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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提示： 

1、产能释放促产量增长，进口平控持续。据推算 2019 年新增可贡献产

量的产能 0.94 亿吨；二为 2019 年去产能 0.6 亿吨，据此推算 2019 年新增可

贡献产量的产能 1.44 亿吨。据此推算 2019 年动力煤产能增加 0.8 亿吨至 1.22

亿吨，产量增 6000 万吨至 1 亿吨。 

2、进口煤方面，2018 年前 10 月动力煤进口量为 10938 万吨，同比增

9.41%，11、12 月进口煤平控政策下，预计全年进口量小幅增至 12600 万

吨，同比增 6.26%，2019 年预计仍实施平控政策，全年进口量同比持平或小

幅下降。 

3、需求增速下降。电力供给侧改革和提高清洁能源发电政策下，火电新

增发电装机容量逐月下降，前 11 月火电新增发电装机容量新增 3017 万千瓦

时，同比下降 908.35 万千瓦时。《电力发展“十三五”规划》中提出到 2020

年，全国煤电装机规模力争控制在 11 亿千瓦以内，预计 2019 年火电装机容

量与 2018 年持平，利用小时数增加的情况下，考虑到耗煤率下降，预计发电

用煤量增 2%。水泥等建材行业耗煤量在基建托底和房地产景气下降的情况

下与 2018 年持平。 

4、上下游库存分化成为常态。政策推动合理库存，港口和电厂库存将保

持相对高位，作为缓冲垫平抑煤炭价格波动，相比之下供需逐步平衡的情况

下，煤企库存将维持低库存，预计未来上下游库存分化常态化 

推荐的投资策略： 

弱势震荡下，关注逢高抛空机会。综合分析，2019 年动力煤行业供增需

稳，煤炭价格平台下移，预计现货价格震荡区间[540,670],期货保持一定贴

水，震荡区间[530，650]，全年可在震荡区间高抛低吸，其中尤为关注 7

中国国际期货•研发产品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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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11 月补库结束后旺季不旺行情逢高抛空机会。推荐指数：【3 颗星】 

风险：进口政策超预期收紧，短期错配严重，煤价强势突破区间上限；

产能释放加速，需求大幅下降，煤价跌破区间下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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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行情回顾 

1 月份，煤价从 700 元/吨持续上涨至 760 元/吨，主要因为运输偏紧、下游需求刚性所致。产量

方面，因保供应政策，部分国有大型煤矿正常生产，同时统一口径变化，使得一月产量同比增 8.39%。 

2、3 月份，煤价整体呈下跌走势，原因为下游需求骤降、主产地恢复生产、港口库存累积。环渤

海港口煤炭运输正常，发运良好，春节假期过后主产地煤矿积极恢复生产，港口煤炭调入量持续高位，

由于需求释放有限，港口吞吐量受限，在调入大于调出的背景下，秦港煤炭库存攀升，电厂日耗先下

后上，但库存高于同期水平，使煤价承压。 

4 月份，大秦线春季集中检修，对煤炭运输有所影响，但相对有限。政策调控上在港口煤价惨淡

之际限制外媒供应的限制措施出台。国内二级口岸和部分一级口岸陆续接到海关发出的煤炭限量通知。

各限制令出台，给国内煤炭供应过剩的压力得到阶段性缓解，价格企稳回升。 

5 月份，因限制进口政策和下游电厂补库积极，港口库存逐步下降，部分港口出现惜售行为，动

力煤价格持续上涨，虽月底控价政策对价格有所压制，但总体呈淡季不淡的情形。 

6 月份，由于电厂提前补库，导致上旬煤价上涨。随着港口煤调入量逐步增大，补库阶段性结束，

港口库存逐步增加，下旬开始，煤价拐头向下。 

7 月份，山西产区因安全检查，对坑口煤价有所支撑，相比之下，电厂提前补库到位，港口库存

大幅累积下，港口煤价弱势下跌。 

8 月份，上旬电厂和港口库存持续在高位，港口价格倒挂，促使煤企发运下降，在电厂日耗较高

情况下，港口库存从下旬开始有所下降，支撑煤价震荡上涨。 

9 月份，整月煤价呈上涨趋势，主要原因：一是煤矿环保监察和整顿导致出产地产煤有阶段性的

影响，但较为有限；二是下游电厂提前开始冬储；三是水泥等耗煤建材需求旺盛。 

10 月份，价格先涨后跌，上旬，大秦铁路检修，运输量有所下降带动港口价格减少，支撑价格。

下半月，由于大秦线检修临近结束，同时电厂日耗下降，港口库存逐步回升，价格承压下行。 

11 月份，因进口煤政策扰动，下旬价格有短期反弹，但因整体基本面偏弱，价格转跌。 

12 月份，随着天气转冷，电厂日耗增加，但受制于高库存压力，价格持续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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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1：国内动力煤价格              单位：元/吨       图1-2：期货价格                单位：元/吨 

  

数据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图1-3：动力煤外煤价格              单位：元/吨       图1-4：内外煤价差               单位：元/吨 

 

数据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图1-5：基差情况                 单位：元/吨       图1-6：期现价格                   单位：元/吨 

 

数据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请务必阅读正文后的免责声明                              6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年报 

二、 供给端：去产能到调结构、抑波动 

(一) 政策重心从产能去化转至调结构，稳价格 

1、 2016年煤炭供给侧改革元年，重在去产能和产量 

受产能过剩困扰，行业景气度连续低迷，煤炭企业经营环境恶化，对应产业结构问题和债务问题

严重，2016 年 2 月国务院国务院以国发〔2016〕7 号印发《关于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

