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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要闻

晋能控股集团召开学习

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工作部署会

11 月 4 日，晋能控股集团召开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工

作部署会。晋能控股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李国彪强调，学习好、宣

传好、贯彻好党的二十大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

务。集团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职工要紧跟中央和省委部署要求，切

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二十大精神上来，把力量凝聚到党的二十大确定

的各项任务上来，真学深悟、实干笃行，坚定信心、奋发进取，全力

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一流现代化综合能源企业集团。晋能

控股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崔树江主持会议，晋能控股集团领导高

彦清、赵玉宏、侯益铭、王存权、唐军华，总部机构中心、二级公司

负责人等在主分会场参加。

李国彪强调，一是要深刻领会、全面把握党的二十大精神，增强

学习宣传贯彻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紧扣习近平总书

记参加党的二十大广西代表团讨论时强调的“五个牢牢把握”，切实

将党的二十大精神的核心要义学习好、领会透、把握准。要结合企业

实际，从八个方面做到深刻领会，即：深刻领会党的二十大主题是统

摄全局的“纲”与“魂”，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深刻

领会过去五年的工作和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坚定不移听党话、跟

党走，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决心信心；深刻领会“两个确立”

的决定性意义，坚定不移拥护核心、跟随核心、捍卫核心；深刻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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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新境界的重大论断，坚定不移用党的科学理论武装头脑；深刻领会以

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任务，坚定不移走好

自己的路；深刻领会未来五年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作出的重大战略部

署，坚定不移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实落细；深刻领会新时代党的

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大意义，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刻领

会国资国企在新时代肩负的新使命，坚定不移朝着建设一流企业的目

标扎实迈进。二是要广泛深入开展学习宣传，迅速兴起学习宣传贯彻

党的二十大精神热潮。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对于推动集团

公司深化改革创新、做实做优、从严管党治企、重塑政治生态、迈向

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各级党组织要提高政

治站位，加强组织领导，坚决扛牢政治责任，严格按照中央、省委的

要求，认真落实集团公司宣贯党的二十大精神工作部署，深入组织好

学习贯彻工作，压实责任、传导压力，杜绝学习贯彻浮于表面、流于

形式；要拓展广度深度，反复深入学习，利用多种形式集中研讨学习，

力争把原文读精、原理悟透，将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与习近平总书记

系列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研山西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结

合起来，真正做到学深悟透、融会贯通、真信笃行，把党的二十大提

出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落实到推动改革稳定发展的各项工作中；要

把好基调导向，广泛宣传发动，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开展多种

形式学习，营造浓厚学习氛围，将党的二十大精神讲明白、讲透彻，

全面准确开展宣传工作。三是要紧密联系工作实际，将党的二十大精

神转化为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要将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

精神与贯彻落实省委十二届五次全会精神结合起来，与企业正在做的

巡视集中整改、肃清腐败流毒、修复政治生态、深化改革创新、扭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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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质增效等重点工作结合起来。要将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转化为

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坚定信心、转化为保安全保稳定防风险的扎实

举措、转化为持续深化改革创新的强劲动力、转化为全面从严管党治

企的有力行动、转化为坚定不移正风肃纪的斗争勇气、转化为圆满完

成目标任务的实践成果，以党的二十大精神引领各项工作开展，以实

际行动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在企业落地生根。

崔树江要求，一是要精心组织，迅速行动，兴起学习党的二十大

精神热潮。各级党组织要按照中央、省委部署要求及集团公司党委统

一安排，上下统筹、精心组织，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进厂矿、进车间、

进队组、进班组。二是要深入学习宣传引导，深刻领会党的二十大精

神实质。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学习，切实做到原原本本学、全面系统

学、集中研讨学、联系实际学，深入理解领会党的二十大报告的丰富

内涵、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要抓好宣传引导，全方位多层次宣传解

读党的二十大精神，切实把广大干部员工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二

十大精神上来。三是要结合实际转化落实，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见行

见效。要将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转化为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具

体行动，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省委十二届五次全会精神

与全面从严治党、抓好巡视整改后半篇文章紧密结合起来；与落实省

委“两个转型”“4 句话 32 字”要求，推动企业做实做优紧密结合

起来；与全力以赴抓好安全生产经营，总结今年谋划明年的各项工作

紧密结合起来，以实际行动成效检验学习贯彻成果，扎实高效推进企

业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

晋能控股集团纪委书记、监察专员赵玉宏对集团公司学习宣传贯

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进行安排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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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概况

中国太原煤炭交易中心煤炭、煤化工市场化交易概况

（截至 2022 年 10 月 31 日）

一、煤炭现货市场化交易

截至 2022 年 10 月 31 日，本月新增注册交易商 150 户，组织市

场化交易 927 场，挂单量 1378.51 万吨，成交量 848.64 万吨，成交

金额 86.02 亿元。

本年新增注册交易商 2869 户，组织市场化交易 9116 场，挂单量

13722.21 万吨，成交量 10569.37 吨，成交金额 898.95 亿元。

二、煤炭交易货款结算上线

截至2022年 10月 31日本月货款结算金额为171.12亿元，其中：

集团内现金结算 166.17 亿元，承兑票据结算 0.1 亿元；集团外现金

结算 0.46 亿元，承兑票据结算 4.39 亿元。

本年货款结算金额为 2106.75 亿元，其中：集团内现金结算

1877.04 亿元，承兑票据结算 5.88 亿元；集团外现金结算 30.61 亿

元, 承兑票据结算 193.22 亿元。

累计货款结算金额为 3434.33 亿元，其中：集团内现金结算

2624.89 亿元，承兑汇票结算 141.18 亿元；集团外现金结算 46.43

亿元，承兑汇票结算 621.83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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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煤化工交易及结算

