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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煤炭需求现状及特点 

•  煤炭供应现状及特点 

• “十三五”煤炭工业面临的形势 

• 煤炭工业“十三五”发展的思考 

 

主要内容 



 信息研究院是国家安全监管总局直属国家级科

研事业单位，成立于1959年 

 主要开展煤炭、能源、安全生产、环境、科技

和法律等领域信息研究，为全国安全生产和煤

炭行业发展提供重要的信息支撑、决策咨询和

技术研发服务 

 有30多项科研成果获得了国家和省部级科技奖 

信息研究院 



 所属煤炭工业出版社是国家一级出版社，每年
出版图书500余种，音像制品30余种 

 编辑出版有《中国安全生产》《中国煤炭》
《当代矿工》《中国煤层气》和《煤炭新视界》
五种期刊，另发行《煤炭信息》《安全生产法

制建设》和《国外安全生产动态》等内部刊物 

 国家一级科技查新咨询单位，拥有煤炭行业最
大专业数字图书馆——煤炭数字图书馆，开发

有手机信息平台，为用户提供定制化信息服务 



煤炭是中国的基础能源，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

了重要作用 

正确分析煤炭供需现状及发展趋势，能够为今后的发

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当前中国煤炭工业面临的挑战，自身结构性问题、市

场需求放缓、环境制约加剧 

“十三五”期间，深化改革，推动煤炭能源革命，走

安全绿色可持续发展之路 

概述 



煤炭在我国一次能源中占基础地位 

全球范围已探明煤炭资源储量占化石能源资源储量的

55%，中国煤炭已探明资源储量占化石能源资源储量的

99% 

中国煤炭消费增长是世界煤炭增长的主要动力，2013

年中国煤炭消费量占世界煤炭消费量的50.7%，占1980

年以来世界煤炭消费增量的近80% 

 

煤炭需求现状及特点 



煤炭在中国一次能源中占基础地位 

从能源结构上看，2013年中国煤炭消费量占一次能源

消费量的66.0%，高出世界平均水平近40个百分点 

中国能源赋存特点及立足国内的能源战略方针决定了

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煤炭仍将是中国重要的基础能

源 

 

煤炭需求现状及特点 



电力行业是煤炭需求增长的主要因素 

 21世纪以来，中国工业化进程不断向重型化发展，

煤炭消费向电力、钢铁、水泥、化工等行业集中特

征明显 

 2005-2013年，四个主要行业煤炭消费量由18.8亿吨

增加到33.7亿吨，占国内煤炭消费总量的比重也由

81.0%上升到92.4% 

 

煤炭需求现状及特点 



1978-2013年中国煤炭消费及构成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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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需求现状及特点 



电力行业是煤炭需求增长的主要因素 

中国受能源资源结构和分布制约，电力发展长期倚重

煤电，电力行业成为拉动煤炭消费增长的主要因素 

 2013年，中国煤电装机占总装机的比重比美国高33个

百分点，比日本高46个百分点 

 2013年，中国发电和供热用煤占国内煤炭消费总量的

55.7% 

煤炭需求现状及特点 



2008-2014年中国发电装机容量及煤电装机占比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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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需求现状及特点 



终端直接消费煤炭持续缓慢增加 

有研究表明，煤炭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细颗粒物排放分别占全国排放总量的80%、60%、70% 

近年来，虽然中国煤炭终端直接消费占煤炭消费比重

下降，但绝对量却持续缓慢增加 

 2013年，中国煤炭终端直接消费量比2000年增加3.4亿

吨，占煤炭消费总量的24%，比世界平均水平高10个百

分点 

煤炭需求现状及特点 



煤炭消费向西部主要产煤地区转移 

“十一五”以来，新增煤电装机布局逐步向西部转移，

煤化工项目也主要集中在晋陕蒙宁地区，西部地区煤

炭消费量快速增长 

 2005-2013年，晋陕蒙宁甘新地区煤炭消费量由4.45亿

吨增加到8.95亿吨，占全国煤炭消费总量的比重由

19.2%提升到24.5% 

同期内，京津冀、东北、华东当前煤炭消费量占全国

比重分别下降1.6、1.0、1.2个百分点 

煤炭需求现状及特点 



煤炭供应能力大幅增强 

 2000-2010年，中国煤炭产量年均增加约2亿吨，年均

增长幅度8.9%； 

 2014年，中国煤炭产量38.7亿吨，占世界煤炭总产量

的47.4%；同比下降2.5%，十余年来首次下降； 

在煤炭生产规模扩大的同时，煤矿安全状况明显改善。 

煤炭供应现状及特点 



2000-2014年中国煤炭产量及百万吨死亡率变化趋势 

煤炭供应现状及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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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五”以来，中国以大基地、大企业、大煤矿以及

