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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全国煤炭经济形势分析

中国煤炭经济研究会

（2021年 1月 28日）

2020年，随着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果，

我国煤炭经济形势经历了由下行到超预期复苏的发展过程。

总体看，全年煤炭需求持续增长，供应稳中有增；但市场在

运行中存在个别时段资源供应与消费需求的阶段性错配；煤

炭市场价格先降后涨，出现较大幅度波动。

一、煤炭经济运行情况

（一）供给增加。一是煤炭产量稳中有增。煤炭生产企

业不断优化产能结构，加快释放优质产能，多措并举稳定煤

炭供应，较好地发挥了煤炭作为基础能源的稳定保障作用。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0年全国规模以上煤炭企业原煤累计

产量 38.4亿吨，比上年增加 3487万吨，增长 0.9%，增速较

上年回落 3.3个百分点；其中 12月份产量 3.5亿吨，同比增

加 1104万吨，增长 3.2%。我会预测，2020年全国原煤产量

（含规下）同比增长 1%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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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煤炭产量月度情况

单位：万吨、%

分月度看，年初受疫情影响，1-2 月份煤炭产量短时出

现下降，但煤炭生产企业率先响应国家号召，快速复工复产、

增产保供，煤炭产量明显加快（3月份日均产量 1088万吨，

同比增长 9.6%），为相关行业企业复工复产提供了有力的保

障；5 月份后，各地政府有关部门加快煤矿的法制化进程，

进一步加强安监、环保、国土资源等方面规范化管理，煤炭

生产阶段性减量，当月煤炭产量增速由正转负，5-9 月份产

量增速持续处于同比负值；进入 10 月份以来，寒冬旺季，

煤炭企业按照政府有关部门要求，挖潜增产，全力保障社会

用煤需求。当月起煤炭产量增速同比再次由负转正，四季度

煤炭日均产量分别达到 1086、1158、1135 万吨，单月产量

连创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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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地区看，煤炭生产进一步向西部地区集中，其中山西、

陕西、新疆产量增幅较高，同比分别增长 8.2%、6.3%和 9.3%

（新疆增速稍有放缓，较上年收窄 4.9个百分点）；晋陕蒙

三省区全年合计产量 27.43 亿吨，占全国的 71.4%，环比增

加 0.9 个百分点，晋陕蒙三省区优质产能的释放对全国煤炭

稳定供应作用进一步凸显；南方多省区产量规模持续萎缩，

其中福建、江西、湖南、广西、重庆、四川产量同比下降幅

度在 13—34%之间。

重点产煤省区产量月度情况

单位：万吨、%

二是煤炭进口恢复性增长。国家有关部门积极落实“进

口煤精准调控”政策，按消费周期调整煤炭进口节奏。据国

家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0 年全国煤炭进口 3.04 亿吨（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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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7年新高），同比增加 450万吨，增长 1.5%；其中 12月

份进口 3907.5万吨，同比增加 3630.5万吨，增长 1310.65%，

同环比增幅在 12月均创历史新高；2020年全国煤炭出口约

319万吨，同比下降 47.1%；全年我国煤炭净进口 3亿吨。

煤炭进口月度情况

单位：万吨、%

分月度看，全年进口煤数量呈“U”型态势。前期煤炭

进口量持续高位，1-4 月份进口煤总量同比增幅达 26.9%；

5-10月份，随着国家规范进口煤管理力度不断加强，进口煤

量出现减少；进入冬季用煤旺季，国家调增了部分地区与终

端用户的进口数额，11月份进口量开始增加，四季度进口煤

总量同比增长 31%。

分国别看，2020 年我国进口煤主要来源国逐步转向印

尼、俄罗斯、蒙古国，1-12月份三国合计进口煤量 2.09亿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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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总进口量的 68.7%，其中 12 月份三国合计进口煤量 3508