截至 2022 年 10 月 31 日，本月新增注册交易商 0 户，组织市场

化交易 0场，挂单量 0吨；成交量 0吨，成交金额 0元。

2022 年以来，煤化工平台累计新增注册交易商 27户，累计开展

市场化交易 79场，累计挂单量 43.03 万吨，累计成交量 36.17 万吨，

累计成交金额 40034.28 万元。

四、电商平台交易商注册

截至 2022 年 10 月 31 日，累计注册交易商 2908 户，其中：铁路

交易商 2449 户（1763 户与公路重复），公路交易商 459 户，省内交

易商 1655 户，省外交易商 1253 户。

（本栏目内容根据中国太原煤炭交易中心交易管理部、交易结算中心、客户

服务中心相关数据整理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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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关注

2023 电煤中长期合同和谁签？签多少？怎么签？

还有两个月 2022 年就要过去了，2023 年来临之前，新的一年的

电煤中长期合同眼看就要签订了。

--谁和谁签？

签约的供应方为：所有在产的煤炭生产企业；

签约的需求方为：所有发电、供热用煤企业。

贸易商也可以参与长协合同的签订了。鼓励煤炭生产企业和用煤

企业直接签订，确有困难的，贸易商可作为中间环节签订，但必须明

确所签煤源和用煤企业，与上下游共同签订。

贸易商代为衔接资源并参与签订履约的，允许合法合规加价销

售，但扣除合理流通服务费用后，折算的港口价、出矿价应在有关政

策明确的价格合理区间内，而且不能通过其他贸易企业再次转售给发

电企业。

--签多少？

2023 年的长协合同签约量是不低于煤矿自有资源量的 80%、动力

煤的 75%。

新核增产能的保供煤矿核增部分需按承诺全部签长协。

除了具体比例外，新一年的长协煤总量有多大？

暂按 26亿吨的规模落实。这个体量与去年相当。

--怎么签？

除了刚才所提到的具体的体量，还有就是价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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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地按各地区明确的价格合理区间签订；港口按“基准价+浮动

价”签订，但同样也不能超过价格合理区间。

基准价：下水煤合同基准价按 5500 大卡动力煤 675 元/吨执行。

浮动价：月度调整，当月浮动价按全国煤炭交易中心综合价格指

数、环渤海动力煤综合价格指数、CCTD 秦皇岛动力煤综合交易价格

指数综合确定。选取以上 3个指数每月最后一期价格，按同等权重确

定指数综合价格。

--有没有统一的制式合同范本？

有。在全国煤炭交易中心网站下载，使用国家统一的《电煤中长

期合同示范文本》。

合同范本分两种。一种是直供直销合同，一种是贸易煤合同。

直供直销合同是煤矿与电厂或煤矿所属的集团销售公司与电厂

所属的集团燃料公司签订的合同；贸易煤合同是贸易企业与煤矿、电

厂签订的合同。

所签合同需明确数量、质量、期限、煤源、电厂、月度分解量、

价格和质量偏差结算机制、运输方式、“欠一补三”条款和仲裁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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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动态

【煤 炭】

两部门印发《煤矿及重点非煤矿山重大灾害风险防控建设工

作总体方案》

近日，国家矿山安监局、财政部联合发布《煤矿及重点非煤矿山

重大灾害风险防控建设工作总体方案》，提出力争到 2026 年，在全

国范围内完成所有在册煤矿、2400 座重点非煤矿山重大灾害风险防

控项目建设工作。通过在煤矿、重点非煤矿山的地面和井下关键点位

安装高清摄像机和图像智能分析设备，实时监控煤矿、重点非煤矿山

生产状态和安全状态，分析研判煤矿、重点非煤矿山是否存在明停暗

开、超定员等违法生产作业行为。(国家矿山安监局)

1-9 月国家能源集团煤炭产量 4.5 亿吨

近日，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举行新闻发布会。数据显

示，今年 1-9 月，国家能源集团煤炭产量 4.5 亿吨，销量 5.9 亿吨；

发电量 8514 亿千瓦时；铁路运输量 3.5 亿吨；黄骅港务和天津港务

两港装船量 1.8 亿吨；航运量 1.8 亿吨；含主要中间品的化工品产量

2217 万吨。(新华社)

统计局：10 月下旬全国煤炭价格走势分化

国家统计局 11月 4 日公布数据显示，10月下旬全国煤炭价格走

势分化。各煤种具体价格变化情况如下：无烟煤(洗中块，挥发份≤

8%)价格 1937.1 元/吨，较上期下跌 3.6 元/吨，跌幅 0.2%。普通混

煤(山西粉煤与块煤的混合煤，热值 4500 大卡)价格 1183.8 元/吨，

较上期上涨 36.7 元/吨，涨幅 3.2%。山西大混(质量较好的混煤，热

值 5000 大卡)价格为 1378.0 元/吨，较上期上涨 35.9 元/吨，涨幅

2.7%。山西优混(优质的混煤，热值 5500 大卡)价格为 1583.8 元/吨，

较上期上涨 38.8 元/吨，涨幅 2.5%。大同混煤(大同产混煤，热值 5800

大卡)价格为 1688.8 元/吨，较上期上涨 41.7 元/吨，涨幅 2.5%。焦

煤(主焦煤，含硫量<1%)价格为 2475.0 元/吨，较上期上涨 21.4 元/

吨，涨幅 0.9%。(国家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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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气】

