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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三季度全国煤炭经济形势分析

中国煤炭经济研究会

（2020年 10月 20日）

随着统筹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运行逐步趋于正

常，煤炭经济形势经历了由下行到复苏的发展过程。总体看，

今年以来全国煤炭需求逐步回升，供应基本稳定，市场供需

基本平衡，但受阶段性的因素影响出现较大幅度波动。

一、煤炭经济运行情况

（一）供应基本稳定。一是国内煤炭产量基本持平。根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前三季度全国规模以上煤炭企业原煤累

计产量 27.9 亿吨，同比减少 372 万吨，下降 0.1%；其中 9

月份产量 3.3亿吨，同比减少 287万吨，下降 0.9%。从主产

省区看，前三季度山西、陕西产量同比分别增长 5.2%和 9.6%，

内蒙古产量同比下降 10.8%。进入 10月份以来内蒙古增产保

供力度明显加大，如鄂尔多斯市截止 10月 16日煤矿开工率

上涨至 73.3%，达 5月以来最高水平，日均销量基本恢复至

200万吨/天，高于去年同期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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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煤炭产量月度情况

单位：万吨

二是煤炭进口下降。前三季度全国煤炭进口 2.39亿吨，

同比减少 1114 万吨，下降 4.4 %；其中 9 月份进口 1867 万

吨，同比减少 1158万吨，下降 38.3%。国家有关部门加强煤

炭进口秩序规范，5月份以来进口量同比持续下降，5-9月份

同比分别下降 19.7%、6.7%、20.6%、37.2%、38.3%，降幅

呈现逐月扩大的态势。

煤炭进口量月度情况

单位：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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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铁路煤炭运量小幅减少。前三季度全国铁路煤炭

发运累计完成 17.2 亿吨，同比减少 9367 万吨，下降 5.2％；

9 月份完成 1.93 亿吨，同比减少 589 万吨，下降 3.0%，其中，

大秦线日均运量 117.1 万吨，同比增加 4.3 万吨，增长 3.8%

（分析主要是去年 9 月份大秦线检修，基数较低）；唐呼线

日均开行列数 22.8 列，同比减少 5.8 列。进入 10月份以来，

大秦线受检修影响运量有所下降，但蒙冀线、朔黄线发运量

维持相对高位，确保了煤炭运输保持畅通。

全国铁路煤炭发运量月度情况

单位：万吨

（二）需求略有下降。测算前三季度全国煤炭消费量约

30.3 亿吨，同比下降 1.0%；其中 9 月份全国煤炭消费量约

3.5亿吨，同比增长 1.6%。从主要耗煤行业看，一方面 9月

份电煤消耗同比基本持平，主要受清洁能源出力影响（水力、

风力、光伏发电量分别同比增长 22.8%、11.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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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力发电量同比仅增长 0.2%；另一方面钢铁建材行业耗煤保

持较快增长，主要是由于 “金九银十”带动钢铁、建材等主要

耗煤产品需求快速增加（9 月份水泥产量达 2.3 亿吨，同比

增长 6.4%，创历史同期最高产量）。进入 10月份以来，水

力发电量维持 30%以上增幅，火力发电量下降 6.2%，电煤消

耗出现较明显下降。

全国煤炭消费量测算表

单位：亿吨、%

2020 年 1-9 月 消费数量 同比幅度

消费量 30.3 -1.0

其中：电力行业 14.2 -1.8

钢铁行业 5.2 3.5

建材行业 3.7 -1.0

化工行业 2.3 -1.8

煤炭与主要耗煤行业产品产量增速对比情况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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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库存总体基本稳定。截至9月末，各环节存煤较

年初总体基本持平，其中，晋陕蒙主产地存煤4200万吨，环

比减少374万吨，下降8.2%（其中主要是山西省减少274万

吨）；全国主要港口（煤炭中转、接卸港口共计73个）存煤

6970万吨，较年初减少404万吨，下降5.5%，环比减少827万

吨，下降10.6%；全国统调电厂存煤1.41亿吨，较年初增加600

万吨，增长4.7%，环比增加1200万吨，增长9.3%。10月份以

来，全国统调电厂存煤进一步增至1.5亿吨，环渤海四港区存

煤比9月末增加28万吨，同比减少638万吨。整体看当前的库

存结构，产地及港口库存水平偏低，而电厂存煤处于历史同

期最高水平，库存结构呈现由产地和中转地环节向终端用户

转移的态势。

全国部分港口煤炭库存情况

单位：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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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统调电厂库存情况

