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煤 炭 经 济 形 势 
分 析 报 告 

2020年 12月 

 



1 
 

11月份全国煤炭经济形势分析 

中国煤炭经济研究会 

（2020 年 12 月 18 日） 

进入 11 月份，煤炭消费进入传统消费旺季，受经济复

苏势头加快及居民取暖用煤的共同拉动，煤炭需求快速增

长，电煤日耗屡创新高，煤炭供应增加，但暂无法满足需求

短时快速的增长，各主要环节煤炭库存出均现明显下降，市

场供需出现偏紧态势，行业经济形势总体呈现恢复向好势头。 

一、煤炭经济运行情况 

（一）供应增加。一是国内煤炭生产小幅增长。据国家

统计局数据，1-11 月份全国规模以上煤炭企业原煤累计产量

34.8 亿吨，同比增加 1387 万吨，增长 0.4%；其中 11 月份

产量 3.5 亿吨，同比增加 513 万吨，增长 1.5%，日均产量

1158万吨，环比增加 72万吨，为近 5 年单月产量最高水平。

从主产省区看，1-11 月份山西、陕西产量同比分别增长 6.6%

和 7.3%，内蒙古产量同比下降 9.1%。预计 12 月煤炭产量将

基本保持稳定，全年规模以上煤炭企业原煤产量约 38.1 亿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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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煤炭产量月度情况 

                                    单位：万吨、% 

全国煤炭产量日均情况 

单位：万吨 

二是煤炭进口持续下降。国家规范煤炭进口管理影响，

煤炭进口量继续下降，11 月份全国煤炭进口 1167.1 万吨，同

比减少 991 万吨，下降 43.8%，环比减少 205.5 万吨，下降

15%；前 11 个月累计进口 2.65 亿吨，同比减少 3219.4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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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 10.8%。随着新增煤炭进口额度增加，预计 12 月煤炭进

口量将有所增长，全年进口量约 2.8 亿吨。 

煤炭进口量月度情况 

                                         单位：万吨、% 

 

三是铁路煤炭运量持续恢复。前 11 个月全国铁路煤炭

发运累计完成 21.4 亿吨，同比减少 1.04 万吨，下降 5.1%；

11 月份完成 2.1 亿吨，同比基本持平，环比增加 624 万吨，

增长 3.1%，其中，大秦线基本满负荷运输，日均运量 126 万

吨，同比增加 8 万吨，增长 6.8%，环比增加 20 万吨，增长

18.9%。进入 12 月份以来，铁路煤炭运量继续保持增长，前

14 天，国家铁路煤炭日均装车 73677 车，环比增长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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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铁路煤炭发运量月度情况 

                                     单位：万吨 

 

（二）需求短时快速增长。11 月份以来，国内经济复苏

加快叠加气温大幅下降，拉动煤炭需求短时快速增长，据我

会测算， 1-11 月份全国煤炭消费量约 37.4亿吨，同比增长

0.3%，今年首次由负转正，其中 11 月份消费量约 3.7 亿吨，

同比增长 5.9%。从主要耗煤行业看，电力、钢铁、建材行业

11 月份耗煤均出现较快增长，其中电煤增速 10%，为近三年

最快增速。预计 12 月份煤炭消费仍将处于旺季，全国煤炭

消费将保持 5%左右的增长，消费量约 40.9 亿吨，同比增长 1%。 

全国煤炭消费量测算表 

单位：亿吨、% 

2020 年 1-11 月 消费数量 同比幅度 

消费量 37.4 0.3 

    其中：电力行业 17.4 -0.4 

          钢铁行业 6.3 3.7 

          建材行业 4.7 1.5 

          化工行业 2.6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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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月度煤炭消费总量与电力行业消费量增速的对比情况 

单位：% 

（三）库存降至近年低位。进入11月份以来，煤炭生产、

中转、消费各环节库存均出现大幅下降。至12月中旬，晋陕

蒙主产地主要煤矿存煤4110万吨，环比减少220万吨，部分

站台存煤处于较低水平，如鄂尔多斯地区部分重点物流园区

库存58万吨，比年内高点下降近90万吨，为近三年最低水平；

全国主要港口（煤炭中转、接卸港口共计73个）存煤降至6068

万吨（其中动力煤库存仅5170万吨），比年内高点下降2259

万吨，也为近三年最低水平；截止12月中旬，全国统调电厂

存煤1.4亿吨，比11月末减少1200万吨，比10月末减少1600

万吨，呈现快速下降态势，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平均水平

在20天左右，但个别电厂存煤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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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部分港口煤炭库存情况 