塔里木油田今年外输天然气已达到 250 亿立方米

截至 11 月 1 日，今年塔里木油田累计外输天然气达 250 亿立方

米，其中向西气东输管网输气 209 亿立方米，向南疆天然气利民管网

输气 41亿立方米。今年 1-10 月，塔里木油田累计生产天然气 265.7

亿立方米，完成阶段计划的 100.1%，同比增加 3.1 亿立方米。目前，

塔里木油田天然气日产能力已提升至 9559 万立方米/天，较 2021 年

底增加 39 万立方米/天。(天山网)

中国首座陆上 LNG 薄膜罐项目竣工投产

近日，备受业界瞩目的由中国船舶集团旗下沪东中华（造船）有

限公司参与建造的中国首座陆上液化天然气(LNG)薄膜罐项目——华

港燃气集团河北河间 LNG 调峰储备库工程正式竣工投产，这标志着沪

东中华在构建完善我国 LNG 全产业链进程中又取得新突破，全面开启

从海上到陆地的崭新征程。河间 LNG 调峰储备库工程由华北油田公司

华港燃气集团建设，总投资 2.72 亿元，占地约 81.37 亩，建设 1 座

2.9 万立方米 LNG 薄膜型储罐及配套设施，其最大气化和供气能力为

100 万标方/天。(浦东观察)

我国页岩气超长水平井钻探获突破

近日，中国石化发布消息，中国石化江汉油田涪陵页岩气田焦页

18-S12HF 井顺利完井，完钻井深 7161 米，其中，水平段长 4286 米，

水平段“一趟钻”进尺 4225 米，刷新我国页岩气井水平段最长、水

平段“一趟钻”进尺最长两项纪录，标志着我国页岩气超长水平井钻

探取得重大突破。(中国能源报)

中石化 9 座储气库已累计注气近 28 亿方

日前，从中国石化新闻办获悉，中国石化持续推进储气能力建设，

加快推进天然气注气工作，截至 10月 31 日，中国石化天然气分公司

今年已累计向文 96、金坛、卫 11、文 23 等 9 座储气库注入天然气近

28亿方，调峰能力达 1500 万方/日以上，可满足 3000 万户家庭一天

的用气需求，为今冬明春保供季确保资源基础。(半两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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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化工】

内蒙古又一新建煤化工项目启动

日前，由博源集团内蒙古博大实地化学有限公司一氧化碳分离技

改新建项目在内蒙古乌审旗发改委正式备案。根据下游项目需求，新

建一套 CO/H2 分离装置，同时在现有装置上做部分改造。其尿素装置

空气压缩机组采用了德国曼透平设备；空分装置采用美国 AP技术；

粗煤气制备采用西北化工研究院 6.5MPa 多元料浆气化技术；一氧化

碳变换采用耐硫变换工艺；酸性气体脱除采用大连理工大学的低温甲

醇洗工艺；气体精制采用法液空的液氮洗工艺；氨合成采用 KBR 低压

氨合成工艺；尿素采用荷兰斯塔米卡邦公司的 2000+TM 超优 CO2 汽提

工艺；硫回收采用三级克劳斯硫回收工艺，仪表控制采用先进的 DCS、

ITCC、ESD 控制系统。(煤化工信息网)

采用神宁炉 宁夏 40 万吨煤制乙二醇项目空分装置试车成功

近日，宝立集团旗下，宁夏鲲鹏清洁能源有限公司 1#空分装置

一次试车成功，产出合格氧、氮产品，系统运行稳定，各项技术指标

良好。该公司年产 40 万吨煤制乙二醇项目是宁夏唯一个以煤为原料

生产乙二醇的项目。空分系统是煤制乙二醇项目的关键装备，由两套

6.8 万标准立方米/小时空分装置、2 台离心式空气压缩机及一套液体

后备系统组成，装置技术可靠、性能先进。空分系统单套装置最大制

氧能力 6.8 万标准立方米/小时、制氮能力 5.9 万标准立方米/小时、

制氩能力 2020 标准立方米/小时。(煤化工信息网)

山西禹王煤炭 4.3 米焦炉关停

近日，山西禹王煤炭气化有限公司举行 4.3 米焦炉关停仪式。据

了解，为响应国家、山西省焦化产业“上大关小”、转型升级政策，

山西禹王煤炭气化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1 月 1 日与唐山双赢实业集团

股份公司合作，率先在全省独立焦化企业中实现了跨地域“钢焦联

合”，实现焦化行业转型升级，于 2019 年 12 月将现有产能为 149 万

吨/年炭化室 4.3 米焦化项目，备案为 134 万吨/年炭化室高度 6.25

米捣固焦化项目。目前投资 35 亿元的新项目已建设完毕，准备进入

试生产。(中国化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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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 力】

