的实现方式，探索科学的定价机制及政

策[9]，提高煤炭企业的经济效益。②人力资源是影

响其开发效率的关键，煤炭企业面临人才流失严

重、人才结构失衡和劳动力短缺等问题，更需注

意煤炭行业人力资源的积累和培养。③评价煤炭

开发效率不仅要考虑经济效益，还要重视社会方

面的因素，比如煤炭工业在工业产值中的比重，

反映它对地方经济的贡献，拉动经济的发展、增

加劳动力需求和扩大就业机会。④科技投入和技

术创新，提高机械化、自动化和智能化水平，加

强产学研合作，实现科研成果转化[10]。⑤在绿色

发展理念下，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最大限度降

低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向协调可持续发展模式转

变，探索经济结构与能源效率的内在关系，实现

资源型地区经济、社会、环境、资源、城市功能

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大力推进矿产资

源开发效率成为促进资源型城市转型升级的重

要途径，促进煤炭产业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

5 结 语

本文利用DEMATEL方法分析煤炭资源开发效

率影响因素指标，得到指标权重排序，一方面为

研究煤炭资源开发效率评价建立了基础，另一方

面可以依据权重找出能够有效改善评价结果的指

标，为提高煤炭开发效率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帮助。

此外，因为要尽可能考虑有数据的指标，所以本

文在选取指标上可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指标体

系也并不是绝对固定不变，可运用此方法对指标

进行一定的调整。下一步将深入进行实证研究，

继续探讨提高煤炭开发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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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

献，但同时也引发了我国的环境问题[1]。研究表

明，外商直接投资加强了中国能源消耗，但同时

促进了我国制造业能源强度的下降[2-4]。国外直接

投资主要以制造业为目标，这与我国产业结构发

展趋势相背离[5]。同时，外商直接投资对能源利用

效率有显著影响，不考虑人力资本、研发投资变

量时，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能源消耗的正效应减

弱[6]。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提高了我国能源的消耗

量，且外商直接投资地方和企业的能源利用率也

随之增加[7]。综上，学界虽对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

能源消耗的关系进行了一定的研究，但并未就外

商直接投资对陕西省能源消耗的影响进行专门研

究，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陕西省能源消耗的影响，

对陕西省经济发展以及能源结构调整具有重要意

义。

1 陕西省外商直接投资与能源消费现状

1.1 陕西省外商直接投资总量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陕西省在利用外资量、外资

企业数量、外资企业规模等方面都发生了质的飞

越。在 2000年以前，陕西省累计利用外资金额只

有 27.9亿美元。而在随后的十几年间，陕西省利

用外资额突飞猛进，截至 2012年年末，陕西省利

用外资的项目高达 5 600余个，合同外资突破 50亿
美元，达到 51.5亿美元，实际利用的外资高达 29.3
亿美元。在此期间，除市场经济起步初期和由于

全球金融危机而导致的实际利用外资额减小的年

外商直接投资对陕西省能源消耗的影响研究

陈兴平 1，2，邹 嘉 3

（1.安康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陕西 安康 725000；2.陕南生态经济研究中心，陕西 安康 725000；3.无锡市住房公积金中心，江

苏 无锡，71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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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以外，其他年份其数额一直保持着强劲增长，

并且来陕发展的企业中不乏世界 500强的公司，这

些世界先进企业不仅为陕西带来了建设资金，同

时也引进了先进技术、管理经验，提高了劳动者

的综合素质，对整个陕西省促进对外开放、加快

现代化进程、发展社会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贡献。1983—2012年陕西省

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见表1。
表1 陕西省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 万美元

注：本文所用数据来自于国家统计局网站。

1.2 陕西省外商直接投资结构现状

相关数据表明，21世纪以来，陕西省因自身

发展需要和外商投资方向的转变，各行业实际利

用外资额的数量和比例均有所变化。2001年实际

利用外资总额为 35 174万美元，其中，制造业、

社会服务业、房地产业分别位列外商投资量最多

的产业前三名，分别为 18 274万美元、3 798万美

元和 2 194万美元。由数据可以看出，21世纪初期

外商在陕西省的投资主要集中于第二产业，并且

是其他两个产业的投资额的数倍。2012年，陕西

省实际利用外资额为 293 609万美元，约为 2000年
的 8.4倍。其中制造业实际利用外资额为 140 455
万美元，仍保持第一名位置，且远超其他产业，

而房地产业上升为第二位，共利用外资 34 247万
美元，批发与零售业以 29 562万美元居于第三位。

由此可见，制造业和房地产业是外商在陕投资的

最主要产业，但制造业所占比重有所下降，外商

投资方向有向第三产业服务业转移的趋势，这也

恰好符合陕西未来的发展规划。

1.3 陕西省能源生产现状

陕西省幅员辽阔，自然资源丰富，尤其是煤、

油等能源类资源最多。凭借着巨大的天然优势以

及重要的区位优势，吸引了众多能源类企业在陕

西省投资。陕西省政府也意识到利用能源发挥自

身优势的战略意义，大力发展能源经济， 1990
年，陕西省能源生产总量为 2 505.27万 tce，截

至 2000年，能源生产总量增长至 3 805.11万 tce，
2012年时，此统计数值已高达 41 908.36万 tce，能

源生产量多次实现突破。从能源种类来看，1990
年时，生产出的能源中 94%为原煤，2000年左右，

原煤生产量占能源总量降至 70% 左右，截至

2012年，原煤量回升为 77.82%。由此可见，陕西

省能源主要还是依靠原煤的产出进行发展，与此

同时，陕西省不断开发新能源，探寻新的发展思

路，推进能源民生和“气化陕西”等工程。

1.4 陕西省能源消费现状

1.4.1 陕西省能源消费总量现状

陕西省能源消费主要以煤炭为主，1990年全

年陕西省煤炭消费总量为 1 913.69万 tce，占消费

总量的 85.5%；2000年煤炭消费量微降至 1 866.64
万 tce，同时所占比例也降至 71.3%；2012年，煤

炭消费量飙升至 7 828.57万 tce，占总量的 73.67%。

其原因是陕西省正处于工业化中期，近年随着工

业的较快增长，对煤炭消费量也不断扩大。陕西

省煤炭产量较高、煤质好、煤价低，在使用煤炭

资源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价格优势。

1.4.2 陕西省能源消费结构现状

2011年，陕西省三大产业部门能源的消费量

占能源消费总量比例分别为 2.50%， 64.55%和

19.53%，见表 2。由表 2可知，陕西省 2001—2011
年能源消费特征主要表现为：能源消费增长较快

且消费结构比较单一；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化石

能源，煤炭的消费比重较大；工业消费占据主体

的地位。

2 外商直接投资对陕西省能源消费影响分析

2.1 外商直接投资实证分析

2.1.1 分析模型的建立

为了分析方便，选取 2000—2012年陕西省外

商直接投资实际利用额和能源消耗的数据，为了

减小数据的波动性对模型的影响，模型变量选取

了对数形式，建立的模型为：ln Et = α0 + α1 ln FMt。

表2 陕西省能源消费结构和能源消费产业结构 %

年份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FDI
25
1 807
1 374
3 717
7 278
11 173
9 719
4 191
3 159
4 583

年份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FDI
23 432
23 809
32 407
33 008
62 816
30 010
26 528
30 042
35 174
41 064

年份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FDI
46 602
52 664
62 839
92 489
119 516
136 954
151 053
182 006
235 483
293 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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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Et表示 t年陕西省的能源消费总量，单

位为万 tce；FMt表示 t年陕西省外商直接投资的实

际利用额；α0表示截距项；α1表示外商直接投资对

能源消耗的影响系数。

2.1.2 模型检验

采用 2000—2012年的时间序列数据，为满足

假定条件和后续假设检验的科学性，首先对变量

进行了ADF检验，来判断序列的平稳性。

通过 Eviews软件分析可得表 3，由表 3可知，

在陕西省外商直接投资和能源消费两个变量的

ADF检验中，P值均大于临界值。因此，变量序列

为非平稳序列。

由于变量序列均为非平稳序列，因此，对序

列进行一阶差分后，得到变量的P值小于临界值，

见表4。因此，一阶差分之后的序列为平稳序列。

综上得出的 3个变量，虽然都是不平稳的，但

都属于一阶平稳，若建立 3个变量组成的回归方

程，需采用协整检验来确定是否稳定，如果是稳

定的，则回归方程表现的 3个变量长期关系就能显

现，具有经济意义，协整检验的第一目的就是为

年份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煤炭

69.73
68.90
71.07
69.05
77.50
76.40
76.40
72.40
73.90
77.46
74.67

石油

24.26
24.81
22.88
22.01
17.40
15.10
15.10
17.80
17.00
17.40
16.06

其他

6.01
6.29
6.05
8.94
5.10
8.50
8.50
9.80
9.10
5.13
9.28

第一产业

1.82
1.67
1.57
2.48
2.85
2.68
2.68
2.64
2.52
2.63
2.50

第二产业

51.81
52.29
40.30
47.27
58.89
55.49
55.49
55.86
55.18
62.75
64.55

第三产业

18.88
18.09
22.79
25.60
30.11
26.39
26.39
26.02
29.50
20.49
19.53

t-Statistic
Prob.

Test critical values： 1% level
5% level
10% level

log（E）
-0.632 464
0.824 6

-4.200 056
-3.175 352
-2.728 985

log（FM）
0.704 102
0.985 4

-4.200 056
-3.175 352
-2.728 985

log（RD）
1.119 072
0.995 0

-4.057 910
-3.119 910
-2.701 103

t-Statistic
Prob.

Test critical values： 1% level
5% level
10% level

log（E）
-4.334 639
0.008 1

-4.200 056
-3.175 352
-2.728 985

log（FM）
-3.233 681
0.045 6

-4.200 056
-3.175 352
-2.728 985

log（RD）
-4.069 613
0.010 9

-4.121 991 0
-3.149 920
-2.713 751

表3 陕西省外商直接投资和能源消费两变量的ADF检验值

表4 对陕西省外商直接投资和能源消费序列进行一阶差分后所得变量的P值

Variable
C

LOGFM
R-squared

Adjusted R-squared
S.E. of regression
Sum squared resid
Log likelihood
F-statistic

Prob（F-statistic）

Coefficient
1.612 581
0.443 960
0.987 200
0.985 778
0.015 574
0.002 183
31.279 36
694.137 6
0.000 000

Std. Error
0.084 783
0.016 851

Mean dependent var
S.D. dependent var
Akaike info criterion
Schwarz criterion

Hannan-Quinn criter.
Durbin-Watson stat

t-Statistic
19.020 01
26.346 49

Prob.
0.000 0
0.000 0
3.842 899
0.130 589
-5.323 521
-5.251 176
-5.369 124
1.009 099

表5 陕西省外商直接投资对能源消耗总体回归模型的具体回归结果

陈兴平等：外商直接投资对陕西省能源消耗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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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处理非平稳序列的回归问题。

通过软件计算可知模型通过了协整检验，变

量之间具有长期影响关系，因此，模型成立。

2.1.3 总体模型估计

对总体回归方程进行估计，得出回归分析模

型的表达式为

logEt = 1.612 581 + 0.443 960 logFMt

回归的具体结果见表5。
由总体回归模型的回归具体结果可看出，P值

为 0.000 0，小于 0.05的显著性水平，表明陕西省

直接外商投资对能源消耗总量影响显著，并且外

商直接投资和能源消耗呈正相关，即：直接外商

投资越多，能源消耗总量就越大；反之，直接外

商投资越少，能源消耗总量就越小。为了弄清 3个
作用机制对能源消耗的影响，根据外商直接投资

的环境效应理论进行如下分析。

2.1.4 外商直接投资对能源消耗影响的效应分析

根据外商直接投资的环境效应理论，陕西省

外商直接投资对能源消耗的影响分为 3个作用机

制，分别为：规模效应（FD）、结构效应（ST）和

技术效应（RD）。变量的数据均为一阶单整，且通

过了协整检验，见表6。

Variable
C

LOGFD
LOGST
LOGRD
R-squared

Adjusted R-squared
S.E. of regression
Sum squared resid
Log likelihood
F-statistic

Prob（F-statistic）

Coefficient
2.277 408
0.165 613
0.063 210
0.354 830
0.997 452
0.996 360
0.007 879
0.000 435
40.157 17
913.443 2
0.000 000

Std. Error
0.137 161
0.054 078
0.042 977
0.067 896

Mean dependent var
S.D. dependent var
Akaike info criterion
Schwarz criterion

Hannan-Quinn criter.
Durbin-Watson stat

t-Statistic
16.603 92
3.062 503
1.470 796
5.226 069

Prob.
0.000 0
0.018 3
0.184 8
0.001 2
3.842 899
0.130 589
-6.574 031
-6.429 342
-6.665 237
2.552 448

表6 陕西省外商直接投资对能源消耗总体回归模型的协整检验值

因此，建立的多元回归模型表达式为

logE t = 2.277 4 + 0.165 6 logFDt + 0.063 2 log st + 0.345 8 logRD
基于上述分析，可得到如下结论。

1）规模效应与能源消耗呈正相关关系，即陕

西省的能源消耗量随着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增大

而增大，随投资规模的减小而减少。

2）结构效应与能源消耗呈正相关关系，即陕

西省的能源消耗量随着外商直接投资在第二产业

中比重的增大而增大，随投资规模的减小而减少。

3）外商投资的技术效应与能源消耗呈正相关

关系，即技术效应增加使得能源消耗增加，也就

是技术的进步会增加能源总量的消耗。

2.2 国内投资实证分析

选取 2000—2013年间陕西省国内固定资产投

资实际利用额和能源消耗数据，运用同样的方法

分析陕西省国内固定资产投资与能源消耗的关系，

通过分析得到以下结论。

1） 国内投资的规模效应与能源消耗呈正相

关，即陕西省吸收的国内投资量越大，能源消耗

量就越大，相反，其能源消耗量随投资规模的减

小而减少。

2）国内投资的结构效应对能源消耗量的影响

非常不显著，也就是说国内投资的方向对陕西省

能源消耗量的增减并无太大关系。

3）国内投资的技术效应对能源消耗的影响不

显著。国内投资在技术提高方面的影响对陕西省

能源消耗量的改变并不起到任何作用。也可以从

侧面反映出国内资金在对陕西投资中，不重视提

高能源利用效率的技术和减少能耗的技术。

3 外商直接投资和国内投资分别对于陕西

省能源消耗影响的区别

上述检验结果分析对比了外商和国内直接投

资对于陕西省能源消耗的影响，由分析结果可知，

34



2019年第2期

外商直接投资分别在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技术

效应层面对陕西省能耗量都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

而国内投资只从规模效应上体现了其作用。

外商直接投资和国内投资数量的增长都对陕

西省能源消耗起到了正效应，即投资规模的增大

导致了能源消耗量的增长。外商直接投资最明显

有别于国内投资对陕西省能源消耗影响体现在两

方面。

1）从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效应可看出，其投

资的重点集中于第二产业，而第二产业又是高耗

能、高污染的集中产业，第二产业高占比造成了

能源消耗的增加。鉴于陕西省是中国能源大省，

在陕西省投资第二产业可以减少运输费用、管理

费用等成本，因此外商投资于陕西省第二产业自

然而然成为首选。

2）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效应为正，即技术的

提高反而使能源消耗更大。这一点与所预想不同，

但是结合陕西省实际省情也可得到合理解释。因

为陕西省正处于经济高速发展阶段，而自身产业

发展并不成熟，许多重要先进技术都得借助国外。

由于发展初期“先发展后治理”的错误理念，致

使陕西省更加重视生产量和生产总值的提高，而

忽视对能源的合理利用。外商投资更加看重的是

陕西省丰富的能源储量，其为陕西带来的技术多

为扩大生产，并不能很好地顾及节能技术和节能

产品的开发与运用。此外，陕西省自身条件不足

以实现节能技术的利用也是不可回避的硬伤。

4 政策建议

为了合理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进一步降低能

源消耗，实现陕西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依据

分析结论，提出如下建议。

1）合理引进外资，减少高耗能高污染外资的

进入。对外商直接投资，陕西省各级政府一定要

有所取舍，应坚定不移地实现从“招商引资”到

“招商选资”的转变。对能源消耗高、环境污染严

重的国外项目坚决不予引进，对已经引进的进行

整改或者取缔。还应不惜成本引进国外节能技术

和节能产品，利用好技术溢出效应，对国外先进

的节能技术进行学习和模仿，对采用节能技术的

国内外企业给予政策上的优惠和补贴。

2）合理引导外资流向。目前，外资在陕西省

的三大产业中第二产业占比最大，第二产业的能

耗较第一、第三产业的能耗高，因此，应引导外

资向第一、第三产业转移，从而提高第一、第三

产业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改变产业结构。同时，

还应引导外资在各个产业内部的合理分配。

3）大力发展节能减排技术。政府在引导外资

进入的同时，应鼓励外资企业带来先进技术。为

此，政府应加快相关知识产权保护机制的建设，

在引进外资时，尤其要注重对节能技术的引进，

给引进和开发节能技术的外资企业提供相应的优

惠政策，以吸引外资企业来陕西省投资。

4）完善能源保护制度，加大监管力度。在引

进外资时，政府应该坚决禁止外资毫无节制地利

用、浪费陕西省的能源，如果存在外商触犯能源

保护法，必须严厉惩治。同时还应建立监督机构，

查处触犯能源保护法的机构和个人，以防止浪费

能源、污染环境现象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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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煤炭企业在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发挥了重

要作用，其发展和转型直接关系到城市体系乃至

区域和国家的发展大局。长期以来，煤炭企业开

采和加工程度低，产业结构单一，科技创新能力

不足，企业的长远发展受到了严峻的挑战[1]。煤炭

企业要想走出发展困境，摆脱对自然资源的依赖，

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完成从资源型企业向非

资源型企业的顺利过渡，唯一的路径只有创新。

煤炭企业只有提高自身创新能力，减缓资源的消

耗速度，才能为企业的转型发展争取更多的过渡

时间，提高企业的生存几率。

1 研究背景与现状

与高新技术企业不同，煤炭企业依靠资源起

家，在以往的生产活动中，对于创新能力没有很

高的要求，相比之下，并不具备创新优势。而创

新本身又是一个复杂系统，不只是单一要素的作

用，而且各要素之间存在复杂的、非线性的交互

作用，具有集合性、相关性、动态性以及自组织

性等复杂性特征，因此，提高煤炭企业的创新能

力必须从系统的、总体的角度来考虑。而创新联

盟网络能够将众多煤炭企业联系在一起，企业间

的联盟关系提供了异质性创新资源的可访问性，

能够促进创新资源共享，提升煤炭企业创新能

力[2]。但是煤炭企业之间的创新联盟网络本身并不

存在，需要通过煤炭企业或者外部的力量去构建，

本文通过引入NK模型来研究煤炭企业创新联盟网

基于NK模型的煤炭企业创新联盟网络形成路径研究

赵红梅，刘丹琪
（黑龙江科技大学 管理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22）

摘 要：基于NK模型建立了煤炭企业创新联盟网络形成路径的适应度景观，并运用MATLAB仿真

来探讨和分析煤炭企业间创新联盟网络形成路径以及不同路径的特征与规律。结果表明：创新联

盟网络产生期一般采取他组织路径，成长期由他组织路径向自组织路径过渡，适应性游走使得企

业创新能力提升，但经常限于局部最高峰。成熟期时，企业通过自组织路径构建联盟网络，通过

“短跳”和“长跳”相结才能避免囿于局部高峰，提升企业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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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formation path of coal enterprise innovation alliance network based on
NK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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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the NK model， the fitness landscape of the coal enterprise innovation alliance network formation path
was established，MATLAB simulation was used to explore and analyze the formation path of the innovation alliance network
among coal enterprises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laws of different path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generation period of the
innovation alliance network generally adopts other organizational path， and the transition from other organization path to the
self-organization path in the growth period made the enterprise's innovation ability improve，but it was often limited to the lo⁃
cal peak. In the maturity stage，enterprises built alliance networks through self-organizing paths，and combined“short jump”
and“long jump”to avoid being confined to local peaks and enhance their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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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的形成路径。

众多学者从不同方面探索创新联盟网络对于

企业创新的影响，并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李奉

书[3]通过构建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来分析联

盟创新网络嵌入性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机

制；杨张博[4]研究企业间的间接联系以及联盟的多

样性如何影响企业的技术创新；詹坤[5]研究网络地

位及网络关系如何通过资源流动、控制治理来间

接影响创新能力。尚未有学者将NK模型与创新联

盟网络相结合，运用到煤炭企业的创新能力提升

当中，本文尝试基于NK模型来探索煤炭企业间创

新联盟网络的形成路径，通过建立创新联盟网络

来提高煤炭企业创新能力。

2 NK模型的引入

适应度景观理论在 1932年的时候由Wright[6]提
出，他认为，物种的进化过程可以看作是一个在

山谷和高峰的三维景观上的迁徙或自适应行走的

过程。景观中“山峰”代表基因组合的高适应

度，而“山谷”代表低适应度。不同基因组合

适应值的差异形成的景观称为适应度景观，如

图 1所示。

图1 适应度景观

Kauffman[7]在Wright基础上研究出了NK模型。

其中 N是生物基因的个数，K代表与一个基因有

相互作用的其他基因的个数 （称为上位基因），生

物的基因型通过影响表型从而间接决定了生物的

适应度。每个基因的可能形态称为等位基因，基

因组合及其适应度构成适应性景观。生物进化就

是在众多基因组合中，不断寻找更高的适应度。

3 采用NK模型研究的可行性

煤炭企业创新联盟网络构建路径的演化过程

之所以可以参照生物演化，是因为当NK模型运用

在生物演化中，是为了研究N和K各为何值时，生

物进化能有最高的适应度。而当NK模型运用在煤

炭企业创新联盟网络构建路径的演化过程，可以

研究N和K各为何值时，网络构建的影响要素占有

较好的生态位，从而能找到创新联盟网络的最优

形成路径[8]，因此，将NK 模型应用于研究煤炭企

业创新联盟网络构建路径的演化具有一定的科学

依据。

4 创新联盟网络构建路径影响要素分析

由于联盟网络构建路径的演化景观是动态变

化的，因此要想达到一个高适合度，必须通过不

断地“爬坡”，来寻找最高峰。煤炭企业的创新联

盟网络的构建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因为煤炭企业

一直以来是依靠开采资源和加工初级产品实现企

业的发展，忽略了自身创新能力的提升，也几乎

没有技术上的合作伙伴，因此煤炭企业的创新联

盟网络构建比高新技术企业难度更大。只有把网

络构建过程作为一个整体，运用系统的方法和理

论，才能更好的把握创新联盟网络构建要点，寻

找网络构建的最优路径。一般来说，煤炭企业创

新联盟网络构建影响要素主要有以下 4个方面，创

新主体、创新资源、创新环境和创新制度。这 4种
要素相互作用，相互耦合，寻找煤炭企业创新联

盟网络构建的最优路径。

4.1 创新主体

创新主体是联盟网络构建的首要影响因素。

煤炭企业创新联盟网络的构建初衷就是提高煤炭

企业的创新能力，实现企业的转型升级。一般来

说，企业自身有一定的创新能力，但随着产品创

新复杂程度变高，创新投入和风险的增大，仅仅

依靠企业自身的研发能力已经不能满足市场的需

求，传统的封闭式创新模式也受到了严峻的挑战。

Chesbrough[9]提出了开放式创新，开放式创新提出 3
个过程来利用外部创新：由外向内过程、由内向

外过程以及内外结合的耦合过程。在联盟网络构

建时，首先是将有着相同或相似目标的煤炭企业，

以及高校、科研院所聚集在一起，达成一定的协

议，形成联盟关系。煤炭企业创新能力提升需要

协调包括其他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以及中介机

构等多个主体来共同完成。因此，联盟网络的构

建首先要考虑将哪些企业和机构纳入整个创新联

盟网络中。

4.2 创新资源

赵红梅等：基于NK模型的煤炭企业创新联盟网络形成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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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能力提升的每一个环节都需要一定的经