的意见》，开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化解产能和限制生产时间实现阶段性产能和产量双去。 

表 2.1： 2016 年煤炭重要政策回溯 

 

2月5日，国务院国务院以国发〔2016〕7号
印发《关于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
发展的意见》

从2016年开始，按全年作业时间不超过276个工作日重新确定煤矿产能，原
则上法定节假日和周日不安排生产。同时确定今年去产能任务为2.5亿吨。

4月18日，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和国家煤矿安
监局联合发布了《关于支持钢铁煤炭行业化
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

1、自2016年起3年内，原则上停止新核准（审批）的建设项目、新增产能煤
矿的安全设施设计审查和产能核增工作。2、严格按照要求，对全国所有生产
煤矿按每年276个工作日重新确定煤矿生产能力，即在有关部门在现有合规产
能的基础上，直接乘以0.84（276除以330）取整数，确定为煤矿的生产能力
。中央企业所属生产煤矿由国家煤矿安监局负责，其余生产煤矿由省级负责
煤矿生产能力核定的部门负责，于2016年4月30日前，完成所有生产煤矿能
力重新确定工作。5月10日，财政部印发《工业企业结构调整

专项奖补资金管理办法》

明确了去产能专项奖补资金的发放标准和方法，提出了中央财政对化解过剩
产能的财政支持原则。

6月1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关于在化
解过剩产能工作中发挥先进产能作用促进煤
炭行业转型升级的意见》

提出了煤炭行业先进产能的评价依据；2.3-5年内，全国先进产能比例达到
60%以上，加快建设标准化煤矿，提高煤矿机械化、自动化、智能化；用好中
央奖补资金，进一步加大淘汰落后产能力度，为先进产能发挥作用拓展市场
空间，完成国家下达的淘汰落后产能任务。

6月2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印发《关于实施减量置
换严控煤炭新增产能有关事项的通知》

文件要求，充分利用煤矿产能置换政策，积极化解过剩产能，严控煤炭新增
产能，促进煤炭供需平衡，推动煤炭行业转型升级。

8月31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印发《关于做好建设煤矿
产能减量置换有关工作的补充通知》（发改
能源[2016]1897号）

引导生产煤矿核减生产能力，采用减少区（场）、采煤工作面数量等方式实
质性减少产能，产能实质性减少后重新核定煤矿生产能力。新建煤矿合理降
低建设规模，且不得以任何形式重新提高建设生产规模；生产煤矿核减的产
能，按80%的比例折减后，可用于新建煤矿（含补办核准手续的违规建设项
目）产能置换和已核准在建煤矿撑到化解过剩产能任务。

12月22日，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引发《关于
印发煤炭工业发展“十三五”规划的通知》

十三五期间将化解淘汰过剩落后产能8亿吨/年左右，通过减量置换和优化布
局增加先进产能5亿吨/年左右，到2020年，煤炭产量39亿吨。煤炭生产结构
进一步优化，煤矿数量控制在6000处左右，120万吨/年及以上大型煤矿产量
占80%以上，30万吨及以下小型煤矿产量占10%一下，煤炭生产开发进一步向
大型煤炭基地集中，大型煤炭基地产量占95%以上。产业集中度进一步提高，
煤炭企业数量3000家以内，5000万吨级以上大型企业产量占60%以上。

2016年煤炭重要政策回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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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公开信息整理，中期研究院 

2、 2017年在去产能基础上，侧重兼并重组和减量置换 

在切实落实去产能任务和去产能安置方面支持下，行业好转，煤炭企业盈利能力提升，随之减量

置换和兼并重组作为侧重点，进一步优化产能结构，为后期一降一补打下基础。 

表 2.2： 2017 年煤炭重要政策回溯 

 

 

12月29日，改委与中煤协、中电联、中钢协
联合印发《关于平抑煤炭市场价格异常波动
的备忘录的通知》

2016年到2020年期内，在煤炭综合成本的基础上，充分考虑煤炭市场发展情
况、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社会可承受能力的因素，按照兼顾煤电煤钢双方健
康稳定发展的原则，原则上以年度为周期，建立电煤钢煤中长期合作基准价
格确定机制，以重点煤电煤钢企业中长期基准合同价为基础，建立价格异常
波动预警机制，将动力煤具体划分为三种情况。绿色区域（价格正常），是
指价格上下波动幅度在6%以内（以2017年为例，重点煤电企业动力煤中长期
基础合同价为535元/吨，绿色区域为500～570元/吨）。蓝色区域（价格轻
度上涨或下跌），是指价格上下波动幅度在6%~12%之间（以2017年为例，黄
色区域为570元~600元/吨或470~500元/吨）。红色区域（价格异常上涨或
下跌），价格上下波动幅度在12%以上（以2017年为例，红色区域为600元/
吨以上或470元/吨以下）。

2月17日，发改委环保部等16部门关于利用
综合标准依法依规推动落后产能退出的指导
意见

《指导意见》从能耗、环保、质量、安全、技术五个方面提出了明确的任务
要求。，具体是：严格执行节约能源法、环境保护法、产品质量法、安全生
产法等法律法规，对能源消耗、污染物排放、产品质量、安全生产条件达不
到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要求的产能，由地方相关部门根据职责依法提出限期
整改的要求，对经整改仍不达标或不符合法律法规要求的，报经有批准权的
人民政府批准或直接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予以关停、停业、关闭或取缔
。对工艺技术装备不符合有关产业政策规定的产能，由地方有关部门督促企
业按要求淘汰。