国家能源局：鼓励社会各方积极参与电力可靠性管理！

11 月 1 日，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加强电力可靠性管理工作的

意见（征求意见稿）》，文件指出：“鼓励社会各方积极参与电力可

靠性管理。鼓励电力设备制造企业按照国家质量发展规划和要求，加

强与电力企业的信息共享和协调管控，加大科技创新和产品开发力

度，加强产品可靠性设计、试验及生产过程质量控制，从制造源头提

升设备可靠性水平。”(国家能源局)

世界首台±1100 千伏直流线路避雷器成功挂网

日前，南瑞研发的世界首套±1100千伏直流线路避雷器在±1100

千伏吉泉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完成挂网并投运。这标志着南瑞线路避

雷器产品实现对国内现有全部电压等级输电线路的全覆盖，为我国电

网提供安全可靠、高效坚强的雷电防护装备。(中国能源报)

山西电力正式上线应用实景场域监测与分析系统

近日，由国网山西省电力公司自主研发，基于数字孪生的实景场

域监测与分析系统在 500 千伏崛围站正式上线应用。据了解，该系统

通过实景扫描仪器扫描网格内物理状态，一方面可以精准监测设备位

移、沉降、破损等形态变化，另一方面可以精确实现温变异常如分布

异常、变化趋势不均匀等的监测与分析。(中国能源报)

2022 年疆电外送电量超千亿千瓦时 可供 14 亿人用 32 天

截至 10月 31 日，2022 年疆电外送电量达到 1036.62 亿千瓦时，

同比提升 1.43%。这些电量可以让全国 14亿居民用 32 天，在把新疆

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的同时，有力支撑服务全国电力保供大局。

在电网的强力支撑和丰富的交易模式下，新疆能源产业也得到快速发

展。1-9 月，新疆电网新增装机容量 304.38 万千瓦，其中风电 77.19

万千瓦、光伏 54.91 万千瓦、余热余气余压机组 43.5 万千瓦，水电

23.4 万千瓦。截至 9月底，新疆电网全网总装机容量达到 1.1098 亿

千瓦，同比增长 5.31%，其中新能源装机容量 3817 万千瓦，占总装

机容量的 34.39%，新能源装机规模位居全国第五、西北第一。(中国

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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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

我国在运核电机组达 53 台

近日，在第 23届太平洋地区核能大会上获悉，截至 2022 年 6月，

我国在运核电机组 53台，在建核电机组 23台，在建核电机组数为全

球第一。今年已核准 10 台核电机组。预计未来五年，我国将进一步

加快扩大装机规模，保持每年 6 至 8台核电机组的核准开工节奏，核

能发电量也将大幅增加。预计到 2035 年，我国核电在总发电量中的

占比将达到 10%左右。(科技日报)

全国首个深远海漂浮式光伏成功发电

近日，山东国内首个深远海漂浮式光伏项目在烟台成功发电，推

动能源绿色低碳发展。采用薄膜浮力环结构，770 块光伏板能够应对

10 米海浪的冲击。重心更低，能够更好地适应海上这种大风浪的环

境，光伏板通过薄膜与海水直接接触，可以快速地降温，发电效率与

陆上光伏相比大约提高 10%左右。目前，山东光伏装机量已超 3900

万千瓦，陆上发展空间趋紧。这次成功发电，山东突破了海上光伏锚

固、抗腐蚀等技术难点。(山东新闻联播)

多个产煤大省发力氢能全产业链

日前，由山西省发改委、省工信厅、省能源局联合印发的《山西

省氢能产业发展中长期规划（2022-2035 年）》对外公布，山西氢能

产业发展的时间表、路线图就此明晰。至此，晋陕蒙三个头部产煤大

省以及宁夏、山东等主要煤炭产地，均已发布氢能产业发展专项规划。

到 2025 年，基本构建较为完备的产业链体系；到 2030 年，形成布局

合理、产业互补、协同共进的氢能产业集群；到 2035 年，形成国内

领先的氢能产业集群。(中国能源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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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视野】

印度煤炭公司 10 月煤炭产量同比增 6.2% 销量降近 5%

印度煤炭公司最新公告显示，今年10月份，公司煤炭产量为 5290

万吨，较上年同期的 4980 万吨增长 6.22%，较前一月的 4567 万吨增

长 15.83%。本财年前 7 个月（4-10 月份），印度煤炭公司累计生产

煤炭 3.52 亿吨，较上年同期的近 3 亿吨增长 17.4%。数据显示，10

月份，印度煤炭公司煤炭销量为 5370 万吨，较上年同期的 5650 万吨

下降 4.96%，较前一月的 4888 万吨增长 9.86%。本财年前 7个月，印

度煤炭公司累计煤炭销量为 3.86 亿吨，较上年同期的 3.64 亿吨增长

5.9%。(中国煤炭资源网)

前三季度我国从俄蒙两国进口煤炭数量同比增加

2022 年前三季度，除了从俄罗斯和蒙古国进口煤炭数量同比增

加外，我国从印尼、加拿大、菲律宾、美国、南非和哥伦比亚的进口

煤数量同比均出现减少，尤其是从南非和哥伦比亚进口煤数量降幅较

为明显，同比降幅分别为 79%和 93%。分国别来看，今年前三季度，

我国进口煤前三大来源国为印尼、俄罗斯和蒙古国。其中，印尼煤炭

进口量占我国进口煤总量的比重由去年的 62%下调到今年的 57%，俄

罗斯占比由去年的 18.5%上探到今年的 24%，蒙古国占比由去年的

5.5%上探到今年的 9%。(中国煤炭市场网)