                                   单位：万吨 

 

全国统调电厂库存情况  

                                   单位：万吨 

鄂尔多斯地区煤炭物流园库存情况  

                                   单位：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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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市场整体偏强运行。一是中长期合同价格总体保

持稳定。今年5500大卡下水煤中长期合同价格保持在绿色价

格区间运行，年内最高为12月份的558元/吨，与最低点5月份

的528元/吨波动仅有30元/吨，全年均价542.8元/吨，比上年

下降12.5元/吨，从价格水平与波动的幅度看，均充分体现出

煤炭中长期合同充分发挥稳价保供作用。二是市场价格短时

快速上涨。从产地看，坑口煤价格快速坚挺上涨，以鄂尔多

斯5500大卡动力煤坑口价为例，价格由11月初的383元/吨上

涨至目前的452元/吨，上涨69元/吨，涨幅18%。从环渤海主

要中转港口看，动力煤平仓价格快速上涨，11月初价格为 

610元/吨，目前实际价格已突破750元/吨。从全年看，今年

以来港口市场煤均价563.8元/吨，仍低于去年同期32.2元/吨。

三是下游采购需求保持旺盛。11月下旬以来环渤海四港区锚

地船舶较前期大幅增加，日均锚地船舶在145艘，较11月上

旬上涨近50艘。四是海运费大幅上涨。以秦皇岛—广州（5-6

万吨）为例，从11月下旬以来，煤炭运价由42.1元/吨上涨至

65.7元/吨，上涨23.6元/吨，涨幅56.1%。 

环渤海地区下水动力煤（5500大卡）市场 现货价格 

                                 单位：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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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产地区煤炭坑口价格情况 

                                    单位：元/吨 

环渤海主要港口日度锚地船舶情况 

                                    单位：艘 

部分沿海煤炭运输价格情况 

                                    单位：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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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行业效益有所好转。1-10月份，全国规模以上煤

炭企业营业收入 15934.8 亿元，同比下降 10.7%，降幅比上

月收窄 0.5百分点；利润总额 1722 亿元，同比下降 27.7%，

降幅比上月收窄 2.4 百分点；资产负债率 64.9%，同比下降

0.3 个百分点。但整体看，行业效益大幅下降的态势仍未改

变，且煤炭企业应收账款仍然大幅增长（10 月末应收账款净

额 2905.9亿元，同比增长 15.6%），投资意愿依然较低（前

10 个月煤炭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2.8%，其中民间投资同

比下降 12.9%），部分企业仍然存在资金链紧张、债务违约

风险加大等问题。 

（六）国际煤炭价格快速回升。随着各国经济重启复苏，

煤炭需求快速恢复，近期日本、韩国、印度等国需求都呈现

出较明显增加，11 月份印度煤炭进口同比增长 14.5%，韩国

动力煤进口环比增加 10.3%，带动自 11 月中下旬以来国际煤

炭价格快速回升，截止 12 月 16 日，印尼 3800 大卡动力煤

价格 39.8美元/吨，较 11月中旬上涨 38.2%；澳大利亚 5500

大卡动力煤（FOB）价格 57.8 美元/吨，较 11 月中旬上涨

59.2%。 

国际主要港口煤炭 FOB价格情况 

                                           单位：美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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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影响当前煤炭经济形势的因素分析 

（一）煤炭需求阶段性快速增长。一是宏观经济加速复

苏，投资、消费、出口整体向好，增速不断回升；尤其是出

口明显好于预期，国内工业生产增速加快，制造业增势良好，

11月份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制造业PMI上升至52.1％，

创三年新高，带动用电量高速增长，11月份第二产业用电同

比增长9.9%；二是部分基建项目在年底加大赶工力度，钢铁、

建材行业产品产量保持较快增长（11月份粗钢、水泥产品产

量分别增长8%和7.7%），也带动需求短时快速增加；三是受

雨雪降温天气影响，居民取暖用电用煤需求激增。总体看，

当前煤炭消费的快速增长，既有宏观经济持续复苏的拉动，

也有“赶工”与天气因素等阶段性因素影响。 

（二）主产地煤炭外调资源减少。一方面，随着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不断深入，煤炭生产进一步向晋陕蒙等地集中，