2月18日，根据商务部海关总署公告2017年
度暂停进口朝鲜原产煤炭

根据商务部海关总署公告2017年第12号，为执行联合国安理会第2321号决
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和商务部、海关总署2016年第81号
公告，本年度暂停进口朝鲜原产煤炭（包括海关已接受申报但尚未办理放行
手续的煤炭）。本公告自2017年2月19日起执行，有效期至2017年12月31日
。

3月21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发
展改革委等5部门发布《关于做好2017年化
解钢铁煤炭行业过剩产能中职工安置工作的
通知》

通知明确了安置人员标准和相关安置措施，要求各地要按照通知精神，进一
步强化责任担当，结合当地实际，完善本地区去产能职工安置工作部署和政
策措施，切实加强监督检查，务求工作实效，努力确保职工安置积极稳妥推
进。

4月5日，发改委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快建设
煤矿产能置换工作的通知》

《通知》中要求建立煤炭产能置换长效机制；鼓励、鼓励跨省(市、区)实施产
能置换、鼓励实施兼并重组。鼓励已批准（审批）的煤矿建设项目通过产能
置换承担化解过剩产能任务，稳妥有序推进煤炭去产能。

4月17日，发改委、财政部等23个部委局《
关于做好2017年钢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
实现脱困发展工作的意见》

意见规定了当年去产能任务等相关政策：2017年坚持落后产能应退尽退、能
退早退，2017年退出煤炭产能1.5亿吨以上，实现煤炭总量、区域、品种和需
求基本平衡；加快推进兼并重组、转型升级，实现产业布局进一步优化；进
一步明确了产能退出标准。

5月26日，国家能源局等4部门近日联合印发
了《关于大力推进煤矿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
工作的通知》

为大力推进煤矿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工作，进一步夯实煤矿安全生产基础，
防范和遏制重特大事故，提高煤炭稳定供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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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公开信息整理，中期研究院 

 

 

3、 2018年优质产能释放、稳定煤价 

前两年大幅去产能后，2018 年在产能去化基础上，从优质产能释放、进口煤平控和完善长协等措

施进一步优化产能结构、稳定供需、平抑煤价波动。 

6月20日，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完善煤矿
产能登记公告制度开展建设煤矿产能公告工
作的通知》

通知要求严格煤矿新增产能，审批管理国家规划矿区内新增年生产能力120万
吨及以上煤炭开发项目由国务院有关部门核准，国家规划矿区内其余煤炭开
发项目和一般煤炭开发项目由省级政府核准。

8月24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国家安
全监管局办公厅、国家煤矿安监局办公室、
国家能源局综合司联合印发的《关于明确煤
炭产能置换和生产能力核定工作中有关事项
的通知》

1.产能置换按照关闭退出煤矿产能的 30%计算，经企业申请不享受中央财政奖
补资金支持的，按关闭退出产能的 100%计算。
2.矿业权先于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源保护区设立的 9万吨（不
含）以上煤矿，主动退出后可按照发改能源〔2016〕1602号等文件（不含发
改能源〔2016〕609 号文件）折算后产能的 200%计算。
3.产能置换方案中的退出煤矿应在产能核增申请得到批复后 6 个月内关闭退
出，核减产能煤矿应在产能核增申请得到批复前核减到位。

10月23日，发改委印发《关于做好迎峰度冬
期间煤炭市场价格监管的通知》

为防范煤炭价格异常波动，确保迎峰度冬期间煤炭市场价格基本稳定，规定
相关措施：组织开展煤炭市场价格巡查；严厉打击煤炭行业哄抬价格和价格
垄断行为；强化组织领导，提升监管效果。

11月10日，发改委印发《关于推进2018年
煤炭中长期合同签订履行工作的通知》

通知规定与2017年相同，2018年动力煤中长期合同定价机制继续按照“基准
价+浮动价”的办法，基准价为535元/吨。不同之处在于，长协价格公式中新
增了中国沿海电煤采购价格指数。即：浮动价格由中国沿海电煤采购价格指
数、环渤海动力煤价格指数和中国煤炭市场网秦皇岛港报价分别与基准价做
差，差值之和的1/3再有供需双方各承担50%。

11月28日，发改委和能源局印发《关于建立
健全煤炭最低库存和最高库存制度的指导意
见（试行）》及考核办法的通知

规定重点重点燃煤电厂煤炭最低库存和最高库存，对于煤炭主要用户而言，
电力、建材、冶金、化工等重点耗煤行业的相关企业，日常生产经营过程中
煤炭最低库存原则上不应低于近3年企业储煤平均水平；在市场供不应求、价
格连续快速上涨时，其存煤量不应高于最高库存，最高库存原则上不超过两
倍的最低库存量。

12月19日，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国家
环保部等12部委联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推
进煤炭企业兼并重组转型升级的意见》

文件明确，支持有条件的煤炭企业之间实施兼并重组，支持发展煤电联营，
支持煤炭与煤化工企业兼并重组，支持煤炭与其他关联产业企业兼并重组等
。到2020年底，争取在全国形成若干个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亿吨级特大型
煤炭企业集团，发展和培育一批现代化煤炭企业集团。

12月25日，国家发改委、能源局发布《关于加大
清洁煤供应确保群众温暖过冬的通知》

通知指出，近期全国处于迎峰度冬用能高峰，部分地区天然气供需出现结构
性、时段性、区域性矛盾，影响群众冬季采暖。推广使用清洁煤，可以有效
缓解当前冬季供暖压力，也是推进散煤治理+B18:C23、构建清洁供暖体系的
重要渠道。通知要求因地制宜推进清洁供暖，根据能源供应情况、居民经济
承受能力和用能习惯，宜电则电、宜气则气、宜煤则煤、宜油则油，因地制
宜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全力做好迎峰度冬能源供应；推动燃煤设备升级改
造，加快大型供暖燃煤锅炉的超低排放改造，淘汰排放不达标的燃煤设备。
在具备条件的地区发展集中供暖，推广使用清洁煤锅炉，替代分散的燃煤小
锅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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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3： 2018 年煤炭重要政策回溯 

