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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4月份以来，国内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重大战略成

果，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中经济社会运行逐步趋于正常，企业

加快复工复产、达产达效，主要耗煤行业煤炭需求已基本恢

复至同期水平，环渤海港口煤炭调入量有所减少，价格在断

崖式下跌后逐步企稳反弹，但全球疫情和世界经济形势仍然

严峻复杂，不确定不稳定因素较多，煤炭市场下行压力依然

存在。

一、煤炭经济运行情况

（一）供应继续增加。一是国内煤炭生产保持较高水平。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前 4个月全国规模以上煤炭企业原煤

累计产量 11.5亿吨，同比增长 1.3%，其中 4月份产量 3.2亿

吨，同比增加 1825万吨，增长 6%；全国煤矿生产自 3月份

恢复至同期正常水平以来，已连续两月日均产量维持在 1000

万吨以上。二是煤炭进口继续增加。前 4 个月全国煤炭进口

1.27 亿吨，同比增长 26.9%，其中 4 月进口 3095 万吨，同比



增长 22.3%。三是铁路煤炭运量由负转正。前期受新冠疫情

和高速公路免征通行费的影响，公路煤炭运输大幅增加，影

响铁路运输货源。前 4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发运煤炭 7.32亿吨，

同比减少 5963 万吨，下降 7.5%；随着全国高速公路 5 月 6

日起恢复收费，以及短时煤炭拉运需求快速增加，导致铁路

煤炭发运量快速回升。据国家铁路集团数据显示，5月 7-14

日国家铁路煤炭日均装车 62615车，环比 4月日均增加 3950

车，增长 6.7%。



（二）需求降幅收窄。随着国内生产生活秩序快速恢复，

电力、建材、钢铁等主要耗煤行业运行指标由负转正，促使

煤炭总体需求降幅收窄。据我会测算，前 4个月全国煤炭消

费量 12.2亿吨，同比减少 6790万吨，下降 5.3%，其中，电

力降幅大幅收窄，4 月电力行业耗煤降幅仅 1.26%，降幅分

别较 3月和 2月收窄 8.2个和 14.1个百分点。进入 5月份以

来，受气温快速回升以及工业电量增加影响，电力行业煤炭

消费稳步回升，5 月前 15 天，全国统调电厂耗煤同比增长

6%。从日耗变化上分析，1-15日期间日耗波动大幅增加，日

耗峰谷差达到 45 万吨。可以清楚看到此次电煤需求增长，

既有工业用电量需求增加的因素，但更为重要的是受气温回

升因素影响。

全国煤炭消费量测算表

2020 年 1-4 月 消费数量（亿吨） 同比（%）

总消费量 12.2 -5.3

其中：电力行业 6.8 -7

钢铁行业 2.1 1.7

建材行业 1.2 -14

化工行业 0.85 -3

（三）港口煤炭市场交易活跃度较前期有所提升。下游

主要用煤行业需求增加，用户采购积极性不断提高，市场成

交量逐渐提升。一是主要环节煤炭库存下降。截止 5月中旬，

全国主要港口（煤炭中转、接卸港口共计 73 个）煤炭库存

7703 万吨，比今年最高点（4 月 15 日）减少 624 万吨，下

降 7.5%，其中主要下降在环渤海地区中转港，下游接卸港基



本维持前期水平。5月 15日环渤海四港区煤炭库存 2109万

吨，比前期高点（4月 23日）减少 678万吨，下降 24.3%。

5月 17日，秦皇岛库存 422.5万吨，比前期高点（4月 17日）

减少 266万吨，下降 38.6%。二是海运市场量价齐升。从 4

月 22 日开始环渤海四港区锚地船舶及调出量较前期大幅增

加，锚地船舶和调出量日均分别在 73 艘和 165 万吨以上。

