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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份全国煤炭经济形势分析

中国煤炭经济研究会

（2021 年 3 月 19 日）

今年以来，我国煤炭市场运行已回归平稳，产业链整体

供需稳定，价格在节日期间逐步回归合理区间。保供政策下，

煤炭企业坚守岗位，多部门合作，社会存煤总量快速修复。

终端全面复工之前，供应能力及社会存煤总量已恢复至正常

水平，但面对快速复苏的煤炭需求，煤炭市场时段性、结构

性矛盾依然存在。

一、煤炭经济运行情况

（一）供应增加。一是国内煤炭生产保持增长。据国家

统计局数据，1-2 月份全国规模以上煤炭企业原煤累计产量

6.2 亿吨，同比增长 1.2 亿吨，增长 25%，比 2019 年 1-2 月

份增长 17.1%，两年平均增长 8.2%；日均产量 1047 万吨，

比上年 12 月份减少 88 万吨。以 2019 年 1-2 月份为基期，

原煤产量两年平均增长较为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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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主产省区看，1-2 月份山西、内蒙古、陕西累计生产

原煤 18075、16708、10016 万吨，三省总产量为 4.46 亿吨，

同比 2019 年 1-2 月增长 17%，两年平均增速为 8.2%。以 2019

年 1-2 月份为基期，煤炭主产区原煤产量两年平均增长较为

平稳。预计 3月煤炭产量将继续保持增长态势。

晋陕蒙三省区煤炭产量同比情况
单位：%

全国煤炭产量月度情况
单位：万吨、%



3

二是煤炭进口总量收缩。1-2 月份全国累计进口煤及褐

煤供计 4113 万吨。同比下降 2681 万吨，下降 39.5%。同比

2019 年 1-2 月份进口煤及褐煤下降 19.6%，两年平均降速为

10.3 %。以 2019 年 1-2 月份为基期，进口煤总量呈收缩趋

势。

进口煤及褐煤当月量及当月同比
单位：万吨、%

三是铁路煤炭运量持续高位。1-2 月份，全国铁路煤炭

运量累计完成 4.4 亿吨，同比增加 6698 万吨、增幅 18%。同

比 2019 年 1-2 月累计完成运量增长 15.9%，两年平均增长率

7.6%。以 2019 年 1-2 月为基期，铁路煤炭发运量平稳增长。

其中 2月份国家铁路日均煤炭装车 74731车，同比增长 22.4%，

日均装车总数环比下降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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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线路看，2 月大秦线持续高位运行，日均运量 123 万

吨，同比上涨 50.4%，环比增长 2.5%。累计完成运量 7156

万吨，同比增长 30%；浩吉线累计完成 770.5万吨，增长 107%。

全国铁路煤炭月度发运量
单位：万吨

（二）需求同比高位。受春节假期和气温快速回升影响，

煤炭消费量阶段性回落，但经济持续复苏及“就地过年”政

策拉动，前两个月煤炭消费总量明显高于往年同期。据我会

测算，1-2 月份全国煤炭消费总量约 6.77 亿吨，同比增长

17.82%。以 2019 年 1-2 月为基期，两年年均增速为 4.4%。

从主要耗煤行业看，受基数影响，各主要行业煤炭消费量均

出现大幅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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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煤炭消费量测算表
单位：亿吨、%

国内电煤消费与煤炭总消费
单位：%

（三）社会存煤总量恢复性上涨。2月以来，社会存煤总

量呈现恢复性增长，涨幅主要由中转港口带动，而产地和终

端存煤总量偏低，库存结构存在分布不合理问题。截止2月

末，山西省煤矿企业存煤总量2834万吨，比年初增长201万

吨，增长7.62%，同比增加732万吨，增长34.8%。全国统调

电厂存煤共计1.2亿吨，同比下降581万吨；截止3月中旬全

国主要港口（煤炭中转、接卸港口共计73个）存煤总量回升

至6503万吨（动力煤存煤总量为5782万吨），同比下降849

万吨，降幅11.5%，同比2019年下降119万吨，降幅1.8%。

2021 年 1-2 月 消费数量 同比幅度 19-21 年年均增速

消费量 6.77 17.8 4.4

其中：电力行业 3.89 28.0 5.5

钢铁行业 0.51 5.8 3.9

建材行业 0.30 50.0 13.4

化工行业 0.21 11.3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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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环渤海港口动力煤存煤总量快速增长至2462万吨，创