 

数据来源：公开信息整理，中期研究院 

 

(二) 去产能尾声下，优势产能释放 

1、 去产能接近尾声 

2016 年我国煤炭去产能计划为 2.5 亿吨，但在地方政府严格要求及行业自救动力下实际去产能远

超计划，具体数据方面市场上有资料说是 2.9 亿吨；2017 年，我国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 2.5 亿吨，

超额完成年初提出的 1.5 亿吨目标任务。2018 年提出的 1.5 亿吨去产能目标任务，1~7 月，退出煤炭

产能约 8000 万吨，完成全年任务 1.5 亿吨的 50%以上，按前两年执行情况来看，全年会完成 1.5 亿去

产能目标。2016 年至 2018 年在坚定落实政策下，已超额完成三年既定目标，合计去产能 6.9 亿吨，2

距离 “十三五”煤炭去产能目标剩 1.1 亿吨，去产能已近尾声。 

 

 

 

 

2月1日，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国家安
监局、国家煤监局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
完善煤炭产能置换政策加快优质产能释放,促
进落后产能有序退出的通知》

进一步完善产能置换政策、加快优质产能释放，通过优质产能有序增加，推
动落后产能尽早退出，促进煤炭产业结构调整和新旧发展动能转换。

4月9日，国家发改委等六部委日前印发《关

于做好2018年重点领域化解过剩产能工作的

通知》

明确2018年再压减钢铁产能3000万吨左右、退出煤炭产能1.5亿吨左右，淘
汰关停不达标的30万千瓦以下煤电机组的目标任务，要求坚决出清“僵尸企业
”，并且要保持总量平衡，防止出现结构性、区域性、时段性供应紧张，引导
钢铁、煤炭价格稳定在合理区间。

6月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了《国家发展

改革委关于做好2018年迎峰度夏期间煤电油

气运保障工作的通知》

通知中称，迎峰度夏即将到来，煤电油气运需求将大幅增加，局部地区高峰
时段仍存在保障压力。为统筹做好煤电油气运保障工作，确保今年迎峰度夏
形势平稳，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就有关事项通知。

10月2日，国家发改委于10月2日在广州召开
沿海六省关于进口煤炭会议

明确2018年底煤炭进口要平控，且进口指标不再增加，按原来计划执行。但
并未明确本次进口煤限制的具体量级。

11月14日发改委、海关总署等在江苏召开进
口煤会议

主要研讨进口煤的使用情况。具体相关事宜为进口煤报关。

11月27日，发改委印发《关于做好2019年
煤炭中长期合同签订履行有关工作的通知》

1、2018年长协合同时间为一年锁量稳价合同。此次鼓励2年及以上量价齐全
的长协合同；2、此次文件规定中央和各省及其他规模以上煤炭、发电企业集
团签订中长期合同数量，应达到自有资源量或采购量的75%以上，全年中长合
同履约率不低于90%，与2018年规定相同。尤其长协比例方面，低于市场的
长协比例上调预期。按今年情况来测算，明年长协比例预计维持在78%左右水
平；3、文件中提出加大对年度单笔合同量在20万吨及以上的煤炭长协合同的
运力衔接。没有新增运量的既有线路，运力配置不得低于去年；2019年新增
铁路运力，原则上有限配置和保障长协煤；4、长协基准价格和政策运行区间
未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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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去产能情况汇总 

 

数据来源：wind，公开信息整理，中期研究院 

2、 产能释放促供给增加 

（1） 全国产能情况 

国家能源局公告显示，截至 2018 年 6 月底，安全生产许可证等证照齐全的生产煤矿 3816 处，产

能 34.91 亿吨/年；已核准（审批）、开工建设煤矿 1138 处（含生产煤矿同步改建、改造项目 96 处）、

产能 9.76 亿吨/年，其中已建成、进入联合试运转的煤矿 201 处，产能 3.35 亿吨/年（具体情况详见附

件）。未按法律法规规定取得核准（审批）及其他开工报建审批手续的建设煤矿、未取得相关证照的

生产煤矿，不纳入本次公告范围。 

表 2.5： 全国产能情况 

 

数据来源：国家能源局，中期研究院 

年份 去产能目标(亿吨） 实际完成量（亿吨）
2016年 2.5 2.9
2017年 1.5 2.5
2018年 1.5 1-7月完成8000万吨
合计 5.5 预计6.9

2019-2020年

去产能情况

预计1.1亿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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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设产能情况 

截至 2018 年 6 月末，全国建设煤矿产能共计 10.04 亿吨，主要分布在山西、内蒙和陕西地区，三

地区占比合计 72.53%；新增产能 7.4 亿吨，占建设产能的 73.7%，为建设矿井占比最大类型，主要分

布在内蒙、陕西、山西地区，三地区占比合计约 71.25%。建设类别方面，主要是资源整合、改扩建、

技术改造、新建等四种方式，其中资源整合矿和新建矿井为重要类别，占比合计 81.4%，主要分布在

山西、内蒙、陕西地区。 

表 2.6： 全国建设煤矿产能情况 

 

数据来源：国家能源局，中期研究院 

图2-1： 各地区建设煤矿产能情况    单位：万吨       图2-2： 各地区新增煤矿产能情况    单位：万吨 

 