2022 年 1-10 月俄罗斯铁路煤炭运输量同比下降 5.7%

据俄罗斯铁路新闻中心发布的初步统计数据显示，2022 年 1-10

月，俄罗斯铁路货物运输总量为 10.282 亿吨，比上年同期下降 3.6%。

其中，10 月份铁路货物运输量为 1.07 亿吨，同比下降 3.0%，环比增

长 6.2%。数据还显示，今年 1-10 月，俄罗斯铁路煤炭运输量累计为

2.917 亿吨，比上年同期下降 5.7%。仍是俄罗斯铁路运输的第一大宗

货物，占铁路货物运输总量的 28.4%。(中国煤炭经济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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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沿科技】

煤炭行业新增 25 家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企业和优势企业

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关于确定 2022 年新一批及通过复

核的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企业和优势企业的通知》，煤炭行业 2家企业

(冀凯河北机电科技有限公司、抚顺煤矿电机制造有限责任公司)被国

家知识产权局认定为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企业，煤炭科学技术研究院有

限公司等 23 家被国家知识产权局认定为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此

外，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等 8 家通过上一批国家知识产权示范

企业，以及河北煤炭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等 27 家国家知识产权优势

企业顺利通过国家知识产权局组织的复核。(中国煤炭工业协会)

国家能源集团纳米碳氢燃料燃烧试验取得重大突破

近日，国家能源集团准能集团利用 4000 大卡热值的长焰动力煤

制取出 50%浓度的纳米碳氢燃料，在半工业化装置上进行燃烧试验，

在炉膛温度只有 180—200℃维持稳定独立燃烧，且炉内温度稳定上

升，燃料中煤炭的燃烬率达 100%，实现了低热值煤制取的低浓度纳

米碳氢燃料在低温下持续稳定燃烧，进一步验证了纳米碳氢燃料“赋

能”特性。初步判断，该燃料较同浓度普通水煤浆热值提升 50%以上，

火电机组节煤达 50克/千瓦时以上，降低碳排放达 160 克/千瓦时，

这标志着国家能源集团准能集团纳米碳氢燃料试验取得重大突破，体

现出巨大的经济和社会价值。(中国煤炭网)

转炉煤气及焦炉煤气制 EG 联产 LNG 技术通过鉴定

日前，从山西沃能化工科技有限公司获悉，由晋南钢铁集团牵头、

多家单位共同完成的“转炉煤气及焦炉煤气耦合制乙二醇(EG)联产液

化天然气(LNG)技术开发与工业化”项目通过了由中国石油和化学工

业联合会组织的科技成果鉴定。该项目由山西沃能化工科技有限公

司、东华工程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兴高化学科技有限公司、四川蜀道

装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北大先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单位共同

完成。采用该技术，项目团队已在山西省临汾市建成 30万吨/年乙二

醇联产 15万吨/年液化天然气工业装置，产品乙二醇、液化天然气和

碳酸二甲酯的质量均满足相关国家标准要求。(中化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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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解析

10 月份煤炭市场情况分析及 11 月份走势判断

一、10月份煤炭市场情况分析

(一)下游市场

钢材市场延续弱势运行，价格继续下探。由于房地产市场政策放

松效果并不明显，加上疫情扰动以及钢厂开工较高等因素影响，市场

情绪较为低迷，且期货市场持续下跌对现货价格支撑不足。截至 10

月 20 日，冷轧卷较上月（下同）下跌 34元/吨，热轧卷下跌 122 元/

吨，高线下跌 96元/吨，三级螺纹下跌 141 元/吨，中厚板下跌 81元

/吨。目前唐山普碳方坯价格 3620 元/吨，比上月末下跌 60元/吨。

焦炭市场偏强运行。由于钢厂开工水平持续保持较高水平，焦炭

等原料存在一定刚性需求，且国庆放假以及二十大会议临近，钢企补

库积极，加上焦化厂亏损情况下提涨意愿较大，月初国内焦炭价格上

涨 100-110 元/吨。但因下游钢材市场需求低迷，叠加二十大期间环

保限产预期上升，部分地区钢厂采购积极性下降，对焦炭提涨抵触情

绪增强，节后价格总体保持稳定。截至 10月 20 日，唐山地区二级冶

金焦价格 2650 元/吨，较上月末上涨 100 元/吨。

（二）煤炭市场

炼焦煤市场稳中上扬。一是受月初焦炭市场上涨的拉动；二是国

庆放假叠加党的二十大会议召开，煤矿保安全政策增强，加上疫情对

山西和内蒙古煤炭主产区资源供应的影响，炼焦煤市场看涨情绪上

升，推动价格稳中上涨。截至 10月 20 日，山西安泽地区低硫焦煤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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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比上月末上涨 150 元/吨，临汾地区低硫 1/3 焦煤价格比上月末上