单位：万吨

（四）市场煤价大幅波动。一是中长期合同价格总体保

持稳定。1-9月份动力煤中长期合同（5500大卡下水煤）均

价 540.3 元/吨，同比下降 16.2 元/吨。从各月价格看，基本

在绿色区间基准（535元/吨）附近波动。二是市场价格大幅

波动。今年以来，受供需时段性错配及一些阶段性、季节性

因素的影响，市场煤价经历了先涨后跌再涨的一个较大波

动。从产地看，以鄂尔多斯 5500 大卡动力煤坑口价为例，

上下振幅达到 200 元/吨，目前价格水平约 390元/吨；从环

渤海港口看，以 5500 大卡动力煤平仓价为例，上下振幅达

近 240元/吨，价格水平最高达到 620 元/吨左右。近期，随

着产地先进产能的逐步释放，坑口价格涨势明显放缓，部分

矿区价格已有所下调，港口煤价开始出现小幅下跌。但整体

看，今年以来煤炭平均价格仍低于去年同期，环渤海 5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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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卡动力煤平仓价均价 554.3 元/吨，低于去年同期 46.6 元/

吨。

环渤海地区下水动力煤（5500 大卡）市场现货价格

单位：元/吨

主产地区煤炭坑口价格情况

单位：元/吨

（五）行业效益继续下降。1-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煤炭

企业营业收入12414.4亿元，同比下降11.2%；利润总额1362.7



8

亿元，同比下降30.0%，降幅高于全国规模以上企业25.6个百

分点，行业亏损面达37.5%，同比提高8个百分点；应收账款

净额2859.9亿元，同比增长15.1%；资产负债率64.8%，同比

增加8.9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由负转正，同比增长1.7%，

其中民间投资同比下降11.1%。部分企业经营困难，资金链

紧张的问题仍然存在。

（六）国际煤炭价格大幅下跌后逐步止跌企稳。受疫情

在全球持续蔓延影响，国际煤炭需求明显下降，国际能源署

最新预计今年全年全球煤炭需求将下降 7%，从亚太地区看

一些主要煤炭进口国进口量大幅下降，如印度煤炭进口量同

比下降近 20%、日本下降 6.2%、韩国下降 11.3%，国际煤炭

市场价格因此大幅下跌，近期，这些主要进口国煤炭消费有

所恢复，国际煤炭价格有所回升，截止 10月 15日，印尼 3800

大卡动力煤价格 28.8美元/吨，较前期低点（9 月 10日）上

涨 7.0美元/吨，增长 32.1%，但同比仍下跌 5.7美元/吨，下

降 16.5%。但澳大利亚煤炭价格依然低位运行，5500大卡动

力煤（FOB）价格 35.9美元/吨，同比下跌 14.9美元/吨，下

降 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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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煤炭价格走势情况

单位：美元/吨

二、前三季度煤炭市场运行的特点

（一）煤炭需求呈现逐步回升的态势。一季度受疫情影

响，对宏观经济及主要煤炭消费行业冲击较大，全国煤炭消

费量同比下降 6.6%；但 4月份以来，随着疫情防控常态化、

国内经济持续向好发展，主要耗煤行业产品产量增速逐步回

升，4-9月份，全国发电量增速由 0.3%增长至 5.3%，粗钢产

量增速由 0.2%增长至 10.9%，水泥产量增速由 3.8%增长至

6.4%，带动全国煤炭消费量增速由负转正，并逐步回升。

（二）煤炭生产总体稳定、但区域有所分化。今年前两

个月受疫情影响，全国煤炭产量明显下降，但自 3月份以来，

煤炭生产快速恢复，日均产量持续保持在 1000 万吨以上，

前三季度全国煤炭产量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但从煤炭主产

省区看，晋陕蒙三省区煤炭产量呈现“两增一降”的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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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内蒙古清查煤炭资源领域违法违规，鄂尔多斯地区加强

规范涉煤票据管理等因素影响，部分手续不全和违法违规煤

矿生产受到制约，产量出现较明显下降，而山西、陕西两省

区产量则保持小幅增长态势。

（三）影响煤炭市场稳定运行的因素有所增多。一方面，

今年以来新冠疫情、“赶工潮”、极端性天气等阶段性因素

多发，使得煤炭需求波动加大；另一方面，煤炭生产进一步

向晋陕蒙等地集中，1-9月份晋陕蒙三省区合计占全国产量

的 71%，三省区对保障全国煤炭供应及稳定煤炭市场运行的

压舱石作用增大的同时，煤炭生产受资源、环境、安监等的

约束进一步增强，煤矿依法依规生产的意识不断提高，煤炭

供应的弹性有所降低。加之随着煤炭金融属性的增强，预期

变动对市场的影响加大。由此使得今年煤炭市场大幅波动，

市场供需在基本平衡的同时出现了阶段性的失衡。

四是金融衍生品对于煤炭市场的影响不断加大。随着煤

炭期货市场日趋完善，市场相关各方包括煤炭生产、贸易与

消费企业参与期现结合的积极性不断提高，今年以来主力合

约交割规模持续处于 100万吨以上（ZC2005、ZC2007、ZC

2009合约分别交割 160万吨、114万吨、112万吨），而且

今年 6 月 30 日动力煤期权也正式上市，金融衍生品对现货

市场影响将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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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下一步煤炭市场走势预判