数据来源：国家能源局，中期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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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联合试运转煤矿 

截至 2018 年 6 月末，全国进入联合试运转的煤矿产能共计 3.38 亿吨，主要分布在内蒙古、陕西、

山西等地区，三地区占比合计约 85.38%。其中，新建矿井产能 2.21 亿吨，占全部试运转煤矿的比重

达 65.4%，为联合试运转矿井中占比最大的类型，主要分布在内蒙古和陕西地区；资源整合煤矿产能

0.76 亿吨，占比 22.5%，主要分布在山西地区。技改产和改扩建能为 0.22 亿吨和 0.19 亿吨，分别占

比 6.6%和 5.5%，区域分布较为分散。 

表 2.7： 全国联合试运转煤矿产能情况 

 

数据来源：国家能源局，中期研究院 

联合试运转矿井主要为陕蒙地区的新建矿井，而截至 2017 年年末和 2018 年 6 月末，陕西省合法

在产产能分别为 3.82 亿吨、4.05 亿吨，而对应煤炭产量分别为 5.7 亿吨、2.88 亿吨，从产量和产能的

对比可以看出陕西省至少有 1.9 亿吨手续不全（这里所指的手续不全的产能指的是未竣工验收投产的

所有在产产能，包括处于联合试运转状态的产能、已核准未建成的产能，未批先建产能等）或超产的

在产产能；同样，内蒙古合法在产产能分别为 8.22 亿吨、8.3 亿吨，而对应煤炭产量分别为 8.79 亿吨、

4.43 亿吨，内蒙古地区至少有 0.6 亿吨类似产能。这说明陕蒙两地区合计至少 2.5 亿吨手续不全或超

产的在产产能。由此推测，预计联合试运转中 2.5 亿吨的产能已经在释放产量。剩余约 0.88 亿吨产能

还未释放出产量，同时山西地区资源整合矿偏多，考虑到矿质和成本问题，短期较难全部投产。 

表 2.8： 各地区联合试运转煤矿产能情况 

 

数据来源：国家能源局，中期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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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3： 各地区联合试运转煤矿产能情况                                                 单位：万吨，% 

 

数据来源：国家能源局，中期研究院 

（4） 核准未建成煤矿 

截至 2018 年 6 月末，已核准未建成的煤矿产能合计 6.66 亿吨。 

按照省份分布来看，未建成的煤矿主要分布在山西、内蒙古、陕西、黑龙江、新疆、河南等地区，

其中，山西、陕西、内蒙古三个地区的在建产能为 2.3 亿吨、1.27 亿吨、0.83 亿吨，合计 4.4 亿吨，

占所有未建成煤矿产能的 66%。 

按照类型分别来看，新建矿井产能 2.08 亿吨、资源整合 3.13 亿吨、改扩建 0.81 亿吨、技术改造

0.64 亿吨，分别占再见矿井比例 31.1%、47%、12.2%、9.6%。 

按照审批机构来看，由国家发改委审核批准的在建产能合计 1.45 亿吨（新建 0.81 亿吨、改扩建

0.64 亿吨），其余矿井均由省级审批机构批准。 

表 2.9： 全国核准未建成煤矿产能情况 

 

数据来源：国家能源局，中期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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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 各地核准未建成煤矿产能情况                                                  单位：万吨，% 

 
数据来源：国家能源局，中期研究院 

（5） 未来新增可贡献产量的产能情况估算 

通过对 2018 年上半年国家能源局发布的全国建设矿井产能情况进行分析，对 2018 年下半年和

2018 年可贡献产量的产能做预测。 

联合试运转煤矿的产能。根据上文分析，前期已经释放产量的产能约 2.5 亿吨，剩余约 0.88 亿吨

产能尚未释放产量。假设剩余这部分产能分 2018 年下半年和 2019 年验收，分别新增可释放产量的产

能 0.44 亿吨。 

已核准的在建矿井产能。2018 年上半年未建成煤矿中新建矿 2.08 亿吨，资源整合 3.13 亿吨、改

扩建 0.81 亿吨、技术改造 0.64 亿吨，分别占再见矿井比例 31.1%、47%、12.2%、9.6%。其中资源整

合矿资产质量较差，效益难以保障，所以预计投产的比例很少（10%），合计 0.3 亿吨；改扩建和技

改矿井由于地质和成本问题，后期 2-3 年难全部释放，假设可释放比例为 60%，合计 0.87 亿吨；考虑

以上情况， 未来 2-3 年可释放的产能预计为 3.25 亿吨，据此保守推算 2018 年释放 1.6 亿吨。 

综上，可推算出 2019 年新增可贡献产量的产能约 2.04 亿吨（0.44+1.6）。2019-2020 年去产能任

务 1.1 亿吨，且基本为在产产能，以下分两种情况作分析：一为 2019 年提前完成“十三五”去产能任

务，当年去产能 1.1 亿吨，据此推算 2019 年新增可贡献产量的产能 0.94 亿吨；二为 2019 年去产能

0.6 亿吨，据此推算 2019 年新增可贡献产量的产能 1.44 亿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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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产能推升产量，供给逐步增加 

2018 年月度动力煤产量稳中有增，主要因产能逐步释放所致，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 年

1-11 月全国原煤产量为 321430.7 万吨，同比增长 5.4%；1-10 月全国动力煤累计产量 28.99 亿吨，同

比增长 5.4%。预计全年动力煤累计产量 29.55 亿吨，同比增 8000 多万吨，增幅 2.8%。 

随着优质产能逐步释放，预计未来在结构优化的同时，产能将逐步增加，按产能释放增量测算，

2019 年动力煤产能增加 0.8 亿吨至 1.22 亿吨，产量增 6000 万吨至 1 亿吨，同比增 2.03%至 3.38%。 

图2-5:原煤月度产量及同比       单位：万吨、%     图2-6：动力煤月度产量及同比       单位：万吨、% 

  