淘汰落后产能等方式推进煤炭产业结构调整 

 2013年，14个大型煤炭基地煤炭产量比2003年启动建

设时增加20亿吨，占全国比重提高了14个百分点，成

为中国煤炭供应的主体 

 2014年千万吨级煤炭企业产量占全国的73%，煤炭产业

可持续发展能力进一步增强 

煤炭供应现状及特点 

煤炭产业结构显著改善 



1995-2014年中国煤炭产业集中度变化情况 

煤炭供应现状及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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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西部地区占全国煤炭资源总量的80%，近十余年

新增查明资源储量几乎都在西部主要产煤省； 

“十二五”期间，规划西部开工5.4亿吨/年，占全国

的73%； 

 2014年，山西、内蒙古、陕西、甘肃、宁夏、新疆6

省煤炭产量占全国煤炭总产量的71% 

煤炭供应现状及特点 

煤炭生产布局西移步伐加快 



 “十二五”以来，西部煤矿建设速度加快，陆续建成一

批大型、特大型现代化矿井和露天矿，生产能力快速

提升； 

 2013年，中国哈尔乌苏煤矿和黑岱沟煤矿名列世界前

十处最大型煤矿之列，哈尔乌苏煤矿是中国最大的露

天开采煤矿，年生产原煤20Mt，可采年限75年以上；

黑岱沟露天煤矿是中国第一个使用交流电步行式拉铲

挖掘机，年设计生产能力31Mt  

煤炭供应现状及特点 

煤炭生产布局西移步伐加快 



哈尔乌素露天矿 

煤炭供应现状及特点 



新常态下，能源需求强度和增速下降，煤炭需求增速放缓 

经过近30年的高速发展，中国经济进入结构性调整期 

新常态下，经济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是最基本

特征，经济增长模式由数量扩张型增长向质量提升型

增长转变，经济增长动力由主要依靠投资向更多依靠

全要素生产效率提高转变，经济增长对能源依赖程度

降低，能源需求增长速度下降 

“十三五”煤炭工业面临的形势 



新常态下，能源需求强度和增速下降，煤炭需求增速放缓 

 2013年，中国经济增速由“十一五”期间的9%以上

下降到7.7%，2014年下降到7.4% 

预计“十三五”期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7%

以下，能源需求增长速度下降到3.3%左右，是前十年

的一半 

预计2020年，能源需求量达到45-48亿吨标准煤，其

中煤炭需求比重由2013年的66%下降到62%以内 

“十三五”煤炭工业面临的形势 



高效、清洁、低碳是能源发展方向 

中国积极推动新能源发展，大幅提高非化石能源发电

比重 

中国可再生能源及其丰富，已具备大规模开发的资金

和技术，随着其产业化、规模化和商业化发展，发电

成本逐步接近传统能源，将成为中国电力供应的重要

支撑 

“十三五”煤炭工业面临的形势 



高效、清洁、低碳是能源发展方向 

根据《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2014-2020年）》，

2020年常规水电装机可达到3.5亿千瓦、并网风电2亿千

瓦，光伏发电1亿千瓦 

 2020以后，基本依靠非煤发电机组即可满足新增电力

需求 

清洁能源的发展，对煤炭的替代作用将逐步显现 

“十三五”煤炭工业面临的形势 



煤炭清洁利用势在必行 

气化变化成为涉及各国利益的全球性问题，低碳、无

碳化发展逐步成为未来能源发展的主流 

中国在《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中承诺，2030年左

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且将努力早日达到峰值 

 2013年，中国公布了《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明

确提出控制煤炭消费总量 

 

“十三五”煤炭工业面临的形势 



煤炭生产和消费成本将不断提高 

中国于2015年6月30日向联合国提交了《强化应对气候

变化行动——中国国家自主贡献》，提出到2030年，

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二氧化碳排放将比2005年下

降60%至65% 

节能低碳产业是未来的发展方向，煤炭的生产与消费

成本将不断提高  

“十三五”煤炭工业面临的形势 



电力等主要用煤行业煤炭需求增速放缓 

 

 

“十三五”煤炭工业面临的形势 

美、澳等国的煤炭消费主要用于发电，所占比重分

别为90%和80%以上，欧盟国家的比重亦达到67%左

右，中国电煤消费量仅占煤炭消费总量的55%左右 

现有的工程实践和技术证明发电可以实现常规污染

物的近零排放，未来发电是煤炭利用的主要方向，

但增速放缓；受国际油价和碳排放的影响，现代煤

化工发展规模具有不确定性 



电力等主要用煤行业煤炭需求增速放缓 

 

 

“十三五”煤炭工业面临的形势 

中国人均累计粗钢和水泥消费量已接近发达国家完

成工业化时的水平，“十三五”期间，钢铁、建材

行业煤炭需求量将逐步达到峰值并逐步下降 



国际煤炭市场需求疲软 

 

 