万吨，占当月进口量近 89.8%。澳大利亚主要进口煤来源国

地位减弱，进口澳煤占比由年初的 32.0%下降至 12月份无进

口量；而进口俄煤占比由年初的 8.5%上涨至 12 月份的

17.9%，煤源替代效应初显。1-12月份，我国进口蒙古煤 2855

万吨，总量受限于疫情对其国内产量的抑制，但动力煤占比

高于上年同期 10个百分点。

主要进口煤来源国进口煤占比月度情况

单位：%、万吨

三是铁路煤炭运量减少。2020年前期受疫情与需求等因

素影响，严重抑制了铁路运量的释放，但进入四季度后随着

煤炭需求的快速增加和疫情对区域公路运输的制约，铁路煤

炭运输出现较强的翘尾态势。全年看全国铁路煤炭发运累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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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 23.6 亿吨，同比减少 9515 万吨，下降 3.9%。其中 12

月份完成 2.24亿吨，同比增加 922万吨，增长 4.3%。

全国铁路煤炭发运量月度情况

单位：万吨

分月度看，全年铁路运量呈“√”型走势，1-4月份，因

需求下降与低油价传导至公路运输低成本的影响，全国铁路

煤炭运量同比下降 5963万吨；5月份以后，煤炭需求逐步回

升，煤炭铁路运量逐步恢复；特别是进入四季度以来，疫情

防控的逐步好转，经济的持续回升，冬季取暖用煤的增加，

铁路煤炭发运量出现较大拉升，11、12月份全国铁路煤炭发

运量同比分别基本持平和增长 4.3的百分点。

分线路看，全年国家铁路煤炭运量完成 18 亿吨，同比

增加 100万吨，增长 0.06%，其中，大秦线、唐呼线、瓦日

线分别完成煤炭运量 4.05亿吨、0.81亿吨、0.75亿吨，分别

同比减少 2600万吨和增加 350万吨、1400万吨（大秦线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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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主要受北方港煤炭需求阶段性减少和安全检修影响）；浩

吉线完成 2600万吨，同比增加 2200万吨，一定程度上缓解

下水煤运输压力。

四是主要港口煤炭发运量减少。2020年全国主要港口煤

炭发运量累计完成 7.47 亿吨，同比下降 3.3%，其中北方沿

海港口发运完成 7.26亿吨，同比下降 3.4%；环渤海主要港

口累计发运完成 7.2亿吨，同比下降 3.6%，其中黄骅港煤炭

发运量完成 2.04 亿吨，同比增长 2.1%，占环渤海主要港口

发运量的 28.2%；日照港全年发运完成 2510万吨，同比增加

20.2%。

北方三港调出/调入日均值

单位：万吨

分季度看，主要港口煤炭发运量呈现前低后高的态势，

上半年，在疫情防控较为严格的期间，各港口降低船舶在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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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密度，煤炭发运量数量锐减；在三季度以后，随着终端

用煤需求逐步恢复，促使港口不断提升货物周转效率，煤炭

发运量持续回升，其中，11月以来环渤海主要港口发运量持

续保持在 185万吨以上高位，港口作业效率屡创历史新高，

单日煤炭最大发运量超过 240万吨。

（二）消费强复苏。2020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持续稳

定恢复，煤炭需求呈逐步回升走势，全国煤炭消费量为先抑

后扬、强复苏态势。分季度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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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季度后，国家不断落实对冲疫情的宽松政策，制

造业恢复正常和阶段性“赶工潮”带动全国煤炭消费量降幅

逐步收窄。特别是进入四季度以来，我国经济运行持续恢复、

稳定回升，工业生产增速不断创出新高（10、11、12月份工

业增加值增速分别达到 6.9%、7.0%、7.3%，屡创年内新高），

已超过疫情前水平；同时叠加工业用电量高速增长及冬季大

范围寒潮天气居民取暖用煤需求激增（11、12月份火电发电

量同比增长了 6.6%、9.7%），拉动煤炭需求短时快速增长，

带动全国煤炭消费量由负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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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耗煤行业生产情况与原煤产量当月同比