数据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图2-7:原煤累计产量及同比      单位：万吨、%        图2-8：动力煤累计产量及同比     单位：万吨、% 

   

数据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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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全面深化“公转铁”，同时增加铁路运力 

(一) “公转铁”政策逐年推进 

从 2016 年开始各部门和地方结合环保、限超推进“公转铁”。2016 年交通运输部颁布《超限运

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开启公转铁前奏，2017 年、2018 年，除限超外， 结合环保，对“公转

铁”全面深化。 

 

表 3.1：限超政策梳理 

 

数据来源：公开信息整理，中期研究院 

 

 

 

 

 

时间 部门（或单位）及相关文件 政策

2016年8月
交通运输部颁布《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
路管理规定》

统一超限认定标准，加强对大件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的管
理，规范对违法超限运输行为的处罚等，规定自2016年9
月21日起施行，标志着进一步加强治理超载超限。

2016年8月

交通运输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
、工商总局、质检总局颁布《关于进一
步做好货车非法改装和超限超载治理工
作的意见》

要求加强车辆生产和改装监管、货物装载源头和路面执法
监督；健全完善道路运输市场发展机制和治超工作机制等
。

2017年11月
交通运输部会同公安部联合印发了《关
于治理车辆超限超载联合执法常态化制
度化工作的实施意见（试行）》

要求各地交通运输、公安部门严格规范治超检查和处罚行
为，推进治超联合执法常态化、制度化，进一步推进物流
降本增效，优化营商环境，促进实体经济发展。

2018年5月
交通运输部颁布《2018年全国治理车辆
超限超载工作要点》

1、推进规范执法：严格落实公路货车非法改装和超新超
载处罚清单制度和治超“十不准”纪律；
2、强化部门执法：完善路面监控网络，明确实行驻站联
合执法超限检查站数量；做好车辆运输车治理工作，督促
不合格车辆运输车退出市场；
3、强化源头和信用治超：加强货车装载情况监测，确保
车辆合法装载；
4、强化科技治超：建立健全入口检测信息通报机制，加
强治超信息化建设；
5、强化保障机制：加强治超执法队伍建设，深入推进货
运行业降本减负。这进一步提升城市道路交通治理水平。
综上，各部门、各地区都在积极、强力推进全国公路超限
超载治理工作。

限超政策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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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2：公转铁政策梳理 

 

数据来源：公开信息整理，中期研究院 

(二) 铁路煤炭运量稳升 

从 2013-2015 年，全国铁路煤炭累计运量由于煤炭行业和公路运输影响逐年下降，同时占煤炭产

量比例也不断下降。2016 年随着供给侧改革，煤炭行业景气度上升，同时在政策大力推动“公转铁”

情况下，全国铁路煤炭运量降幅收窄，2017 年运量由降反升，占煤炭产量比例不断提升。2017 年全

国铁路煤炭运量 21.55 亿吨，同比增 13.42%。2018 年预计全国铁路煤炭运量 23.5 亿吨，同比增加 1.95

亿吨、增长 9%。 

时间 部门（或单位）及相关文件 政策

2017年1月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协作小
组第八次会议

优化京津冀区域运输结构，提高铁路货运比重，天津港和
换趵换港口煤炭转运逐步调整为海铁联运方式

2017年2月

环境保护部会同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

污染防治协作小组及有关单位制定《京
津 冀及周边地区 2017 年大气污染防治
工作方案》

要求天津港等环渤海港口9 月底前逐步停止接收汽运煤炭
集疏港。

2017年4月 天津市环保局
天津市环保局决定将原定7月1日起实施的“到达天津港煤
炭不再通过汽车运输”提前到4月底实施。同时，煤炭转由
张唐铁路经唐山港转运。

2017年7月
山东省发布《2017年环境保护突出问题
综合整治攻坚方案》

，提出7月底前潍坊港、8月底前烟台港停止使用柴油车运
输集疏港煤炭，各港口企业不再签订柴油货车运输集疏港
煤炭合同，运输煤炭的柴油货车一律不得进出港区。

2017年8月
唐山市发布《关于停止唐山港煤炭汽运
集疏港的通知》

　《 通知》称，2017年8月15日起，唐山港全面停止接收
煤炭汽车集港运输；2017年9月30日起，唐山港全面停止
煤炭汽车疏港运输。

2018年1月
交通运输部《2018年深化交通运输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工作要点》

进一步推动降费，加快发展多式联运，重点推进铁水联运
发展，推动主要港口集装箱贴水联运量增长15%以上。

2018年1月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协作小

组第十一次会议

优化交通运输结构，提高铁路货运比重，加强机动车污染

治理。

2018年4月 交通运输部运输结构调整工作会议 以深化交通运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2018年4月 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要调整运输结构减少公路运输量，增加铁路运输量。

2018年5月 生态环保部

2018年9月底，山东、长三角地区沿海港口煤炭集疏港运
输全部该有铁路，2019年底前，京津冀及周边、长三角地
区沿海港口的矿石、钢铁、焦炭等大宗货物全部改由铁路