“十三五”煤炭工业面临的形势 

国际煤炭市场需求疲软，煤炭价格持续下降 

澳大利亚纽卡斯尔港优质动力煤价由2012年5月的100

美元/吨降至目前的60美元/吨；澳大利亚海角港优质

炼焦煤价格由2012年5月的220美元/吨降至目前的80

美元/吨左右，降幅63% 

 

 



国内煤炭市场需求疲软，煤价大幅下降 

 

 

“十三五”煤炭工业面临的形势 

近三年中国国内煤炭价格大幅下降。动力煤价格每

年下降100元/吨左右，秦皇岛港5500大卡下水煤价

格由2012年5月到今年7月的降幅为47%；今年的降幅

是110元/吨 



2012年1月5日-2015年6月18日中国秦皇岛5500大卡动力煤周价格变
化趋势 

“十三五”煤炭工业面临的形势 



中国进口煤的变化及影响 

 

 

“十三五”煤炭工业面临的形势 

 2009年中国有煤炭净出口国转变为净进口国 

 2013年中国煤炭进口量是2008年的8倍，占国际煤炭贸

易量的1/4；2014年中国煤炭进口同比有所减少，绝对

量仍然很大 

 2014年9月中国发布了《商品煤质量管理办法》，降低

劣质煤进口 

印尼和澳大利亚是中国煤炭进口大国，东盟贸易协定和

中澳自由贸易协定使进口关税对抑制进口煤炭影响有限 

 2015年上半年，中国煤炭进口同比下降37.5% 



1978-2014年中国煤炭进出口量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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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煤炭工业面临的形势 



煤炭生产能力过剩短期难以改变 

 

 

“十三五”煤炭工业面临的形势 

 “十一五”期间煤矿建设投资是前55年总和的2.6倍，进

入“十二五”超前建设产能和资源整合产能陆续释放 

目前，全国各类煤矿产能已超过50亿吨，煤炭产能严

重过剩局面已经形成，短期内难以改变 

 



建设安全绿色高效大型现代化煤矿，推进瓦斯抽采利用 

淘汰落后产能、关闭自然灾害严重矿井 

减少煤炭直接燃烧，提高加工转化比重、发展超低排放
燃煤电厂 

研究智慧矿山建设、无人工作面配套技术装备以及新型
煤化工工程示范和技术 

融入“一带一路”战略，与世界煤炭工业的发展深度融
合 

煤炭工业“十三五”展望 



煤炭生产革命 

优化煤炭生产开发布局 

 2020年 全国安全绿色煤矿产量达到30亿吨 

淘汰落后产能：重点关闭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自然

灾害严重的煤矿和资源枯竭煤矿 

加大瓦斯等自然灾害治理，推进瓦斯先抽后采、抽采

达标 

煤炭工业“十三五”展望 



煤炭消费革命 

以天然气、电力等清洁能源替代分散中小燃煤锅炉，

减少煤炭分散燃烧，提高加工转化比重 

 2020年用于电力、炼焦等中间消费的煤炭超过85%，

终端直接用煤量减少到6亿吨以内 

淘汰低效链条炉，推广高效煤粉炉 

发展超低排放燃煤电厂，达到天然气发电排放标准 

煤炭消费进一步向电力等重点行业集中 

煤炭工业“十三五”展望 



煤炭技术革命 

煤炭生产方面，推动高新技术智慧矿山建设和无人工

作面配套技术装备研究，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和现代

采矿技术的深化融合，加强煤层气高效开采、煤与瓦

斯一体化协调开采技术和装备研究 

煤炭消费方面，重点研究燃煤污染控制、洁净发电技

术，电厂燃煤效率提高技术，电厂二氧化碳减排技术，

推进超临界循环流化床、节能型循环流化床的研发应

用，开展近零排放技术的研究 

煤炭转化方面，推进煤炭液化、气化、煤制烯烃等新

型煤炭化工升级示范工程及核心技术研究 

煤炭工业“十三五”展望 



煤炭体制革命 

提高产业集中度，2020年形成5000万吨级及以上的大

型煤炭企业的产量占全国煤炭总产量的75%以上 

转变政府职能，工作重心由事前管理转为事中（后）

市场监管 

落实资源税从价计征，形成由市场决定的煤炭价格机

制 

煤炭企业从追求产量规模转向追求质量和技术创新 

煤炭工业“十三五”展望 



煤炭国际化合作 

煤炭贸易，南进北出，鼓励进口优质煤炭 

资源开发，优势煤炭企业借力国家“一带一路”战略，

开展境外煤炭资源勘探开发，投资基础设施 

技术交流与服务，积极开展与发达国家的技术交流活

动；同时向需要的国家提供技术服务，承揽境外煤矿

建设、技术改造及运营管理，带动先进技术服务和装

备出口 

煤炭工业“十三五”展望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