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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煤炭经济研究会

（2020 年 9 月 17 日）

进入 8月份以来，煤炭市场旺季特征较为明显，需求快

速增长，供应基本平稳，库存明显下降，局部地区、部分煤

种呈现结构性紧张，市场煤价出现较明显回升。但煤炭企业

经济效益大幅减少，部分企业经营困难的问题依然存在。

一、煤炭经济运行情况

（一）供应基本稳定。一是全国煤炭产量基本持平。据

国家统计局数据，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煤炭企业原煤产量 3.3

亿吨，同比下降 0.1%，日均产量 1051 万吨，环比增加 25

万吨；1-8月份累计产量 24.5亿吨，同比减少 245万吨，下

降 0.1%。从主要产煤省区看，受内蒙古地区加大煤炭资源整

顿影响，部分手续不全、违规生产煤矿停产、减产，煤炭产

量出现较明显下降，前 8个月产量同比下降 10.4%，山西、

陕西省产量继续保持较快增长，产量同比分别增长 4.1%和

11.8%。

二是煤炭进口下降。受国家加强煤炭进口管理影响，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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炭进口量持续下降，8月份全国煤炭进口 2066.3万吨，同比

减少 1228万吨，下降 37.3%；前 8个月累计进口 2.2亿吨，

同比增加 46.9万吨，增长 0.2%。

三是铁路煤炭运量小幅下降。8月份全国铁路煤炭发运

量完成 1.98亿吨，同比减少 374万吨，下降 1.9％，环比减

少 1167万吨，下降 5.6%；前 8个月累计完成 15.3亿吨，同

比减少 8829万吨，下降 5.5％。其中 8月份大秦线日均运量

111.8 万吨，环比减少 14.1 万吨，下降 11.2%；唐呼线日均

开行 25.5列，环比减少 3.9列。

全国规模以上煤炭企业原煤产量情况

单位：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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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进口量月度情况

单位：万吨

全国铁路煤炭发运量月度情况

单位：万吨

（二）需求出现较快增长。进入 8月份以来，随着前期

连续降雨结束，全国各地加快建筑施工，钢铁、建材产品需

求趋旺，加之南方持续大范围的高温天气，全国发电量连创

新高，对火电需求也产生较大拉动。8月份主要耗煤产品火

电、粗钢、水泥等产品产量分别增长 6.2%、8.4%和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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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动全国煤炭消费量增长。据测算，8月份全国煤炭消费约

3.6亿吨，同比增长 4.6%，其中电煤消费增长 6.2%，自 5月

份以来持续保持增长态势；前 8个月煤炭消费 26.7亿吨，同

比下降 1.4%，降幅较上月收窄 0.9个百分点。

全国煤炭消费量测算表

单位：亿吨、%

2020 年 1-8 月 消费数量 同比幅度

消费量 26.7 -1.4

其中：电力行业 12.7 -2.1

钢铁行业 4.6 3

建材行业 3.2 -2

化工行业 2 -2.2

（三）库存下降。从8月份以来各环节库存表现看，产

地库存稳中略增，但电厂终端及主要中转港口库存出现全面

下降。截止8月末，晋陕蒙三省区煤炭企业库存4580万吨，

环比增加70万吨；全国统调电厂煤炭库存1.29亿吨，环比下

降8.4%；全国主要港口（江海合计73港）煤炭库存7461万吨，

环比减少652万吨，下降8.0%。进入9月份以来，主要电力用

户提前开始补库，电厂存煤小幅增加，9月上旬全国统调电

厂库存1.3亿吨，比8月末增加约200万吨，同比基本持平。主

要港口库存继续下降，环渤海四港区存煤由上月末的2166万

吨下降至目前的1998万吨，减少168万吨，下降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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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主要港口煤炭库存情况

单位：万吨

统调电厂库存情况

单位：万吨

（四）价格波动性上涨。一是中长期合同价格稳定在绿

色区间。1-9月份动力煤中长期合同（5500大卡下水煤）均价

539.6元/吨，同比下降17.2元/吨，其中9月份价格542元/吨，

环比下降1元/吨。二是产地价格普遍性上涨。截止9月15日，

鄂尔多斯地区5500大卡动力煤坑口价格356元/吨，较7月末上

涨17元/吨；陕西地区5800大卡动力煤坑口价格402元/吨，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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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末上涨28元/吨。三是港口市场价格快速上涨。以环渤海

5500大卡动力煤市场价格为例，价格由7月末的573元/吨一度

下跌至8月末552元/吨后，价格短时内快速上涨，由9月初的

552元/吨涨至目前的590元/吨，上涨38元/吨。

CCI5500 大卡动力煤价格指数情况

单位：元/吨

主产地区煤炭坑口价格情况

单位：元/吨

（五）经营状况继续下降。1-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煤炭

企业营业收入10771.3亿元，同比下降11.5%；利润总额11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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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同比下降32.8%，降幅高于全国规模以上企业24.7个百