运输，禁止汽运集疏港。
2018年6月 国常会 部署实施蓝天三年保卫计划，要求大幅提升铁路货运比例

2018年7月 国务院例行会议

到2020年实现全国铁路货运量达到47.9亿吨（较2017年增

加11亿吨，增厚在哪个30%），煤炭运量达到28.1亿吨
（曾云6.5亿吨，产量占比75%），沿海港口大宗货物公路
运输量减少4.4亿吨。

2018年9月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推进运输结构
调整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的
通知》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推进运输结构调整三年行动计划
（2018—2020年）的通知》

公转铁政策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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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铁路运力瓶颈逐步打破 

据中国煤炭市场网预计， 2019 年面向沿海港口的铁路煤炭运力将得到彻底改善。（1）蒙冀铁路

有望增加 4000 万吨左右；（2）预计其它线路如瓦日铁路、兰渝铁路等增量超过 3000 万吨；（3）预

计蒙华铁路投入运行将带来 3000-3500 万吨的新增煤炭运力。据此测算，2019 年预计全国铁路煤炭运

输完成 24.5 亿吨、同比增加 1 亿吨、增长 4.25%。 

表 3.3：相关铁路梳理 

 

数据来源：公开信息整理，中期研究院 

四、 进口平控，调节供给 

前两年煤炭去产能下和 2016 年产量控制下，库存快速消耗，导致季节性供需错配，在需求仍有

增加的情况下，作为补充供给，尤其沿海电厂需维持正常库存水平，对进口煤需求逐年增加；随着国

内产能释放，库存回升，同时严控进口煤炭质量，进口煤平控政策应运而生，起到对供给削峰填谷的

作用，进而平抑煤价波动。 

首次实行进口煤平控政策在 2017 年 7 月，中国首次禁止沿海二类进口口岸经营煤炭进口业务，

该措施一直延续到 2017 年底。后期由于需求旺季下，缺乏进口煤补充，供需错配导致煤价快速上涨。 

2018 年一季度，放松的进口煤政策，加之沿海电厂补库提前启动，动力煤进口量屡创新高。4 月，

中国重启进口煤限制政策，首度对一类口岸的进口煤进行限制，延长通关时间和禁止二类口岸煤炭进

口业务。为了避免出现去年煤价再次暴涨的局面，这次政策并未“一刀切”，而是对南方终端电厂进行

了额度分配，对终端电厂用户实行一船一议。今年 6 月，进口煤限制政策适度放松，有电厂采购合同

背书的进口煤正常放行。10 月，国家发改委明确提出，全年煤炭进口量不超 2017 年水平，四季度执

行力度加大，11 月中下旬江苏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召集华能、大唐、国电等几大电力及港口企业于 11

月 14 日下午召开煤炭进口和使用情况座谈会，另外，福建、广东也纷纷召集当地相关企业召开进口

煤座谈会，落实进口煤平控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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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中国累计进口煤炭 2.71 亿吨。根据海关总署最新统计数据，2018 年 1-10 月，全国共进口

煤炭 2.52 亿吨，平控政策下预计全年进口量与 2017 年持平。2018 年前 10 月动力煤进口量为 10938

万吨，同比增 9.41%，11、12 月进口煤平控政策下，预计全年动力煤进口量小幅增至 12600 万吨，同

比增 6.26%，2019 年预计仍实施平控政策，全年进口量同比持平或小幅下降。 

图4-1:煤炭月度进口量及同比       单位：万吨，%    图4-2：动力煤月度进口量及同比      单位：万吨，% 

 

数据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图4-3: 煤炭累计进口量及同比    单位：万吨，%    图4-4：动力煤累计进口量及同比       单位：万吨，% 

 

数据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五、 2018年需求超预期，但未来增幅有限 

(一) 电力供给侧改革，火电发电增速将下降 

2018 年前 11 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 62199 亿千瓦时，同比增 8.47%，较去年同期增近 2 个 pct；分

项来看，第一、二、三产业累计用电量分别为 673 亿千瓦时、42684 亿千瓦时、9890 千瓦时，同比增

10%、7.1%和 12.8%。2019 预计煤改电政策将持续，第三产业用电增速较稳，相比之下，因经济下行

压力，第二产业用电量增速将放缓，由于第二产业用电量占社会总用量近 70%，所以受此拖累，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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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社会用电量增速预计下降。 

超预期的用电需求推动发电量大幅增长，2018 年前 11 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 61626 亿千瓦时，同

比增 8.47%，细分类别统计，火电、水电、核电、风电累计发电 44,962.8 亿千瓦时、10,297.3 亿千瓦

时、2,638 亿千瓦时、3,268 亿千瓦时，同比增 6.2%、4.4%、16.8%、19.8%。 

电力供给侧改革和提高清洁能源发电政策下，火电新增发电装机容量逐月下降，前 11 月火电新

增发电装机容量新增 3017 万千瓦时，同比下降 908.35 万千瓦时。《电力发展“十三五”规划》中提

出到 2020 年，全国煤电装机规模力争控制在 11 亿千瓦以内，预计 2019 年火电装机容量与 2018 年持

平，利用小时数增加的情况下，考虑到煤耗率下降，预计发电用煤量增 2%。 

图5-1:全国用电累计情况       单位：亿千瓦时，%    图5-2：全国累计发电情况      单位：亿千瓦时，% 

  

数据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图5-3: 火电月度发电情况          单位：亿千瓦时     图5-4：火电累计发电情况       单位：亿千瓦时，% 

 

数据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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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5-5:火电新增装机容量      单位：万千瓦时，%       图5-6： 火电利用小时数          单位：小时，% 

 

数据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图5-7: 六大电厂日耗情况            单位：万吨/日   图5-8：火电煤耗率          单位：克/千瓦时，% 

 