历史同期新高，唐山港部分港口面临疏港压力。

全国重点港口库存
单位：万吨

环渤海港口库存
单位：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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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统调电厂库存
单位：万吨

（四）市场价格理性回归。一是中长期合同价格总体保

持稳定。1-3月动力煤年度中长期合同5500大卡价格均值为

590元/吨， 低于同期市场均价141元/吨。二是市场价格快速

回落。从产地看，鄂尔多斯5500大卡动力煤坑口价格为例，

价格由1月中旬峰值561元/吨下降至目前416元/吨，合计下降

145元/吨。从环渤海主要中转港口看，动力煤平仓价格持续

大幅回落。2月初北方港口平仓价格已由高位回落至753元吨，

之后继续下降182元/吨，并在绿色区间上缘宽幅震荡，最低

价格为571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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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渤海港口平仓价格
单位：元/吨

动力煤年度中长期合同 5500 大卡价格

单位：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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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产地区 5500 大卡坑口价格
单位：元/吨

（五）行业效益持续好转。2020 年，全国规模以上煤炭

企业营业收入 20001.9 亿元，同比下降 8.4%；应收账款

2675.5 亿元，同比增长 16.3%；资产负债率 66.1%；利润总

额 2222.7 亿元，同比下降 21.1%，降幅高于全国规模以上企

业 25.2 个百分点。从行业效益表现看，下半年明显好于上

半年，且呈现逐月向好的态势。进入 2021 年以来，煤炭价

格水平总体好于上年，企业产销量均处于高位运行，行业效

益进一步提升。

（六）国际煤炭价格快速回升。全球经济复苏，带动国

际煤炭需求恢复增长。有数据显示，全球发往印度的煤炭总

量由跌转升，往日本、韩国煤炭发运数量已恢复疫情前水平，

并出现周期性上涨。截止 3 月 17 日，印尼 3800 大卡动力煤

FOB 价格 36.8 美元/吨，同比 2019 年 3 月均值下降 0.96 美

元。澳大利亚 5500 大卡动力煤 FOB 价格 56.16 美元/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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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2019 年 3 月均值下降 1.9 美元/吨。价格已基本持平与疫

情前同期水平。

进口煤价格

单位：美元/吨

二、影响当前煤炭经济形势的因素分析

（一）主产地煤炭外调大幅增加。一是，煤炭企业加大

保供力度，深挖煤炭供应潜能。同时，春节期间各大煤炭企

业带头响应“就地过年”，大型煤矿坚持生产，保障春节期

间煤炭供应，今年前两个月晋陕蒙三省同比增供原煤1.18亿

吨。二是，煤炭运输高效运转，港口煤炭调入量明显增加。

截止3月18日，环渤海重点港口（秦皇岛港、曹妃甸港、京

唐港、黄骅港）累计调入煤炭1.5亿吨，同比增长38.9%，同

比2019年增长11%。三是，近期，随着煤炭产地周边行业复

工复产，电力、化工用煤增加，煤炭就地转化率将呈上升趋

势，产地煤价上扬幅度偏大，发运价格与港口煤价呈现倒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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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运意愿大幅下降，影响港口煤炭调入量下滑。

