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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煤炭市场运行情况

中国煤炭经济研究会

（2020 年 2 月 24 日）

近期，各地煤炭生产企业认真落实国家有关要求，积极

推进复工复产；煤炭产量稳步提升，煤炭外运量、中转量及

各主要环节库存稳步增加；但受下游行业复工复产力度不及

预期，煤炭市场在经过短时的供给偏紧、市场价格小幅波动

后，目前以稳为主。

一、 运行情况

（一）煤矿复工复产有序推进。

根据国家能源局调度数据，截至 2 月 17 日全国在产煤

矿 1274 处，产能 29.15 亿吨/年，煤矿产能复产率 70.2%，

较 2 月 1 日提高了 31.3 个百分点，日产量 712 万吨，较 19

年 12月日均产量的1070万吨，减少了358万吨，下降33.5%。

据了解，截至 2 月中旬，内蒙古自治区在产煤矿 183 处、

产能 7.84 亿吨/年，为 2019 年底在产在建煤矿产能的 75%。

陕西省生产煤矿已达 76 处，占到全省生产煤矿个数的

24.8%；产能达到 37856 万吨/年，占全省煤炭产能的 66.3%。

（二）铁路运力逐步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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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铁路集团调度数据，1 月份全路煤炭装车日均

装车完成 15.31 万车，同比基本持平；2月前 10 天完成 13.07

万车，同比增加 5464 车，增长 4.4%。1 月份国家铁路电煤

日均装车完成 67003 车，同比减少 5283 车，下降 7.3%；2

月前 10 日完成 54330 车，同比减少 1366 车，下降 2.5%；目

前日均装车已经恢复到了 65000 车，其中 2 月中旬大秦线日

均 82 万吨，较上旬日均增加 4 万吨，同比日均减少 31 万吨。

（三）各环节煤炭库存小幅增加。

截至 2 月中旬，全国主要港口（煤炭中转、接卸港口共

计 73 个）煤炭库存为 7078 万吨（其中动力煤为 6091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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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焦煤为 987 万吨），周环比增加 53 万吨，同比增加 328 万

吨。其中，秦皇岛港煤炭库存为 514 万吨（24 日为 550 万吨），

比年内低点的 390 万吨（2 月 7 日），增加了 124 万吨，基本

回升至年初和去年同期的水平；且近一周内锚地船舶较低，

截止 24 日吞吐量已降低至 32.7 万吨。

全国统调电厂库存为 11813 万吨，比上旬增加 116 万吨，

同比增加 134 万吨。其中，沿海六大电库存为 1729 万吨，

比年内低点的 1479 万吨（1 月 20 日），增加了 250 万吨，增

长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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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电力日耗整体低位运行。

受疫情和传统淡季因素叠加影响，下游企业复工复产普

遍推迟。2 月以来，沿海六大电日均耗煤在 38.5 万吨，处于

历史地位，对应阴历（正月的 29 天）日耗在 39.5 万吨，同

比去年阴历日耗的 54 万吨，减少 14.5 万吨，下降 26.9%，

截至 22 日，沿海六大电日耗为 42 万吨，已逐步回升至去年

同期的 62%左右，同时从全国统调电厂数据来看， 2 月上旬

日均供煤 427 万吨，比 1 月全月减少 122 万吨，降幅 22%；

日均耗煤419万吨，比1月全月日均减少177万吨，降幅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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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煤炭价格小幅波动，以稳为主。一是中长期合同

价格微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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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全年均价为 555.3 元/吨，2020 年

2 月份均价 543 元/吨，月环比增加 1 元/吨。二是市场动力

煤价格小幅波动上涨。截止 2020 年 2 月 21 日，环渤海动力

市场煤价格为 570-575 元/吨之间，较 2 月初上涨 15 元/吨

左右。三是炼焦煤价格环比上涨。截止 2 月 18 日，CCTD 山

西焦肥精煤综合价 1440 元/吨，环比上涨 30 元/吨，同比下

降 150 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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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煤炭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受春节假期和新冠疫情