涨 50-100 元/吨，其他地区也出现不同程度上涨。

动力煤市场延续上涨态势。随着供暖季逐渐临近，动力煤保供政

策有所加码，且近期煤矿保安全压力增大以及疫情对主产地煤炭生产

和运输的制约，导致市场煤资源量越显不足，部分贸易商报价有所走

高。

二、11月份市场行情判断

对 11月份国内煤炭市场走势影响较大的因素分析如下：

利好方面，一是冬季供暖用煤需求上升对动力煤市场形成一定支

撑；二是阳历年末临近，煤矿保安全压力仍旧不会减弱；三是国际能

源供需紧张态势短期难见缓解，进口动力煤价格或维持高位运行，对

国内煤炭市场形成较大支撑。

利空方面，一是冬季环保限产对下游煤炭需求形成一定抑制，且

二十大会议结束主产地部分煤矿恢复生产，市场供需偏紧情绪将有所

缓解；二是供暖季保供需求上升，政策稳价力度或进一步加强；三是

随着气温下降，北方地区钢材需求逐渐转弱，钢厂对原料价格打压意

愿或进一步增加。

综上所述，初步判断 11月份国内钢材市场需求或延续低迷态势，

价格以弱势调整为主；焦炭市场议价能力较弱，后期价格可能有所回

落；炼焦煤市场紧跟下游焦炭市场走势调整；动力煤市场由于保供稳

价政策制约，价格或存在一定的回调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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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炼焦煤市场趋势分析

10 月炼焦煤价格先强后弱，产地停限产超预期，阶段性供需错

配带动煤价走高，疫情影响叠加焦钢企业亏损程度加深，当下下游普

遍处于限产中，短期复产计划暂不明显，整体形势下行，下旬期间煤

价震荡偏弱。

进入 11 月，供应端整体保持高稳，但焦钢原料煤需求走下滑趋

势，短期市场采购驱动趋弱，上游端库存流通受阻钢材市场支撑减弱，

煤价市场进入走弱阶段。

一、炼焦煤价格

（1）国内炼焦煤

产地炼焦煤价格先涨后跌，但整体涨跌节奏偏慢。上旬市场由于

安全环保加严，停限产煤矿超预期，实质供应边际减弱后，带动煤价

进一步喊涨，炼焦煤市场涨 50-300 元不等。

下旬市场逐渐转弱，首先体现在竞拍市场流拍比例增加，竞拍市

场整体跌幅高达 100-400 元不等，高价煤回落尤为明显。

炼焦煤竞拍市场中，10月挂牌数量 420.33 万吨，成交量 333.29

万吨，平均流拍比 21%，10 月下旬流拍比增加到 30% 以上，市场情

绪转弱后，参与竞拍人数明显减少，但多数煤矿起拍价定价相对当下

市场偏高，难以调动企业参与性。对于 11 月掉价风险性评估较高以

及当下市场暂未触底，贸易商暂以观望为主。

（2）进口炼焦煤价格

10 月进口蒙古煤市场整体呈现涨势，由于蒙 5 原煤有利润倒挂

风险，采购意向减弱，部分贸易企业转为风化煤品种，随着国内市场

情绪走低，贸易企业观望情绪较浓。10 月底其毛都口岸蒙 5#精煤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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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 2130 元/吨，月环比上涨 95 元/吨，相比上月涨幅收窄，蒙 5#原

煤价格 1630 元/吨，下调 50 元/吨。

二、炼焦煤供应

（1）国内供应

10月供应边际量减少，其原因之一在于 10月期间山西主产区停

限产煤矿高达 6000 万吨，停产时间 2-7 天，其次部分地区煤矿事故

导致区域性停产，带动价格进一步反弹 100-200 元。

由此可见 10 月价格行情多由于供应端的主导。对于市场而言，

复产节奏越快，下游市场复产停滞，价格市场越陷入恐慌，整体买货

情绪下跌，进入 10月底，供应端的厂存和市场流通库存均出现滞销

现象，去库速度不及复产恢复，部分煤矿出现累库，市场情绪继续下

挫。

（2）进口供应

2022 年 9 月，中国进口炼焦煤 684.5 万吨，同比增 57.5%，环比

增 6.8%。9月中国进口炼焦煤主要来源国为蒙古、俄罗斯、加拿大、

和美国，分别占比为 46.9%、35.8%、8.8%和 3.8%。

2022 年 1-9 月累计进口炼焦煤 4543.4 万吨，同比增 29.5%，其

中蒙煤进口量同比增 54.5%，俄罗斯煤进口量同比增 90.9%。

三、炼焦煤需求

10 月焦企平均产能利用率 69.87%，环比减 5.46%，处于次低水

平，原煤端价格久处高位，焦钢利润在 10 月期间均无改善，除部分

焦企处环保限产外，多数焦企主动限产暂无明显复产预期。

10月底，Mysteel 调研全国焦钢总日产 108.33 万吨，周环比减

0.29 万吨，月环比增 5.71 万吨，年同比增 0.43 万吨；独焦产能利

用率 67.25%，周环比减 0.05%，月环比减 6.64%，年同比减 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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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需求向好提振因素暂不突出，疫情影响，消费端难以有明