单位：%

分行业看：

1、从电力行业看，受疫情的影响全社会用电量降幅明

显，2020年前 8个月，全社会用电量持续负增长；而随着制

造业及进出口贸易强势复苏，第二产业用电量快速增长（10、

11月份全社会用电量分别同比增长 7.7%、9.9%），叠加城

镇化和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带来的居民用电量的刚性增长（全

年城乡居民生活用电同比增长 6.9%），拉动全社会用电量增

速由负转正，全年增长 3.1%，但受清洁能源对火电挤出效应

增强影响（截至 12月末清洁能源装机占比 43.4%，较上年提

高 2.6 个百分点），导致火电耗煤量增速弱于宏观经济、用

电量增速（2020年火力发电量累计 52799亿千瓦时，同比增



10

加 1.2%，全社会用电量 7511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3.1%），

全年电力行业耗煤约 22.7亿吨，增长 1.3%。

2、从钢铁行业看，受疫情影响，一季度钢材消费呈现

断崖式下跌，钢材库存持续累积，3月中旬库存创历史新高；

随着国家出台系列对冲疫情宏观政策，以稳经济、稳消费为

出发点，基建、房地产赶工发力，机械、家电、新能源汽车

等下游行业需求大增，钢材消费爆发式增长，拉动全年生铁、

粗钢产量创历史新高（2020年，全国生铁产量 88752万吨，

同比增长 4.3％；粗钢产量 105300万吨，同比增长 5.2％），

带动钢铁行业耗煤量继续增长，全年钢铁行业耗煤约 6.9亿

吨，增长 3.8%。

3、建材行业看，2020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稳步

回升，同比增长 2.9%；全国基础设施投资增速回正后低位持

稳，同比增长 0.9%；房地产投资依然保持较高韧性，房地产

开发企业房屋施工面积同比小幅增长，在投资带动下，建材

行业产品产量稳步增加（2020 年水泥产量 23.8 亿吨，同比

增长 1.6%），全年建材行业耗煤约 5.2亿吨，增长 1.8%。

4、从化工行业看，年初受国际原油价格大幅下跌，煤

基化工利润减弱，叠加疫情影响，部分煤化工企业因亏损已

出现减产、限产情况；后期随着国际原油价格触底反弹，以

及下游需求的带动，下半年煤化工产销恢复性增长，全年化

工行业耗煤 2.8亿吨，较上年基本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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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存煤总量下降。从全国主要环节存煤看，截至 2020

年 12 月末，全国主要环节存煤总量近四年内首次回落，库

存总量比上年末下降近 2700 万吨，其中，全国主要港口（煤

炭中转、接卸港口共计 73 港）存煤降至 5657 万吨（其中动

力煤库存 4840 万吨），为近三年最低水平，较年初下降 1717

万吨；全国统调电厂煤炭存煤 1.3 亿吨，较年初减少近 350

万吨。

全国主要环节存煤总量变化情况

单位：万吨

分月度看，受疫情影响，一季度下游需求放缓，主要用

户采购减少，倒逼煤炭库存快速反向上游积累，加之煤矿生

产快速增长，导致主产地和发运港口库存急剧增加，4 月中

下旬，主要港口库存达年内新高，环渤海主要港口存煤达历

史新高，“疏港”压力加大，而电厂库存处于合理偏低水平。

5-6 月份，“迎峰度夏”用煤高峰期来临，电力用户补库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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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性提升，市场成交量提升，库存向消费侧累积，主要港口

存煤快速回落。7-10 月份，水电挤出效应明显，导致火电整

体需求不及预期，库存继续向消费侧累积，7 月份全国主要

环节存煤总量创年内高点。进入 11 月份以来，煤炭需求短

时快速增长，煤炭供应增量无法满足需求短时快速增长，各

主要环节煤炭库存均出现下降，其中，主要港口以及环渤海

主要港口库存均创三年内新低，统调电厂存煤两个月内下降

近 3000 万吨。

主要环节煤炭库存月末情况

单位：万吨

（四）煤炭市场价格波动较大，均值略低于上年同期。

电煤中长期合同始终稳定在合理区间，全年波幅在 30 元/吨

以内，充分发挥了“压舱石”的作用，但市场煤炭价格在经

历多轮阶段性供需错配和冬季需求快速增长的情况下，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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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动幅度较大，基本呈“W”型走势，尤其是从 5 月份以后