从宏观经济发展趋势看，前三季度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巨

大冲击和复杂严峻的国内外环境，各地区各部门科学统筹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国民经济延续稳定恢复态势。9 月

份主要经济指标继续改善，经济增速由负转正（前三季度我

国 GDP 同比增长 4.9%），工业增加值、国定资产投资、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等指标均出现明显回升，国民经济的持续向

好将继续拉动能源及煤炭需求的增长。但与此同时，国际环

境仍然复杂严峻，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较多，国内疫情外防输

入、内防反弹的压力不小，经济仍处在恢复进程中，持续复

苏向好基础仍需巩固。

从煤炭需求看，一是电煤消费将继续保持增长。随着国

内调控政策效果进一步显现，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用电将继

续保持较高增长，预计四季度全社会用电量保持 7%左右增

长；同时，根据气象预测，今年“冷冬”概率较大，居民取

暖用电、用煤将有所增长，预计四季度电力耗煤增长约 4%。

二是钢铁、建材行业耗煤将维持增长态势。国家继续加大基

础设施投资，将拉动钢铁、建材等主要耗煤产品需求进一步

增加；但近期部分地区加大采暖季环保限产措施力度，多地

水泥行业将实施错峰生产，钢铁、建材行业耗煤增速可能有

所放缓，预计四季度钢铁行业耗煤增长约 4%，建材行业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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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增长约 3%。三是化工行业耗煤将稳中有增。随着宏观经

济持续复苏、国际油价稳步回升，煤化工市场需求逐渐恢复，

预计将拉动化工行业耗煤小幅增长。总的看，预计四季度全

国煤炭需求将继续保持增长态势，增速保持在 3-4%左右。

从煤炭供应看，一方面，内蒙古、陕西、山西等主产省

区为保障迎峰度冬期间的煤炭稳定供应积极增产增量，随着

相关措施陆续落地，煤炭产量预计将有所增长。另一方面，

国家加大对煤炭进口的精准调控，增加东北等重点区域的进

口量，进一步补充国内煤炭供应。总体看，四季度煤炭供应

将有所增加。

总体看，预计四季度煤炭需求将保持小幅增长，随着主

产省区煤炭供应集中释放，前期煤炭市场结构性偏紧的矛盾

将明显缓解，并重新回归供需基本平衡的常态。需要特别关

注的是，近期电厂等终端用户库存持续处于高位，可能给下

一步煤炭市场带来下行压力。

四、相关建议

（一）及早启动2021年度煤炭产运需衔接工作。2021年

煤炭市场供需面临的影响或将更加复杂多变，新能源的快速

发展、跨区送电的增长以及铁路运力的不断提升，对传统煤

炭销售区域及主要煤炭调入地区的资源供应产生重大影响。

建议会员企业一是坚持煤炭中长期合同制度和“基础价+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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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价”的定价机制，抓紧启动2021年煤炭产运需衔接工作，

多签、签实中长期合同；二是进一步研究完善、细化煤炭定

价机制，引入更多机构发布的价格指数；三是在落实自产煤

签订中长期合同的同时，合理利用区域（产地）煤炭价格指

数，以推进外购煤与上游资源企业签订中长期合同，进一步

稳定外购资源及价格。

（二）合理利用金融衍生品规避市场风险。建议会员企

业合理利用期货、期权，加大期现结合力度，灵活调整企业

销售方式，推动企业充分利用现货资产或投资组合以对冲市

场波动，提升企业在金融领域中规避风险的应变处置能力，

避免因市场变化而带来的现货市场价格波动风险。

（三）积极参与煤炭产品储备建设。按照国家发展改革

委、国家能源局《关于做好2020年能源安全保障工作的指导

意见》发改运行（2020）900号文件要求，今年将继续新增

3000万吨左右的煤炭储备能力；同时国家与地方政府也将出

台支持性配套政策，此项工作已进入项目申报阶段，我们建

议会员企业通过“产销共建”的模式，主动在铁路运输通道、

中转地、消费地区等加快煤炭产品储备基地建设，积极参与

项目建设，以拓展市场半径，加强企业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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