济物质支撑，所以在联盟网络的构建过程中，必

须要注重创新资源的积累和流动。创新资源包括

人力、物力、财力等多个方面，丰富的创新资源

为创新活动提供了保障，Paul Chiambaretto[10]认为

一个充满更高技术资源企业的联盟网络极大地增

加了企业对新技术的接触，并且为企业提供了有

效接触和利用联盟网络中的知识的机会。煤炭企

业本身就是一种以资源作为导向的企业类型，所

以要想提升自身的创新能力，在联盟网络的构建

时必须高度重视创新资源的作用。

4.3 创新环境

创新环境最初由Gremi为代表的区域经济研究

学派提出，Gremi认为可以把企业看作环境的产

物，把创新环境视为培育创新和创新型企业的场

所。创新联盟网络本身也可以看成是单个企业创

新活动的背景环境，因此，创新联盟网络的构

建应当是为煤炭企业的创新活动提供一个良好

的环境。创新环境分为企业内部环境和外部环

境，内部环境主要包括与创新相关的人力资源

环境、基础设施环境、科技开发环境等，而外

部环境主要是煤炭企业当地的产业竞争环境、

市场环境、法律政策环境等。所以，在联盟网

络的构建过程中，需要考虑企业所处的内部环

境和外部环境。

4.4 创新制度

创新制度的设立是为了在联盟网络的构建和

运行过程中，规范网络中各个节点的行为，保障

各方权益，完善创新联盟网络中政府的服务体系，

同时引导各个煤炭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形成良

好的合作关系，培育良好的创新环境。创新制度

主要是中央与地方政府针对煤炭企业经济转型所

出台的相应政策和规定，创新制度的存在能够保

证创新活动的有序进行。

5 煤炭企业创新联盟网络形成路径NK模型构建

本文沿用NK模型的基本思想，把寻找煤炭企

业创新联盟网络最优构建路径的过程看成是进化

的生物体，把创新主体、创新资源、创新环境和

创新制度 4个要素作为煤炭企业创新联盟网络构建

的影响因素。因此N=4，为了简化起见，本文设定

煤炭企业创新联盟网络构建 4种影响要素均具有两

种状态，两种状态分别用 0和 1表示，即A=0或 1，
所以煤炭企业创新联盟构建影响要素的状态组合

就有 24=16 种可能，即： { 0000， 0001， 0010，
0100， 1000， 0011， 0110， 1100， 0101， 1010，
1001，1110，1101，1011，0111，1111}。在原始

NK模型的基础上建立煤炭企业创新联盟网络形成

路径的NK模型。原始的NK模型参数含义与煤炭

企业创新联盟网络形成路径的NK模型参数含义见

表1。
本文参照 Kauffman确定适应值的方法，即每

当某个基因状态或与之有关基因的任意状态发生

变化时，从U（0，1）均匀分布的随机变量中抽取

一个随机数，作为该基因适应度的值 fij。因此，煤

炭企业创新能力影响要素状态组合的适应度为

pi =
1
4∑j = 1

4
fij

式中： fij代表第 i个基因组合下第 j个基因的适应

度值； fij是根据第 j个要素本身的状态以及与之有

关的其他K个要素的状态从2k + 1种状态组合中抽取

的随机数。

6 煤炭企业创新联盟网络形成路径仿真结

果及分析

在NK模型的基础上，运用MATLAB仿真来研

究煤炭企业创新联盟网络形成路径以及不同路径

的特征与规律。

6.1 产生期——他组织路径

一直以来，市场和行业对煤炭企业创新能力

的要求并不太高，加上煤炭企业之间相互认知性

参数

N
K
A
F

原始的NK模型

基因总数

基因之间的相互上位作用数量

一个基因拥有的等位基因的数量

每个基因对系统整体适应度的贡献

联盟网络形成路径的NK模型

网络构建影响要素的数量

影响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

一个要素拥有的可能状态量

每个影响要素对网络构建整体适应度的贡献值

表1 NK模型参数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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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低，因此不足以激发煤炭企业自发形成创新联

盟网络的意愿。但不同煤炭企业之间相似性与互

补性是客观存在的，只是缺少第三方力量的联系，

这种情况下，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他组织路径。他

组织路径的中间人一般是政府或者中介机构，多

个煤炭企业通过这个枢纽开始联系在一起，逐渐

建立起创新联盟网络。但由于政府或中介机构对

煤炭企业自身创新能力的实际情况了解有限，始

终是站在“局外人”的角度来推动或促进煤炭企

业创新联盟网络的形成，加之联盟网络中的各个

煤炭企业也缺乏相关经验，导致所促合的联盟对

象未必符合企业的实际需求，企业只能被动地适

应周围的环境，反映在适应度景观上就是随机性

的游走。这样所产生的结果就是虽然建立起了煤

炭企业间的创新联盟网络，但创新联盟网络的效

果并不明显，煤炭企业的创新能力也没有明显的

提升，这种情况下的创新联盟网络本身也并不稳

固，不能从中受益的企业随时可能会退出，导致

联盟网络的解体。为了解这种随机性游走导致的

联盟网络的解体，对K=0，1，2，3共 4种不同情

况进行MATLAB仿真，步数为 20，涵盖各种不同

的要素状态，如图 2所示。由仿真结果可得，当K
=0时，创新能力提升的影响要素适应度的方差为

Var（k=0） =0.015 5，波动性最小，景观是最平缓

的状态。此时 4种要素之间互不影响，各要素对于

整体适应度的贡献值也是独立的。但是随着K从 0
到 3逐渐增大，适应度景观的变化也越来越明显。

此时影响要素之间的联系最为广泛，对整体适应

度的贡献值是由要素和与该要素存在关系的其它

要素共同决定。

基于以上分析，当采取他组织路径时，联盟

网络不稳定的原因与K值的大小密切相关，要素间

的相互联系越广泛，就越难攀爬到最高峰，但是

逐渐适应环境的系统能够从他组织路径向自组织

路径过渡，进入成长期。

6.2 成长期——混合组织路径

吸取了初期失败的经验和教训，企业在不断

地更新自己的创新知识库，对于联盟网络也有了

更深的了解，开始逐渐适应联盟网络，并且通过

创新联盟网络不断提高自身的创新能力[11]。同时由

于对周围环境逐渐适应，开始了适应性游走过程。

这种适应性游走即是能够在有限理性的范围内做

出正确的决策，但是也正因为有限理性的存在，

经常会出现局部最优而不是全局最优的情况。当

他组织路径常常不能为企业做出最好的选择，企

业开始通过自身来寻找与自己利益相似，能力互

补的联盟伙伴，此时就出现了他组织路径向自组

织路径的过渡阶段。由于企业刚开始通过自组

织路径来搜寻联盟伙伴，建立联盟网络，此时

的联盟网络一般规模较小，企业数目较少，因此

图2 不同K值对应的仿真结果

赵红梅等：基于NK模型的煤炭企业创新联盟网络形成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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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盟伙伴之间的联系较为紧密，呈现出强关系主

导型的自组织。但由于联盟伙伴之间的频繁而密

切的直接联系，使得企业之间相互十分了解，

很多时候反而不能激发出创新点，因此也是常

常只能达到局部最高峰，而不是全局最高峰。

由于只能达到局部最高峰，为了解决这一问

题，选取适应度值方差最小和最大的两种状态，

即K=0和K=3时的适应度景观进行仿真，结果如图

3和图 4所示。实线箭头是指达到全局最优的路径，

而虚线箭头是指能达到局部最优的路径。由图 3看
出，当K值为 0，即各影响要素互不相关时，不管

搜索起点在什么位置，都能达到全局最优解。例

如，当搜索起点位于 1001时，可以通过 1001-
0001-0101-0111达到最高峰，获得全局最优解，

适应度值也从 0.359提高到 0.766。因此当影响要素

之间关联较少时，采用适应性游走的方式可以保

证整体向最高峰攀爬。而当K=3时，如图 4所示，

企业创新能力提升的过程出现了 0111这个局部最

优，适应度为 0.739，因此，如果搜索起点选在

1011、1110以及 1111只能达到局部最优而不能达

到全局最优。

基于以上分析发现，在成长期，创新联盟网

络形成路径由他组织路径向自组织路径过渡时期，

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容易出现局部最优，因为自

组织路径中强关系主导反而不能最大限度的提高

企业创新能力。

图3 煤炭企业创新联盟网络形成路径适应性游走的景观

（K=0）

图4 煤炭企业创新联盟网络形成路径适应性游走的景观

（K=3）

6.3 成熟期——自组织路径

经过了一段时间的适应性游走，即企业从他

组织路径向自组织路径过渡，通过自组织路径寻

找适合自己的联盟伙伴，逐渐建立并扩大创新联

盟网络，联盟网络中的企业数量在逐渐增加，企

业逐渐发现组织间的疏远、不频繁的联系反而更

能够激发企业的创新点，有利于企业创新能力的

提升，因此企业开始重视相互之间的这种弱联系，

使得创新联盟网络本身也愈发稳定。

进入这个时期的企业，应将“短跳”和“长

跳”相结合，“短跳”即为企业的适应性变革，可

以保证在有限理性的范围内做出正确的决策，“长

跳”即为企业的突破性创新，能够保证不断向更

高的适应水平发展，避免局限在局部高峰上，从

而不断获得成功与发展。

7 结 语

基于适应度景观理论，建立了煤炭企业创新

联盟网络形成路径的NK模型。寻找煤炭企业创新

联盟网络最优形成路径的过程可以看做是一个在

景观地貌中不断游走的生物体，通过变革内部不

同要素的状态而攀爬到更高山峰的过程。将创新

主体、创新资源、创新环境和创新制度作为影响

创新联盟网络形成路径的四大要素，建立寻找最

优路径的适应度景观。并用MATLAB仿真对于不

同时期的形成路径进行探讨。得出如下结论。

1）创新联盟网络的产生期一般通过他组织路

径形成，此时网络的构建过程一般表现出随机性

的游走，要素间的相互联系的数量越多，就越不

容易攀爬到顶峰。这一时期的煤炭企业由于刚刚

嵌入到联盟网络中，对联盟网络整体的构建和运

行都不熟悉，因此应该尽量熟悉联盟网络的构建

和运行状况，与联盟网络中的成员适当地建立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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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联盟关系。

2）成长期的创新联盟网络开始逐渐从他组织

路径向自组织路径过渡，寻找最优路径逐渐进行

适应性游走，但这一阶段容易出现局部最优的情

况，因此这一时期的煤炭企业应该与联盟网络中

的其他成员建立多样性的联系，促进网络关系的

多样性，尽量克服局部最优的状况。

3）成熟期的创新联盟网络逐渐转变为自组织

路径。这一时期的煤炭企业需要将短跳和长跳相

结合，既要保证在有限理性的范围内做出正确的

决策，也要不断进行突破性创新，同时平衡与联

盟网络内其他成员的关系强度，使之处于一个合

理的范围，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囿于局部高峰，

从而不断获得成功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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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2015年 3月，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深化电

力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发〔2015〕 9 号），再

次推动基于建立竞争性电力批发和零售市场的电

力市场改革，以实现降低工业用户电价，减少弃

风，降低对非清洁的新燃煤电厂的过度投资等目

标。电力现货市场的发展是电力批发市场发展的

核心，现货市场可真实的反映电力商品短期供需

关系和时空价值，为有效的投资和发展提供真实

的价格信号。

国际能源署（IEA）基于经济关系和制度安排

的视角，将现货市场分为强制性电力库和双边交

易两大类型。强制性电力库属于单边交易模式，

即现货市场只有发电方参与竞争，负荷方不参与

批发竞争；而双边交易所有的能量交易都是基于

发电方和负荷方的双向选择，负荷方直接影响批

发市场的出清。中国电力市场的理想目标是建立

以双边交易为主的跨省区域市场，但市场模式本

身所需的思维方式转变以及对改革结果的不确定

性，需要引入过渡性的安排。国家发展改革委市

场与价格研究所研究员刘树杰在接受《中国电力

企业管理》 专访时提出：中国在可预见时期内，

基于市场模拟的煤电经济性分析

——以吉林省为例
刘元欣，陈 杰，袁家海

（华北电力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北京 102206）

摘 要：以吉林省为例，从负荷预测、机组竞价信息、电网调度规则 3方面模拟电力现货市场。其

中，火电机组根据平准化发电成本（LCOE）模型测算的平准化电量成本进行报价，电网公司根据

火电机组竞价曲线，以系统边际成本最小为准进行调度。通过设计供暖季有风有光、供暖季无风无

光、非供暖季有风有光和非供暖季无风无光 4种情景，比较不同情景下火电机组出力情况以及出清

电价对煤电经济性的影响。最后，对煤电参与电力现货市场以及中国电力现货市场规则的建立提供

相关参考和建议。

关键词：现货市场；最小技术出力；平准化发电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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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 analysis of coal and electricity based on market simulation
——Taking Jilin province as an example

Liu Yuanxin，Chen Jie，Yuan Jiahai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North China Electric Power University，Beijing 102206，China）

Abstract：Taking Jilin province as an example， the power spot market was simulated from three aspects： load forecasting，
unit bidding information，and grid dispatching rules. Among them，the thermal power unit quotation based on the leveling pow⁃
er cost measured by the leveling power generation cost（LCOE） model，and power grid companies were scheduled according
to the bidding curve of thermal power units with the minimum marginal cost of the system. By designing the heating season，
there are wind and light，heating season，no wind and no light，non-heating season，wind and light，and non-heating sea⁃
son，no wind and no light. the output situation of thermal power units under different scenarios and the influence of clean
electricity price on coal-fired electricity economy were compared. Finally，the relevant references and suggestions were provid⁃
ed for coal power to participate in the power spot market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China's electricity spot market rules.
Key words：spot market；minimum technology output；leveling power generation cost

发展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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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市场建设目标是建立单边交易的强制性电力

库，初期还可有更加简化版本。

本文以吉林省为例，通过模拟强制性电力库

模式的电力现货日前市场，分析以成本报价为基

础的调度对火电机组经济性的影响，为今后中国

电力现货市场规则的建立提供相关参考和建议。

1 电力现货市场设计

1.1 负荷预测

在现货市场中，由国家电网在不考虑输电约

束的情况下预测未来一天负荷，然后根据预测信息

制定发电计划以满足负荷和备用要求。由于吉林省

近6个月为供暖季（10月20日到次年4月9日） [1]，所

以将负荷分为供暖季和非供暖季。本文以 2018年
调研的实际负荷为基础，取 1月 26日和 7月 31日
实际负荷作为2种情景的预测负荷，如图1所示。

图1 供暖季与非供暖季负荷曲线

1.2 机组竞价信息

批发电价是在机组竞价基础上制定的。所有

机组需要提前一天提交第二天每 15 min交易时段

的竞价和特性参数，其中特性参数基本上包括以

下 7种信息：①发电机组增加出力速率；②发电机

组减少出力速率；③发电机组与系统进行同步运

行时的出力水平；④发电机组同步运行时的最低

出力水平；⑤发电机组与系统同步运行的最短运

行时间；⑥发电机组最小停机时间；⑦通知发电

机组同步运行所需要提前的时间等 [2] 。

风电和太阳能发电的变动成本可以视为 0。火

力发电厂所需要的费用有以下几种：燃料费、水

费、材料费、大修理费、折旧费、工资、职工福

利基金以及其他费用，其中燃料成本是电能成本

的主要组成部分，一般占到总成本的 40%～50% ，

占到电量成本的比例更大，一般在 80%～90%左

右[3]。平准化发电成本（LCOE）是指发电机组在建

设运营周期内每千瓦时的发电成本，它是一种被

广泛认可的、透明度高的发电项目成本计算方法。

假设火电机组根据其平准化电量成本报价，如公

式（1）所示。

LCOE =
A ( W ) + A ( F ) + A ( P )

A ( E ) （1）
式中：LCOE——火电平准化电量成本，包括生产

消耗性材料费、燃料费和污染排放费；A ( W )——

耗水费的年值；A ( F ) ——燃料费的年值；A ( P )
——污染排放费的年值，包括 SO2排放费、NOx排
放费和烟尘排放费；A ( E ) ——预期上网电量的年

值。

1.3 电网调度规则

参考英国强制性电力库模式，假设供电商并

不竞价去购买某一数量的电能，所有持经营许可

证的发电商必须将电能直接出售到电网公司，并

以机组为单位提交竞价信息和特性参数，电网公

司根据负荷预测以及机组的竞价生成最低成本发

电计划。

需要特别注意，吉林省火电机组占比较大，

且 93.33%为热电联产机组。供暖季为保障供热需

求，热电联产机组最低出力高于最小技术出力。

2 火电机组竞价信息计算

2.1 参数设定

吉林省机组装机容量、投产年份、机组类型、

年利用小时数、厂用电率、供电煤耗可通过

《2016年电力工业统计资料汇编》以及网上查询可

知；不同机组污染物排放量通过吉林省国家重点

监控企业自行监测信息发布平台获得；火电机组

最小技术出力由调研数据可得；平准化电量成本

LCOE的参数设置见表 1；不同装机容量生产消耗

性材料费限额标准见表 2；不同负荷率下机组非供

暖季与供暖季供电煤耗变化[4]见表3。
表1 火电机组LCOE模型参数设置

注：环保税参考国务院《环境保护税法实施条例》（国令第

693）；机组生命周期、耗水率等根据实际情况取值；煤价取自中

国电煤价格指数。

参数

机组生命期/a
资本金比例/%
贷款年限/a
折现率/%

设定值

30
20
15
5.14

参数

水价/（元·t-1）
耗水率/（kg · kWh-1）
环保税/（元·Ap-1）

煤价/（元·t-1）

设定值

4.6
0.35
1.2
55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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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生产消耗性材料费限额标准

数据来源：《中国华电集团公司检修费、材料费限额标准

（2007版）》。

表3 不同负荷率下供电煤耗变化 g/kWh

注：供暖季煤耗变化参考调研数据及相关参考文献确定。

2.2 供暖季火电机组最低出力计算

热电比即热电厂供热量和供电量的比值，如

公式（2）所示。

热电比 =
供热量 ( GJ )

3.6 ×供电量 ( MW· h )
（2）

假设供暖季单机容量在 50 MW以下的热电机

组热电比为 100%，单机容量在 50 MW以上的热电

机组热电比为 80%[6]，而不同机组的热负荷通过综

合考虑城区常住人口、人均建筑面积、综合采暖

热指标等因素进行合理预测 [7] 。

吉林省 2017年常住城镇人口共 1 539.42万

人[8]，根据吉林省 2010年各地市常住人口 [9]，同比

例推导出吉林省 2017年各市常住城镇人口数见

表 4。
中国人均公共建筑面积为 11.67 m2[10]，设吉林

省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为 23.971 m2，吉林省居

民综合采暖指标为 47 W/㎡，公共建筑综合采暖指

标为 64 W/㎡，则吉林省各市供暖季所需供热量见

表5。
表4 吉林省各市常住城镇人口数

表5 吉林省各市所需供热量

调研可知不同容量的机组供热面积见表 6，根

据吉林省不同地区供热量与供热面积拟合热电联

产机组的供热量，优先采用 5 万 kW及以上背压热

电联产机组，对于供热量不足的地区选择相邻地

区邻近机组进行补充。

表6 不同机组供热面积

2.3 不同容量火电机组竞价曲线比较

如图 2所示，为不同容量典型机组的竞价曲

线。

从单个机组来看，机组在同一负荷下供暖季

地区

长春市

吉林市

四平市

辽源市

通化市

白山市

松原市

白城市

延边州

2010年/人
7 677 089
4 414 681
3 386 325
1 176 645
2 325 242
1 296 575
2 881 082
2 033 058
2 271 600

所占比例/%
27.96
16.08
12.33
4.28
8.47
4.72
10.49
7.4
8.27

2017年/万人

430.42
247.54
189.81
65.89
130.39
72.66
161.49
113.92
127.31

地区

长春市

吉林市

四平市

辽源市

通化市

白山市

松原市

白城市

延边州

各市总供热量/GJ
111 851 361.17
64 326 533.89
49 325 010.13
17 121 739.12
33 883 441.67
18 881 917.91
41 964 262.47
29 603 006.89
33 083 360.40

台数

2
2
2
2

机组容量/W
300
50
25
12

供暖初末期供热面积/万m2

1 800
900
500
300

负荷率

供暖季[5]

非供暖季

600 MW
300 MW
200 MW
100 MW
50 MW
600 MW
300 MW
200 MW
100 MW
50 MW

80%～100%
-13.79
-6.19
-6.19
-6.19
-23.46
-3.2
4.4
4.4
4.4
4.4

60%～80%
-7.177 5
8.622 5
8.622 5
8.622 5
-8.65
3.65
19.45
19.45
19.45
19.45

40%～60%
12.26
32.81
32.81
32.81
15.54
23.25
43.8
43.8
43.8
43.8

火电机组

机组容量等级

P<100 MW
100 MW≤P＜200 MW
200 MW≤P＜300 MW
300 MW≤P＜600 MW
600 MW≤P＜1 000 MW
P≥ 1 000 MW

2007年
限额/
（元·MWh-1）
2.6
2.1
2
1.45
1.25
1

先进值/
（元·MWh-1）
2
1.75
1.65
1.05
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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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大唐长山热电厂10号机组660 MW

图3 国电吉林江南热电有限公司2号机组300 MW

图4 中电投二道江发电公司2号机组100 MW

图5 四平热电公司2号机组50 MW

的边际成本低于非供暖季，原因主要是这 4台为热

电联产机组，均参与冬季供暖，导致其供暖季供

电煤耗减少，使得发电燃料费用下降。同时可以

看出供暖季机组报价的最小出力大于非供暖季，

可以看出模拟电力市场时区分供暖季与非供暖季

是非常必要的。

从不同容量机组来看，容量越大的机组相对

边际成本越低，这与它供电煤耗相对较低有关，

但是大机组与小机组存在交叉时，如当非供暖季

负荷为 270 MW时，大唐长山热电厂 10号机组边

际成本为 0.237 4元/kWh，而国电吉林江南热电有

限公司 2号机组边际成本为 0.233 5元/ kWh，小机

组经济性更好。因此在设计调度规则时，需根据

火电机组报价曲线划分不同负荷区间进行规划。

3 电网调度结果

3.1 情景设置

由于风电、光伏出力具有波动性和随机性，

故仅考虑有风有光和无风无光两种极端情况，其

中风电出力和光伏出力根据调研数据，如图 6所
示。另外，考虑省间联络线和扎鲁特—青州直流

输电通道输送功率，假设扎鲁特供暖季输送功率

为 150万 kW，非供暖季输送功率为 120万 kW，由

调研可得省间联络线输送功率如图7所示。

时间

图6 吉林省风电和光伏出力曲线

时间

图7 省间联络线输送功率

3.2 运行结果

电网公司以系统边际成本最小为准进行调度，

将火电机组在某一负荷情况下按照成本从低到高

排序，优先调度成本低的机组。由于不同负荷下

火电机组依据成本排序可能不同，故再将其余机

组在剩余负荷情况下重新排序，调度成本最低的

机组，直至剩余负荷为零。分为非供暖季有风有

光、非供暖季无风无光、供暖季有风有光和供暖

季无风无光 4种情景，其中非供暖季无风无光和供

暖季无风无光情景出清电价与调度煤电机组前的

出力不足如图8和图9所示。

刘元欣等：基于市场模拟的煤电经济性分析

45



2019年第2期 煤 炭 经 济 研 究 第39卷

时间

图8 非供暖季无风无光

时间

图9 供暖季无风无光

从上图可以看出，由于没有考虑机组启停和

爬坡约束，不同时刻点的出清电价存在波动，但

与煤电机组总出力趋势基本一致；另外，非供暖

季波动比供暖季波动要大，可以明显看出供暖季

无风无光情况下，出清电价与煤电出力趋势更加

贴合，这主要是由于非供暖季相对于供暖季安排

调度的机组较多，使得非供暖季不同时刻的出清

机组更为多变。

比较不同情景的出清电价 （表 7），可以看出

无风无光的情景出清电价高于相应的有风有光的

情景，这是由于无风无光情景下负荷较高，所调

度的煤电机组越多，相应的出清电价也就越高；

非供暖季出清电价要高于供暖季，一方面由于供

暖季外送功率较大，且为保障供热，需减掉一部

分负荷，因此参与市场竞争的负荷较少，出清电

价也就越低；另一方面，因为供暖季机组本身参

与市场的边际成本降低，导致出清电价下降。

表7 不同情景出清电价

3.3 煤电经济性分析

近几年，吉林省火电年利用小时数不断下降，

如图 10所示，从 2007—2012年下降较快，2017年
有所上升，但变化不大；另一方面，从图 11可以

看出吉林省 2015—2018年煤炭价格不断上升，

2018年 10月最高达到 592.4元/t，煤电企业经营压

力不断加大。

图10 吉林省近十年火电利用小时数

图11 吉林省电煤价格指数

在市场环境下，风电、光伏装机容量的增加

会加剧火电利用小时数的下降；而且市场模拟结

果中出清电价最大值为 0.273 9元/kWh，与标杆电

价 0.373 1元/kWh相差较大，进一步增加了火电企

业的压力[11]。

4 政策建议

4.1 鼓励火电企业积极应对电力市场改革

按照成本优序的方式对火电厂进行调度，大

大增加了各电厂降低运行成本以提高被调度概率

的动力。在市场竞争的压力中，火电企业需进行

相应的转变来适应市场竞争。

一是进行灵活性改造，提高燃煤机组调峰能

力。吉林省燃煤热电机组比例高，调峰电源建设

条件差，尤其是冬季供暖期热电机组“以热定电”