价格持续上涨。

电煤中长期合同价格与市场价格情况

单位：元/吨

根据不同合同的执行情况看，一是中长期合同价格持续

稳定。全年动力煤中长期合同（5500大卡下水煤）均价 543

元/吨，同比下降 12 元/吨，价格始终保持在绿色区间内，

煤炭中长期合同充分发挥稳价保供的“稳定器”作用。二是

市场价格大幅波动。2020年受供需时段性错配以及一些阶段

性、季节性因素影响，市场煤价经历了先跌后涨的较大波动。

从产地看，以鄂尔多斯 5500 大卡动力煤坑口价为例，年内

价格上下振幅达到 320元/吨，12月末价格水平约 500元/吨，

目前价格水平约 600元/吨；从环渤海港口看，以 5500大卡

动力煤平仓价为例，年内价格上下振幅近 550 元/吨，12 月

末价格水平约 835元/吨，全年均价 577元/吨，同比下降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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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吨，进入 2021年以来，价格一度涨至 1075 元/吨，目前

约 870元/吨左右。从进口煤看，以印尼 3800大卡动力煤 FOB

价格为例，年内价格上下振幅近 30美元/吨，12月末价格为

44.2美元/吨，目前价格为 50.1美元/吨。

内外贸价格情况

单位：元/吨

（五）行业效益逐步好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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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总额 2222.7

亿元，同比下降 24.5%，营业成本 14086.3 亿元，同比下降

7.8%，煤炭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下降 0.7%，其中民间投资

同比下降 15.4%。前 11个月资产负债率 65.4%，同比增加 1.1

个百分点；应收账款 2995.7亿元，同比增长 16.4%。

分月度看，受疫情影响，3-4 月份煤炭价格大幅快速下

滑，价格已跌至部分企业的盈亏平衡点，行业效益大幅下降，

企业应收账款增多，现金流紧张，经营压力持续加大；疫情

后，政府逆周期政策调节作用逐步显现，经济复苏带动煤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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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回暖，5月份以来煤炭价格中枢震荡上扬带动行业业绩

逐步修复；特别是进入 11月份以来，煤炭价格加速上涨，11

月份当月煤炭行业利润同比增长 9.1%，增速年内首次转正，

拉动全年行业利润降幅逐步收窄。

总体看，2020年以来煤炭行业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

务院有关部署，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和市场波动所带来的

挑战，充分发挥煤炭的能源基础能源作用，确实做到增产保

供有力有效，经受住了经济快速增长、大范围雨雪降温天气

的考验，为企业复工复产和民生用煤需求提供了重要支撑。

在此期间，中央企业与国有大型煤炭企业主动带头，讲政治、

顾大局，履行社会责任，发扬风格让利下游行业，为各地供

电、供暖及工业生产用煤提供了有力保障。

二、全年煤炭市场运行的特点

（一）煤炭市场经历多轮供需错配。第一阶段，供应早

到、需求未到，煤价整体走弱。一方面，煤炭供应快速恢复。

3月份煤炭行业率先其他行业复工复产，煤炭生产明显加快，

3、4 月份原煤产量分别同比增长 9.6%、6%，1-4 月份煤炭

产量同比增长 1.3%；煤炭进口大幅增长，1-2 月、3 月、4

月煤炭进口增幅分别达到 33.1%、18.5%和 22.3%，1-4月份

煤炭进口同比增长 31.1%。另一方面，下游需求恢复延迟。

受疫情影响，春节后各行业复工复产普遍推迟，主要耗煤行

业产品产量及煤炭需求明显下降，1-4 月份，火电发电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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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下降 5.9%，水泥、生铁产量同比分别下降 14.4%和微增