对煤炭生产、运输产生较大影响。一是因煤炭主产地到岗人

员受限，复工复产速度较慢，仅部分国有大型煤炭企业为春

节未停工矿井延续生产，产地煤炭供应偏紧；二是前期因多

地政府为减少人员及车辆流动，对辖区域内短途集运采取临

时交通管制措施，致使煤炭集运受限，造成铁路运输货源相

对紧张，港口库存不断下降；三是部分地区 2 月 10 日复工

带动，部分中小煤炭消费企业补库需求，带动市场价格的上

涨。

上述是导致煤炭市场短时的波动性上涨的原因，目前市

场上 5500 大卡下水煤价格维持 570-575 元/吨之间近一周时

间，且随着煤矿复产复工的速度不断加快，港口存煤的不断

上升，市场下行压力已逐步显现。

二、下一步走势分析

目前疫情蔓延势头得到初步遏制，防控工作取得阶段性

成效。生产端，主产地区的疫情基本得到了有效控制，煤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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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工复产速度将有所加快，预计到 3 月中下旬全国煤炭生产

基本恢复正常。

需求端，根据目前电厂情况来看，全国统调电煤库存稳

中有升，库存量和可用天数均超过去年同期水平，但日耗用

量仅为去年同期 70%左右；下游行业复工复产明显不及预期，

同时，根据中央气象台中期预报，全国大部气温偏高 1-3℃，

加之供暖季即将结束、南方地区来水较往年偏丰，清洁能源

替代效益显著提升。总体看，疫情在短期内将影响煤炭供需

释放节奏，下游工业复产速度也还将持续一段时间，煤炭消

费或将呈现前低后高的局面。预计，短期内煤炭市场将维持

相对平稳的运行态势，不排除局部地区出现短时的紧平衡状

态，但从全年看煤炭供需总体保持稳定，并将整体呈相对宽

松的态势。

三、中长期合同签订情况

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推进 2020 年煤炭中长期合

同签订履行有关工作的通知》要求，截止 19 年 12 月 20 日，

中国煤炭市场网共录入汇总 2020 年度煤炭购销合同总量 20

亿吨，同比减少 1.9 亿吨；1 月下旬，国家铁路集团组织供

运需三方企业共同确认合同，并配置 2020 年中长期合同铁

路运量 9.1 亿吨，同比增加 5093 万吨，增长 5.9%，其中电

煤合同量 6.59 亿吨，同比增加 336 万吨；冶金、化工煤合

同量 1.59 亿吨，同比增加 6445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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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企业反映，因供需双方企业对 2020 年煤炭市场判断

存在分歧，当前虽然已基本签订意向性供货合同，但以大型

电力集团为代表的主要用煤企业与煤矿均尚未签订具有法

律效应可执行的经济合同，使得市场平稳运行存在不确定

性，不利于煤电上下游产业的健康良好运行。

三、相关建议

（一）督促供需双方严格落实相关要求，尽快完成中长

期合同签订工作，同时出台有效的监管机制。虽然目前已完

成煤炭中长期合同运力配置工作，但实际上，主要大型电力

用户企业与煤炭企业均尚未签订具有法律效应可执行的经

济合同。如上述合同未能及时有效签订，对煤炭市场的平稳

运行、对价格的稳定、对煤炭企业科学的组织生产均会产生

极大的影响，建议国家能源局严格执行相关文件要求，及时

督促有关企业尽快落实，并制定有效的监管机制，促进供需

双方对中长期合同严格履约。

（二）强化重点用煤行业和地区的监测，做好预测预警。

如疫情结束后，各行业将会在短时间内迅速恢复生产，电力

等行业可能面临短期内需求集中大幅增加和煤炭库存大幅

下降的局面，应做好预测预警工作，既要做好监测重点用煤

企业复工复产的情况，也要做好重点区域和地区煤炭供需的

情况，避免煤炭供应紧张局面的出现。

（三）指导煤炭生产企业科学、有序的复工复产，严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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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能力。统筹指导疫情防控期间煤炭企业以科学合理的原

则，有序推进复工复产工作，同时，煤矿安全生产也中重要

的工作之一，严禁各类矿井组织超能力生产。



欢迎关注中国煤炭经济研究会微信公众号

及时获取协会相关活动信息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青年沟路 23号安源大厦

邮政编码：100013

联系电话：(010)64223104、64463889

传 真：(010)64223104

电子信箱：ccera@vip.163.com

门户网站：中国煤炭经济网 www.ccera.com.cn


	中国煤炭经济研究会
	（2020年2月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