运行，调峰困难。火电灵活性改造，可以使火电

通过东北辅助服务市场 （已于 2017年 1月 1日启

动） 获得多种收益，改变目前仅通过发电量体现

出清电价/（元·kWh-1）

非供暖季

供暖季

无风无光

有风有光

无风无光

有风有光

最大值

0.273 9

0.273 2

0.240 0

0.235 4

最小值

0.232 7

0.229 9

0.226 7

0.221 9

平均值

0.257 2

0.244 4

0.233 2

0.22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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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经济效益的模式，更好地具备参与竞争性电

力市场的基本条件，对未来火电行业的发展将至

关重要。

二是关停效率低下、污染排放高的老机组。

汽轮机热耗率对燃煤发电机组经济性影响较大，

而老机组一般热耗率偏高，供电煤耗较大，难以

参与基于成本调度的电力现货市场；而且随着全

国碳排放交易体系的完善，环境外部效益逐渐显

现，污染排放量大的老机组需逐渐被淘汰。

4.2 设计恰当的电力现货市场交易机制

电力现货市场规则的设计决定了电力现货市

场改革的成功与否，其中，电厂信息的完备性以

及准确性对调度结果影响较大，因此制度设计者

应对电厂提交的数据，尤其是机组的特性参数进

行严格的审查，并对违反发电计划的机组采取相

应的惩罚措施；另外，不同省份资源禀赋以及电

源结构存在差异，如吉林省需要考虑供暖季情况，

而南方不需要考虑供热因素，因此设计调度规则

时应考虑各种情况，灵活安排电厂调度，不能一

概而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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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2016年 10月，国务院发布《关于积极稳妥降

低企业杠杆率的意见》及《关于市场化银行债权

转股权的指导意见》，标志着我国新一轮市场化债

转股的正式启动。此轮债转股主要目的是用市场

化、法制化的方式，在对非金融类企业有效去杠

杆、降成本的基础上，促进国有企业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和资本结构调整［1］。随着债转股在煤炭企

业进一步实施，越来越多学者关注这个领域，债

转股成为很多国家帮助企业渡过难关的重要战略

方案。因此，在国内煤炭行业发展受限，整体经

济发展逐步放缓的大背景下，煤炭企业实施债转

股能否真正起到解决煤炭行业危机、加速煤炭经

济转型升级、提高煤炭企业融资能力、增强煤炭

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作为此次债转股的主要

业务合作对象之一，煤炭企业债转股的实施成效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该政策的实施情况。山东

能源集团与中国建设银行在 2016年 11月签订 210
亿元债转股协议，成为新一轮债转股煤炭行业中

首个企业。不到一年时间里市场化债转股迎来了

新一轮高潮，煤炭企业中债转股实施的比例逐步

增多，研究煤炭行业债转股实施效果对该政策的

反馈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债转股实施前后煤炭上市企业绩效变动研究

张 甜 1，彭亦廷 2

（1.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金融学院，北京 100029；2.内蒙古商贸职业学院 会计系，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70）

摘 要：作为我国传统能源行业，煤炭行业成为了我国新一轮市场化债转股的主要业务合作对象

之一。主要采用两种方法来研究债转股实施前后煤炭上市企业绩效的变动趋势，一种是通过计算

绩效指标增长率来观察其变动的趋势，另一种是两个相关样本非参数检验法中的Wilcoxon符号秩

检验法。通过对我国煤炭上市企业债转股前后经营绩效变动趋势的研究，来探讨债转股政策对企

业的影响。实证研究表明，实施债转股企业在实施债转股后和实施前相比，经营业绩出现了上

升，与对照组相比，实施债转股企业绩效变动情况略好于整个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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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performance change of coal listed enterprises before and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debt-to-equity

Zhang Tian 1，Peng Yiting 2

（1. School of Finance，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Beijing 100029，China；2. Department of Accounting，Inner

Mongolia Business College，Hohhot 010070，China）

Abstract：As a traditional energy industry in China，the coal industry has become one of the main business partners of Chi⁃
na's new round of market-oriented debt-to-equity swaps. Two methods are mainly used to study the trend of the performance
of coal listed companies before and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debt-to-equity swaps. One is to observe the trend of change
by calculating the growth rate of performance indicators，the other is the Wilcoxon sign rank test in two related sample non-
parametric tests. Through the research on the change trend of business performance before and after the debt-to-equity conver⁃
sion of China's coal listed companies， the impact of the debt-to-equity swap policy on enterprises was discussed. Empirical
studies showed that the performance of debt-to-equity swaps had increased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debt-to-equity swaps.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the performance of debt-to-equity swaps was slightly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entire industry.
Key words：debt-to-equity swap；coal listed companies；business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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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行业现状

1.1 文献回顾

债转股作为处理不良资产的一种方式，于 20
世纪 80年代在美国提出，并开始以不同的方式在

多个国家被借鉴实施。在对债转股政策实施效果

的研究中，多数学者通过研究得出了肯定的结论，

如Elhanan［2］研究了基于债转股实施规模大小，能

够使债权人和债务人都可以在该政策实施中获益

的条件，得出一般情况下较小规模的债转股能够

给债务双方带来相对更多的利益。French［3］通过

对智利实施债转股后经济表现来证明债转股在发

展中国家实施更有意义。高新阳［4］认为在煤炭行

业债务规模不断扩大的近几年，第二轮市场化债

转股的实施对短期内降低煤炭企业资产负债率、

遏制煤炭企业债务规模过快增长、增强煤炭经济

中长期发展以及助推煤炭企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具有重要意义。

一些学者对债转股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

梳理。龙正平［5］认为在国家运行债转股的过程中

容易出现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这两个问题若得

不到解决，就会使得债转股流于形式。张志芳［6］

在总结 3家煤炭企业转股债转股案例的基础上，分

析了债转股实施过程中存在银行积极性不高、附

加条件太严苛、资金成本难掌控、回购存在违约

风险、政策风险等问题，从企业营造公平竞争环

境、降低税负、助力股权融资等方面提出债转股

成果的巩固之策。岳福斌［7］分析了煤炭企业债转

股项目普遍存在推进缓慢、落地难的根本原因，

主要有缺少内生动力源、推进工作缺少系统性、

异化为明股实债等，并提出相关对策。

综合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债转股已经成为会

计研究领域的前沿问题，煤炭行业作为此轮债转

股的主要实施对象之一，相关煤炭行业债转股文

献与其他行业比相对较少，在研究内容上，多数

学者结合煤炭行业特点对债转股进行政策性解读

并提出建议，在研究方法上主要以政策内容梳理

及案例研究为主，对债转股实施前后煤炭企业影

响的实证研究较少。本文以煤炭行业上市企业为

样本，实证分析该行业债转股政策实施前后对企

业经营绩效的影响。

1.2 煤炭行业债转股实施必要性

煤炭行业因具有投资数额大、设备更新周期

长和固定资产比重高等特点，在外部经济和市场

环境发生不利变化时很难通过快速转型的方式来

重新科学地分配内部资源，相对其他行业来说会

更容易产生债务风险，因此债务负担已成为制约

煤炭行业发展的重要因素［4］。据国家统计局数据

显示，2012年以来煤炭行业负债以年均9.67%的速

度快速增长，煤炭企业的偿债压力和融资难度也

越来越大，整个行业负担越加沉重。此轮债转股

成为煤炭企业在当前经济环境中降低债务风险、

实现减本增效、改善资本结构的一个良好契机。

1.3 煤炭行业债转股实施现状

截至 2018年 12月，煤炭上市企业中已有超过

8家相继通过与商业银行及第三方签订协议的方式

正式开始实施债转股。通过查阅年报发现，实施

债转股的煤炭企业 2016年年底资产负债率均大于

50%，负债总额与其他未实施债转股的企业相比负

债水平的确较高。选取实施债转股前后的企业资

产负债率进行对比，从图 1中可以看出，实施债转

股后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整体处于下降趋势，其中

陕西煤业的下降幅度相对最大，可以看出实施债

转股对改善企业偿债能力有了一定积极影响。

图1 煤炭上市企业债转股前后资产负债率变化趋势

2 样本选取、绩效评价指标与研究方法

2.1 样本与绩效指标选取

通过证监会 （2012） 行业分类标准，截止

2016年 12月 31日，沪、深两市证监会行业类 CS⁃
RC采矿业中的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煤炭上市企业共

有 27家，剔除*ST企业，最终得到 24家满足要求

的样本企业。本文将截止到 2018年 9月签订并实

施债转股的企业作为实施组样本，将其他企业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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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对照组，比较研究在实施债转股前后整个行业

企业有关绩效指标有无变化。

参考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在 2006
年 9月颁布的《中央企业综合绩效评价实施细则》

及其他学者所选用的绩效评价指标，具体选取

盈利、经营、偿债和发展 4个方面的 8个评价指

标作为主要考察指标 （表 1），各指标统计描述

见表 2。
2.2 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两种方法来研究债转股实施前

后煤炭上市企业绩效的变动趋势，一种是通过计

算绩效指标增长率来观察其变动的趋势，另一种

变量

盈利能力指标

经营能力指标

偿债能力指标

发展能力指标

ZB
ROE
ITR
TAT
CR
DAR
TAG
OPG

指标

总资产报酬率

净资产收益率

存货周转率

总资产周转率

流动比率

资产负债率

总资产增长率

营业利润增长率

计算公式

（利润总额+利息支出） /平均资产总额

净利润/资产平均总额

销售成本/存货期末余额

销售收入/资产期末总额

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负债总额/资产总额

本年总资产增长额/上年总资产额

本年营业利润增长额/上年营业利润总额

表1 企业经营绩效评价指标

指标

实施组

对照组

一年前

当年

一年后

一年前

当年

一年后

ZB
2.10
1.46
4.59
1.87
1.37
3.87

ROE
2.96
3.06
9.22
1.98
2.50
5.74

ITR
8.4
4.12
10.38
5.94
2.90
9.51

TAT
22.47
13.12
39.52
21.16
10.04
31.97

CR
70.61
78.96
97.24
96.66
91.07
104.05

DAR
64.72
64.03
60.55
52.10
50.41
46.48

TAG
5.98
2.57
8.63
1.97
1.46
1.48

OPG
-42.50
8.08
2.78
0.30
-5.34
-11.92

表3 实施组和对照组债转股前后中位数汇总表 %

一年前与当年

Z统计量

P值
当年与一年后

Z
P值

ZBO-ZBQ
-0.14（a）
0.889

ZBQ-ZBH
2.53（a）
0.011**

ROEO-ROEQ
1.40（b）
0.161

ROEQ-ROEH
2.52（a）
0.012**

ITRO-ITRQ
-2.52（a）
0.012**

ITRQ-ITRH
2.52（a）
0.012**

TATO-TATQ
-2.52（a）
0.012**

TATQ-TATH
2.52（a）
0.012**

CRO-CRQ
-0.84（b）
0.401

CRQ-CRH
2.38（a）
0.017**

DARO-DARQ
-1.26（a）
0.208

DARQ-DARH
-2.1（b）
0.036**

TAGO-TAGQ
-0.98（a）
0.327

TAGQ-TAGH
2.24（a）
0.025**

OPGO-OPGQ
0.14（b）
0.889

OPGQ-OPGH
-0.98（b）
0.327

表4 实施组实施债转股前后一年数据对比的符号秩检验结果

注：ZBO、ZBQ和ZBH分别表示债转股实施前、实施时和实施后的总资产报酬率，其余类推；**表示在5%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指标

均值

最大值

最小值

标准差

偏度

峰度

JB统计量

概率值

CR
1.534 904
13.007 5
0.158 5
2.423 558
4.317 848
20.917 77
428.590 4

0

DAR
50.283 6
82.290 1
7.773 8
18.115 38
-0.545 88
2.6112 53
1.455 002
0.483 115

ITR
15.988 27
38.677 9
1.997 5
9.686 295
1.169 196
3.421 99
6.116 67
0.046 966

OPG
2 389.013
54 575.75
-78.416
10 661.86
4.774 83
23.880 09
571.105 3

0

ROE
11.029 03
26.591 6
0.475 7
6.231 699
0.449 198
2.872 209
0.892 065
0.640 163

TAG
6.430 358
27.338 7
-8.433 5
7.766 582
0.634 08
3.467 731
1.979 252
0.371 716

TAT
0.400 146
0.644 6
0.132 6
0.112 033
-0.473 45
3.133 11
0.990 544
0.609 405

ZB
7.672 438
17.615 5
2.776 4
3.517 74
1.224 446
4.076 643
7.752 584
0.020 728

表2 各指标统计性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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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两个相关样本非参数检验法中的Wilcoxon符号秩

检验法［8］。Wilcoxon符号秩检验法利用了观测值和

零假设的中心位置之差的符号进行检验，可以在

一定程度上弥补样本量较少的缺陷，通过检验两

个相关样本每组数据之差的符号及两组样本数据

总体是否具有相同均值，来比较两个样本差异显

著性。将两组实施某种行为前后的配对数据相减，

对得到的数据进行绝对值评秩，若相减得到的正

数等级和负数等级相差不大，则说明两配对样本

没有显著性差异，反之则说明有显著性差异［9］。

2.3 数据来源与处理工具

本文企业的基本数据及绩效评价指标数据均

来自于国泰君安和巨潮资讯等数据库及相关企

业公开数据整理，数据处理运用 Microsoft Office
Excel 2010和 IBM SPSS Statistics 21统计软件进行

分析。

3 实证过程

3.1 实施组和对照组有关绩效指标的描述性统计

第二轮债转股在 2016年出台后煤炭企业才相

继实施，故本文采用债转股前后一年时间的数据

做统计性描述。因为在数据组中出现的异常值会

影响整个数据的平均值，相对来说可比性不是很

好，因此本文选择中位数作对比，具体数值见表

3。从表 3中可以看出，作为债转股政策实施影响

最大的偿债能力指标，实施组的整体速动比率均

低于对照组，且实施组资产负债率均高于对照组，

实施组偿债能力整体低于未实施企业，说明实施组

确实是该行业中偿债能力相对较弱的企业。纵向对

比实施该政策前后发现，实施组的偿债能力和盈利

能力处于明显上升趋势，说明该政策的实施对实施

组企业来说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3.2 实施组样本在债转股实施前后绩效指标对比

3.2.1 基于Wilcoxon符号秩检验法的实施组债转

股前后绩效比较

分别对配对样本数据进行检验来分别比较债

转股当年和前后一年绩效变动的情况，检验结果

见表 4，从表中可以看出，实施债转股一年前与实

施当年相比，存货周转率和总资产周转率这两个

指标存在显著差异，实施债转股当年与一年后相

比，除了营业利润增长率，其他 7个指标均存在显

著性差异。

3.2.2 实施组指标增减变动情况

以发行当年和发行一年后各指标增长率的正

负情况来观察其变动情况，计算公式定义如下。

实施时增长率 = (实施当时指标值 -实施前指标值

实施前指标值
) × 100%

实施后增长率 = (实施后指标值 -实施当时指标值

实施当时指标值
) × 100%

从表 5中可以看出，债转股企业实施当年的 8
个绩效指标中有 5个为负增长，实施一年后有 1个
为负增长，对实施组样本增长率的正负情况统计

表明，实施当年有超过 50%的企业出现了经营业

绩下降，相比实施一年后有不到 20%的企业出现

经营业绩下降，由此可以看出实施债转股对这些

在煤炭行业负债压力更大的企业来说，其经营绩

效出现了积极的发展迹象。

3.3 实施组样本与全行业在债转股实施前后绩效

指标的比较

3.3.1 实施组与对照组数据的符号秩检验

参照前述对比方法，将实施组和全行业实施

前后绩效指标数据分别作配对样本，采用Wilcoxon
符号秩检验法进行差异性检验，结果发现实施债

转股一年前与实施当年相比，存货周转率和总资

产周转率这两个指标存在显著差异，实施债转股

当年与一年后相比，除了资产负债率、总资产增长

率和营业利润增长率，其他 5个指标均存在显著性

差异，这一结果与上述实施组相比较可以看出债转

股企业绩效增长情况整体上略好于对照组情况。

3.3.2 实施组与全行业指标增减变动情况

定义“增长率”等于实施组有关绩效指标增

长率与全行业增长率的差额，由“增长率”的正

负来反映绩效的变化。从计算结果可以看出，除

了存货周转率、总资产周转率和实施当年的营业

利润增长率出现增长率为负数外，其他指标均有

不同程度的正向增长，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反映出

指标

实施当年

实施一年后

ZB
-0.31
2.15

ROE
0.03
2.02

ITR
-0.51
2.49

TAT
-0.42
2.01

CR
0.12
0.23

DAR
0.01
0.06

TAG
-0.57
2.36

OPG
-1.19
-0.66

表5 实施组样本在实施当年和实施一年后绩效指标增长率的中位数

张 甜等：债转股实施前后煤炭上市企业绩效变动研究

51



2019年第2期 煤 炭 经 济 研 究 第39卷

实施债转股企业绩效变动情况略好于整体行业。

4 结论与建议

文章采用两种方法，系统对比考察了煤炭行

业已实施债转股上市企业在该政策实施前后的变

动情况，对实施组债转股前后的绩效指标做了纵

向比较，并对实施与未实施样本做了横向对比。

根据纵向对比结果，实施组实施当年与一年前相

比，存货周转率和总资产周转率这两个指标存在

显著性差异，实施当年与一年后相比，除营业利

润增长率外的其余 7个指标均存在显著性差异，实

施组实施当年有超过 50%的企业出现了经营业绩

下降，相比实施一年后有不到 20%的企业出现经

营业绩下降。由此，可以说明债转股的实施在促

进煤炭企业的发展上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横向对比发现，对于整个煤炭行业上市企业

来说，实施债转股一年前与实施当年相比，存货

周转率和总资产周转率这两个指标存在显著差异，

实施债转股当年与一年后相比，除了资产负债率、

总资产增长率和营业利润增长率，其他 5个指标均

存在显著性差异，这一结果通过与实施组样本Wil⁃
coxon符号秩检验法结果对比，可以得出实施组绩

效增长情况整体上略好于对照组情况。通过对实

施组与全行业指标增减变动情况分析，在一定程

度上能反映出实施债转股企业绩效变动情况略好

于整体行业。对于煤炭行业负债压力较大的公司

而言，实施债转股能够有效改善企业的经营状况，

有利于企业盈利能力的增长。

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实施组样本在实施债转

股后和实施前相比，经营业绩出现了上升，与对

照组相比，实施债转股企业绩效变动情况略好于

整体行业。究其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有 3个方

面，首先，企业与银行及第三方签订债转股协议

后使得其在债务方面压力减小，企业在这种形势

下可以逐步走出“煤炭市场景气→扩大产能；煤

炭市场萧条→减少产能”的恶性循环，朝着可持

续发展的方向发展。其次，企业通过债转股可以

实现优化债务期限结构，市场化债转股到位的资

金主要用于煤炭企业偿还贷款，置换高息债务等，

通过优化企业债务期限结构来达到提高资金使用

效率和降低企业资产负债率的目的，从而逐步改

善企业市场融资能力，增强造血机制［10］。再次，

债转股可以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融资难、融资

成本高依旧是煤炭企业所面临的主要压力，债转

股的实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成本，缓解融资

压力。煤炭企业实施债转股是一项重大的措施，

增强企业抵御风险的能力，从而促进煤炭经济的

健康发展。

债转股政策的实施对煤炭行业来说虽然取得

了一定效果，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仍出现了一些

问题，如虽然银行与企业签约债转股的规模不小，

但真正落地实施的很少；银行与企业签署的协议

虽然是债权转股权，但仍存在加收固定收益、明

股实债的情况；债转股的监管框架及操作具体规

则不明确，在操作层面依旧存在盲区等问题。因

此，要充分发挥此轮市场化债转股的积极作用，

化解煤炭企业债务等方面的风险，煤炭企业应该

合理控制债转股规模和比例、正确选择债务处理

方式、充分化解产能过剩、确保债转股实施效果

等方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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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我国宏观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

既是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推进的结果，也对进一步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提出了新要求。长期以来，作

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和重要方面，国有企

业改革不仅在宏观上推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的建立和完善，保证了经济发展的稳定运行，

增强了整体经济的国际竞争力，为经济高质量发

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和强有力的支撑，而且在微

观上培育和打造了一批具有较强活力、控制力、

影响力和抗风险能力的新型国有企业，同时催生

与激活了一批兼具创造力、成长性与竞争力的民

营企业，为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然而，国有企业总体上仍然存在“大而不

强”、布局偏“重”、体制不顺、机制不活、动力

不足等现实问题，当前国有企业改革步入了深水

区和攻坚期，目标方向就是要通过体制机制改

革、发展方式转变和“强身健体”，推动国有企业

迈向高质量发展。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也明确提

新时代下国有大型煤炭企业高质量发展实践与探索

孙 晔 1，刘英杰 2

（1.神华神东煤炭集团 神东国际交流中心，内蒙古 鄂尔多斯 017200；2.神华神东煤炭集团 生产管理部，陕西 榆林 719315）

摘 要：通过对经典管理学理论进行研究、提炼和实践，结合中央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和上级公司的

决策部署，以煤炭市场导向和煤炭企业的发展战略为主导，因地制宜，研究分析了国有企业高质量

发展的目的和意义，从低成本运营、提高产品质量、创新技术管理、提高员工队伍质量和加强用工

管理、资产管理等方面采取了行之有效的高质量发展举措，降低了各环节的运营成本，提高服务和

产品质量，对大型国有能源企业实现转型升级有较好的示范作用，形成了一套具有神东特色的现代

化企业高质量发展模式。

关键词：高质量发展；经营管理；安全管理；煤炭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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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e and exploration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state-owned large coal
enterprises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Sun Ye 1，Liu Yingjie 2

（1. Shendong International Exchange Center，Shenhua Shendong Coal Group，Erdos 017200，China；2. Production Management Department，
Shenhua Shendong Coal Group，Yulin 719315，China）

Abstract：Through the research，refinement and practice of the classical management theory，combined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the decision-making deployment of the superior company，tak⁃
ing the coal market orient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the coal enterprise as the leading factor，the purpose and sig⁃
nificance of the high-quality with th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was studied and analyzed ac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 From
the aspects of low-cost operation， improving product quality， innovative technology management，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the
workforce and strengthening employment management， asset management， the effective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initiatives
were taken，and the operating costs of all links was reduced，the quality of services and products were improved，which had
a good demonstration role for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large state-owned energy enterprises，and a set of high-qual⁃
ity development models of modern enterprises were formed with Shendong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high-quality development；operation management；safety management；coal enterpr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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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国有企业要通过改革创新，走在高质量发展

前列”。

经过 40年的改革开放，国有企业发展进入到

一个多重情境交汇的“历史关口”，既有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时代新情境，又有新一轮

工业革命大幕逐渐开启和逆全球化倾向正在暗流

涌动的全球新现象，既有世界一流企业竞争方式

和发展范式不断迈向高端的演化新趋势，又有国

有企业改革迈入深水区和攻坚期并在争议中继续

深化前行的探索新要求。时代新情境、全球新现

象、演化新趋势和探索新要求共同构成了新时代

国有企业发展的情境新集合，对国有企业重新审

视自身的发展方向、发展道路和发展范式提出了

新要求。推动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对于国有企

业成功跨越“历史关口”和再上发展新台阶至关

重要。

1 高质量发展管理模式形成的实践与探索

的背景

1.1 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内涵

按照质量的本源涵义，所谓企业发展质量，

就是“企业发展的优劣程度”。从企业发展质量概

念推演到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理念时，需要区分

企业高质量发展作为状态性概念和过程 （行为）

性概念的差异。从前者来看，企业高质量发展也

可以认为是企业发展的一种新状态，即企业实现

或处于高水平、高层次、卓越的企业发展质量状

态。从后者来看，企业高质量发展亦可看作企业

发展的一种新范式，即企业以实现高水平、高层

次、卓越的企业发展质量为目标，超越以往只重

视企业规模扩张、仅仅依靠增加要素投入的粗放

式发展方式，走提供高品质产品和服务、强调经

济价值和社会价值创造效率与水平、重视塑造企

业持续成长的道路。

1.2 煤炭行业高质量发展的背景

自 2012年起，全国煤炭市场出现下滑趋势，

煤炭价格松动开始下降，2015年，在煤炭需求放

缓、过剩产能难以消化、控制煤炭总量难度增

加、国际能源价格下降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煤

炭经济运行形势急转直下，产销量下降，库存居

高不下，市场价格再次出现持续下跌，企业应收

账款增加，利润大幅减少，亏损面进一步扩大，

企业经营困难加剧。在以上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下，煤炭行业“黄金十年”积累的问题积重难