1.3%，测算 1-4 月份煤炭消费量同比减少近 0.7 亿吨。第二

阶段，需求强复苏，供应阶段性受限，导致煤价低位反弹、

震荡走强。一方面，5月份后，内蒙古煤炭资源领域违规违

法专项整治深入推进，煤矿生产阶段性受限，5-9 月份，内

蒙古煤炭产量持续同比大幅下降，降幅在 9.6%-15%之间，

带动 5-9月份全国煤炭产量持续负增长；且国家规范进口煤

管理，5-11月份煤炭进口量连续保持下降态势，5-11月份进

口累计同比减少近 5900 万吨。另一方面，国内疫情防控成

效显著，经济活动快速恢复，叠加海外制造业订单转向我国，

带动主要耗煤行业产品产量快速增长，5-11月份，火电发电

量、生铁产量、水泥产量分别同比增长 3%、5.9%、7.3%，

测算 5-12月份煤炭累计消费同比增加 1.2亿吨。

供需时间变化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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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月 国内煤炭产销量测算表

单位：亿吨、%

供/耗量 同比

产量 11.52 1.30%

进口 1.27 26.90%

总供给量 12.79 0.67%

电力煤耗 6.6 -5.60%

化工煤耗 0.9 -2.40%

建筑煤耗 1.1 -14.40%

钢铁煤耗 2.3 0.60%

总消耗量 11.1

（二）消费、运输格局变化，抑制下水煤市场占比。当

前我国煤炭市场消费格局正在发生的变化，或将对既有调运

格局产生较大影响。一方面，煤炭就地转化率不断提升，晋

陕蒙等煤炭主产区的消费比重正在逐步增加，2019年陕西、

内蒙、新疆火电装机容量分别同比增长 11.26%、5.99%和

8.11%；除了电力以外，煤化工产业也不断向产地转移，抑

制了坑口资源外调出省（区）。2019年榆林市煤炭就地转化

率达 23.1%，转化煤炭 1.07亿吨，2020 年 1-10月份鄂尔多

斯市煤炭就地转化率 21.8%，达 1.1 亿吨。产地所形成的新

型消费市场与传统的消费市场相互竞争的“两极化”格局正

在逐步形成。同时，随着铁路运输格局的调整（浩吉、瓦日

铁路能力的释放及大秦、唐呼铁路运量的调整），也影响了

传统煤炭资源的市场流向。另一方面，2020年下半年，煤炭

市场企稳后，产地价格增速始终高于港口，由于贸易商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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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被压缩，港口市场煤发运量持续下降。总体看，主产地

就地转化的不断提升，导致可供外调煤炭资源弹性不足，叠

加发运成本的持续倒挂，从而抑制了下水煤炭的市场占比。

2019 年火电机组装机容量情况

单位：万千瓦

2019 年火电装机容量 2018 年火电装机容量 同比增长

全国 118957 114408 3.98%

山西 6687 6628 0.90%

陕西 4380 3937 11.26%

内蒙古 8721 8229 5.99%

宁夏 3219 2845 13.16%

新疆 5813 5377 8.11%

多数时间市场各环节价格环比增速层层倒挂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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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期货市场对现货价格的影响加大。一方面，今年

以来，包括煤炭生产与消费企业在内的市场相关各方参与期

现结合的积极性不断提高，期货对现货市场影响将越来越

大。另一方面，流动性充足，资金面宽松，使得部分游资利

用高卡低硫交割煤的严重不足，叠加整个黑色系价格大涨的

炒作，11月中下旬以来，动力煤期货主力合约连续上涨、屡

创新高，期货价格的快速大幅上涨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升了现

货价格的涨势。

年末期货价格领涨幅度较大

单位：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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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21 年煤炭经济形势预测

从宏观经济上看，2021年是建党 100周年，是“十四五”

规划开局之年，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开

启之年；2021年宏观政策将继续保持连续性、稳定性、可持

续性，将积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

对经济恢复的必要支持力度；加快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发展格局，国内经济将现需回升态势。根