显起色，建材消耗量难以释放，负反馈仍会继续传导上游，11 月用

煤需求仍偏保守。

四、炼焦煤库存

10 月底 Mysteel 统计炼焦煤总库存 2204.06 万吨，月环比减

145.7 万吨，同比下降 608.71 万吨。

当月焦企原料煤减少最为明显，原因之一在于 10 月配焦煤均已

顶到高价，焦企配焦煤库存均有所下降，其二是焦企本月开工低下，

实际用煤消耗减少，企业整体采购量下行。其次是疫情影响，多地运

力下滑，下游拉运以及到货都不及预期，汽运表现差于火运。

进入 11 月，整体市场形势仍是偏弱，下游对于库存采购偏向保

守，但北方企业进入冬季较快，按常规冬储策略，库存不宜过多，待

市场跌出预期，仍会进入集中性补库阶段。

五、炼焦煤市场展望

10 月炼焦煤价格向下转变的压力来源于供强需弱，库存滞留。

整体买货的情绪下滑，10 月的强弱转换的节奏较慢，多数贸易企业

库存已出，囤货时机暂不明朗，以观望为主。

进入 11月，煤价下调节奏会加快。从供应看，11月国内产量高

于 10 月，多数煤矿洗选恢复正常水平，同时存在前期换层煤矿有复

产预期，进口或将继续维持相对高位，有效供应边际有整体上升趋势；

从需求端来看，今年行情虽暂未出台压减政策，但成材需求转弱

叠加钢材产量处于年内高位，价格持续走低的预期下，主动减产措施

陆续增加，实际消耗区间减少，下游补库放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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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市场下探的空间在于铁水产量继续下移的幅度，由于钢材

市场旺季收尾，传统淡季给到市场负反馈影响，压制了下游整体采购

节奏。市场短期来看，掉价趋势难以阻挡。

市场煤价格或有回落 300-500 的空间，竞拍市场部分煤种回落更

为明显。但下游的低库存使得炼焦煤价格具有较强的支撑，若焦炭市

场在中下旬逐渐表现抗跌性，下游自身在补库需求的拉动下，炼焦煤

价格后期将会逐步企稳。

需求显弱 港口市场松动回落

近期，部分地区疫情呈现多点散发的局面，晋陕蒙等煤炭主产地

防控措施仍较严格，煤炭外销外运恢复有限，钢铁、建材、化工等下

游行业行情普遍低迷，原燃料采购节奏有所放缓，需求端支撑偏弱，

国内动力煤市场稍有下行趋势。迎峰度冬耗煤旺季临近，未来市场走

势如何？

疫情影响未消 主产地产销仍受限

重要会议结束后，前期停产检修煤矿陆续复产，但生产偏谨慎，

煤企普遍承担电煤保供任务，可售市场煤资源增量有限。主产地疫情

形势仍较严峻，受疫情防控影响，晋陕蒙等地煤矿产销情况表现不一，

价格涨跌互现。涉疫地区封控检查措施严格，汽运周转效率提升幅度

一般，煤矿外销外运受限依旧明显，中高风险区煤矿及用户双向制约，

下游用户到矿拉运不畅，有矿区出现顶仓现象，被迫停减产。远离疫

情中心区域的矿区，生产节奏普遍保持正常，出货情况略有分化。终

端用户及贸易商观望情绪有所升温，对高价货源抵触心态增强，拿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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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性下降。到矿拉运车辆较前期减少的矿区，坑口存煤增多，部分

品种价格承压小幅回调，有部分矿区受周边电厂、化工用户刚需补库

及民用取暖用煤需求拉动，价格零星调涨。

终端采购放缓 港口煤价承压下跌

北方港口调入、调出低位，主要运煤通道调入情况略有改善，港

口库存总量近日降幅收窄，有止降企稳迹象。截至 11 月 3 日，秦皇

岛港、曹妃甸港、京唐港合计库存 1607.9 万吨，较上周同期减少 70.9

万吨，日环比增加 13.8 万吨。沿海地区终端电厂负荷不高，库存相

对充足，市场煤采购需求释放有限，部分刚性补库用户以采买低卡进

口煤和拉运长协资源为主。甲醇、尿素等化工品行情延续震荡偏弱走

势，有部分企业亏损压力较大，装置负荷继续小幅震荡回落，虽有部

分前期检修装置陆续复产，但化工行业开工积极性未见实质性提升，

原料煤市场需求整体表现一般。钢材市场终端需求仍显偏弱，多地成

材价格承压下调，钢厂利润面继续收窄，减产降负意愿增强，高炉开

工率小幅回落，对原燃料采购积极性明显转弱，部分用户维持刚性采

购，但压价力度有所加大。钢铁、建材、化工等非电终端，行情普遍

较低迷，盈利空间有限，对高价煤源接受意愿偏弱。现阶段，北方港

口市场煤资源量不多，但需求整体较疲软，多种因素综合影响下，后

市走势不明朗，部分贸易商心态松动，报价开始回调。

立冬为期不远 需求端存增长空间

立冬时节将至，立冬过后，意味着冬季正式来临。据世界气象组

织最新数据显示，已经持续较长时间的拉尼娜事件很可能会延续到今

年年底或更久，北半球今冬或出现“三重”拉尼娜现象。但我国气候

受多重因素影响，即使确定会发生拉尼娜现象，冷冬是否会出现，仍

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不过，与往年同期相比，北方地区 10月份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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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气温，确实相对较低，为应对提前到来的冷空气，东北、西北、