返，煤炭巅峰时期一去不返 [1]。神东煤炭集团公

司 （以下简称“神东集团”） 作为国家能源集团

所属大型煤炭企业，是煤炭板块的盈利大户，

利润最高时期超过 200亿元，但 2015年受煤炭

市场低迷的影响，全年实现利润 67.26亿元，同

比降低 102.17亿元 [2]。通过 2016—2018年制定增

收节支措施、加大科研投入，实现科研成果转

化、完善激励机制和保障，2018年实现利润逾

300亿元。

事实表明，面对经济环境复杂、国家政策深

度调控、煤炭市场跌宕运行、生产条件日趋复杂

的严峻挑战，是对企业抗风险能力的考验，是企

业转型、加强成本管控、提高管理水平的机遇和

挑战，保障煤炭企业的生命力和活力，从矛盾入

手，通过管理手段去解决问题，为企业的运转提

供动力[3]。神东集团通过采取以降成本增效益为核

心，以抓基础保安全为重点，以创新推改革为引

擎，以提管理防风险为抓手，以强党建促和谐为

保障，创新管理思路，不断降低成本，实行内部

市场化管理，不断推进精益管理，通过实践和探

索提高了企业抵御外部经济环境的生存能力，由

此实现“十三五”高点开局[4]。

1.3 神东煤炭集团高质量发展的战略

2018年，国家能源集团提出“1169”发展战

略，第一个“1”是指一个总体战略目标：建设具

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综合能源集团。第二个

“1”是指一项根本政治原则：就是要牢固树立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与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贯彻中

央决策部署，确保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

本方略在新集团有效落地。“6”是指六项核心理

念：效益、创新、安全、绿色、廉洁、幸福。

“9”是指九项治企方略：加强党建，强根铸魂；

做强主业，转型升级；深化改革，完善机制；强

基固本，筑牢安全；创新驱动，绿色发展；强化

管理，提质增效；优化资产，防范风险；扩大开

放，合作共赢；以人为本，创建和谐。在实现集

团发展战略的路途上，神东集团在做精“四化五

型”，做优清洁低碳，做强世界领先，持续推进内

部治理等方面的探索和实践，在新形势下实现煤

炭企业向清洁化转型，降低运营成本，从而实现

大型国有煤炭企业的高质量发展[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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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神东高质量发展的举措

通过对经典管理学理论进行研究、提炼和实

践，神东集团利用“鲶鱼效应”来激发企业活

力，利用“剃刀定律”将复杂问题简单化，结合

神东集团实际情况，深入研究高质量发展的举

措，提升企业管理水平和利润。在煤炭市场新形

势的严峻挑战下，神东集团积极落实国家能源集

团“1169”发展战略，秉承“奉献清洁煤炭，引

领绿色发展”的使命，在高质量发展的引领下，

在公司各项管理中，通过转化理念、创新思路、

科学研究，形成许多优秀的经验和做法，公司盈

利状况得到大幅改善，各项经营指标得到显著提

升 [6-8]。高质量发展不仅要注重低成本运营，提高

成本管理的理念和意识，还需开拓创新，从自身

产品质量和服务入手，使企业不断更新和改进，

持续成长起来，具体措施如下。

2.1 低成本运营方面

2.1.1 持续推行精益化管理

在定期总结精益化管理经验上，以“减浪

费、提质量、增效益”为核心，在全集团 43个单

位深入推行精益化管理。以“减少浪费”为核

心，在各单位开展“识别浪费，减少浪费”的主

题活动，发动全体员工从自身岗位做起，从节约

一张纸、一滴水、一度电开始，减少损失浪费，

实现降本增效。

2.1.2 加强煤质和外购煤

1） 通过强化生产过程管理，合理安排配采，

最大限度少割岩石、矸石，降低原煤含矸率，加

强特殊地质条件的生产现场管理等措施，提高发

热量50 kcal。
2）根据集团下达的商品煤计划，结合市场需

求，按照效益最优的原则，按月详细制定相关矿

井的煤源生产组织和洗选方案，明确矿井每个综

采工作面产量、洗煤厂洗选比例，保证煤质稳定。

3） 加强矿井多工作面配采控制，保证销售

煤质，采取精细化管控井下工作面配采生产组织

方式，确保各矿井综采工作面按照拟定配比生

产，安排专人按天对各项措施落实情况进行跟踪

管理。

4） 加大外购煤收购力度，严格控制收购成

本，加强现场监督管理，严把质量关，洗选中心

从严计量上站煤量，杜绝亏吨现象，减少损耗。

2.1.3 盘活大型周转材料、闲置小型设备，节约

购置费用

1）按季对各单位大型周转材料、小型设备进

行详细盘点统计，现场核实完好状况，对闲置可

调剂利用部分优先调剂使用，减少购置量。

2） 将设备管理中心闲置设备、材料推送至

B2B平台进行交易，扩大平台交易范围；拟定闲置

资产和存货处置具体实施方案，通过内部调剂、

出租、以旧换新、改造升级、折价退厂等方式，

尽可能实现公司利益最大化，有效提高资产使用

效率。

3） 梳理公司闲置设备、备件明细，通过煤

展、调研、产权交易中心网站、电子商务平台等

多渠道宣传，积极发现和培育潜在客户；加强与

集团相关部门及各分子公司交流，配合集团严格

把关新设备的购置，对于与神东集团闲置设备型

号相同或相似的优先调剂使用；对低效、无效设

备组织资产评估后，通过产权交易中心转让等方

式合理处置，降低资金占用。

2.1.4 强化状态维修，节约大修费用

1）制定《神东煤炭集团综采工作面直搬管理

办法》和《鼓励延期使用连采设备管理办法》，强

化设备状态调研工作，延长设备使用周期，根据

设备状态不同将原计划返厂检修的设备安排井下

直搬检修，节约大修费用。

2） 按照《入厂缺损件处罚标准》，强化设备

入厂验收工作，加大缺损件的考核和处罚力度，

提高入厂设备完好率，提高检修效率，降低大修

费用。

3）加强大修项目成本BOM单管理，现场核实

领用件实际更换情况，杜绝出库不更换现象，严

格执行退库流程，降低大修成本。

2.1.5 加大设备、备件再造力度，节约大修费用

1）设备维修中心继续开展连采机滚筒、采煤

机滚筒、摇臂、油缸、链轮环、支架立柱、推移

油缸、平衡油缸、起底油缸等项目自主修复，降

低外委工作量，节约大修费用。

2）通过各种培训提高员工的技能水平，增加

自移机尾、平板车、零星加工件、胶管及小型机

电设备维修量，降低成本费用。

2.1.6 加大废旧物资回收，提高废旧物资利用率

严格执行神东集团废旧物资回收制度，加强

废旧物资回收的检查考核和过程管控，对回收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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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物资进行分类管理，提高废旧物资二次利用

率。主要包括回收金属材料、回收橡胶制品、回

收废油液、废油桶、废电缆、光缆、信号线、电

子产品等其他物资。

2.1.7 加强供电管理，节约电费支出

利用国家电改相关政策，准确掌握相关省

（市）、自治区电改动态，积极与政府部门、电网

公司沟通，争取进入直购电用户名单。与发电企

业协调直购电电价，与电网公司协调现有电费的

收取方式，争取电改优惠政策，降低购电成本。

2.1.8 推行电子商务采购，降低采购成本

认真总结分析开展电子商务后，成功网购的

265个小类物资经验，扩展其他小类物资。联合阿

里巴巴分析平台潜在供应商，扩大网上采购范

围。继续实施电商寄售采购，集中对消耗量大、

采购金额高的物资进行网上采购。

2.2 提高产品质量方面

2.2.1 强化洗选环节管理，增加特种煤量

1） 通过提高入洗率等措施，增加特种煤量，

实现增收。

2） 优化矿井生产组织，提高矿井原煤质量，

为特种煤增量提供基础。加大各洗选厂日常生产

的管控力度，加强与矿井的信息沟通，最大限度

发挥洗选系统作用，提升原煤入洗率。

3）将产品结构优化工作常态化，根据每月煤

质预测预报的原煤质量情况，分别优化各洗选厂

产品结构，按照效益最大化的原则组织生产，加

强各选煤厂入洗率考核，提高特种煤产量。

2.2.2 积极开展对外创收，实现增效

对所属的法人单位实现市场化管理，如地测

公司、监理公司、设计院、国际交流中心、皮带

机公司等单位，要求积极开展钻探工程、工程监

理、工程设计、餐饮住宿、矿用产品销售等对外

业务，努力实现本单位营业收入最大化，提高公

司整体效益，实现增利410万元。

2.3 创新技术管理方面

2.3.1 优化支护参数，加强输料孔及井下排矸管理

1）组织矿井技术负责人对各矿井掘进巷道支

护形式进行研讨，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优化巷

道支护参数。

2） 在矿压较小、片帮不严重的矿井巷道帮

部，推广使用价格较低的冷拔丝网片代替钢筋网

片、铅丝网片。

3）提高各矿井输料孔利用率，减少井下辅助

运输车辆往返距离和使用频次，降低辅助运输成

本。通过输料孔下放碎石、混凝土，减少台班，

节约辅助运输费。

4）利用井下废弃巷道或断层冲刷等附近施工

的排矸巷，最大限度实现工程矸石不外排，解决

地面排矸运输费用高、环境治理费用大等问题。

2.3.2 加强通风管理，优化矿井通风系统

1）双巷掘进时，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加大联巷

距离，由原来 50 m增加至 65 m，降低挡风墙及永

久密闭的工程量。

2）优化通风系统，调整主扇单级运行，降低

阻力，减少总风量。

3）防火密闭高分子充填材料由原来与顶预留

30 cm充填改为黄土充填接顶夯实后再注高分子材

料，降低高分子材料费用。

4）使用气动风门，减少风门硐室工程量。

2.3.3 创新驱动“两化”融合

深化自动化、信息化和智能化技术的应用，

推进“两化”深度融合，推广实施矿井自动化排

水、皮带机自动化集中控制、快速掘进等自动

化、信息化高效生产技术，降低员工劳动强度，

提升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不断开展科技攻关，

全方位打造“智能矿山”，解放劳动力，通过创新

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

2.4 提高员工队伍质量和加强用工管理

1）建立三级教育培训管理体系，分工种、分

岗位、分年龄、分专业，定期开展员工培训工

作，不断提高员工队伍质量，打造高素质员工

梯队。

2）加强用工指导和监督，严肃用工纪律，规

范各单位用工管理。彻底清理“三长”人员，严

禁单位内部存在“三长”人员现象。按照公司规

定的职数要求，严格控制管理人员的数量。

3） 夯实劳动定额管理基础，坚持“双效优

先，兼顾公平”的人力资本理念，探索人员效率

提升的有效途径，强化工效指标在薪酬分配、绩

效考核中的权重，力争实现较为合理先进的人力

资源投入、产出水平。

4）严格管控人工成本，强化人工成本数据系

统分析。推动成本、效益指标与预算、绩效联动

机制，加大人工成本考核挂钩力度。

5）积极扩大内外部服务市场，承揽专业化服

56



2019年第2期

务工程项目，拓宽富余人员分流安置途径，实现

建设施工与生产运营组合服务相结合转型，进一

步消化富余人员。

6）加强劳动定员日常管理工作。在进一步优

化和完善劳动定员标准的基础上，针对各单位业

务范围和工作量变化及时调整定员，明确各单位

用工需求和控制目标，指导用工配置和调剂工作。

2.5 资产管理轻装上阵，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

基础保障

2.5.1 加强物资管理，降低库存，节约资金占用

成本

1） 进一步扩大寄售物资范围，减少资金占

用；加大高端配件开发力度，降低进口库存占

用；对于具备散件组装整机的配件，由相关单位

进行整机组装后出库，减少配件库存占用的同时

提高物资利用率。

2）通过采取强化物资采购计划审核、加大采

购计划准确性考核奖罚力度、及时清理不执行订

单等措施，提高物资计划的准确性；开展供应商

串换货业务，将积压库存出售给供应商，再按照

一定比例购买相应供应商物资[9]。

2.5.2 加大往来货款清理力度，降低资金占用成本

按照谁挂账、谁清理的原则，落实清收任

务，定期组织检查，降低坏账风险；指定专人负

责以前年度形成的长期挂账应收清理工作。

2.5.3 加强预算管理，确保完成公司利润指标

各二级单位加大成本管控力度，制定本单位

“双增双节”年度工作措施，最大限度的实现降本

增效。在没有政策性增支因素的前提下，矿井单

位完全成本不得突破年度预算，专业化服务单

位、创收单位利润不得低于年度预算，地面管理

单位总费用必须控制在年度预算范围内[10-13]。

3 取得的管理成效

3.1 安全管理方面取得的成效

确保了风险预控体系的落地，完成了考核指

标分解和职责划分，落实了业务部门和基层单位

的体系管理职责，从源头上控制和防范了安全事

故的发生，提升了现场安全管理水平，夯实了安

全管理基础，为安全管理水平的稳步提高保驾护

航，2018年不安全行为数量较2017年度下降10%。

3.2 生产组织方面取得的成效

一是神东集团煤炭资源储量丰富，煤层赋存

条件优越，但随着开采深度不断增加，开采条件

也日趋复杂，多个采掘工作面受特殊条件影响、

工作面直搬多、外部监管严格、部分矿井停限产

等不利因素影响。通过采取高质量发展举措，优

化各矿井生产组织和队伍配置，发挥了神东集团

的产能优势，保障了公司的产量、利润。二是煤

质管理方面，在统筹安排生产接续、设备选型、

队伍组织、洗选工艺等各环节下，确保了煤质均

衡稳定，实现了降硫保质，满足了市场需求。三

是机电设备运行管理方面，提升了机电基础管理

水平，为生产工作提供了可靠的设备保障。

3.3 增收利润方面取得的成效

一是通过以上举措调整生产组织方式，优先

安排煤质好、效益高的工作面生产，保证了公司

效益最大化。二是绩效考核方面，通过严格考

核，将各单位工资总额与成本 100%挂钩，各单位

均完成奋斗目标。三是通过优化接续，巷道掘进

量同比降低 15.42万m。四是优化顺槽联巷间距，

减少了巷道掘进及配套矿务工程。不断优化支护

参数，推广新材料、新工艺，支护费用同比节省

逾千万。

3.4 企业绩效提升方面取得的成效

一是完成了机关部门及部分职能单位的职责

梳理、下发工作，推动了权力规范运行；二是建

立了定额为主的内部市场结算体系，激发了单位

成本节约意识，员工思想逐步由“发工资”到

“挣工资”转变。三是通过加强劳动用工管理，完

成了地面辅助单位定编定员工作。四是通过清理

“三长人员”、依法合规退出劳务工、推广信息

化、自动化项目，实现了减员。

4 未来发展的建议

煤炭企业的高质量发展要充分发挥科技创新

的引领作用，群策群力，推动创新创业、创造价

值才是根本之法。建议：建立完善创新创业管理

体系，构建高效的研发体系，加快推进协同创新

步伐，着力推进智慧企业建设，完善科技创新激

励机制，加快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加大创新创业

人才培养力度，营造创新创业的浓厚氛围，健全

创新创业的保障机制。

5 结 语

在党的十九大后首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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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

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总书记强调：“推动高质量

发展”这一根本要求，为我国经济下一步的发展

指明了方向，具有很强的时代意义、理论意义和

实践意义。神东集团响应中央和集团号召，通过

推行高质量管理的发展举措，从低成本运营、提

高产品质量、创新技术管理、提高员工队伍质量

和加强用工管理、资产管理轻装上阵等方面采取

措施，实现企业的高质量发展，创新驱动能力，

不断实现能源类企业的转型升级，“抓基础、抓管

理、补短板”是企业高质量发展，对标世界一流

企业的根本。在不断改进的同时也在安全、生

产、利润和绩效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大

型煤炭企业的高质量发展和升级提供了有价值的

经验借鉴，为煤炭企业深化改革，充分参与市场

竞争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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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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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

《规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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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

划》提出全面推进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努力构

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发展现

代煤化工是符合中国国情的煤炭清洁开发利用的

道路。煤化工产业耗水量巨大，产生的污水量也

大，污染物浓度高。而在煤炭资源丰富的地域，

往往水资源稀缺，因此水资源和环境问题已成为

制约煤化工产业发展的瓶颈，寻求处理效果更

好，工艺稳定性更强、运行费用更低的污水污泥

处理技术，实现煤化工污水污泥“零排放”，

已经成为煤化工发展的自身需求和外在要求。

污泥是污水在处理过程中经絮凝沉淀后产生

的絮凝物，其产量大、含水高，同时富集了大量

重金属离子和少量的病原微生物等有害物质，已

被列为危废，若不加处理任意排放，易造成环境

的二次污染[1]。在城市化和工业发展过程中污水的

产量每年急剧增加，全国污水处理能力在每天 1.39
亿 t以上 [2]，经过污水处理厂处理后产生了大量的

污泥。污泥的主要处置方法是填埋、焚烧以及干

化，而随着环保要求不断提高，传统的污泥处置

方法已经不能满足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污

泥资源化利用技术越来越受到重视。本文主要阐

述污泥资源化利用的主要方向，并结合中煤陕西

榆林能源化工有限公司污水污泥利用现状进行分

析，为探索污泥的资源化利用提供参考。

煤化工企业污水污泥资源化利用的实践与探索

孙 宗 礼
（中煤陕西榆林能源化工有限公司，陕西 榆林 719000）

摘 要：结合我国煤化工的污泥处理现状，分析了当前传统污泥处置技术和污泥资源化利用技术的

情况，重点介绍了中煤陕西榆林能源化工有限公司污泥资源化利用情况，并对污泥资源化利用作了

经济性分析。通过探索污泥资源化利用新方向，提出污泥资源化利用应根据其物理化学特性，遵循

因地制宜、安全环保等原则，同时为煤化工企业污泥资源化利用提供宝贵经验，共同推动煤化工行

业零排放。

关键词：污泥；资源化利用；节能环保；煤化工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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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e and exploration of utilization with sewage sludge resources in coal chemical

enterprises
Sun Zongli

（China Coal Shaanxi Yulin Energy and Chemical Co.，Ltd.，Yulin 719000，China）

Abstract：Combining with the status of sludge treatment in China's coal chemical industry，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raditional
sludge disposal technology and sludge resource utilization technology was analyzed， the sludge resource utilization situation of
Shaanxi Yulin Energy and Chemical Co.，Ltd. of China Coal was mainly introduced，and the economic analysis of sludge re⁃
source utilization was made. By exploring the new direction of sludge resource utilization，it is proposed that the utilization of
sludge resources should be based on its physical and chemical characteristics，follow the principles of local conditions，safety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provide valuable experience for sludge resource utilization in coal chemical enterprises to
jointly promote zero discharge in coal chemical industry.
Key words：sludge；resource utilization；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coal chemical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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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煤化工企业污泥现状

现代煤化工是以煤为原料，生产清洁能源和

化工产品的产业，主要包括煤制气、煤制油、煤

制乙二醇以及煤制烯烃等。现代煤化工是煤炭清

洁高效利用的重要方式之一，其生产的油品和天

然气有助于缓解我国在石油和天然气等资源对外

的依赖程度，维护我国能源安全。因此，发展现

代煤化工具有重要意义。而影响煤化工产业发展

的主要问题之一是水，因煤化工废水排放强度

大、毒性强、波动大等特性，加之煤质特性差

异，造成了很难有特定的工艺技术能够稳定、高

效、可靠的处理煤化工废水问题。

随着我国在煤化工领域各项关键技术的突

破，多项核心技术已具备自主知识产权，新建煤

化工项目遍地开花，煤化工规模的不断扩大，使

得工业污水产量也迅速增长，因污水中含有难降

解、难以脱除的有机物，难以直接利用，从而制

约了煤化工产业的快速发展。我国环保要求不断

加强，政府和企业近些年也加大了对工业污水的

处理投资，因此大型煤化工企业都配套相应的污

水处理厂，随着污水处理厂数量迅速增加，处理

污水的能力也迅速提高，导致污水处理过程中产

生的污泥量急剧增加[3]。

煤化工的快速发展，虽然对煤炭进行了清洁

高效转化，同时也生产了污水污泥。目前企业对

污泥的处置方法有限，又因环保政策要求，往往

是将污泥外送交由具有危废处理资质的单位进行

处置，在陕西地区固含17%的污泥外送处置费用为

3 400元/t，部分地区更是高达 6 000元/t，处置污

泥极大的增加了企业的生产成本。据不完全统

计，仅水煤浆气化为主的煤化工企业每年产生固

含 5%的污泥高达 450万 t，污泥处置费用约 45亿
元。煤化工企业的污泥外运处理费用高，若实现

污泥资源化利用后，可为企业带来显著的经济效

益，还可节约大量原煤和水资源，因此结合煤炭

气化工艺对污泥进行资源化利用已经成为重要的

研究方向。因污泥所含有机质具有一定热值，为

污泥资源化利用提供了基本条件，将其掺入气化

水煤浆中是非常好的资源化利用方向。

2 污泥处置技术与资源化利用分析

污水污泥的处理是解决城市和工业发展的重

要环节，长期以来随着我国新建污水厂规模不断

扩大，污水处理已取得较快的发展，而污泥处理

相对滞后。从全球范围看，传统的污泥处置技术

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成熟[4]，主要有填埋处理、焚

烧、土地利用以及填海等，但土地填埋、露天堆

放等方式，在实际运用过程中若处理不当易造成

污泥二次污染等严重后果。随着现代社会对环保

的要求不断提高，传统的污泥处置技术已经不是

有效处理污泥的最佳方法。污泥资源化利用已经

成为污泥处理的主要方向，包括堆肥利用技术、

建材化技术、能源化技术、材料化技术、污泥蛋

白质利用技术[5]。

2.1 传统污泥处置技术

目前污泥处置技术主要有 3种，卫生填埋、污

泥焚烧以及土地利用，污泥处置技术因各国社会

发展和经济水平不同而有所差异，发达国家因工

业发展较早，污泥处置技术比较完善，其中土地

利用占比较大。我国污泥处置技术虽起步较晚，

但随着政府不断加强执行污泥无害化处置政策，

污泥处置技术已与发达国家基本持平。

1）填埋处理。污泥填埋技术是最早用于处理

污泥的技术，经过很多年的发展，填埋处理技术

已经比较成熟。近些年来我国污泥量不断增加，

填埋需求量也大幅增加，填埋需要大面积选址占

用土地，因我国城市化进程加快，可用土地也越

来越少，且污泥填埋处理技术无法避免环境污

染，仅是延缓污染时间，例如有害金属和成分下

渗会污染地下水等，因此填埋处理技术不是处理

污泥的最佳方法。

2）污泥焚烧。污泥焚烧也存在这类问题，焚

烧温度低会导致二噁英等有害气体产生，污染环

境。在我国一些地区依然运用填埋处理技术处理

污泥，可是大部分地区由于填埋场地的选址与运

输花费等相关问题，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其普遍

运用。因此污泥焚烧填埋处理技术不是处理污泥

的最佳方法。

3）土地利用。污泥中富含有机质、氮磷钾等

成分，具有较强的黏性和吸水性，能够改善土壤

的物理化学特性，有利于形成土壤团粒，较少水

土流失，提高土壤的肥力和保水能力，实现农业

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

虽然污泥具有改善土壤特性以及修复盐碱

地、沙地等优点，但其含有病原体以及有害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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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若不经处理直接进行土地利用，浓度过高的

