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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一季度全国煤炭经济形势分析

中国煤炭经济研究会

（2021年 4月 19日）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持续稳定恢复，带动煤炭需求呈现快速

增长态势，煤炭企业努力增产增供，保障需求增量，市场供需总

体平衡；但受天气以及国际环境等不确定因素影响，部分地区出

现时段性、结构性不均衡现象，煤炭市场价格出现较大幅度波动。

煤炭经济整体呈现恢复性向好势头，但面临的形势依然复杂严峻。

一、煤炭经济运行情况

（一）供应增加。一是国内煤炭产量稳定增长。据统计局数

据，一季度全国生产原煤 9.7 亿吨，同比上涨 16%，比 2019 年

一季度增长 15.4%，两年平均增长 7.4%。其中 3 月份，生产原煤

3.4 亿吨，同比下降 0.2%，日均产量 1099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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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主产省区看，一季度山西、内蒙古、陕西累计生产原煤

28502、25393、16364 万吨，三省总产量 7.03 亿吨，同比增长

19.8%。其中 3月份三省总产量为 24542 万吨，同比增加 0.3%。

晋陕蒙三省区煤炭产量当月同比
单位：%

二是煤炭进口总量收缩。一季度，全国累计进口煤及褐煤

6846 万吨，同比减少 2730 万吨，下降 28.5%；比 2019 年一季度

全国煤炭当月产量及同比
单位：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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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 8.3%，两年平均递降 4.2 %。其中，3 月份进口煤炭 2733

万吨，同比下降 1.8%。

分国别来看，1-2 月份我国共进口印尼煤炭 2854 万吨，同比

下降 15.6%。进口蒙古煤炭 422 万吨，同比增长 37.7%。进口俄

罗斯煤炭 566 万吨，同比增长下降 2.4%。

进口煤及褐煤当月量及同比
单位：万吨、%

三是铁路煤炭运量持续高位。一季度，全国铁路煤炭运量累

计完成 6.57 亿吨，同比增加 9592 万吨，增幅 17%。比 2019 年

一季度增长 10%，两年平均增长率 4.9%。3 月份国家铁路日均煤

炭装车 68318 车，同比增长 7.9%，日均装车总数环比下降 8.6%。

分线路看，3月大秦铁路运量稍有回落，日均运量 116万吨，

同比增长 11.6%，环比下降 5.7%。累计完成运量 10756 万吨，同

比增长 30%；浩吉铁路累计完成 1256万吨，增长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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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铁路煤炭当月发运量
单位：万吨

（二）需求同比高位。据我会测算，一季度全国煤炭消费总

量约 10.5 亿吨，同比增长 16.9%。以 2019 年一季度为基期 ，

两年平均增速为 4.4%。

全国煤炭消费量测算表
单位：亿吨、%

2021 年一季度 消费数量

（亿吨）

同比幅度

（%）

19-21 年平均增速

（%）

消费量 10.5 16.9 4.4

其中：电力行业 5.8 27.8 7.2

钢铁行业 1.7 7.0 3.7

建材行业 1.1 32.0 7.9

化工行业 0.7 14.7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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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电煤消费与煤炭总消费增速
单位：%

（三）主要环节存煤量有所下降。截止3月底，全国煤炭企

业库存5400万吨，比年初减少71万吨，下降1.3%；同比减少475

万吨，下降8.1%。全国统调电厂存煤1.1亿吨，比年初下降2421

万吨，下降22%；同比下降950万吨，下降8%；截止4月上旬全

国主要港口（煤炭中转、接卸港口共计73个）存煤总量回升至

6526万吨（动力煤存煤总量为5640万吨），比年初上涨869万吨，

上涨15%；同比下降1468万吨，下降18.4%。其中，环渤海港口

动力煤存煤总量缓降至2322万吨。

全国重点港口库存
单位：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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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渤海港口库存
单位：万吨

全国统调电厂库存
单位：万吨

（四）市场价格呈“v”型走势。一是中长期合同价格总体

保持稳定。1-4月动力煤年度中长期合同5500大卡价格均值为585

元/吨，同比上涨41.5元/吨，但仍低于同期市场均价141元/吨。

二是市场价格宽幅震荡。从产地看，鄂尔多斯5500大卡动力煤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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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价格为例，价格由1月中旬峰值595元/吨，下降3月上旬369元/

吨，截止4月16日已至539元/吨。从环渤海主要中转港口看，5500

大卡动力煤平仓价格由1月中旬峰值1015元/吨，下降至2月底570

元/吨，截止4月16日已至760元/吨。三是国际煤炭价格快速上涨。

截止4月15日，印尼3800大卡动力煤FOB价格45.9美元/吨，比2019

年4月均值上涨8.93美元/吨。澳大利亚5500大卡动力煤FOB价格

55.7美元/吨，比2019年4月均值下降2.76美元/吨。价格已持平

或略高于疫情前同期水平。

环渤海港口平仓价格
单位：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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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煤年度中长期合同 5500 大卡价格

单位：元/吨

主产地区 5500 大卡坑口价格
单位：元/吨

进口煤价格

单位：美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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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行业利润增长。1-2 月，全国规模以上煤炭企业利润