分点，行业亏损面达38.4%，同比提高8个百分点；应收账款

净额2791.7亿元，同比增长13.3%；资产负债率65.4%，同比

增加0.1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继续下降，同比下降3%，

其中民间投资同比下降7.3%，较上半年回升2个百分点。部

分企业经营困难，资金流入减少，盈利能力明显下降，资金

链紧张的问题仍比较突出。

（六）国际煤炭价格低位运行。受国际煤炭需求持续低

迷影响，主要煤炭进口国采购大幅下降，煤炭贸易不断缩量。

从主要煤炭进口国看，8月我国煤炭进口量同比下降37.3%、

印度同比下降24.0%、韩国同比下降25.5%。从主要煤炭出口

国离岸价格看，国际煤炭价格持续低位运行，截止9月10日，

澳大利亚（FOB）5500大卡动力煤价格35.3美元/吨（低于40

美元/吨成本线附近已近90天），同比下跌12美元/吨，下降

25.4%，印尼3800大卡动力煤价格21.8美元/吨，同比下跌10.4

美元/吨，下降32.3%。

国际煤炭 FOB 价格情况

单位：美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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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近期煤炭价格短时快速上涨的原因：一是国家加强

煤矿安全生产和环保监督检查，陕蒙地区加大煤炭资源违法

违规检查力度，主产省区煤炭供给阶段性明显减少。二是进

口煤管理严格，部分终端用户进口煤配额使用完毕，采购需

求由进一步转向国内。三是受大秦铁路连续事故影响，大秦

铁路发运量持续在 106-116万吨之间，相比前期 130万吨的

运量有下降明显，一定程度影响了环渤海地区港口煤炭调入

量。四是临近大秦铁路秋季检修（10月 7日-31日，预测日

减少 10-15万吨），部分电力企业提前补库，西北、东北地

区即将进入供暖期，区内采购需求增加；同时，“金九银十”

建筑施工旺季来临，水泥、钢铁等非电行业用煤需求快速回

升。五是市场“买涨不买跌”的预期强烈，放大了正常采购

需求；同时，随着煤炭期现货两个市场的紧密结合，两者相

互影响加大，近期动力煤期货价格快速上涨（9月 15日主力

合约 ZC2011 盘中一度达到 605 元/吨，比 8 月下旬上涨 50

元/吨），升水一度达到 30元/吨以上，这样也助推了现货价

格的上涨。

二、下一步煤炭市场走势预判

当前，国际环境复杂严峻，外部疫情仍在蔓延，主要经

济体经济陷入衰退，外部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仍比较多，

我国经济增长仍面临压力和挑战。



9

从宏观经济发展趋势看，当前，各地区各部门科学统筹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六稳”“六保”任务落实成效

日益显现，宏观经济运行总体回升向好。8 月份国民经济持

续稳定恢复，主要经济指标继续改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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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计

增速接近或实现了正增长，但也应看到，还有一些指标如房

地产出现降温迹象，1-8月份房屋新开工面积同比下降 3.6%。

总的看，随着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构建“双循环”新格局

的持续推进，宏观经济稳定向好的发展势头将不断巩固，对

能源及煤炭的需求将保持增长。

从煤炭需求看，一是电煤消费将继续保持增长。一方面

随着经济回升的拉动，全社会用电量将保持增长态势（1-8

月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 0.5%，今年首次实现正增长），带

动煤炭需求的增长，但另一方面，当前全国水库依然处于高

位，叠加西南地区降水偏多，水电发力维持高位，加之核电、

风电、太阳能发电继续保持较快增长，电煤需求的增速将受

到一定抑制。二是钢铁、建材行业耗煤将维持增长态势。在

稳增长、扩内需等一系列政策措施推动下，我国经济建设将

加快复苏，各地基建、房地产市场逐步恢复，钢铁、水泥市

场需求加快释放，预计钢铁、水泥产量将继续保持增长态势，

拉动钢铁、建材行业耗煤量增长。三是化工行业耗煤将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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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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增长。总

的看，预计四季度全国煤炭需求将继续保持增长态势，但受

环保等因素影响，预计增速不会太高，或将保持在 3-4%的水

平。

从煤炭供应看，国家进一步强化煤矿安全生产和环保监

督检查及专项整治，环保、安全、法治对煤炭生产的约束不

断提升，部分手续不全和违法违规煤矿生产将受到制约，部

分主产地区煤炭产量可能出现较大减少（如内蒙古前 8个月

产量减少 7350 万吨，全年减量或将在 1 亿吨以上）。从进

口看，在目前的政策环境下，预计后期煤炭进口量将有所下

降。总体看，当前国内煤炭供应基本稳定，但供应可能出现

阶段性减少。

总体看，预计四季度煤炭需求将保持小幅增长，在现有

政策下，煤炭供应将出现阶段性减少，煤炭市场将继续呈现

供需偏紧的态势，部分优质煤种结构性紧张矛盾将愈发突

出，价格易涨难跌。后期需要关注国内产量能否加快释放及

进口煤对国内煤炭市场的补充对市场带来的影响。

三、相关建议

（一）及早谋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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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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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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会员企业一是认真分析研究明年的市场，及早谋划2021

年度的产运需衔接工作，早排产、早衔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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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