有害物质会渗入地下水造成污染，且重金属有可

能通过食物链威胁人类健康，因此污泥土地利用

必须先解决上述问题。

2.2 污泥资源化利用技术

1）污泥燃料利用技术。污泥中含有大量有机

物，具有一定热值，通常可与煤或水煤浆混合制

成型煤燃料或水煤浆燃料。制作型煤是利用污泥

的粘结性，按一定比例与煤粉和其他添加剂混合

制成污泥型煤。制作水煤浆燃料是将污泥、煤、

水和添加剂按比例混合经研磨制成具有流动性的

新型污泥燃料，其特点为浆状，可以通过管道用

泵输送，能像液体燃料一样雾化燃烧。污泥燃料

化利用可充分利用其自身发热量，带来显著的经

济效益。同时可替代部分新鲜水，既节约了水资

源又对废水进行了回收利用，具有重要的社会与

环境效益。

2）污泥材料化技术。污泥资源利用主要的途

径有污泥建材利用，部分污泥可通过特殊加工制

作成污泥砖、水泥以及粉体掺和料等建材原料，

实现污泥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除此之外，还

有学者研究了污泥制成新型材料，例如生化纤维

板，它是经过热压处理使污泥中的蛋白分子产生

改性作用，再经脱脂和漂白等处理压制成板材，

目前我国在污泥建材利用方面的技术相比发达国

家还不成熟，仍需要继续研究。

3）污泥堆肥技术。污泥堆肥技术是在 20世纪

50年代逐渐发展起来的污泥处理技术，通常是利

用微生物的作用将污泥中的复杂有机物降解转化

成比较稳定的有机物，同时将污泥中的易挥发组

分进行降解，使污泥的物理性状得到改善。最终

高温处理后的污泥没有了病原体等微生物，形成

的堆肥产品能够充当土壤改良剂等。污泥堆肥技

术经过长期的发展，虽然取得较大进步，但仍存

在许多待解决的问题，需要继续研究，例如污泥

经过堆肥利用后，虽解决了含有微生物病原体、

含水量高等问题，但其中重金属等尚未根除，因

此要使污泥成为安全、有效的堆肥资源，还需针

对上述问题进行探索研究。

2.3 污泥处置技术发展趋势分析

填埋、焚烧、土地利用等传统污泥处置方法

不仅运行费用高，而且不能完全消除污泥对环境

产生的危害。污泥的无害化处置以及资源化有效

利用是人类共同关注的问题，污泥的处置与利用

也应当兼顾到经济效益、环保效益和社会效益。

我国污泥资源化利用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较为落

后，利用率不到 10%，伴随着污泥的产量不断增

多，差距仍会扩大。因此结合我国工业进程发展

开发出针对性的污泥资源化利用技术具有重要

意义。

3 中煤陕西公司污泥利用情况

中煤陕西榆林能源化工有限公司设计年产烯

烃 60万 t，采用水煤浆气化技术，每年产生固含

5%的污泥高达12万 t，污泥作为危废外送处理费用

极高，因此中煤陕西公司长期以来不断探索污泥

资源化利用的方式，因污泥本身含有一定热值，

在高温高压条件下将其含有的危害有机质和可燃

物进行气化，既能充分利用其热值又能替代部分

水资源，可最大程度的保护环境，同时可为中煤

陕西公司大大降低污泥处置费用。中煤陕西公司

对现场脱水后的污泥进行了分析，具体分析见表

1。从表 1可明显看出，污泥含水量高、挥发分

高，且具有一定热值，可掺入至煤浆中再送入气

化炉高温气化。

表1 污泥分析

3.1 直接掺烧法

原煤破碎后，与水、添加剂经过研磨混合制

得水煤浆，制备出的水煤浆再送入气化炉高温气

化。制备水煤浆主要设备为棒磨机，中煤陕西公

司曾尝试将污泥水直接加入到棒磨机中，与煤浆

混合后进行气化，实际运行过程中发现，由于污

泥水的加入，造成煤浆粘度急剧增加，煤浆流态

变差，使得煤浆堵塞棒磨机的出料筛网，设备故

障率提高，生产过程被迫降低煤浆浓度，极大的

降低了气化经济性。主要原因为污泥比表面积

大、含水率高、含有起到增粘作用的聚丙烯酰胺。

3.2 煤浆提浓掺烧法

污泥直接掺入煤浆方法影响了气化经济性，

中煤陕西公司采取污泥外送交由具有危废处理资

质的单位进行处理，固含17%的污泥处理费用高达

3 400元/t，极大提高了企业生产成本。同时调研

名称

污泥

全水

Mt/%
88.5

分析水

Mad/%
2.16

灰分

Ad/%
42.08

挥发分

Vdaf/%
86.50

全硫

Std/%
0.56

发热量Qnet.ar
MJ/kg
1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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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污泥减量化再进行外送处理的办法，但该技术

新增污泥干燥设备，占地面积大、成本高，干燥

过程中会产生废烟气污染环境，因此未采用污泥

减量化技术。

中煤陕西公司通过共同开发煤浆提浓新技

术，使三峰分形级配提浓工艺技术得到示范，煤

浆提浓系统投用后，细磨机和超细磨机通过高速

剪切和温升作用对污泥进行改性，改性后的污泥

不影响煤浆浓度，系统每年可处理 12万 t固含为

5%的污泥，既解决了污泥处置难题，又替代了部

分制浆用水，为企业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

3.3 污泥资源化利用经济性分析

煤浆提浓系统投用后，系统每小时可处理 15 t
固含为 5%的污泥，每年达 12万 t。中煤陕西公司

购买新鲜水价格为 12.4元/t，外送处置固含为 17%
的污泥费用为 3 400元/t。可计算出污泥资源化利

用产生的经济效益。节约处置费如下。

污泥量（固含17%） =15 t/h×5%÷0.17=4.41 t/h
污泥处置费用=4.41t/h×3 400元/t=14 994元/h
节约新鲜水费用为

15 t/h×95%×12.4元/t=176.70元/h
煤化工企业年生产时间以 8 000 h计算，每年

可节约污泥处置费和新鲜水费用合计 12 136.56万
元。污泥资源化利用后，为中煤陕西公司大大降

低了生产成本。中煤陕西公司将污泥资源化利用

后，既降低了企业生产成本，又减少了环境污

染，是探索污泥资源化利用的重要尝试，可为煤

化工企业提供宝贵经验，共同推动煤化工行业零

排放。

4 结 语

污泥的处置与利用是当今环境科学中的重要

课题，从经济发展、资源开发利用、环境保护等

各方面来看，污泥最理想的出路是资源化利用。

在当前能源结构和环保政策调整的背景下，污泥

资源化利用技术是重要的发展方向，符合国家节

能环保政策导向。我国煤化工从装备和工艺技术

已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实现零排放将是增强企业

竞争力的主要方向，煤化工企业未来应不断推进

能源产业技术升级，在构建清洁高效的能源体系

中发挥重要作用。

污泥资源化利用应根据污泥特性，遵循“安

全环保、循环利用、节能降耗、因地制宜、稳妥

可靠”的基本原则。中煤陕西公司结合企业自身

特点和地域特性，发挥煤化工企业天然优势，将

污泥制备成高浓度的污泥煤浆再进行气化，既解

决了污泥产生的环境污染问题，又充分回收了污

泥中的热值和水分，实现了污泥资源化利用的目

标，从企业角度大大节约了生产成本。中煤陕西

公司的污泥资源化利用方式可为西北地区水资源

匮乏、污泥处置难度大的煤化工企业提供经验，

同时为我国城市和工业污泥资源化利用起到示范

作用。

综上所述，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合理处置和

利用污泥技术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研究污泥资源

化利用技术既能解决污泥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

又能节约能源资源和水资源，对促进我国城镇化

和工业快速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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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当前我国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

构、转换增长动力、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攻关期，

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是实现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

民族复兴的基础。我国是世界煤炭消费量最大的

国家，煤炭一直是我国的主要能源和重要原料，

2018年之前煤炭在一次能源生产和消费构成中始

终占 60%以上 [1-2]。石油、天然气是煤炭的主要替

代品，但我国石油、天然气对外依存度已接近

70%、45%[3-4]，平均海运运距超过 7 600海里，主

要进口来源地中东、拉美和西非地区局势动荡。

天然气前 5大进口国澳大利亚、卡塔尔、马来西

亚、印度尼西亚和美国均非我国传统友好国家。

当下中、美两国贸易摩擦仍在持续，围堵中国意

图明显，石油和天然气是重要一张牌。在我国已

建成的 9个石油战略储备库中，有 7个位于沿海地

区[5]，一旦发生重大外部冲突，能源安全将岌岌可

危。可以预见，未来 30年煤炭仍是我国主体能源

和重要工业原料，是我国最可靠的能源保障，也

是国家能源安全最后的防线。但我国煤炭行业仍

面临着开采条件复杂、安全风险高、生产效率和

绿色清洁水平低、发展后劲不足等困难，保持煤

炭行业长期健康发展，对保障国家能源和经济安

全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1 煤炭行业现存问题

2017年以来，随着国家供给侧改革的持续推

进，煤炭行业保持平稳发展，煤矿安全形势明显

好转，百万吨死亡率为 0.093，首次降到 0.1以下；

内蒙古、河北、山西、陕西、新疆等地煤矿百万

吨死亡率在 0.05以下 [7]。但是，煤炭行业稳中有

忧，在当前和今后一个阶段，仍将面临以下问题。

1）安全生产形势依然严峻。与美国、澳大利

亚 以 露 天 矿 开 采 为 主 不 同 （占 比 分 别 70%、

80%），我国露天煤矿占比只有 10%左右，其余均

为井工开采，地质条件复杂，水、火、瓦斯、地

温、冲击地压等灾害愈发严重，东中部地区部分

煤炭行业健康发展长效机制构建研究

吕 益
（中煤新集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安徽 淮南 232001）

摘 要：结合我国煤炭开采的现状、存在问题和未来发展方向，从保障能源和经济安全的角度，提

出从推动煤矿定向减负、制定优待煤矿从业者的综合保障措施、保护性开发现有煤炭资源、扶持煤

矿高端装备制造业发展、出台煤炭技术领军人才制度和深入研究煤炭未来开采的新理论新技术 6个
方面构建煤炭行业发展的长效机制，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实的能源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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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long-term mechanism of healthy development with coal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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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ombining with the status，existing problems and futur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coal mining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nsuring energy and economic security， the long- term mechanism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al industry
should be built from following six aspects：promoting targeted load reduction in coal mines， formulating comprehensive safe⁃
guard measures to give preferential treatment to coal mine practitioners，protective development of existing coal resources，sup⁃
porting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nd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coal mines，promulgating the system of leading tal⁃
ents in coal technology，and the in-depth study of the new theoretical and new technologies for coal mining in the future，
and provided a solid energy support for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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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井开采深度超过 1 000 m，煤矿事故多发，重大

安全事故仍有发生。煤矿百万吨死亡率与美国的

0.028及澳大利亚的0.02相比，仍有一定差距。

2）煤炭行业去产能仍是首要任务。目前全国

生产煤矿产能约为 40亿 t/a，在建和改扩建煤矿产

能 11亿 t/a左右，进口 2.5亿 t左右，与全国每年煤

炭消费 40亿 t左右相比，煤炭产能过剩态势没有改

变。在去产能过程中存在富余职工安置难、资产

处置难、债务分割难、关闭退出难的问题。

3）结构性矛盾突出。煤炭生产效率低，人均

工效与先进产煤国家差距大。煤矿发展水平不均

衡，先进高效的大型现代化煤矿和技术装备落

后、安全无保障、管理水平差的落后煤矿并存，

年产 30万 t及以下小煤矿仍有 3 100处以上，占煤

矿总数的 50%以上，1 000万 t以上超大型矿井

42处，占比不到 1%[8]，煤炭产业集中度低，企

业竞争力弱，低效企业占据大量资源，市场出清任

务艰巨。

4）绿色清洁发展水平亟待提高。煤炭开采引

发土地沉陷、水资源破坏、瓦斯排放、煤矸石堆

存等，破坏矿区生态环境，恢复治理滞后，绿色

矿山建设任重道远；煤炭利用方式粗放，大量煤

炭分散燃烧，污染物排放严重，大气污染问题突

出，应对气候变化压力大，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工

作仍需努力。

5）总体机械化程度偏低、用人多。目前，全

国煤矿采、掘机械化程度为 78.5%、60.4%[9]，且属

于低水平的机械化，占总数量 50%以上的 30万 t/a
以下小煤矿机械化程度更低。全国大型煤炭企业

人员约 290万人，与美国 5亿 t产量 5万人及澳大利

亚4.4亿 t产量3.9万人相比，仍有相当大的差距。

6）企业负担重、负债高、融资难、资金紧张

等问题突出。由于煤炭生产的特殊性，进项税抵

扣范围过于狭窄，占成本比重较大的塌陷补偿

费、青苗补偿费、征迁安置费、探采矿权价款等

项目无法抵扣进项税，增值税负占营业收入比达

到13%以上，造成增值税实际税负远高于普通制造

业。除增值税外，煤炭企业还需要资源税等其他

各项税收，综合税负率远高于其他行业。2018
年，规模以上煤炭企业资产负债率仍维持 66.30％
的较高水平[10]。企业融资成本进一步提高，部分企

业资金紧张的问题仍然突出，提高煤矿工人收

入、补还煤矿安全生产与采掘工程欠账、职工工

资、社保基金的压力依然较大。

7）科技创新能力不强。煤炭基础理论研究薄

弱，颠覆性理论创新成果不多，2000年以来煤炭

行业获得国家科学进步奖一等奖只有 3项，获得国

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只有 2项[11]，远低于石油、化

工、电力、钢铁等其他传统行业。“四基”薄

弱[12]，共性关键技术研发能力不强，超大功率采煤

机、大型提升设备及大功率减速器、关键零部件

的可靠性和稳定性不高，高性能密封件、重载轴

承、大型复杂铸造件、高精度液压件与德国、美

国等先进国家相比还有差距。煤炭科技研发投入

不足，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有待加强，

科技创新对行业发展的贡献率低。

8）高素质人才不足。我国煤矿多集中于内蒙

古、山西、陕西、新疆、贵州等边、少、偏、穷

地区，“脏、苦、累、险”的工作环境没有根本改

变，人员素质不高，就业人员中具有大专及以上

文化程度的只有 15%，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占

50.9%，40岁以上的占 56%[13]，人才流失严重。人

员老化、低素质人员富余、高技能人才不足的问

题突出。行业吸引力下降，煤炭院校采矿专业招

生难、煤矿企业招工难现象再次出现。2018年中

国矿业大学和安徽理工大学毕业生选择能源类和

采矿类分别只有 9.5%和 1.08%[14，15]，不利于煤矿长

期健康发展。

9）应对市场变化能力较弱。2018年上半年煤

炭采选业虽实现利润约 1 279亿元 [16]，但折合吨煤

只有 75.37元/t，由于煤炭行业的特殊性，导致开

采以人工费、电力、土地征迁、环保、安全整治

为主的成本支出具有刚性且呈现逐年增加趋势，

成本转嫁困难，在市场煤价下行时，业绩“变

脸”快。

2 煤炭行业未来发展方向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

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

念，煤炭行业必须立足于实现国家能源和经济安

全，以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为中心，依靠科技

进步，实现煤炭工业由大到强的历史跨越。未来

的煤矿将成为安全、高效、绿色和智能化精准开

采的高技术新型产业。

在安全开采方面，坚持技术、管理、装备、

素质、系统并重，实行超前综合安全治理，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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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矿百万吨死亡率长期保持在 0.1以下。其中西部

主产区低于美、澳等发达国家水平；皖、鲁、豫

等中部和东北产煤区达到美国、澳大利亚等发达

国家水平；西南地区产煤区保持在 0.1以下。杜绝

特别重大安全事故，基本消灭重大安全事故，使

煤炭开采不再是危险的代名词。

在高效开采方面，按照“压缩东部、限制中

部和东北、优化西部” [17]的全国煤炭开发总体布

局，依靠科技进步和装备升级，通过市场化手

段，加快淘汰落后产能，推进实施企业兼并重

组，压减煤矿总数量，提高骨干企业集团产能、

规模，到 2030年，煤矿总数量控制在 2 000处以

下，到 21世纪中叶减至 1 000处以下；持续实施煤

矿“一优三减”，提高单井、单面生产能力；加快

推进煤矿“四化”，实现机械化换人、自动化减

人、智能化无人，以高素质“新人”替换“旧

人”，实现从业人员素质提升，加快井下机器人应

用，以智能机器人替换自然人，在保持产能不变

的前提下，到 2030年煤矿从业人员要减至 200万
人以下，到21世纪中叶减至50万人以下。

在绿色开采方面，坚持矿井从建设到闭坑全

周期、从地面到井下全区域、从开采到利用全过

程绿色化，实现煤矿企业由环境的负外部性向正

外部性转变。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视察徐州潘安

湖、抚顺西露天矿采煤沉陷区重要讲话精神，实

施综合治理，把黑水荒山变成绿水青山和金山银

山；全面实施零固废、零排放、零污染、低碳化

的煤矿生产新理念，应用矸石造纸、制新型建材

等新技术，实现地面矸石的综合利用，做到“吃

干榨净”；采用先进环保理念和技术装备，全面实

现生产、生活污水净化处理和 100%再利用，实现

零污染；推广煤与瓦斯共采，实施瓦斯发电、瓦

斯液化、瓦斯提纯，研究低浓度瓦斯综合利用，

实现煤矿瓦斯从安全治理向开发利用的转变，做

到零排放；实行回风余热、压缩机余热利用，全

面推广高效变频设备，减少能源投入，实现低碳

化生产；推广充填开采、保水开采，实施 110工法

和N00无煤巷工艺，推进实施“采选充留”开采工

艺，实现矸石不升井就近充填，有效控制地表沉

陷；鼓励煤炭企业通过前向和后向一体化战略，

实施循环经济和煤炭清洁化利用，延长煤矿产业

链，推进煤电、煤制气、煤制化、煤制油和矸石

制建材一体化，支持有条件的煤矿企业利用智能

化先行优势和丰富的现场经验，推进煤矿智能一

体化，实现从单一煤炭生产向清洁能源供应商和

能源综合服务商的转变。通过实施绿色矿山建

设，到 2030年，煤矸石综合利用率 90%以上，矿

井水利用率 90%以上，土地复垦率 85%以上，原煤

入选率90%以上，到21世纪中叶，上述4个指标达

到 100%，实现煤矿由环境污染者向环境保护者和

环境美化者的转变。

在智能化精准开采方面，以物联网、大数

据、云计算、移动互联和 5G等高科技手段为支

持，以高可靠性、智能化新型传感器、采掘设备

和多网融合传输方法与技术装备为基础，通过建

立多场多参量信息挖掘分析、基于大数量云平台

的精准开采模型和多场耦合复合灾害预警，结合

智能感知、智能控制和透明空间地球物理等创新

技术，配套救灾通信、人员定位及灾情侦测技术

装备，实现煤矿远程少人化无人化精准开采。加

快实施基于云技术的智慧矿山建设，结合采矿、

安全、机电、信息、计算机、移动互联网等学

科，融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智能模糊控制技

术、图形显示技术、移动通信技术、云计算技术

于一体，将互联网+应用于云矿山建设，把煤炭资

源开发变成智能车间[18]。通过智慧矿山与精准开采

相结合，实现以地面远程可视化操作为主的智能

化精准开采。到 2030年，在西部和中部地区实现

智能化煤炭精准开采，到 21世纪中叶全面实现智

能化煤炭精准开采，实现煤矿由劳动密集型向具

有高科技特点的技术密集型转变，彻底颠覆煤矿

生产的传统模式。

3 构建煤炭行业长期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

煤炭是我国能源和经济安全的最后屏障，必

须拓宽视野，站在未来 30年国家长治久安和民族

复兴的角度，落实党的十九大和中央工作会议精

神，树立新发展理念，构建煤炭行业长期健康发

展的长效机制，实现高质量发展。为此，建议国

家出台以下措施。

3.1 推动煤矿定向减负

煤炭行业与传统“大进大出”的制造业不

同，可抵扣金额较少，导致实际煤炭企业增值税

实际税负较重，占营业收入的13%左右，加上资源

税从价计税的影响，实行税负率达20%以上，远高

于其他行业，不利于企业转型升级和安全发展。

吕 益：煤炭行业健康发展长效机制构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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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国家对煤炭企业实行定向减负，将增值税率

降至10%，使煤炭行业的增值税税负与普通制造业

相当。

扩大煤炭行业增值税抵扣范围。煤炭产品具

有特殊性，就是形成产品的成本不能在实物形状

中体现出来，虽然原材料、配件、设备取得进项

税票因而可以抵扣，但同样构成煤炭成本的征地

搬迁费、塌陷赔偿费、征地费用由于没有进项税

票可抵扣，不能冲抵销项税，造成实现税负加

重，同时随着矿井开采范围不断扩展，此项费用

占成本的比例将越来越大，因此建议征地搬迁

费、塌陷赔偿费、探采矿权价款等按照 16%的比

例，按每年实际支付额计算抵扣进项税额。

3.2 制定优待煤矿从业者的综合保障措施

减征或免征煤矿从业人员个人所得税。为落

实李克强总理在山西调研时提出的“煤黑子”向

“煤亮子”转变 [19]，减少煤矿人才流失，吸取更多

优秀人才进入，实现可持续健康发展。在相当长

一个时期内，煤炭开采仍属于高危行业，工人要

在高温、淋水、煤尘等恶劣复杂的井下环境中工

作，劳动强度大，安全风险高，远离大城市，而

且大多数煤矿工人是农民工，家庭负担重，建议

针对煤炭行业从业人员出台个人所得税优惠政

策，将起征点提高到 15 000元/月，或免征个人所

得税，让煤矿工人可以获得更高的收入，减轻他

们的家庭负担。

将煤矿井下作业人员工龄工资提高到 80~100
元/a，并不纳入绩效或计时（件）工资，以留住现

有人员。对煤矿退休人员，在正常退休工资之

外，由政府根据退休前的煤矿井下工龄，按照 60~
100元/a的标准，给予专项补贴，保证退休人员无

后顾之忧。根据 2018年各行业平均工资水平，煤

矿井下作业人员最低工资除“五险一金”外，应

不低于10 000元/月。

对煤矿主体专业大学生实行特别助学金。对

报考采矿、通风、地质、机电等煤矿主体专业

并愿意从事煤矿工作的，每年由国家提供 3 000~
5 000元的特别助学金，鼓励更多人员投身煤炭

行业。

对煤矿管理和技术专家特别保护。煤矿管理

和技术专家培养困难，是国家宝贵的人力财富资

源，但受制于国家现行退休政策，不得不到龄退

休。为充分挥这部分人的作用，对具有中级以上

职称的煤矿管理和技术专家，实行弹性退休制

度，对身体健康、自愿在岗的，可以推迟退休；

对愿意退休的专家，各煤矿企业成立技术咨询机

构，给予 8 000~10 000元/a的补助，发挥这部分人

的作用。

改善煤矿工人作业方式。鼓励煤矿实行夜班

和节假日不生产，减少井下作业时间。对自愿实

行夜班和节假日不生产的，国家在增值税、所得

税方面给予相应减免，提高煤矿工人的幸福指数。

3.3 保护性开发现有煤炭资源

提高煤矿准入门槛。煤炭是不可再生资源，

也是子孙后代共同的财富，必须坚持保护性开

采、高效化利用，采好、用好现有资源，实现减

总量、增单价。从安全、技术、经济、环境、人

员、设备、工艺、效率和资源回收等方面强化约

束，提高准入门槛。

制定煤炭资源的战略储备规划。煤炭作为我

国主体能源，要立足长远，居安思危，将煤炭作

为国家的战略性资源，国家相关部门要制定规

划，在中部、西南和西部地区确定部分战略性储

备资源，暂不开发或放慢开发节奏。

提高煤炭利用效率。实现煤炭及伴生资源的

共采共用，加快煤炭综合利用。大力发展高精度

煤炭洗选加工，实现煤炭深度提质和分质分

级。制定高硫、高灰、高砷、高氟煤炭清洁化

利用方案。

提高资源回收率。制定提高煤炭资源回收率

行动计划，国家在资源税方面实行差异化征收，

根据资源回收率高低，实行 10%~100%的浮动税

率，在 3年内将资源回收率由现有 40%~50%提高

80%以上。

3.4 扶持煤矿高端装备制造业发展

智能化、高可靠性机电装备是煤矿安全高效

生产的基础，为实行煤机行业从模仿追随到赶超

引领的跨越，解决“四基”薄弱和核心关键部件

受制于人的问题，提出如下建议。

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智能化高端煤机装

备。鼓励传统煤机制造企业与现代高科技企业

“跨界联姻”，实现强强联合，重点围绕大功率智

能采煤机、掘锚护一体机、超高工作阻力液压支

架、超大功率变频控制运输机、智能化快速掘进

成套设备、智能化钻探与救援设备、智能化控制

设备及软件等开展联合攻关，国家相关部门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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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持煤机装备发展规划、装备目录和推广计划，

对列入推广目录的国产高端智能化煤机装备，可

以由企业直接采购，并给予税收返还或定向补贴。

加快煤矿机器人的发展和应用。根据国家煤

矿安全监察局 2019年 1月 2日发布的《煤矿机器人

重点研发目录》，国家推广应用 5大类共 38个机械

人项目，替代人工作业，推进煤炭工业高质量发

展[20]。为实现这一目标，建议以 3年为期，在 2022
年之前，对应用机器人的煤矿，由国家按机器人

设备采购金额给予 30%~50%的财税补贴，对机器

人制造企业给予优惠或补贴，从需求端和供给端

共同发力，加快机器人的发展和应用。

提高煤机装备核心关键部件的国产化水平。

对煤机装备常用的大功率高精度液压件、高可靠

性密封件、电控件、重载轴承等进口件，由中国

煤炭工业协会牵头列出目录，每类部件确定 3~5家
国内企业联合国内科研院所开展联合攻关，以企

业为主，国家给予专项科研资金补贴，力争在 3年
内取得突破。

加大煤炭人工智能技术应用。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在 2018年 10月 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人工智能

发展现状和趋势集体学习会讲话精神，促进人工

智能与井下生产深度融合，推广无人值守车间硐

室，实现井下设备智能巡检和地面远程一键式启

停，减少井下固定岗位。煤矿工人将从“黑领”