（二）煤炭需求整体向好。一是，工业生产延续稳步回

升态势。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 2019年 1—2月份增长 16.9%，

两年平均增长 8.1%，其中制造业增长 39.5%，两年平均增长

8.4%，好于近几年正常水平；“就地过年、稳岗留工”使春节

期间，企业开工时间总体早于往年，对工业生产提振作用较

大；出口带动作用强劲，1-2月份工业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

42.5%。二是，主要耗煤产品产量均大幅增长。1-2月，全国

全社会用电量 12588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22.2%，其中二、

三产业用电量分别增长 25.8%和 22.5%，火力发电量同比上

涨 18.4%。全国累计生产生铁、粗钢、钢材总产量同比分别

上升 6.4%、12.9%和 23.6%。水泥产量同比增长 61.1%。三是，

春节假期以来，受工厂停产放假和气温回升影响，煤炭消费

量相比春节前出现短时快速收缩，但春节后随着复工复产逐

步推进，煤炭消费出现快速恢复，3 月份前 10 天，全国统调

电厂耗煤日均耗煤 650 万吨，同比增长约 40%。随着水泥行

业逐步复工复产，水泥熟料运转率环比 2 月均值上升 3.42%。

（三）进口煤比价偏弱。一是，印尼政府为保国内供应，

要求限制部分煤炭出口量，印尼煤价格高位震荡，2月份，

印尼3800大卡动力煤价格运行在38美元/吨至43美元/吨之间，

2月均值为39.9美元/吨，高于20年均值10美元/吨。二是，随

着国际经济秩序逐步恢复正轨，油价大幅攀升，国际海运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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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再创新高。BPI（巴拿马船型）航运指数峰值达2471，高

于20年均值1348点。以上因素共同作用，使得进口煤到岸价

格高于国内煤炭到岸价格，国内终端采购意愿回落。

（四）期、现货市场联动效应持续显现。煤炭生产、消

费及贸易企业参与期货套期保值业务总量有所增加，动力煤

期货主力合约中法人持仓占比已维持在65%以上。春节后，

期货市场参与主体对上半年宏观经济预期向好，买盘增多，

期货价格上涨。3月18日动力煤主力合约ZC2005盘中一度升

至679元/吨。期货价格持续升水现货，部分贸易商择机将现

货通过期货市场售出，缩小了环渤海港口的可售货源，带动

港口可售货源价格上涨。

期现价格与基差

单位：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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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期市场形势预测

从宏观经济看，一是，2021年是在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具

有特殊重要性的一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目标为 6%以上，

在积极的财政政策支持下，坚持扩大内需的基本战略。基于

上年同期经济活动受疫情影响，本年第一季度国民生产总值

将迎来大幅增长。二是，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45236

亿元，同比增长 35.0%；比 2019年 1—2月份增长 3.5%，两

年平均增速为 1.7%。其中，二、三产业投资额分别增长 34.1%

和 34.6%。三是，生产订单回流国内带动工业出口，1-2月份

工业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 42.5%，两年平均增长 7.4%。

从煤炭消费看，一是，电煤消费将保持增长态势。宏观

经济整体向好，全社会用电量快速增长，前两个月全国全社

会用电量 1258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22.2%，其中二、三产

业用电量分别增长 25.8%和 22.5%。据电力行业预测，今年

全年全社会用电量预计增长 6-7%，将拉动电煤需求。与此同

时，风电、太阳能并网发电量快速增长，将一定程度上抑制

电煤消费增长。二是，国家继续推进“两新一重”建设，一

批交通、能源、水利等重大项目开工建设，将进一步拉动钢

铁、建材等产品需求，带动其煤炭消费量增长。三是，国际

原油价格高位震荡，化工品价格逐步走向高位，新型煤化工

用煤或将稳步上涨。四是，北方地区清洁取暖率将达到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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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散民消费量将进一步退出。总体来看，预计上半年煤炭

消费将维持稳定增长。

从煤炭供应看，一是，国家进一步加快优质产能的释放，

加快煤矿手续办理，国内煤炭产量将保持稳定增长，但与此

同时安监、环保的进一步强化，煤炭生产更加规范化，将制约

部分煤矿的产量，总体来看，考虑上年基数较低，预计今年全

国煤炭产量将保持增长态势，增量进一步向晋陕蒙新集中。二

是，随着疫苗在各国的推广，世界经济进一步迈入复苏，根据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最新报告中预测，2021 年全球

经济将以 5.6%的速度反弹，带动全球煤炭需求增长，预计 2021

年世界煤炭供需可能将呈现偏紧态势，国际煤价将继续高位回

升，我国煤炭进口资源将面临一定压力。2月末，进口煤到岸

报盘价格已高于内贸煤同品质到岸价格 40美元/吨左右，印尼

煤与国内煤相比价格优势持续收窄，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终端

采购进口煤的积极性，市场成交稀少。

总体看，预计上半年煤炭需求将出现较明显增长，国内

煤炭生产总体稳定，但进口煤或将出现减量，煤炭市场供需

总体保持平衡。受天气等不确定因素影响，煤炭市场有概率

出现阶段性偏紧的状况。煤炭价格均值将比上年有所上涨，

企业盈利水平将出现明显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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