数据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二) 基建托底，房产刚性下水泥产量稳定 

基建方面，从 2018 年 7 月国常会明确基建补短板到 10 月 31 日国办公布《关于保持基础设施领

域补短板力度的指导意见》，都体现政策侧重基建投资，10、11 月基础建设投资（不含电力）增速企

稳回升，在政策推动下，基建将持续稳定。 

地产方面，地产调控持续进行，但在经济压力下，有边际改善预期，同时房产商前期大量拿地，

后期将逐步开发，回收现金流应对地产债，所以在地产投资部分透支下，预计后期开工增速稳降，但

韧性犹在。 

2018 年 1-11 月全国水泥累计产量为 19.98 亿吨，同比增 2.3%；在基建托底和地产韧性犹在的情

况下，预计 2019 年水泥产量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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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9：水泥月度产量情况         单位：万吨 ，%   图5-10：水泥累计产量情况           单位：万吨，% 

  

数据来源：wind，卓创资讯，网中期研究院 

图5-11:分年粉磨开工率走势              单位：%     图5-12：建材耗煤量情况              单位：万吨 

 

数据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图5-13：房屋新开工和施工面积增速     单位：%      图5-14：基础建设投资（不含电力）增速   单位：% 

  

数据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六、 库存分化变为常态 

港口、电厂库存和煤矿库存分化将为常态化，2018 年环渤海主要港口库存低点在 2 月上旬的 1271

万吨，而后在 1700-2000 万吨波动，年底库存降至 1700 万吨附近。电厂库存从年初 800 多万吨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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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升至 1700-1800 万吨，相比之下坑口库存维持在低位，预计 2019 年上下游库存分化情况持续，后

期将常态化。 

图6-1: 坑口煤炭库存               单位：万吨       图6-2：北方港库存                 单位：万吨 

 

数据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图6-3：广州港库存                                                                       单位：万吨 

 

数据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七、 2019年供需预测 

表 7.1：供需平衡表

 

数据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动力煤 2018-01 2018-02 2018-03 2018-04 2018-05 2018-06 2018-07 2018-08 2018-09 2018-10 2018-11 2018-12 2018E 2019E
产量（万吨） 23110 19693 24041 24160 25011 24449 23169 25050 26557 26400 26373 27500 295513 303513
进口量（万吨） 1250 992 1329 974 832 1068 1240 1276 1016 950 800 900 12627 12627
总供给（万吨） 24365 20700 25369 25133 25843 25537 24413 26326 27573 27350 27173 28400 308182 316140
消费量：电力行业（万吨） 18492 12587 15827 15027 15820 15860 18116 18551 15757 15442 15905 16700 194084 197966
消费量：冶金行业（万吨） 1178 1088 1234 1276 1336 1344 1380 1333 1403 1350 1250 1250 15422 15576
消费量:化工行业（万吨） 1512 1317 1533 1454 1445 1430 1446 1451 1498 1550 1450 1430 17516 16991
消费量:建材行业（万吨） 1726 1152 1933 2611 2776 2564 2486 2425 2667 2550 2450 2200 27540 26714
消费量:供热行业（万吨） 4546 3159 2831 1478 1173 1018 1014 1128 1198 1200 2400 2400 23545 24722
消费量:其他行业（万吨） 3432 2076 2848 3121 3221 3267 3174 3555 3312 3200 3200 3200 37606 35726
消费总量（万吨） 30886 21379 26206 24967 25771 25483 27616 28443 25835 25292 26655 27180 315713 317695
出口量（万吨） 13 36 16 38 51 25 37 42 9 10 10 10 297 200
总需求量（万吨） 30899 21415 26222 25005 25822 25508 27653 28485 25844 25302 26665 27190 316010 317895
供需缺口（万吨） 6534 715 853 -128 -21 -29 3240 2159 -1729 -2048 -508 -1210 7828 1755

动力煤供需平衡及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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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2019年行情展望 

2019 年，煤炭产能稳步释放，预计增加增加 0.8 亿吨至 1.22 亿吨，产量增 6000 万吨至 1 亿吨，

同比增长 2-3%。进口煤方面，作为阶段性供需错配的润滑剂，起到供应削峰填谷和平抑煤价波动的

作用，同时需要把供给侧成果留在国内，进口煤平控政策持续进行，预计 2019 年进口煤总量稳定持

平；库存方面，政策推动合理库存，港口和电厂库存将保持相对高位，作为缓冲垫平抑煤炭价格波动，

相比之下供需逐步平衡的情况下，煤企库存将维持低库存，预计未来上下游库存分化常态化；需求方

面，在电力供给侧改革和清洁能源发电能力逐步释放下，火电装机容量趋于稳定，发电量增速主要来

自利用小时数增加，但技术改进降低耗煤率的情况下，预计火电耗煤量增难有增长，另一方面，水泥

等耗煤类建材行业和冶金行业受宏观经济影响，对煤炭需求难有明显增长。综合分析，2019 年动力煤

行业供增需稳，煤炭价格平台下移，预计现货价格震荡区间[540,670],期货保持一定贴水，震荡区间

[530，650]。 

推荐的投资策略： 

单边策略：逢高抛空。2019 年动力煤行业供增需稳，煤炭价格平台下移，预计现货价格震荡区间

[540,670],期货保持一定贴水，震荡区间[530，650]，全年可在震荡区间高抛低吸，其中尤为关注 7 月，

11 月补库结束后旺季不旺行情逢高抛空机会。推荐指数：【3 颗星】 

风险：进口政策超预期收紧，短期错配严重，煤价强势突破区间上限；产能释放加速，需求大幅

下降，煤价跌破区间下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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