变成“乌金蓝领”和“白领”，成为高技术、高收

入、高含金量的金领职业。

3.5 出台煤炭技术领军人才制度

我国地处欧亚板块结合部，地质构造复杂，

自然发火、高瓦斯、煤与瓦斯突出煤层多，煤层

赋存条件差异大，从薄和极薄到厚与特厚 （巨

厚）、从近水平到倾斜、急倾斜煤层均有分布，安

全开采难度大。建议制定煤炭技术领军人才制

度，突破复杂条件煤炭开采关键技术。根据我国

煤炭开采条件确定需突破的关键技术项目，鳞选

技术领军人才，自主选择组建专家团队，给予充

分的自主权和经费支持，力争 3年之内，在煤与瓦

斯共采技术、巨厚和薄煤层高效开采技术、具有

透视功能的智能精准地质勘探技术、冲击地压精

准预测预报与治理技术、多相智能感知与无源传

输技术、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利术、智能化精准开

采技术、智能化采掘运钻设备技术、井下严重衰

减环境下高速通信技术、深井高效支护技术、煤

炭地下直接气化技术、“采选充留”矸石不升井开

采技术等12项关键技术领域取得突破。

3.6 深入研究煤炭未来开采的新理论新技术

按现有开采技术条件，我国目前能够开采的

绿色煤炭资源量只有 5 000~6 000亿 t，考虑我国煤

炭资源回收率平均只有 30%~40%，按国家能源需

求，现有绿色煤炭资源量仅可开采 40~50a，必须

深入研究煤炭未来开采的新理论和新技术，取得

一批具有颠覆性的“黑科技”成果，不断扩大绿

色资源量，实现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

开展煤炭开采及高效利用的新理论研究。组

建多行业、跨专业的研究团队，开展煤炭开采与

利用的基础理论研究，实现新突破。深入研究深

部煤炭开采新技术，研究煤炭地下直接液化、气

化、粉化的可行性和技术方案，实现从开采到抽

采的转变，完成煤炭生产新业态。

开展煤炭智能化技术研究。把握数字化、网

络化、智能化融合发展契机，推进智能化在煤矿

设计、建设、开采、销售、加工利用等全过程深

度融合，实现开矿不见矿、采煤不见煤的智能绿

色环保开采新模式。

开展煤炭清洁高效和无害化利用研究。深入

研究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技术，实现煤炭及伴生资

源 100%利用。同时，借助大数据、物联网和人工

智能技术，由智能化系统根据需求量、煤种、运

距进行最优选择，实现从用户需求端到煤矿井下

生产面一键式生产和智能化配送。

4 结 语

我国是世界第一产煤国和消费国，也应该成

为煤炭开采与应用技术的领先国。未来 30年，煤

炭仍是我国最可靠主体能源，从能源和经济安

全角度，必须构建保障煤炭行业健康发展的长

效机制，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实的

能源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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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宝鉴

近年来，煤炭行业票据规模的不断扩张以及

票据在煤炭企业经营中的重要性与日俱增，使得

煤炭企业对票据管理专业化、集中化程度要求不

断上升。从这个角度出发，煤炭企业应积极适应

当前形势，把握票据管理主流模式和根本原则，

建设符合自身实际情况的票据管理模式，从而实

现票据资源优化配置，提升整体资金使用效率和

效益。

1 我国煤炭企业面临的票据市场新形势

1.1 宏观层面：经济形势与行业发展促进票据发展

经济增长在客观上带来了使用票据的需求，

票据承兑签发和贴现自带的扩张信用功能反过来

也会促进商品、服务的流通和经济的增长，这种

票据承兑和贴现与经济增长的正相关关系已被广

泛论证，两者相关系数超过了 0.8[1]。2018年，我

国票据承兑签发量为 18.27万亿元、贴现发生额为

9.94万亿元 [2]，分别比 2001年增长了 14.5倍和 5.4
倍。同样，煤炭行业形势的变化也影响了煤炭企

业的票据业务发展。近年来，随着煤炭市场形势

好转，产品销售收入增加带来的票据结算量稳步

增长。以笔者所在的中国中煤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为例，2016年年末应收票据 82.26亿元，比 2015年
年末 46.08亿元大幅增加 79.52%；2017年和 2018
年应收票据同比增长率分别达到了 45.27%和

10.86%。

201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将继续实施

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尤其是加大

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重点解决好民营企业和

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据判断 2019年各项

新形势下煤炭企业票据集中管理的模式选择

谢 弛
（中国中煤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北京 100120）

摘 要：从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全面分析了煤炭企业面临的票据市场新形势，论证煤炭企业开

展票据集中管理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总结了票据信息、票据行为、票据权利、票据价值几种票据

管理模式的特点和适用性。提出煤炭企业设计票据管理模式时要根据自身实际情况，把握各类平

衡，在票据信息集中的基础上，加强对票据行为的预算管控，择机适时开展贴现—转贴现以降低融

资成本，条件具备时最终实现票据池化管理和价值集中。

关键词：新形势；集中管理模式；票据价值；煤炭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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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 selection of centralized management of bills in coal enterprises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Xie Chi

（China National Coal Group Corp.，Beijing 100120，China）

Abstract：From the macro，meso and micro levels， the new situation of the bill market faced by coal enterprises was ana⁃
lyzed comprehensively，the necessity and feasibility of coal enterprises to carry out centralized management of bills were dem⁃
onstrated.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applicability of several bill management modes were summarized from bill information，
bill behavior，bill rights，and bill value. It was pointed out that coal enterprises should grasp all kinds of balances according
to their own actual conditions，strengthen budget control of bill behavior on the basis of concentration of bill information，and
timely implement discount- to-discount to reduce financing costs. Finally， the realization of bill pool management and value
concentration.
Key words：new situation；centralized management mode；bill value；coal enterprise

69



2019年第2期 煤 炭 经 济 研 究 第39卷

票据业务有望呈现增长势头[3]。在这一宏观经济形

势下，伴随我国煤炭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

深化，煤炭行业经济运行呈现稳中向好的趋势，

预计也将带来煤炭企业票据规模的持续增长。

1.2 中观层面：电票时代深刻改变煤炭企业票据

发展方向

票据市场作为我国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

分，近年来迎来了蓬勃发展的新时期，尤其是

2016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陆续出台重磅组合政

策，包括强制淘汰纸票的步骤、成立全国统一的

上海票据交易所、放开票据交易市场等，推动票

据市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呈现参与主体日

趋多元化、票据交易日益活跃、票据创新产品和

服务层出不穷等特征。

对于煤炭企业来说，有两个变化影响尤为深

远。第一，电票已占到绝对比重，2018年全年电

票承兑发生额和贴现发生额分别占比为 94.09%和

97.86%[4]。电票已成为煤炭企业支付结算的重要方

式之一，在货款支付和销售回款中的占比不断提

升，甚至一些焦煤生产企业在结算中几乎都是电

票。第二，票据融资功能进一步强化，2018年年

末票据融资余额达到 57 807.25亿元[5]，由于电票期

限长达 1年，又可进入全国统一的票据市场参与交

易，成为了金融市场上可以与短融、超短融竞争

的重要品种。煤炭企业应高度重视这一变化趋

势，将票据作为重要的低成本融资渠道加以利用。

1.3 微观层面：票据集中管理成为煤炭企业的必

然选择

票据是仅次于货币资金流动性的准现金资

产，在票据业务呈现资金化态势下[6]，通过票据统

一管理和灵活运用而提高企业资金运营效率的需

求日益迫切。尤其是煤炭行业位于产业链上游，

运费、税费、人工等现金支付比例较高，应付票

据规模相对较小，而煤炭企业下游客户主要为电

力、钢铁、建材、化工等资金紧缺型行业，从历

史地位上看票据结算比例也较高，加上存在应收

账款转化为应收票据的动力，造成煤炭行业应收

票据规模较大。根据上市公司 2017年年中报数据

显示，煤炭行业应收票据规模超过 400亿元，在各

行业中排名第一[7]。同时煤炭企业资产负债率普遍

不低，一方面需要向商业银行大量融资，另一方

面却将大量的票据资源闲置；且与应收票据相

对，同时支付高额的承兑手续费，从而出现应收

票据与承兑手续费“双高”的情况，导致煤炭行

业整体对票据融资和结算功能的使用不充分。因

此，各类煤炭企业若通过对票据实施集中管理，

将会收到良好的效果。

综上所述，宏观经济形势和稳中向好的煤炭

经济运行态势，对未来煤炭企业票据发展将起到

正面影响。而在票据市场开启电票新纪元后，全

国统一的票据交易市场的建立与发展，也进一步

推动了煤炭企业票据结算与融资功能的全面深

化。在这一新形势下，煤炭企业开展票据集中管

理既切实可行，又势在必行。

2 煤炭企业票据集中管理的模式分析

现代意义上的票据集中管理注重挖掘票据业

务链条上的每个关键要素或环节，煤炭企业可以

根据自身实际情况，通过对票据的不同节点施以

管控、加以侧重或者排列组合，从而实现票据资

源的优化配置。

2.1 票据信息的集中管理

票据管理的首要目标即实现票据信息的集

中，根据新会计准则的要求，企业需要建立起票

据信息统计机制，解决票据资产的公允估值问

题。因此，票据信息的集中管理是煤炭企业票据

管理和财务管理的第一环节。具体要求是，煤炭

企业以票据信息为手段，对各所属企业的票据收

支情况进行收集并监督管理，通过较低成本掌握

票据情况，为票据决策提供基础；所属企业发生

票据收支时将相关信息及时传递给资金管理机构

（财务部门或财务公司，下同），票据实物仍由各

所属企业自行保管。

票据信息的准确程度势必影响票据管理的有

效性，实现票据信息的集中管理有赖于强有力的

行政手段。尤其大型煤炭企业，由于管理级次

长、单位多、分布散，需通过行政命令避免低效

无效的票据信息收集方式。另外，还要借助高效

的信息系统才能及时、准确、全面掌握票据信

息。当前形势下，电票的普及降低了票据信息收

集的难度和成本，大大便利了煤炭企业票据信息

集中，企业需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统筹上海票

据交易所的电票系统 （ECDS） 和票据交易系统、

集团内部资金管理平台、ERP等财务管理系统等之

间的关系，采取自建、依托银行或系统第三方的

方式建设票据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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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票据行为的集中管理

票据行为的集中管理关键在于不改变票据所

有权的前提下，煤炭企业对开票、贴现、背书、

票据追索、到期支付与托收等各类票据行为具有

管理权限。由资金管理机构具体实施票据行为的

控制，这里有两个层面的含义，第一是虚拟层

面，通过资金预算等管理制度，建立关于票据业

务申请与审批的管理体系；第二是实际层面，各

所属企业收到的票据由资金管理机构或者委托商

业银行集中保管。

票据行为管理的集中程度较高，所有票据在

煤炭企业资金管理机构的统一管理和严格管控

下，实现票据资源的调控，煤炭企业可量入为出

对票据收取、支付合理监督，自上而下贯彻执行

整体的票据决策并因企施策。在纸票占据主流的

时期，采取集中保管的方式面临物理传递风险较

高、管理成本较大等问题，因此适用于规模较

小、所属企业地域单一的煤炭企业；进入电票时

代后，借助信息系统可方便快捷地实现票据的托

管，票据行为的集中适用范围大为扩展。

2.3 票据权利的集中管理

票据权利的集中管理，指的是煤炭企业将票

据视为准货币资金进行上收，通过行政命令要求

各所属企业进行票据背书转让，转移票据的所有

权。根据转移对象的不同有两种形式：一是将票

据背书给企业集团，开展票据业务的各项结算收

入进入企业集团账户；二是贴现给财务公司。

票据权利的集中程度极高，由于票据权利归

煤炭企业集团或其财务公司所有，有利于统筹开

展各种票据业务。但也正因此所属企业丧失了持

有票据背书转让的权利，导致这种方式下背书上

收的票据一般以托收为主，如果贴现给财务公

司，资金不足时可能采取转贴现或再贴现。因

此，一刀切将票据进行上收，没有考虑所属企业

实际票据结算和融资需求，票据流动性和灵活性

降低，也不利于调动所属企业积极性；而且财务

公司贴现规模受信贷规模限制，贴现—转贴现的

收益性受资金市场价格波动影响较大，也会影响

票据的收益性。这种完全意义上的票据权利集中

方式，只适用于高度集权的煤炭企业，具体采用

时需要根据企业状况加以调整。

2.4 票据价值的集中管理

票据与现金相比承载的是企业 （银行） 信

用，流转时必须以真实贸易为背景，流动性相对

受限，所以票据对应的是等值资金的沉淀，从而

丧失了该部分时间价值。票据集中管理的最高层

次在于激活存量票据的时间价值，通过一定的机

制、通道、平台加速存量票据流转，将时间转化

为资金价值。

现在煤炭企业主流的做法是建设“票据池”，

将持有票据整体或部分质押给商业银行，形成相

应的票据额度在所属企业间调剂，用于灵活办理

各项表内外授信业务。这种模式的主要好处有两

方面。一是减少资金占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通过质押额度及内部交易机制，解决收付票据期

限和金额错配、持票单位和用票单位不匹配等问

题，大幅提升票据流动性和利用率。二是派生存

款利息，增加票据收益。通过质押这种“短拆

长”方式，延迟支付后原有票据的回款将进一步

增加收益。但这种模式牵涉合作银行的选择、所

属企业之间额度的调剂和建立额度转移计价机

制，以及质押额度的利用方式等诸多方面，需要

煤炭企业强有力的顶层设计。

3 煤炭企业票据管理模式的思路设计

票据信息、票据行为、票据权利、票据价值

体现了票据集中管理模式的演变过程，但这不意

味着它们是完全割裂开来、彼此孤立的，也没有

好坏优劣之分，实际上作为票据管理体系的重要

组成部分，煤炭企业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综合运

用某几种模式及其特质，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票

据管理模式。具体来说，煤炭企业在设计票据管

理模式时要把握 3个重要原则、符合 3个关键要

素，形成具备4个要点的总体思路。

3.1 设计票据管理模式的重要原则

1）兼顾集中和分散的平衡。设计适度集中的

票据管理模式，既要避免过于集中影响所属企业

的积极性，也要防止过于分散而无法实现票据规

模优势，不利于保障企业整体收益。

2）兼顾结算属性和融资属性的平衡。应严守

《票据法》的规定，“票据的签发、取得和转让应

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正确处理

持有票据对外支付和应付票据问题；同时灵活运

用票据这一短期融资工具，统筹票据签发和贴

现，从整体上降低融资成本。

3）兼顾流动性和收益性的平衡。将票据管理

谢 弛：新形势下煤炭企业票据集中管理的模式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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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入流动性管理，通过预测和计划现金流、管理

头寸和波动性，并提供短期的融资支持，满足任

意时点的流动性需求，增强票据流动的均衡性与

有效性；优化配置票据资源，提高票据资产的收

益，实现资源配置的盈利性和效益性。

3.2 设计票据集中管理模式的关键因素

1）企业目标与诉求。煤炭企业票据运行特点

决定了票据集中管理的目标各有侧重：其一，若

实现对票据资产收入支出的计划和控制，还要优

先考虑票据行为集中；其二，需要充分利用商业

汇票承兑、贴现以及转贴现的途径创造更多有利

的融资方式，则适用票据权利集中；其三，为了

降低保有的无收益资产的占用量，提高资金使用

效率，可通过票据价值的集中[8]。

2）企业票据规模及管理难度。企业规模、票

据规模对票据集中管理的成效有直接的影响。一

般情况下，煤炭企业规模越大、票据规模越大，

以及管理层级化越明显，由此带来票据管理程度

越复杂，则越适用于票据管理的高级阶段，更趋

向于票据价值集中。

3）企业管控模式和文化。作为企业管理的重

要组成部分，票据管理与企业管理模式一脉相

承。煤炭企业管控力度越强，则集中程度越高的

票据管理方式越容易取得较好的效果。

3.3 煤炭企业票据管理的总体思路

1）实现票据信息的集中。不管哪一类型的煤

炭企业，不管采用何种票据管理模式，都离不开

对票据信息的掌握。煤炭企业应避免票据信息孤

岛，通过建立科学高效的票据信息收集方式，详

细了解所属企业应收、应付票据总量、期限、规

模等信息，并及时掌握票据的流量流向，全面把

控所属企业资金收付计划。例如，陕煤集团 2017
年开始由其财务公司进行票据集中管理，截至

2017年 1季度末，已有 174家所属单位开立票据集

中管理账户；信息集中管理 65亿元，其中应收商

业票据信息集中管理 30亿元，应付票据 35亿

元[9]。票据市场新形势进一步提升了票据信息的集

中可行性和必要性，煤炭企业更要做好系统保障

工作，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将票据信息平台融入核

心系统之中，做到实时管理、在线管理、统一标

准、规范操作，通过先进的信息化手段，提高煤

炭企业票据资源的高效利用和有效监控。

2）通过预算建立对票据行为的集中。单体煤

炭企业管理层级少，应收和应付票据规模可能都

不高，而且上下游客户关系相对稳定，票据结算

交易也较为简单，可考虑票据行为的集中模式，

对票据实行托管。例如，开滦集团对票据管理分

为两个层面：对于资金管理结算中心开户单位收

到的票据采取集中管理的方式，各开户单位将收

到的票据送交资金结算中心统一管理；而非结算

中心开户单位收取的票据采取分散管理方式，由

各单位自行管理[10]。但对所有的煤炭企业来说，为

了更好地发挥票据管理的统筹作用，关键是加强

票据各类行为的集中管控，制定业务规则；将票

据纳入日常资金预算管理，建立票据使用的申请

和审批机制；资金管理机构可及时调整所属企

业既定的票据使用需求和计划，对其票据业务

预算申请执行严格的审批审查，从而增强资金

管控力度。

3）择机开展票据权利的集中。一些企业在发

展初期或者是关键阶段，曾经采取票据统一背书

给企业的高度集中方式，或者部分具有强管控能

力的企业可采取票据权利的集中管理。但是对于

一般的煤炭企业，需要畅通财务公司贴现—转贴

现渠道，当所属企业有资金需求时将票据贴现给

财务公司，财务公司资金不足时再办理转贴现或

者再贴现。如果所属企业贷款成本高于贴现成

本，直接到商业银行贴现成本又高于财务公司办

理转贴现的成本时，此种集中方式可解决资金缺

口并双层次降低融资成本。因此，煤炭企业需要

在测量盈亏平衡点的基础上，择机开展票据贴现

—转贴现模式，这种补充流动资金的方式在煤炭

行业下行形势时尤为重要。

4）条件具备时推行票据价值的集中。随着煤

炭企业跨区域、层级化发展趋势越来越明显，大

型煤炭企业集团建设“票据池”成为当前票据管

理的主要方向。例如，冀中能源、同煤集团、昊

华能源等煤炭企业，均在近年实现了票据的池化

管理。现阶段煤炭企业票据管理将最终进入对票

据价值的集中，通过与 1～2家银行合作，将闲置

票据资产质押入池并生成融资额度，额度可在成

员单位间调剂使用，实现了票据资源的内部优化

配置，解决收付票据期限和金额错配、持票单位

和用票单位不匹配等问题；而且额度可用于开立

新票、低成本融资等各项表内外融资业务，有利

于实现“去杠杆、降成本”的目的。对于成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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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企业来说，需要进一步克服制度障碍，完善

系统建设，真正通过票据管理实现票据价值的最

优平衡。

4 结 语

对于煤炭企业而言，煤炭市场形势好的时候

由于销售收入增长势必带来应收票据规模的提

升；形势不佳的情况下，应收账款的压力转向应

收票据比例的提高也易引发票据管理问题。这更

加凸显了煤炭企业加快票据管理的重要性。2019
年以来，基于宏观经济预期，煤炭市场运行持续

稳中有升的格局，煤炭企业应收票据规模居高不

下。与此同时，票据市场也进入了一个迅猛增长

的高速发展阶段，尤其是伴随着票据利率的低位

运行，票据贴现业务延续增长趋势，并且票据交

易也明显上升。当前形势下煤炭市场和票据市场

的双重活跃，实际上为煤炭企业提供了实现票据

集中管理的窗口期。

煤炭企业要把握这一重要窗口期，首先要明

晰目标，将票据纳入流动性管理的范畴；其次要

理顺企业自身票据管理现状和掌握的资源，并统

筹考虑票据管理需求与票据管理模式两者之间的

关系；再次是完成票据管理的顶层设计，根据票

据信息、行为、权利和价值几种管理模式的特

点，可根据企业整体管控模式各有侧重;最后是实

施票据集中管理，具体操作层面要通过完善制

度、搭建系统为票据管理提供便利性，同时还要

相机而动、适时而变，提高在票据管理过程中的

灵活度，例如在当前票据利率较低行情下，通过

贴现-转贴现模式实现企业低成本增加现金流。票

据管理是煤炭企业一个无法回避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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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我国煤炭行业经历了“黄金十年”，大量资金

的涌入带动了整个行业的快速发展。然而，2012
年以来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煤炭需求减缓，煤

炭产能过剩，煤炭质量差的企业出现成本倒挂，

生产经营艰难。此外，随着全球变暖和可持续发

展概念的提出，能源污染和能源消费的矛盾日益

突出，生产低灰低硫的煤炭产品是解决能源、经

济和环境协调发展的根本出路[1]。面对严峻的环保

形势，煤炭、钢铁、焦化等重污染行业的转型发

展迫在眉睫。要摆脱不利局面，实现企业的可持

续发展，生产低灰低硫的煤炭产品将更符合市场

需求及环保需要，可从根本上解决清洁生产和污

染排放最小化。

付村煤业有限公司隶属于山东能源枣庄矿业

（集团） 有限公司，位于山东省济宁市微山县境

内，矿井地处微山县境内，矿区专用铁路与京沪

铁路接轨，京杭运河流经付村井田西部，毗邻 104
国道，水路交通运输十分方便。付煤公司洗煤厂

于 1998年 10月开工建设，初期设计年生产能力为

120万 t/a。2001年 4月投入运行，2003年达到设计

生产能力，2014年 12月进行全重介洗选系统改

造，2016年以来又相继完成了浮精脱水和重介浅

槽系统改造，目前入洗能力达到 300万 t/a。工艺上

主要采用两套三产品无压重介旋流器分选+煤泥直

接浮选+尾煤泥压滤的联合工艺流程。2018年以来

五级精煤指标为灰分 7.29%，水分 8.9%，硫分

0.65%，挥发分 36.72%，截至 2018年 12月 15日
已，累计外运精煤 205.8万 t，完成了公司下达全年

基于清洁生产的精煤生产管控体系构建及对策研究

王 祥 明
（枣庄矿业集团 付村煤业有限公司，山东 济宁 277605）

摘 要：与环境协调发展，实现清洁生产，为社会提供洁净能源是我国煤炭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经

之路，也是煤炭企业目前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以付煤公司洗煤厂为例，根据市场需求，积极

调整产品类别，生产低灰低硫的煤炭产品。并在调查分析企业现状的基础上，提出了以清洁生产为

目标的生产管控体系，实现从井下配采源头开始到生产精煤过程中各个环节的过程质量控制，提高

精煤产品的质量和企业经济效益，进一步拓宽精煤市场，减少环境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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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countermeasures and construction of management and control system
of clean coal production based on clean production

Wang Xiangming
（Fucun Coal Industry Co.，Ltd. Zaozhuang Mining Group，Jining 277605，China）

Abstract：Coordinated development with the environment，achieving clean production，and providing clean energy to the soci⁃
ety is the only way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hina's coal enterprises，and it is also one of the key issues that coal
enterprises need to solve at present. Taking the coal washing plant of the Fucun coal company as an example，according to
market demand，the product category was actively adjusted to produce low-ash and low-sulfur coal products. On the basis of
investigating and analyz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enterprise，this paper put forward the production management and con⁃
trol system aiming at clean production，realized the process quality control from the source of the underground mining source
to the production of clean coal，and improved the quality of the clean coal products and the economic benefits of enterprises.
The market for clean coal has further broadened and th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has redu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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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的 98%。但与上级下达的指标仍有一定的距