随着运输需求明显改善，煤炭海运价格随之大幅上涨，其中

以秦皇岛—广州（5-6 万吨）为例，从 4 月中旬以来，煤炭

平均运价由 24.4 元/吨上涨至 39.6 元/吨，上涨 15.2 元/吨，

涨幅 62.3%；以秦皇岛—张家港（4-5万吨）为例，煤炭平均

运价由 16.3 元/吨上涨至 32.5 元/吨，上涨 16.3 元/吨，涨幅

99.3%。



（四）煤炭市场价格企稳回升。随煤炭下游需求持续恢复，

煤炭价格逐步企稳回升，但产地与港口煤价走势出现一定分

化，港口煤价短期快速回升，产地煤价基本止跌企稳。一是

中长期合同价格小幅下降。动力煤中长期合同（5500大卡下

水煤）价格始终稳定在绿色区间，1-5 月份均价为 540.6 元/

吨，同比下降 13.9元/吨；其中 5月份价格 529元/吨，环比

下降 14 元/吨，降幅 2.6%，自 2017 年签订煤炭中长期合同

以来价格首次低于基准价。二是主产地价格止跌但仍承压。

3月份以后，主产地区坑口煤炭价格普遍下降 110-140元/吨。

进入 5月中旬以来，产地价格整体止跌企稳，经铁路发运煤

矿的价格小幅上涨；经公路发运的部分煤矿因高速公路恢复

收费影响，终端采购拉运积极性降低，导致煤价继续承压下



行。三是港口煤价企稳反弹。以环渤海 5500大卡动力煤市场

价格为例，自 2 月 20 日至 4 月 28 日，煤炭价格由 576 元/

吨一路下滑至 469元/吨，价格下跌 107元/吨，跌回 2016年

8月水平；进入 5月中旬后，港口煤炭价格逐步企稳反弹，5

月 15 日为 491 元/吨，连续 5 日持续上行，累计反弹 21 元/

吨。但整体价格中枢还是大幅下降，自年初以来累计均价 536

元/吨，同比下降 76元/吨。

分析煤炭价格企稳反弹的成因，虽然有部分地区进一步加

强煤矿安全管理，煤炭价格出现阶段性低点且已降至部分煤

矿成本线附近，下游主要行业耗煤采购需求启动，大秦线春

季检修等因素综合叠加所导致的，但更为重要的是因市场情

绪化的推动，用户“买涨不买跌”心里情绪浓厚。我们应该

清醒的认识到煤炭供需基本面并没有发生实质性好转，还需

要密切关注后期煤炭价格反弹高度和持续时间，理性看待价

格的反弹。



（五）行业效益明显下降。一季度，全国规模以上煤炭

企业营业收入 4290.7亿元，同比下降 12.7%；实现利润总额

421.1亿元，同比下降 29.9%，行业亏损面 42.9%，同比上升

9个百分点。进入 4月份以来，受煤炭价格大幅下跌影响，

企业现金流持续紧张，经营压力依然存在。

（六）国际煤炭价格大幅下跌后止跌企稳。全球新冠疫

情持续蔓延，世界经济受到严重影响，煤炭需求较往年明显

减少，据国际能源署（IEA）预计 2020年全球煤炭需求将下

降 8%左右。与此同时，疫情对世界煤炭生产的冲击相对较

小，国际煤炭市场供大于求的矛盾进一步加剧，国际煤炭价

格连续下跌近两个月已经降至澳大利亚、印尼的煤炭生产成

本，截止 5月上旬，澳大利亚（FOB）5500大卡动力煤价格

38.3美元/吨，同比下跌 22.5美元/吨，下降 37%；印尼 3800

大卡动力煤价格 23.7美元/吨，同比下跌 15.6美元/吨，下降

40%。我国进口煤价与国内煤价的价差从 40-50元逐步扩大

到 100元/吨以上。近期，受国内煤炭价格上涨、国内外市场



情绪有所回暖等因素，国际煤炭价格比前期低位（5月 10日）

上涨 3美元/吨左右。

二、下一步煤炭市场走势预判

从目前全球疫情发展趋势看，欧美等国疫情初步得到控

制，但俄罗斯、印度等国疫情仍在发展中，全球疫情扩散蔓

延的势头仍然没有得到有效控制，全球经济衰退压力依然存

在，经济复苏周期不确定性增强。我国保持疫情防控成果、

防止疫情反弹的任务繁重，经济发展依然面临严峻挑战。

从宏观经济看，进入 5月份，欧美主要经济体陆续由单

纯防疫抗疫向防抗与复产并举转变，重启经济被提上日程；

国内生产经营活动继续恢复，国内复工已从第二产业延伸至