据多家研究机构分析，预计 2021 年全年 GDP 增速将达到

7.8%-9%，我国经济增长将呈现前高后低趋势。宏观经济继

续巩固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将带动能源及煤炭需求继续保

持增长。

从煤炭需求上看，一是电煤消费将稳定增长。根据电力

行业预测，2021年全国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 6.5%。结合

国家能源局提出“2021年我国风电、太阳能发电合计新增 1.2

亿千瓦”的目标，清洁能源对火电的替代作用将进一步增强。

预计 2021 年电力耗煤增长约 3-3.5%。二是钢铁行业耗煤将

小幅下降。在强基建的背景下，2021年基建项目仍然是钢铁

消费量维持稳定的主要驱动。但考虑到国家有关部门提出

“围绕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节点，实施工业低碳行动和绿色

制造工程，钢铁行业作为能源消耗高密集型行业，要坚决压

缩粗钢产量，确保粗钢产量同比下降”的措施，预计 2021

钢铁行业耗煤下降约 2%。三是建材行业煤炭消费将保持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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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增长。2021年随着基建及房地产后周期的延续，建材行业

消费量将呈现平稳向好的态势。预计 2021 建材行业耗煤同

比增加 1000 万吨左右。四是化工行业煤耗维持稳定小幅增

长。近年新型煤化工产业不断 投产，化工行业煤耗保持稳

定增长。随着疫情退出，经济秩序逐步恢复，国际油价将出

现恢复性增长，煤化工对煤炭的需求将继续小幅增长，预计

2021年化工行业耗煤同比增加约 1%。五是其他行业煤耗量

继续下降。生态环境部加强对大气环境治理力度，各煤炭消

费区域不断落实节能减排的措施和政策，清洁能源进一步取

代民用散煤，预计 2021年其他行业耗煤同比下降约在 1500

万吨。总体看，预计 2021年全国煤炭消费总量增长 1%左右。

从供应上看，近年来，我国煤炭行业已由“总量性去产

能”转入“结构性去产能、系统性优产能”的新阶段，我国

煤炭生产开发布局和产能结构持续优化，新增优质产能将继

续释放，大型煤炭企业集团战略整合进一步显现，内蒙古地

区产量将出现恢复性增长，预计煤炭产量仍将保持高位。如

全国煤炭生产维持当前水平，预计 2021 年煤炭供应增量潜

力依然较大。

总体看，预计 2021 年前期煤炭市场供应仍将维持平衡

略紧的态势，随着清洁能源的出力恢复，二季度后期供需形

势将重新回归平衡，价格也将呈现震荡性前高后低走势，逐

步向合理区间回归，全年价格中枢较 2020年或将略有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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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煤炭经济运行逐步恢复常态，2021年行业复苏向好的势

头将进一步得到巩固，企业盈利能力将有所改善。但是仍需

关注企业发展不均衡的问题，一些老企业仍存在有资金链紧

张、债务违约风险加大等问题。

2021 年上半年仍需重点关注几个方面情况，一是要关注

安全生产对供给端不确定性影响。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

部强调抓好安全生产、确保安全稳定，意义特别重大、责任

特别重大；深入开展专项整治三年行动，以零容忍的态度坚

决惩治安全生产违法行为，使得安监对煤炭生产的约束将进

一步增强，上半年重点关注“两会”期间的安全问题对煤炭

供给端的影响。二是要关注进口调节杠杆作用能否得到持续

支撑。随着新冠疫苗的推广使用，2021年全球经济将进入复

苏期，世界煤炭需求将恢复增长，但煤炭生产恢复仍需时间，

预计全球煤炭供需或将出现偏紧的局面，一定程度上增加了

我国在国际市场获取资源的难度，要持续关注进口煤调节杠

杆能否得到持续支撑。三是要关注来水情况及水电出力情

况。春季在水电出力后，将对火电企业产生一定抑制，要关

注主要流域重点水库来水、蓄水情况，关注水力发电变化情

况。四是要关注疫情反复对煤炭供需两端的影响。当前国内

制造业尚处于复苏周期，内外贸双循环的市场形势，将拉动

工业品生产继续走强，但仍需关注疫情反复以及国内外疫情

防控节奏差异，对煤炭供需两端造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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