离，因此提高精煤质量是付煤煤业公司洗煤厂当

前实现清洁生产亟需解决的问题。

1 冶炼精煤技术现状分析

原煤经过洗选，除去煤炭中矸石，变为适应

专门用途的优质煤，即为洗精煤。洗精煤可分为

冶炼用炼焦洗精煤和其他用炼焦洗精煤。冶炼用

炼焦洗精煤，其粒度分为小于 50 mm、80 mm、
100 mm三种，灰分小于或等于 12.5%，简称冶炼

精煤；其他用炼焦洗精煤，粒度也分为小于 50
mm、80 mm、100 mm三种。灰分在 12.5%～16%
之间，简称其他精煤[2]。

洗煤是煤炭精加工的重要程序，煤炭在开采

过程中混入些许杂质，或煤炭本身有一定的灰

分，导致煤炭品质下降。为满足客户与市场的需

要，必须利用现代科技对原煤进行洗煤操作。随

着洗煤技术的发展与改进，洗煤工艺也不断得到

提升。

洗煤工艺是用现代的科技手段剔除原煤中所

含的水、硫、磷及其他矿物杂质的过程。最常见

的洗煤工艺方法有以下5种。

1）物理洗煤工艺技术。物理洗煤技术是将煤

粉碎，再把矿物相从有机相中分离出来，主要

有：跳汰法、重介质法和浮选法[3]。

2）筛分洗煤工艺技术。筛分洗煤是指通过把

煤分成不同颗粒进行洗煤，用带孔的筛面分开

颗粒大小的不同混合材料，主要用于原煤准备和

处理。

3）化学洗煤工艺技术。化学洗煤工艺用于脱

离原煤中的硫，将煤中的硫转化为不同形态达到

脱离硫的目的，主要有生物氧化还原法、快速热

解法、二氧化氮选择氧化法、 超临界醇抽提法、

高能辐射法等。

4）微生物脱硫工艺技术。微生物脱硫是一种

克服化学洗煤工艺技术缺陷的方法。生物脱硫 [4-8]

能将煤中的硫较好脱除，且仅通过生物作用而不

是加入化学试剂或外加能量场等，因此脱硫时并

不改变煤的分析结构[9]。

5）微波脱硫技术。微波脱硫工业应用较为广

泛，采用微波直接辐照进行脱硫，同时微波脱硫

联合其他方法进行脱硫，其效果能大大提高。微

波脱硫主要有：微波直接脱硫[10-11]、微波结合化学

脱硫[12-17]、微波预处理微生物处理法等[18-22]。

随着清洁煤技术的兴起，洗煤技术作为其

主导技术之一，在各国均得到快速发展。洗煤

可以优化产品结构，提高利用效率，因此洗煤

是国际上公认实现煤炭清洁且高效利用的首选

方案。

国外洗煤厂规模正趋于向大型化发展，先进

的重介质洗煤技术得到广泛应用，传统的摇床和

跳汰洗煤法正逐渐减少，细粒煤的分选和脱水成

为研发重点，澳大利亚、美国和南非等主要产煤

国家都主要采用重介洗煤方法[23]。

我国目前的洗煤方式还是以跳汰洗煤为主，

洗煤工艺通过自行研发和引进消化，已经得到了

重要发展，但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还有一定的差

距，且不能很好地满足国内精煤的生产需求。我

国洗煤工艺中尚存以下问题：①原煤入选率低；

②洗煤厂规模小、生产线杂、技术水平低；③洗

煤设备不够精准、稳定性差，煤炭产品质量低；

④洗煤设备选用和管理不科学；⑤洗煤工艺对

水的需求量大，且产生废渣、废气、废水等，

污染严重。我国洗煤工艺中存在的问题已成为煤

炭制造业发展缓慢、煤炭质量差、产量低的重要

原因。

2 以清洁生产为目标的生产管控体系

传统的洗煤管理模式是粗放的，这种管理模

式在一定程度上会增加洗煤成本、降低洗煤效

率，因此在洗煤过程中应进一步提高管理水平，

提高管控能力。在生产五级冶炼精煤的探索过程

中，根据市场需要及公司生产的实际情况，付村

煤业公司提出了以清洁生产为目标的综合提高精

煤产品质量的管控体系，如图1所示。

图1 付村煤业公司以清洁生产为目标的管控体系

王祥明：基于清洁生产的精煤生产管控体系构建及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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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现场走动式管理，规范采制样操作

为了保证生产检查人员及化验人员严格按照

国标操作，化验室管理人员实行现场走动式管

理，不定期抽查浮沉液密度是否符合要求，采样

量是否满足国标要求，制样过程中是否存在煤样

污染现象，抽查化验数据是否超差。同时在现场

安装摄像头，通过对化验采制样过程录像的回放

查看是否有员工偷懒现象。对不按国标操作人

员、弄虚作假人员下岗处理。

2.2 优化生产系统，实现精选细选

重介生产系统中，精煤脱水筛用来处理重介

系统精煤磁选机的精矿，筛上物进入 3台精末煤离

心机，筛下物进入浮选系统，精煤脱水筛的来料

一般粒度较细，灰分较高，筛上物灰分为 11.00%
左右，-0.5 mm煤泥灰分为 22.00%左右，为了降低

筛上物灰分，保证五级精煤的质量，采取在精煤

脱水筛上增加喷水的方法，提高筛机的分级效

果，降低细泥对筛上精煤的污染，同时在 3台末精

煤离心机入料槽上加冲水，以提高离心机的分级

效果，降低精煤中高灰细泥对末精煤的污染。根

据原煤上浮灰分，将分选密度控制在 1 380～1 430
之间，原煤小时入洗量控制在 550 t左右，实现精

选细选，使三产品重介旋流器有良好的分选效

果，提高分选效率。

2.3 加强巡回检查，抓好质量岗管理

车间管理人员分时段包保，现场盯靠，对密

控和浮选质量岗重点跟踪。当末煤量大不利于脱

泥脱介时，并及时调整给煤量，使入洗原煤粒度

均匀。及时监控循环水池生产过程中的水位，实

现洗选加工过程中循环水的连续运行，确保循环

水的质量，以防系统内循环水浓度大而影响精煤

质量。

2.4 规范精煤灌仓制度，确保合格发运

为了保证五级精煤的质量和储存量，将精煤

仓 1-8号仓，共 8个仓为 1号精煤仓，9-16号仓，

共 8个仓为 2号精煤仓，17-32号仓，共 16个仓为

五级冶炼精煤仓。洗煤厂根据井下采场生产情

况，来确定洗几号精煤，井下提升原煤上浮灰分

高时，洗六级或八级精煤，原煤上浮灰分低时适

合洗五级精煤，集中洗五级精煤。每次五级精煤

装车时，由调度室值班人员通知化验车间值班人

员及时查看运销装车情况，防止出现混装影响产

品质量。在生产五级精煤时，如果原煤上浮灰分

出现变化，密控司机暂时没有调整好密度，一旦

出现高于五级精煤指标的灰分时，通知精煤仓司

机停止往五级精煤仓罐仓，如灰分超过7.5%往1号
精煤仓罐，如灰分超过8.0%往2号精煤仓罐。待精

煤指标达到五级精煤的标准后，再继续往五级精

煤仓罐，直到五级精煤仓满足储存量后，再根据

客户需要改洗1号或2号精煤。

3 实现清洁生产管理的对策

实现清洁生产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

从生产、管理、制度建设等多方面，只有实现全

过程质量控制，才能达到目标。

3.1 以绿色开采技术实现煤炭清洁生产

我国能源具有“煤多气少油贫”的特点，煤

炭将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长期占据我国能源消

费结构的重要位置。面对严峻的环境污染问题，

必须将过去煤炭粗放型生产利用的模式，转化为

煤炭清洁高效生产利用的模式。

绿色开采是指在煤炭开采过程中，以减少污

染保护环境为目标，实现煤炭生产与环境的协

调。从提高煤炭质量的角度看，绿色开采应从以

下4个方面进行。

1）生产过程的配采。在煤炭开采过程中，如

果条件允许，应从设计开始注重煤炭的配采工

作，主要采用方法有厚、薄配采，不同煤质的配

采等，从而保证煤质均匀，在煤炭生产的源头上

提高煤炭质量。

2）生产过程的清洁化。在煤炭生产过程中加

强管理，制定生产标准，提高生产技能，保证在

生产过程中不出现采煤机割煤均匀，控制煤炭中

的矸石率。

3）优化运输环节配煤和控矸。根据各工作面

含硫高低，对北翼和南翼主运强力皮带科学调整

运行时间，适时掌控南北翼采区煤仓放仓时间。

加强井下原煤仓和缓冲仓的分仓和分提，做到适

时掺配，最大程度保证主井提升原煤硫份、挥发

分符合要求。同时，充分发挥东四拣矸系统工作

效率，最大限度减少矸石进入煤流。

4） 发挥洗煤技改优势，实现精煤产品均质

化。随着重介浅槽和浮精脱水两大技改工程的完

成，大矸石带煤率降至 0.5%以下，浮选抽出率提

高 5.16%，使资源得到有效回收，提质增效显著。

浮选精煤产品采用压滤机脱水以后，形成的煤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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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精煤产品质量影响较大，数据指标表现为精煤

商品煤灰分及水分会因采取的煤样中浮选精煤含

量的多少而存在较大波动。对此，付村煤业公司

洗煤厂进行了煤质均质化研究。通过在精煤压滤

机下方的漏斗内布置槽横向及纵向的钢板，对压

滤机卸下的滤饼进行切割，减小压滤煤饼的整体

体积，滤饼被分割成 150×200 mm大小，实现初步

切割煤饼。经初步切割后的煤饼入仓前通过应用

MJ-600/55*2型煤泥破碎搅拌机，将水分较高的

浮选精煤和水分较低的块精煤、末精煤掺混，实

现煤质均质化，避免了因采样误差而导致的质量

纠纷。

3.2 加强内部管控，实现全面质量管理

1）严格制度实行对标考核。召开产品质量专

业会，制定洗五级冶炼精煤的重介和浮选小指标

考核标准。严格按照考核标准，每天对质量岗位

的小指标结果进行考核，奖优罚劣、末位淘汰。

通过对重介快灰的合格率、稳定率、重介洗混上

浮、矸石浮沉带煤、处理量等方面对重介岗位工

进行考核，并对质量岗位进行单项质量对标考

核，从全方位加大质量岗位的考核奖惩力度，提

高质量岗位工的产品质量意识。

2）建立微信交流群，依靠信息化手段提高协

作效率。建立产销协同微信工作群，运销科在产

销协同微信群内发布发运五级精煤发运量、发运

时间后，化验室及时了解当天井下各生产面的煤

质指标及开采量，通过计算看是否有利于生产五

级精煤，如果不利于生产五级精煤，及时向矿生

产调度提出井下各生产面配采比例，为生产五级

精煤做好准备。

建立洗煤厂产品质量微信群。在开始生产五

级精煤前 1个小时，化验室在产品质量微信群内向

密控司机提供原煤的浮沉、上浮灰分等指标，便

于密控司机提前掌握原煤煤质指标情况，调整好

密度。开始生产五级精煤时，生产检查工按时在

群内发布原煤入洗皮带上的原煤上浮灰分、精煤

脱介筛上煤样灰分、精煤入仓皮带上精煤灰分以

及测定的合格介质液密度，便于密控司机及时全

方位掌握生产过程中的各种生产数据。当生产指

标出现异常情况时，生产检查人员会根据密控员

的要求及时增加采样，相关数据在群内发布，便

于密控员了解指标变化情况。

4 实践成果

自 2017年 7月以来，付村煤业公司洗煤厂通

过加强煤质管控，创新实践洗选办法，多次调

试，最终生产出了既符合环保需要又能炼出优质

钢材的低灰低硫产品——五级冶炼精煤，并使精

煤外运批次合格率为 100%。各批次的发运五级精

煤灰分图，如图2所示。

图2 付村煤业公司发运五级精煤灰分图

4.1 用户反馈

马鞍山钢铁厂对付村煤业公司研发的五级精

煤应用和分析后，发现五级精煤具有很强的粘结

性，是良好的配煤炼焦的基础煤，产焦率高，且

低含硫量有利于面对严峻的环保形势。为马钢摆

脱不利的环保压力，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做出

重要贡献。付村煤矿研发的五级精煤低灰、低硫

的煤炭产品将更符合市场需求及环保需要，可从

根本上解决清洁生产和污染排放最小化，在煤炭

市场具有很大的竞争力。

4.2 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

付村煤业公司研发的五级精煤发挥了巨大的

经济效益。 2018年 1—8月共销售五级冶炼精煤

243 793 t，增加销售额 3.02亿元，五级精煤较六号

精煤吨煤利润增加 20元，创效 487.59万元，实现

了从“采场到市场、从井口到炉口”的无缝对

接，使优质煤卖上了优质价钱，实现了效益的最

大化。

此外，低硫低灰的五级精煤发挥了“付村

煤”品牌优势，拓宽了优质客户占有份额。实现

“订单”洗煤，按需生产，适应市场需求，做到了

以产促销，以销带产，适销对路，产销平衡。

5 结 论

在煤炭制造业中，洗煤工艺是提高煤炭质量

王祥明：基于清洁生产的精煤生产管控体系构建及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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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手段。在实际生产中，必须对存在的问题

进行针对性研究，不断优化洗煤工艺，推动我国

煤炭行业发展，实现环境与济效益的和谐统一，

为我国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能源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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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兖矿集团积极

采取治理亏损“僵尸企业”、清理欠款等降成本措

施，但是受外部成本因素影响，结构性增长较为

明显，体现为经营成本在强管理下控制较好，税

金和融资成本增长较快。其中，所得税、增值税

和资源税年度间呈递增趋势，企业的综合融资成

本呈逐年攀升趋势。

1 企业高成本的影响

1.1 吞噬企业利润

我国经济已进入“高成本时代”，生产要素成

本全面上升，节能减排成本增加、生态建设成本

有所增加、交易成本也有所增加。在这种情况

下，煤炭企业降低成本获得利润，而上述各类成

本大多是由企业外部因素决定的，企业必须承

担，这些成本的全面上升将大大挤压企业的赢利

空间，并逐步吞噬掉企业的利润，对困难企业无

疑是雪上加霜。

1.2 减弱抵御能力

高成本意味着高风险，由于经济、社会各种

风险不断扩大，不确定性增加，企业运行成本就

会上升。目前，企业的竞争日趋激烈，不断演化

为同行业、相关行业、替代行业之间的竞争，并

在人才、资金、资源等诸多方面展开竞争。高成

本将降低企业竞争力，减弱抵御内外压力的能力。

1.3 阻碍转型发展

煤炭企业作为高耗能、高污染、资源性“两

高一资”产业面临转型升级压力。兖矿集团现有

主体产业的生存发展环境更加严峻，传统“两高

一资”产业和产品占较大比重，存在高碳运营模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兖矿集团降成本增效益研究

田德凤 1，荣 浩 2

（1.兖矿集团有限公司 决策咨询中心，山东 邹城 273500；2.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设备管理中心，山东 邹城 273500）

摘 要：客观分析高成本给企业带来的危害，重点分析推高企业成本的外部因素，指出降低成本

要靠企业和政府共同努力，并就政府降低制度性、政策性成本提出了加快涉煤税费调整、降低融

资成本、减免环保费用、协调“三供一业”移交、审慎推进保护区矿权清理等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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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cost reduction and benefit increase of Yankuang Group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supply-side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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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analyzed the harm caused by high cost to enterprises objectively，focused on analyzing the external fac⁃
tors that push up the cost of enterprises，and emphasized that reducing costs depends on the joint efforts of enterprises and
governments，and put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for the government to reduce the institutional and policy costs，such as speed⁃
ing up the adjustment of coal-related taxes and fees，reducing financing costs，reducing and exempting environmental protec⁃
tion costs， coordinating the transfer of "three supplies and one industry"， and prudently promoting the cleanup of mining
rights in protected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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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路径依赖”，环境治理和节能减排困难增

大，产业调整升级任务艰巨[1]。受生产要素价格上

涨、节能减排任务重的影响，企业转型升级压力

巨大，转型发展缓慢。

2 企业降成本的举措

2.1 治理亏损“僵尸企业”

兖矿集团实施亏损“僵尸企业”治理 3年计

划，围绕亏损面和亏损额“双降”目标，按照

“治理整顿一批、改制重组一批、股权退出一批、

清理注销一批”的思路，果断关停并转，最大限

度消除“出血点”和亏损源。

1） 认定亏损标准。兖矿集团以 2015 年为基

数，以法人单位为责任主体，亏损额超过 5 000 万

元的单位，纳入集团公司大额亏损企业治理范围。

2） 亏损治理途径。兖矿集团通过转让退出、

清算注销、产能关闭、破产立案、扭亏为盈、吸

收合并、技术改造或引进战投等方式[2]，进行亏损

和“僵尸企业”治理。特别针对股权转让、关停

（破产）清算、改革改制等可行性方案履行集团公

司决策程序后，公开招聘中介机构进场开展清产

核资、审计和评估工作，审计和评估结果经社会

专家评审，评审结果通过后且公示期无异议，履

行集团公司审批程序后，实施股权转让等行为。

3）分类治理重点。对战略类亏损企业，与立

项时的可行性研究报告所列指标进行对比分析，

测算亏损承受能力，明确亏损期限、整合路径或

业务成长路径。对经营类亏损企业，进行战略符

合性论证，通过加强管理提升，实施技术改造，

加快转型升级和整合重组。对退出类亏损企业，

坚决退出，进行转让、实施破产重组或清算。对

海外公司以优化资产结构，实施资产证券化，降

低资产负债率为治理重点。对有希望止亏的企

业，强化内部整合，剥离不良资产，实施技改升

级为治理重点。对扭亏无望的企业，以引入战略

投资者，实施股权转让，逐步退出控股地位为治

理重点。

2.2 强制清理欠款

兖矿集团实施应收账款清欠工作，用足用好

法律、经侦、督导清欠 3个手段，全面清理回收应

收账款。

1）强化法律清欠。针对已经起诉并取得财产

保全效果的诉讼清欠案件，推进案件审理，充分

发挥诉讼保全的主动权，促使达成和解撤诉或调

解结案，缩短审理期限并实现回款[3]。已申请执行

的案件，协调法院加大强制执行力度，充分利用

失信被执行人黑名单制度，促使达成执行和解，

实现已冻结的资产变现或取得现金回款。对于拟

诉案件，做好风险锁口工作，确保在起诉前摸清

欠款单位真实状况、财产线索或设定担保、抵押

等措施，积极收集证据，做好诉前会诊，防范诉

讼风险。

2） 强化督导清欠。组织“业务、法务、财

务”3方面人员，组建“三位一体”清欠督导小

组，通过各专业优势互补，达到补齐证据、发现

资产、取得回款的效果。拓宽督导清欠思路，邀

请上级包保单位、外聘法律顾问等参与督导清

欠，力争取得更好督导效果。

3）强化经侦清欠。加大与公安经侦部门协调

配合力度，积极向公安机关提供相关证据材料和

办案线索，利用刑事威慑力和经侦布控手段，加

快查办重点案件、打击经济犯罪，追回相关款

项。安排得力人员，创新工作方式，积极寻找线

索，全力追查欠款户财产情况。

2.3 降低资金成本

1）整体策划实施。兖矿集团引入专业机构实

施整体策划，探索实施“控、换、转、引、争”5
种方式，降低各项资金成本。“控”就是严控贷款

规模，科学规划资金接续，减轻借新还旧压力。

“换”就是以低息债置换高息债、以长期债置换短

期债，优化债务结构。做好 100 亿元可续期债、

50 亿元可续期中票发行工作，启动首批境外债发

行，打通境外融资渠道。“转”就是积极与各大银

行开展工作对接，加快推进债转股，降低入场成

本，简化操作程序，确保资金尽快到位。“引”就

是引进战略投资者，实施股权融资，优化投资结

构，降低股权占比。“争”就是积极争取国家“三

去一降一补”的优惠政策和其他国补政策。

2）强化财务费用筹划和税收筹划。依托财务

共享平台，提高资金筹集和使用效率，确保财务

成本、融资成本降低。实行担保总额控制，严控

贷款规模。深入研究国家税收法规，用足用活各

项税收优惠政策。开展税收筹划，合理规避各项

税费。建立集团统一的资金池和资金管控联动机

制，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推动报销审核、财务核

算、资产管理信息化运行，降低管理成本，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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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控效率[4]。全面严格控制资金支出，所有资金支

出必须列出清单、严格审核。积极申请政府专项

资金、财政贴息、补助资金，降低企业资金压力。

3） 强化增资授信。在维持原授信规模基础

上，本部继续向青岛银行、北京银行、齐鲁银行

等股份制银行争取新增 30亿元授信额度。以借款

担保和融资总额为抓手，重点监控基准利率上浮

20%以上的高息借款，全年融资平均成本维持在

5.08%。

3 企业成本高的原因

3.1 税费负担加重

1）税费种类繁杂。据统计，各类涉煤税费一

般占企业营业收入的 25%~35%。煤炭企业需缴纳

各类税费近 30项，其中，山东省一些地市近年来

征收的价格调节基金，既没有国务院或财政部门

审批通过的文件，也没有列示在财政部每年下发

的“全国政府性基金项目目录”中，属于未经报

批或备案的政府性基金[5]。

2）增值税偏高。煤炭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原材

料消耗少，增值税进项税抵扣少，使得煤炭企业

增值税普遍偏高，如煤炭行业综合增值税税率超

过 11%，高出一般加工及机械制造业 6～9个百分

点。自 2016年 5月 1日开始全面推行“营改增”，

兖矿集团增值税 2015年 25亿元，2016年 26.8亿
元，2017年 46.5亿元，增长接近 1倍，并未有效降

低煤炭企业的增值税税负。

3）资源税升高。2014年 12月 1日实施资源税

改革，由从量计征改为从价计征，同时将矿产资

源补偿费和价格调节基金取消，并作为计算资源

税税率的依据，但是，随着商品煤价格的回升，

资源税税负进一步加大，2017年交纳资源税 14.48
亿元，比2016年增加7.27亿元，增幅100.86%。

4）作价出资土地交纳契税。山东省将 182宗
828.6 hm2 （12 423亩） 划拨土地作价 34.77亿元，

作为政府资本金注入兖矿集团。依照现行税收政

策，以土地作价出资方式处置划拨土地，需要按

照 4%的税率向土地所在地契税征收机关缴纳契税

约1.4亿元。

5）“僵尸企业债务损失负担”。煤炭企业关闭

“僵尸企业”有较大债务负担，集团公司无力承

接。目前，在债务处置具体操作层面还缺乏中国

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等金融机构政策支持。

3.2 融资成本升高

煤炭企业去杠杆化压力和行业重资产经营现

状使得融资困局有增无减，难度加大，成本上升。

1）间接融资。各金融机构审查严格、门槛苛

刻，特别在金融去杠杆和脱虚向实的窗口期，工

农中建开等国有商业银行普遍采取授信总额锁定

管理，不再新增贷款，并不同程度压缩原有贷款

规模。同时在贷款还旧借新过程中，受贷款规模

紧张影响，续贷融资成本均有5%～10%的上浮。

2）直接融资。各监管机构对债市资金用途的

固化，进一步引导了利率上行。从 2018年一季度

债券发行成本看，集团虽低于同期同行业煤炭企

业，但较 2017年同期的发行成本要高出 50~80个
基点，债券融资成本大幅提高。

3）融资环境恶化。受“僵尸企业”处置带来

的巨大还款压力；企业合资合作带来的融资困

难；资产负债率高且金额较大的影响，外部融资

授信额度不断压缩，融资成本不断升高。受连年

亏损且“两金”占用大，融资平台逐渐减少，银

行授信核减与抽贷风险加剧。兖矿集团连续 3年被

银行核减授信额度56.6亿元，抽贷51.4亿元。

4）融资新规影响。上级主管部门要求资产负

债率达到70%以上的企业，发行短期融资券、超短

期融资券等短期债券，报主管部门审批。因短期

融资券、超短期融资券操作灵活发行时机稍纵即

逝，报主管部门审批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该类债

券的发行时机选择，给企业的短期债券发行带来

一定困难[6]。

5）融资难度加大。目前绝大多数煤炭企业的

债务结构依然以间接融资为主，煤炭、钢铁等行

业又被银行等金融机构列为融资限制性行业，加

之资管新规出台，刚性兑付从制度上被打破，信

用债利差扩大，银信合作等传统非标融资渠道叫

停，实体经济融资渠道变得更加单一，同时“债

转股”落地难、“明股实债”，都使得煤炭企业的

融资难度加大、成本大幅提高。

3.3 环保费用投入

2015年以来，兖矿集团主动适应国家环保约

束增强的新要求，实施“环保三年行动计划”，3
年来累计投入资金 11.93亿元，实施 214个重点环

保治理项目。

1）推进环保重点治理项目建设。2015—2017
年，实施锅炉及炉窑烟气治理项目 38个，投资

田德凤等：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兖矿集团降成本增效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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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4亿元，占总投入的 48.9%；实施废水处理项目