晋陕蒙三省区占全国产量比例超过70%，煤炭供应对晋陕蒙

三省区的依赖程度提高；与此同时，随着安监、环保约束力

的增强，煤矿依法依规生产的意识不断提高，煤炭供应的刚

性约束增加。另一方面，随着煤炭就地转化率的提高，产地

煤炭消费量不断提升，产地所形成的新型消费市场与原有的

消费市场相互竞争的格局正在逐步形成。今年下半年，鄂尔

多斯、榆林等地煤化工等产业用煤复苏，坑口直接销售量大

幅增长，区内消费对区外市场的资源挤占，使得主产区域煤

炭外调量也相对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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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煤炭进口增长尚需时间。今年以来国家持续加大

煤炭进口规范管理，煤炭进口量总体下降，特别是5月份以

来进口量降幅呈现逐月扩大趋势，单月降幅一度接近50%，

5-11月期间进口量累计同比减少5900万吨。为发挥进口煤对

于煤炭供应的调剂补充作用，自9月、11月份起，国家有关

部门分期向重点地区新增进口额度，但由于国外煤炭生产供

应也需逐步恢复，同时一些国家的出口受到天气、疫情等情

况的影响，进口煤炭对国内市场的增量补充尚需一定时间。 

（四）期货市场对现货价格的影响加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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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中下旬以来，动力煤期货主力合约单边上涨、屡创开板新高，

截止12月10日，ZC2101合约收盘价752.6元/吨，涨幅150元/

吨，12月9、10日连续合约出现轮番涨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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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2021年煤炭经济形势预测 

从煤炭需求看，当前我国宏观经济运行已逐步恢复常态，

2021 年稳定向好的发展势头将继续巩固，煤炭需求将继续增

长。但与此同时，风电、太阳能等新能源发展速度加快，对

煤炭的替代作用将进一步增强，将一定程度上抑制煤炭需求

的增速。总体看，2021 年煤炭需求增速将小幅增长，增速将

略高于今年，全年增速将呈现前高后低的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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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煤炭生产看，2021 年预计仍将有新增产能释放，但晋

陕蒙等煤炭主产区受资源、环境等的约束，预计新增产能释

放空间有限，新增产能将更多集中于新疆等地。总体看，2021

年煤炭生产将保持相对稳定。 

从煤炭运输看，2021 年主要煤炭运输通道的能力将进一

步发挥，蒙冀、浩吉、瓦日等主要运煤线路运量将继续增长。

据了解，三条线路明年新增运量在 1 亿吨以上，晋陕蒙等主

产地区尤其是陕西煤炭外运量将明显增强。 

从煤炭进口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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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际煤炭价格也将出现较大幅度上涨，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增加

了我国在国际市场获取资源的难度。 

从煤炭市场看，预计 2021 年上半年煤炭市场仍将维持偏

紧状态，下半年供需形势将重新回归平衡，价格走势将呈现

前高后低态势。随着煤炭中长期合同签约比例以及履约率的

不断提高，中长期合同“压舱石”作用将进一步显现，市场

的稳定性将进一步增强，全年煤炭市场价格波动幅度将小于

2020 年，价格中枢将略高于 2020 年。 

从行业效益看，随着煤炭经济运行逐步恢复常态，行业

复苏向好的势头将逐步巩固，企业盈利能力将有所改善。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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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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期看，今冬明春在需求高增长支撑下，煤炭市场供需

仍将呈现偏紧，价格或将维持高位波动，特别要关注极端寒

潮天气等可能对煤炭需求和稳定供应产生的影响。 

四、相关建议 

（一）建议根据发改办运行[2020]902 号文件要求，积极

主动加强与用户衔接，依据企业实际可供资源量签订煤炭中

长期合同，早签、多签、签实、签长煤炭中长期合同。 

（二）建议密切关注宏观经济形势及煤炭下游行业需求

变化等情况，加强市场研判，在确保安全生产的前提下，按

需组织生产，积极保障煤炭稳定供应；同时，在迎峰度冬期

间，严肃煤炭中长期合同执行，促进煤炭市场平稳运行。 

（三）建议继续做好企业转型、降本增效。建议煤炭企

业要下决心淘汰落后产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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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产业集中度和企业

竞争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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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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