第三产业的部分消费娱乐场所。4月社融回暖超市场预期，4

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 30900亿元。从投资看，投资活动呈

现回暖态势，1-4 月份固定资产投资降幅比一季度收窄 5.8

个百分点，其中制造业、基础设施投资、房地产投资收窄的

幅度都在 4到 8个百分点左右。整体看，随着国内外复工进



度回升，前期投放的信贷将进入实体循环，将加快助力我国

经济恢复，预计二季度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将进一步向好。

从煤炭需求看，一是电煤消耗维持同比小幅增加。4月

火电发电量增速已由负转正，同比增长 1.2%。5月前 15天，

火电发电量同比增长 6%，较 4 月增速进一步扩大。受我国

发展态势持续向好影响，工业第二产业用电持续恢复，第三

产业用电量有望进一步被打开。与此同时，随着迎峰度夏用

煤高峰的来临，季节性用煤也将增加。预计二季度电煤消耗

将维持同比小幅增加。二是建材行业耗煤继续保持增长。在

基础建设项目和房地产赶工背景下，水泥行业销售强劲。截

止 5月 9日，全国水泥磨机开工率较去年同期高出 3.88个百

分点。预计建材行业耗煤还将保持一定增长的态势。三是煤

化工耗煤将继续缩减。由于国际原油价格大幅下跌后呈窄幅

震荡态势，预计短期内价格继续维持低位，煤基化工利润持

续减弱，煤化工耗煤或将继续减少。总的看，预计二季度煤

炭需求将有所增加。

从煤炭供给看，当前全国煤炭产能依然较大，随着煤炭

优质产能继续释放，煤炭供给将进一步增加。近期，出现一

些阶段性影响煤炭供应因素，如国家进一步强化煤矿安全生

产管理，临近“两会”期间部分区域煤矿保安全阶段性停产

检修，国土部加强鄂尔多斯市露天矿临时用地的管理，鄂尔

多斯市遏制煤矿超能力，部分地区煤矿因汽运煤拉运明显减

少导致停产、减产，大秦、迁曹铁路的春季例行集中检修等。



受上述因素综合叠加的影响，主产地区可能会出现阶段性煤

炭产量和港口煤炭调入量可能出现阶段性减少。从进口看，

国际煤炭市场依然供大于求，国际煤价大幅下跌后与国内煤

价相比价差优势较为明显，我国煤炭进口仍有增长压力。

整体看，当前煤炭市场总体宽松的态势没有发生改变。

随着国内经济社会运行趋于正常，电力、钢铁、建材等主要

行业耗煤基本恢复至正常水平，对煤炭消费将产生拉动，预

计短期煤炭市场将逐步趋稳，并窄幅波动。受气温变化及新

能源消纳比例不断提高影响，导致电煤调峰作用不断增强，

对煤炭需求的波动性影响加大，对煤炭稳定保供影响加大。

三、相关建议

一是密切关注煤炭市场变化。当前国外疫情仍在蔓延，

国内经济形势依然严峻，煤炭经济运行面临不确定性，建议

企业密切关注国内外疫情发展、宏观经济形势、煤炭下游产

业需求变化等，加强市场研判，根据市场变化做好生产销售，

维护企业自身利益。

二是加强自律。建议企业加大煤矿安全生产力度，坚决

做到不超能力、不超强度组织生产；坚守契约精神，认真履

行合同，维护好长期稳定的优质客户；树立市场理念，根据

市场变化，科学的按需组织生产，以销定产，防止价格出现

大起大落，促进煤炭市场长期稳定健康发展。

三是加快结构调整转型升级。建议企业坚决淘汰落后生

产能力，退出达不到标准要求、安全风险高、资源枯竭、生



产成本高、煤质差、开采难度大、扭亏无望的落后产能。加

快企业兼并重组，发展煤电联营，鼓励煤电、煤钢、煤化一

体化的发展大型骨干企业集团，提高产业集中度和竞争能

力。

四是加强企业内部管理。建议企业坚持深化企业内部改

革，降本增效，注重内部挖潜，努力降低成本费用，强化资

金管理，防范企业风险，认真学习先进企业的经验，运用现

代信息技术推动企业商业模式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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