38个，投资2.55亿元，占总投入的21.4%。

2）高标准规划扬尘治理项目。全面排查梳理

煤场、矸石堆场、运煤运矸道路存在的扬尘污染

问题，全年建设防风抑尘网、敷设喷淋设施管

网、场地硬化、购置多功能抑尘车、清扫车、洒

水车等累计投资6 222.57万元。2015—2017年实施

扬尘治理项目 88个，投资 1.76亿元，占总投入的

14.8%。

3） 开展节能技改项目建设。“十三五”以

来，实施电厂锅炉升级改造、余热回收利用、瓦

斯电站建设等 21个节能技术改造和资源综合利用

项目，累计投资2.02亿元。

4） 继续投入“新环保三年行动计划”。兖矿

集团对照各级政府治理要求，以锅炉超低排放、

VOCs治理、煤场扬尘整治、重污染天气应急为重

点，以高标准的技术标准、装备标准、管理标准

编制《2018—2020年环保治理规划》，共梳理汇总

3年行动计划项目168项，需要继续加大资金投入。

3.4 “三供一业”移交费用

按照国家、省政府有关要求，兖矿集团积极

推进国有企业职工家属区“三供一业”等企业办

社会职能分离移交工作。

1）移交费用资金缺口较大。2016年 11月底，

兖矿集团共获中央财政补助资金 84 006万元。已

按照分离移交 （框架） 协议约定，累计向地方政

府和接收单位拨付 82 678万元。预计需要总费用

20亿元，目前还存在11亿元的资金缺口。

2）创新移交模式留有隐患。兖矿集团成立山

东创元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移交邹城市政

府，随后，该公司作为物业平台公司，承接了集

团绝大多数职工家属区物业管理和部分独立工矿

区“三供”业务，但该公司的一切运营支出仍有

集团负责，进一步增加了企业运营成本。

3）历史遗留问题增加企业负担。一方面，住

房维修资金补缴欠费。职工家属区多为 20世纪八

九十年代的小区，进行房改时，绝大多数没有缴

纳住房维修资金。由于当时购房价款非常低，即

使按照购房款补缴，也难以与市场化小区接轨。

物业管理业务移交后，职工家属区建筑物大修工

程将面临无资金来源的情况。另一方面，公路养

护费用资金支付。邹兖公路为省道，一直以来由

兖矿集团管理维护，在移交对接工作中，地方公

路局提出企业出资 3 461万元对公路实施维修改造

后，方可接收，同时要求公路局明确接收后养护

费用的资金来源。

4） 资产移交涉及费用。按照文件规定，“三

供一业”在资产处置方面，接收单位为国有企业

或政府机构对分离移交涉及的资产实行无偿划

转。充矿集团“三供一业”分离移交涉及资产原

值 11.31亿元，净值 3.52亿元。按照现行财税规

定，企业无偿划转资产应视同销售，需要交纳企

业所得税、增值税、印花税、土地增值税，资金

量巨大。

3.5 保护区矿权清理损失重

根据山东省国土资源厅、林业厅《关于进一

步做好全省各级自然保护区内矿业权退出工作的

通知》和《关于报送自然保护区内矿业权退出计

划的紧急函》的要求，兖矿济宁三号煤矿部分矿

区范围位于南四湖自然保护区内，属于必须调整

矿区范围，变更采矿许可证，退出自然保护区限

制开采范围的矿井。

1）矿井损失概算。根据济宁市国土资源局提

供的自然保护区范围，济三煤矿井田范围与自然

保护区 （含核心区、缓冲区、实验区） 重合面积

58.5 km2，占压资源储量 46 068.0万 t，其中特殊稀

缺煤种 （气肥煤） 5 937.4万 t。退出自然保护区

后，井田面积剩余46.6 km2，剩余资源储量31 502.0
万 t，3煤 （建筑物下、铁路下、水体下采煤的统

称）可采储量 6 630.1万 t，矿井服务年限减少约 20
年，矿井服务年限仅剩 10年左右。按 2017年矿井

利税水平测算，缩短服务年限 20余年，预计减少

营业收入600亿元、利润300亿元，税金180亿元。

2）资产减值损失大。矿井固定资产净值 14.31
亿元，其资产规模是与 600万 t以上的商品煤产量

相匹配，大幅减少商品煤产量会造成资产价值大

幅缩水，会带来约 5.0亿元的资产减值损失。自然

保护区内生产系统已形成，累计投入资金 3.5亿
元，矿业权退出将造成此项新投入损失，矿井将

由盈利迅速转为亏损。

3）采矿权先于保护区设立。济三煤矿先于南

四湖自然保护区设立之前取得采矿许可证，在设

立自然保护区之后又经国土资源部多次变更、延

续，属于合法开采矿井。南四湖自然保护区由山

东省人民政府 2003年 6月批准设立。济三煤矿

《采矿许可证》由原国家地质矿产部于 1991年 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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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审发，后经企业名称变更、上市公司矿权转

让等原因，多次变更。现《采矿许可证》由国土

资源部 2011年 6月 24日颁发，有效期至 2027年 9
月1日。

4 政策建议

4.1 加快涉煤税费调整

1）全面梳理涉煤税费。国家有关部门应对涉

煤税费进行全面排查摸底，全面统计、归类和测

算，把税费测算结果与全国其他行业水平对比，

根据煤炭行业的特点确定合理税费负担水平，并

以此确定为今后涉煤各种税费调整的最高总量控

制水平线。

2）总量控制加减并重。根据研究确定的总量

控制水平线，对涉煤各种税、费、基金进行全面

梳理，该调整的调整，该取消的取消，并严格税

费审批权限，强化管理，严禁地方政府越权乱增

设税费项目，确保涉煤税费管理规范可控、公平

合理。

3）扩大行政事业性收费免征范围。全面实施

涉企收费目录清单管理，将涉企行政事业性收

费、政府性基金、政府定价或指导价经营服务性

收费和行政审批前置中介服务收费等项目清单，

在地方政府及国务院各部门网站进行常态化公示。

4） 取消减免一批政府性基金。将教育费附

加、地方教育附加、水利建设基金免征范围由月

销售额或营业额不超过 3万元的缴纳义务人扩大到

月销售额或营业额不超过10万元的缴纳义务人。

5） 降低增值税税率和资源税税率。我国自

2018年 5月 1日起，增值税税率由 17%降至 16%。

对煤炭企业来说，降本效果最为明显，鉴于煤炭

生产的特殊性及企业整体税负仍处于较高水平，

建议进一步降低增值税税率。同时，建议进一步

降低资源税税率，将资源税税率由目前的 4%降为

与周边省份安徽、河南、河北、江苏的 2%最低税

率[7]。

6）减免作价出资土地契税。企业作价出资处

置的土地在使用权没有转移自用期间，免缴契

税，或降低契税税率。待企业在土地二级市场转

让土地使用权时，再按政策缴纳契税。

4.2 降低融资成本

1）降低融资中间环节费用，加大融资担保力

度。完善信贷资金向实体经济融通机制，降低贷

款中间环节费用，严禁“以贷转存”“存贷挂钩”

等变相提高利率行为。

2）引导金融机构针对不同企业合理定价。督

促银行业金融机构依法合规收费，制止不规范收

费行为。

3）发展政府支持的融资担保机构。允许有条

件的地方设立政府性担保基金，探索运用资本注

入、再担保、风险补偿等措施，提高融资担保机

构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服务的积极性。

4）对煤炭企业进行分类管理。建议政府出台

相关政策，对支柱性企业和转型发展企业保持稳

定的授信额度，并尽快出台相关政策促进债转股

落地，解决“明股实债”问题。

5）加大扶持降低煤炭行业融资难度。加大扶

持力度，增加稳定的银行授信额度，将骨干传统

企业纳入重点信贷支持企业名单，执行贷款优惠

利率。落实财政金融互动资金要求，通过激励奖

补、风险分担、融资贴息等多种方式，引导带动

金融资本加大对传统产业的投入。统一洽谈、统

一协调争取更加优惠的政策，降低融资成本。

4.3 减免环保费用

1）完善节能环保专用设备税收优惠目录。尽

快修订完善《环境保护专用设备企业所得税优惠

目录》和《节能节水专用设备企业所得税优惠目

录》，将新材料、关键零部件、价格高的设备分批

次纳入应用保险保费补偿机制实施范围。

2）扩大环保投入减免范围。将环保治理投入

费用进行适当减免，或将部分费用在企业所得税

前列支。同时对环境治理改造过程中发生的必要

合理的超范围、超标准支出，予以适度的财政资

金补助。

3）清理规范环保收费项目。针对环保收费名

目繁多且有重复收费问题，建议相关部门对环保

收费项目的依据进行重新评估，清理重复的收费

项目。

4）对环保收费用途进行公示。企业缴纳了种

类繁多的环保费用，建议对环保收费的用途进行

公示，对项目实施的时间、地区公开，对项目实

施效果进行公示，便于公众监督。同时，将环保

费用用在环境治理方面突出的企业进行奖励。

5）进一步优化排放考核指标。目前要求各省

一刀切控制碳排放和 COD排放总量，并逐年降低

一定百分比，且实行一票否决制。建议改为按不

田德凤等：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兖矿集团降成本增效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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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行业产品单位产量的排放逐年降低的方法考核。

4.4 协调“三供一业”移交

1） 妥善解决住房维修资金补缴。各省国资

委、财政厅等相关部门出台相关政策，明确缴纳

标准，并建议按当地同类住宅缴纳标准，测算缴

纳基数后，予以补缴。

2）协调解决社区管理职能移交。为避免移交

后，出现漏管、失管等问题，各级省政府要积极

协调，进一步落实企业“移交”、地方政府“接

收”两个责任主体，使地方政府作为接收主体和

责任主体，建立奖惩机制，调动地方政府积极

性，不但将社区管理职能接收到位，更能管理到

位，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移交。

3）协调解决公路移交。各级省政府应积极协

调公路局针对公路移交的办理进度，省、市两级

公路局尽快出具意见，积极协调办理移交手续。

4）加大对分离移交工作的资金补助力度。建

议各省财政厅牵头，明确企业“三供一业”分离

移交费用的补助办法，加快推进企业分离移交工

作，为各级地市制定补助政策提供遵循。建议中

央加大财政补助力度，并适当给予省级财政补

助，减轻企业负担。

5） 减免“三供一业”资产移交税费。“三供

一业”移交有利于国有企业减轻负担、集中精力

发展主营业务，企业在划转过程中并没有实现收

益和现金流入。在政府主导下的资产无偿划转，

应明确相应优惠政策，减免企业税费缴纳。

6）尽快完善配套政策。建议各省住房城乡建

设厅加强对有关各市维修改造标准制定工作的指

导，防止标准定得过高或过低。对没有改造价值

的家属区，建议纳入当地棚户区改造范围，一并

实施移交改造。健全社会保障相衔接的职工安置

机制，将职工安置纳入社会就业体系，优先提供

各种政策扶持。

4.5 审慎推进保护区矿权清理

1）对所压覆资源进行补偿或置换资源，加快

企业后备井田、接替矿井的开发审批。同时，结

合资源赋存实际情况，尽快明确各级自然保护

区的边界范围和功能区划，最大限度地解放煤

炭资源。

2）处于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和缓冲区的矿业

权在进行价值评估并依法补偿后退出，且退出前

应留一定过渡期。处于自然保护区实验区和外围

保护地带的矿业权应经政府绿色矿山建设论证通

过后予以保留。

3）切实发挥政府主导作用。政府制定出台相

关政策，对在岗职工、临近退休职工、提前退休

人员等分别制定安置方案；对企业资产评估作价

以解决企业债务问题；专门设立矿业权退出补偿

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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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会与审计

近年来，随着《国务院关于促进煤炭产业健

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05〕 18 号）的逐步

实施，在“十三五”规划提出后，我国的经济发

展方式以及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转变，并且相继

有一批煤炭企业起步发展，形成了煤电、化工等

产业一体化的良好产业链。当前的社会环境要求

我国煤炭企业发展需要适应社会新形势，所以深

化煤炭企业改革，对于煤炭产业发展具有一定的

指导作用[1]。

1 “十三五”期间我国煤炭企业发展趋势

1.1 结构整体化

在“十三五”规划发展的过程中，国家能源

产业的内部结构也在逐渐优化，在优化过程中，

煤炭企业的协作是实现煤炭产业合理发展的重要

基础，是我国煤炭行业发展的必经过程。在未来

煤炭产业发展的过程中 [2]，煤炭企业如何进行短

时、高效的整合并提高管理效力，如何完善财务

管理达到资源充分利用成为煤炭产业发展的重大

问题，同时在财务战略以及财务发展部署方面，

如何保障企业内部财务信息的公正性、真实性以

及时效性是我国煤炭企业不可忽视的财务问题。

1.2 产业洁净化

在“十三五”规划的政策指导背景下，煤炭

企业的发展要从企业需求来制定产量计划，企业

都应该提高生产效率，从传统的煤炭生产模式逐

渐向新时期的煤炭宏观规划模式转变，在保证发

展的前提下追求效益最大化。随着国家对于创新

发展、要素驱动的重视，煤炭企业从资源依赖型

逐渐向科技创新驱动发展而转变[3]，也是顺应我国

煤炭产业发展的一种趋势，如果保持原有的资源

依赖型模式，迟早会面临资源开采枯竭的发展瓶

颈。在适应社会发展方面，要逐步生产高品质且

相对洁净的煤炭产品并提供相关服务，主要是为

了实现煤炭产品的附加价值，为将来煤炭产业的

发展提供必要的参考。结合“十三五”规划，综

合国家发展战略，在制定煤炭企业财务分配与整
基金项目：四川医院管理和发展研究中心项目（SCYG201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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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方案方面，要加大创新要素投入，实现创新财

务管理模式，秉持着安全投入、安全生产、环保

生产的原则，实现产业洁净化发展[4]。

1.3 循环理念广泛化

循环经济理念是在 20世纪 60年代就已经提

出的一种重要经济发展理念，21世纪初期，面对

社会资源、环境、生态以及民生等多方面的压

力，循环经济理念开始逐渐受到我国重视，资源

循环利用促进经济发展，同时也能节约资源，推

动我国能源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十三五”期间，

党中央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

享”的发展理念，为我国循环经济发展提供了

新思路与新动力，循环经济以减量化、再利用

以及资源化为主要原则，实现以低消耗、低排

放、高效率的生产发展模式，促进煤炭企业的

整体发展，符合当前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趋势，

顺应了“十三五”整体规划的内在要求。在传统

的系统观与资源观的基础上，在资源有限的背景

下促进经济增长的新型发展，同时煤炭企业推动

循环理念的融合，要建立在资金流动并且财务自

由的财务管理模式基础上，以此立足于现有的财

务管理模式，构建完善流动并且循环性强的资金

链，促进煤炭企业发展可循环 [5]。

1.4 业务国际化

“一带一路”的提出为世界各国的合作共赢提

供了契机，使得业务国际化成为一种发展趋势，

随着我国传统煤炭产业发展结构的转型，未来我

国煤炭能源产业将会改变能源供应的现状，并且

逐步转向国际战略合作，业务国际化促进了资源

的整合与利用，迎合当前能源产业的发展趋势，

未来理想的产业国际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是我国的

一种技术输出。我国侧重“走出去”的发展模

式，侧重煤炭企业的资本运作、资源选择，这些

都是煤炭企业财务战略的全球发展形势，选择合

适的国际筹资渠道，主要考虑国际经济与金融环

境，并且顺应发展趋势进行决策。

2 煤炭企业传统财务战略的局限性

2.1 偿债能力无法顺应时代发展

当前我国煤炭企业的有形资产负债率相对较

高，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煤炭企业在发展

转型的过程中需要大量资金，包括对于技术、硬

件、人力等方面的投入。传统的财务战略在偿债

能力指标中，主要是应用企业的基本负债计算出

财务风险的大小，以此对当前煤炭企业的整体财

务风险进行综合评价，但是这种传统的偿债能力

指标对于财务风险以及整体财务战略的评价无法

适应当前煤炭企业发展的需求，甚至如果评价不

准确，会面临企业破产的严重问题，和煤炭企业

的发展目标不相符合，在此基础上，固定资产的

整体投入与盈利不成配比，对于煤炭企业的整体

偿债能力以及财务战略决策都是会产生一定的影

响，无法顺应“十三五”期间煤炭产业的发展。

2.2 资金流动不明确

传统的财务战略在财务风险方面主要是以权

责制为基本追责制度，使得一些资金流动性差以

及流动资金较少的煤炭企业无法反应真实的财务

状况，很多煤炭企业倒闭停产的主要原因都是由

于资金流的中断，所以在财务战略的决策中更要

加强对于财务资金风险的识别，加强对于煤炭企

业现金流的审视。煤炭企业综合自身的财务状

况，对当前不良信息进行修正，但是在目前的煤

炭企业现金流中，有必要将新现金指标融入到新

的财务战略当中去，使得整体财务战略与财务风

险预警体系得到更为全面的完善，同时由于现金

基本都是收付实现制，不存在产生差异区别的个

体情况，这就为当前的煤炭企业财务战略提供了

一些思考，如何将不同煤炭企业之间的财务战略

进行整合，具有较高的可比性，将会是未来煤炭

企业财务战略完善的正确方向，弥补传统财务战

略的弊端。

2.3 缺乏财务战略评价指标

从财务整体角度来看，缺乏明确的财务战略

指标，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指固定资产的

利用效率指标；另一方面指的是非财务指标的财

务战略分析。随着煤炭产业的逐渐兼收并购，整

个行业对于固定资产的投入总量逐渐变大，在煤

炭企业的整体资产中占据较大比例，在这种资源

利用环境下，固定资产的使用价值发挥成为决定

煤炭企业发展的关键，如果效率低下会影响煤炭

企业的整体发展。从财务风险角度来看，财务风

险指标中就缺少衡量固定资产具体指标，固定资

产周转率主要是指企业销售收入和固定资产的

比，其中企业的销售收入中既含有现销也含有赊

销，在这种情况下赊销就无法有效的引入企业的

利益流入，将现金流引入固定资产周转率，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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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现金周转率的衡量指标较为关键。从非

财务角度来看，非财务指标更应该加强对于企业

内部风险以及行业宏观因素分析，重点决策企业

财务管理人才、企业治理现状、区域内发展环境

以及经济环境，配合国家煤炭产业的相关政策法

规，建立明确且有效的财务战略评价指标与煤炭

企业财务战略方向。

3 新形势下煤炭企业财务战略总体发展规划

3.1 筹资规划

煤炭作为一项重要能源，在煤炭企业的盈亏

基础上，最应该先判断的就是在投资计划执行前

的资金缺口，煤炭企业在明确筹资数目之后，根

据自身的财务情况以及资产质量合理确定权益性

筹资与债务性筹资比例，并且通过控制煤炭企业

资产负债率并衡量长期偿债能力，保障在现有资

金链正常运转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财务管理杠杆

的重要作用，在考虑筹资的过程中，要保证自身

资产和筹资数额相匹配，用长期资金来支持长期

负债，并且用短期流动资产支撑资金链运转，随

着我国逐渐走向国际化，煤炭筹资可以根据不同

情况考虑运用国际资源，从国际上筹集更多的资

金，实现我国煤炭企业国际化发展[6]。

3.2 投资规划

根据“十三五”规划对国家能源战略的要

求，并结合国家战略规划原则，未来“十三五”

期间的财政政策以及货币政策会逐步促进煤炭业

内资源整合、煤炭企业重组，国家扶持新兴煤炭

能源新产业可促进煤炭企业投资规划的良好发

展。“创新”作为“十三五”规划的一个关键词，

煤炭企业要提升自身多方面的技术创新，提升煤

炭企业在煤炭市场的竞争力，以此来促进国内外

投资规划，实现长期利益的最大化。在进行项目

投资选择以及管理的过程中，煤炭企业应侧重和

国外煤炭企业合作，和发达国家的煤炭企业合作

共享国外先进技术，在实现技术创新的同时促进

国内煤炭产业发展，并向发展中国家输出先进技

术，获取低价资源，实现资源共享，促进国际化

发展[7]。

3.3 盈亏规划

煤炭产业作为能源产业，盈利也是需要达到

的运营目标之一，如何正确的分配煤炭企业盈余

利润，成为煤炭企业财务战略的重要问题。在财

务战略制定规划方面，要在可持续盈余、合理化

处理亏损方面进行权衡，发挥创新要素作用，加

强财务管理，应用新的财务管理模式，以持续发

展型为主要发展形式，重点规划煤炭企业盈利和

销售的持续发展关系。同时在煤炭资源受限的现

状下，不能在短期追求暂时的盈余[8]，而不遵循煤

炭的发展与开采规律，而忽视未来的长久发展机

会，协调发展与资源、环境、财务之间的并存矛

盾与风险，对各类项目进行不同程度上的财务战

略风险分析，考虑环境成本对盈利的影响，不能

盲目加大大型项目的投入，着重加强环境和技术

创新两方面的分配。

3.4 运营规划

随着煤炭企业发展扩大化与规范化，“十三

五”规划对煤炭产业提出新的要求，资金结构将

会出现更加复杂的情形，企业有必要进行重点运

营规划，主要包含对于资金流动、资金结构、资

金回收以及资金统筹方面的运作情况，加强对于

财务工作运营的各方面监管，逐步建立起高效、

准确、便捷的资金审批、账目回收等制度，在煤

炭企业的财务运营规划中建立完备的资金风险情

报机制，对目标战略提供必要的资金保障，并在

后期加强必要的财务管控，对于相对的财务偏差

进行分析改错，以保障财务战略的顺利施行[9]。

4 “十三五”期间煤炭企业财务发展战略

对策探讨

4.1 转变财务观念树立现代发展理念

传统的财务战略管理理念建立在以会计核算

为核心的财务结构基础上，缺乏成熟管理结构与

有效管理方式，并且随着煤炭企业的不断发展，

新企业的兴起以及分布性的扩大，在这种情况下

对于财务整体的管理与控制具有一定的难度，财

务管理不到位的现象逐渐显现。在“十三五”规

划提出后，新形势下的财务管理战略理念将当前

符合当代社会发展的财务管理理念融入到财务管

理的全过程中，将战略管理的整体思路融入到财

务领域，促进煤炭企业财务方面逐渐走向正轨，

随着煤炭产业的国际化发展，煤炭企业的变化各

个企业也有必要适应，合理的处理并应对国际化

趋势的外部环境，转变当前的财务管理观念，树

立动态的、长期的财务管理理念，有效对财务环

境进行优化[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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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调整财务组织结构加强财务管理

煤炭企业的财务部门是为煤炭企业的整体发

展起到金融支撑的作用，从中长期的角度来看，

金融业务主要都是非银行的金融机构来进行开展

的，财务部门可以对煤炭企业资金的有效使用与

合法使用具有必要的监控职能，企业设立财务部

门，同样也是将完全市场化的金融关系融入到企

业内部，这种管理模式可以促使煤炭企业从粗放

型的管理机制逐渐向集约型转变。煤炭企业可以

凭借资金作为运营纽带[11]，以产业发展为契机，可

以增强企业内部合理管理，增强煤炭公司的融资

能力，保障企业内部养成良好的资金运转能力，

保证煤炭企业运营的顺利进行，打破了传统银行

区域分割的现状，同时促进了煤炭企业跨地区的

经济流通，加强对企业内部资金筹资与资金运

转，优化企业财务管理战略管理效率。

4.3 完善多层次的信息来源渠道

在当前的常规战略、财务等信息渠道的基础

上，煤炭企业的整体目标体系可以在多种的战略

类型选取最优方案，同时在运营的过程中，财务

战略的实际方向离不开企业总体的战略目标，更

离不开各种财务分析的重要结果，在财务信息管

理中都离不开各类信息的支撑，涵盖财务信息和

非财务信息，同时在煤炭企业内部要构建多层次

的、多维度的沟通体系，优化当前的财务战略，

逐步提升财务战略目标管理机制的适应性与反应

速度，通过财务信息共享以及信息共享机制调

整，实现煤炭企业整体战略目标，规避不必要的

风险，发挥大数据优势，确定动态的财务战略目

标体系。

4.4 选择新形势下的财务战略

“十三五”规划对能源产业的发展提出了新的

要求，也对煤炭产业财务方面做出了必要的规

划，从表现形式方面，财务战略由传统的专项型

财务战略，逐渐转向扩张型、稳定型财务战略，

在传统的保守战略层面上进行了一定的革新，面

对煤炭企业的新时期现状，有必要对煤炭产业进

行必要的机构性调整，迎合当前的新形势选择适

合煤炭产业发展的财务战略，顺应当前的发展趋

势，借此机会大力发展，并抓住机遇进行扩张快

速发展，所以扩张型财务战略是我国煤炭企业的

必选战略，以此为煤炭企业发展提出新思路，促

进我国煤炭产业的整体发展，并且和国外成熟经

验相对比，加强财务战略探讨。

5 结 语

“十三五”时期作为我国能源产业体系发展的

重要时期，煤炭企业要根据“十三五”规划的最

新要求，把握时政动态，迅速提升自身的财务管

理能力，选择合适的财务战略，转变旧观念，建

立并完善“十三五”时期的组织结构和财务管控

结构，应用扩张型财务战略，促进煤炭产业的整

体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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