总额 574.7 亿元,同比增长 204.4%。规模以上煤炭企业应收账款

净额 2855.9 亿元，同比增长 8.9%；资产负债率 66.3%；利润总

额 574.7 亿元，同比增长 204.4%。从行业效益表现看，存在上

年基数偏低的问题，行业整体利润呈现增长，但企业发展不均衡

的问题依然存在，1-2 月份仍有 32.4%的企业亏损。1-2 月，煤

炭开采和洗选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长 27.5%。

二、影响当前煤炭经济形势的因素分析

（一）煤炭需求整体增加。从宏观看，我国经济运行持续稳

定恢复，发展动力不断增强。一季度，我国 GDP同比增长 18.3%，

两年平均增长 5.0%；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24.5%。制造

业同比增长 27.3%；在国际需求回暖、订单回流等因素拉动下，

一季度工业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 30.4%，延续了去年底以来的较

强带动作用。从主要耗煤行业看，一季度，全国火力发电量同比

增长 21.1%；水泥累计产量同比增长 47.3%；生铁、粗钢、钢材

累计产量同比分别增长 8%、15.6%、22.5%。煤炭消费企业整体

运转偏强。

（二）主产地煤炭外调量减少。一是煤炭企业法治及环保意

识不断增强，煤矿严格按照核定产能生产，并大力落实环保工作

任务。近期，晋陕蒙三省（区）及主要生产地区煤炭销量出现一

定收缩。其中鄂尔多斯市3月总销量约6100万吨，环比上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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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超过800万吨，降幅10%以上。二是随着煤炭就地转化率不断

提升，可供跨省外调资源量减少。三是近期产地煤价大幅上行，

发运价格与港口煤价严重倒挂，贸易商集港意愿下降。3月份环

渤海重点港口日均调入量为182.5万吨，环比2月日均下降9.4万吨。

4月大秦铁路检修，短时间内进一步增加了煤炭资源集港的压力。

（三）进口煤总量减少。一是国际需求恢复。随着亚洲经济

的复苏，包括韩国在内的动力煤进口商对印尼及俄罗斯的高热值

煤种采购意愿明显回升。同时，自今年初至今，印度电厂日耗连

创近年新高，可用天数持续下滑，在6月飓风季之前，补库需求

持续释放。二是进口煤比价优势降低。原油价格上涨，苏黎世运

河货轮搁浅事故促使国际海运运力进一步紧张，国际干散货运价

持续上涨。多重因素导致，使我国进口煤到岸成本持续高企，用

户采购积极性不高。三是部分国家可供资源量减少，印尼政府要

求煤炭生产企业将25%的产量留在国内，且4月进入斋月，印尼近

期生产条件、天气等因素影响供给量相对受限。蒙古国疫情反弹，

4月上旬甘其毛都口岸日均通关车辆低于30车，比正常日均通关

400辆明显减少。据相关机构统计，预测4月份我国煤炭进口量可

能依然维持偏低水平。

（四）期现货市场联动效应持续显现。受国内宏观经济持续

向好，经济复苏预期等因素影响，动力煤期货合约盘面价格自2

月底以来持续大幅升水于现货价格，期现价差促使部分企业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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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现货，同时进入期货市场进行无风险套利，至使3月一定数

量现货资源被期货合约锁定；但随着期货价格在4月上旬出现回

落，参与无风险套利业务的企业在期货市场获利回吐，价格波动

被有效平抑，现货市场价格短期回调。4月中旬期货价格再次贴

水近50元/吨，同时终端消费再次进入期货市场锁定资源，导致

现货流动性大幅降低，期货现货价格相继大幅上涨。

三、中期市场形势预测

从宏观经济看，我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成效持续

显现，工业经济延续去年以来稳中向好态势。但当前国际环境复

杂严峻增加了新的不确定性，国内经济恢复尚不平衡。一是在一

季度宏观经济指标平稳恢复的背景下，央行一季度货币政策例会

期现价格与基差

单位：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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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将继续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二是经济内生发展动能仍有提

升空间。在经济逐步复苏的大环境下，制造业投资利润显著回升，

加之碳中和和政策目标规划下，高耗能产业迫切面临转型升级，

机械设备更新换代，新能源相关行业需求将进一步推动制造业投

资继续向好。三是疫情反复，世界经济复苏的不平衡、不确定性

增加。

从煤炭需求看，煤炭需求总量将继续保持增长，但新能源的

出力与来水情况的不确定性依然存在。一是电煤消费将保持增长

态势。从生产角度看，第三产业呈现快速增长。一季度，第三产

业用电量 333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28.2%；第二产业用电量在

经济复苏的带动下，同比增长 24.1%增长。随着国家电网调度运

行管理工作的加强，发电结构持续优化，清洁能源并网发电量快

速增长，将一定程度上抑制电煤消费量。二是“两新一重”建设，

一批交通、能源、水利等重大项目开工建设，开始逐步规划与落

实，将带动钢铁、建材等行业耗煤量相应提升。4至 5月份为上

半年建筑行业旺季，截止 4月 9日，重点统计水泥熟料线运转率

为 76.28%，且水泥熟料产量仍有上行空间。三是原油价格走势

平稳，煤化工产品生产利润有所改善，今年以来甲醇产量始终维

持近年同期高位。在企业利润回升超预期的大环境下，化工用煤

耗量仍将维持高位。



13

从煤炭供应看，一是国家有关部门不断加快优质产能释放，

主要煤炭生产企业在确保安全环保的前提下，深挖潜能，努力增

产增供，国内煤炭产量继续保持稳定增长。主产地煤炭产量增加

幅度或将受到约束。二是国际煤炭市场供需略显偏紧，价格预计

仍将维持高位，进口煤采购积极性减弱。三是随着主要运煤通道

春季检修的结束，煤炭运量将有所恢复。对下游主要用煤企业补

库形成一定支撑。

总体看，在经济保持复苏的大环境下，煤炭需求增速保持强

劲，煤炭供应稳定增长，上半年市场供需将总体平衡、略显偏紧，

但后续应持续关注新能源及水电出力对火电需求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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