华北等地部分地区甚至提前启动供暖。

进入 11 月份后，北方地区大面积集中供暖开启，取暖用电用煤

需求季节性增强不可避免，终端电厂及供暖企业冬季备煤需求会逐步

进入持续释放期，或将对煤炭市场供应形成一定压力。但不容忽视的

是，为预防在迎峰度冬耗煤高峰期用煤用电需求大幅增长给煤炭供需

市场带来不利影响，多地政府在三季度末已开始着手拓宽购煤渠道，

多方协调煤源，积极主动对接煤矿。目前，各取暖耗煤大省，煤源基

本得到保障，预计在政策面调控和保障下，民生用电用煤需求增长对

煤炭价格影响有限。后期市场走势需关注钢铁、建材、化工等非电终

端开工用能情况及政策调控力度、产地疫情防控局势等几方面因素。

（中国太原煤炭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田莉、侯雅雯）

国内四大煤种最新走势分析

10 月 29 日-11 月 4 日，国内动力煤市场整体高位运行。但陕西

榆林地区煤价开始承压下行。产地方面，国内主流煤矿继续以兑现长

协用户需求为主，执行中长期合同合理价格。市场煤来看，山西大同

及内蒙鄂尔多斯地区长途汽运周转效率仍有受限，同时火运运力趋

紧，市场交投活跃度不高，坑口价格暂稳运行为主，个别煤矿有窄幅

调整；陕西榆林地区市场则有下行压力，目前当地煤矿多已恢复正常

生产，区域内运输周转效率也有提升，供应端整体改善，同时下游化

工等非电用户对高价抵触情绪升温，拉运节奏放缓，煤矿销售情况转

弱，坑口有库存累积，价格承压下调，降幅多集中在 30-50 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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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方面，北方港口动力煤市场整体高位运行。截至 11月 2 日秦皇

岛港、曹妃甸四港以及京唐港，合计煤炭库存 1678.8 万吨，较上周

同期减少 217.3 万吨，降幅在 11.46%。目前晋蒙地区运输周转效率

仍有受限，资源集港存在难度，调入量低位，港口库存继续下滑，贸

易商报价整体在高位水平；但下游用户需求偏弱，拉运以刚需为主，

且对高价接受度一般，市场实际成交较有限。

进口方面，国内进口动力煤市场成交不多，交易气氛偏冷清。目

前我国沿海电厂日耗普遍较低，进口煤采购需求一般，进口市场价格

僵持平稳。尤其随着我国煤炭主产区运输陆续恢复正常，部分煤矿为

缓解前期积压库存有下调报价情况，拖累终端用户采购积极性。业者

多保持谨慎观望，市场交易暂稳。下游需求方面，近期随国内气温下

降，沿海地区电厂日耗继续震荡下行，局部地区主力电厂库存可用天

数可保持在 23 天附近，补库以兑现长协资源为主；企业自备电厂及

非电用户采购市场煤多按需进行，对高价存抵触心理，观望情绪有升

温。截至 11月 2日，秦皇岛港锚地船舶 39艘，较上周同期增加 4艘；

预到船舶 7艘，较上周同期增加 3 艘。

10 月 29 日-11 月 4 日，全国焦煤市场整体趋稳运行。部分地区

焦煤价格开始承压，现山西吕梁地区低硫主焦煤主流成交价格集中在

2400-2550 元/吨。供应方面，近期山西地区煤矿生产陆续恢复正常，

产量开始逐步增加。需求方面，受高价原料及焦炭价格承压等因素影

响，下游焦化行业深陷亏损，现焦化厂开始控制焦煤采购，部分焦化

厂甚至停止采购，焦煤出货放缓。后期来看，焦煤市场供需格局将逐

步趋于宽松，来自需求端的压力加大，焦煤市场将逐步承压下行。

10 月 29 日-11 月 4 日，无烟块煤市场价格小幅上涨。无烟末煤

小幅下滑，业者存在高价抵触情绪，整体交投氛围表现一般。供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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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煤矿产量不高，坑口库存普遍处于低位水平，暂无销售压力。需

求方面，下游钢材价格偏弱，钢厂高炉开工负荷下滑，冶金方向需求

支撑减弱；尿素行业利润亏损，企业开工负荷下降，化工方向需求延

续弱势；民用对市场仍有一定支撑。坑口块煤以稳为主，个别窄幅调

整，幅度在 50元/吨之内；坑口无烟末价格稳中下滑，跌幅在 30-60

元/吨。块煤方面，民用需求支撑市场，部分煤矿坑口竞拍有小幅溢

价，但下游尿素企业持续亏损，对无烟块煤存在高价抵触情绪，仅按

刚需采购。块煤市场需求端并不乐观，供应端略显紧张，价格高位运

行。截至 11 月 2 日，山西晋城 S0.4-0.5 无烟块含税价 1930—1990

元/吨，市场均价较上周小幅上涨 15元/吨；山西阳泉地区 S1-1.5 无

烟块含税价 1750—1816 元/吨，市场均价基本与上周持平。末煤方面，

一方面，部分地区动力煤价格松动，影响无烟末市场，无烟末煤价格

缺乏支撑；另一方面，钢材市场需求前景并不乐观，加之秋冬差异化

管控，钢厂高炉开工负荷下降，无烟末煤市场需求跟进乏力，坑口竞

拍价格下滑。目前，晋城 Q5500-5800 硬质末煤主流含税价 1500-1550

元/吨，软质末煤主流含税价 1550-1650 元/吨。

10月29日-11月4日，国内喷吹煤价格承压小幅下行。降幅30-50

元/吨。随着煤矿端开工率回升，坑口原煤产量较上周有所增加，部

分煤矿生产恢复而汽运销售不畅，库存增加，销售价格承压下行。截

至 11月 2 日，晋城地区喷吹煤主流含税价格 1880-1940 元/吨，长治

市场喷吹煤主流含税价 1920-2070 元/吨，价格重心整体下滑 30-48

元/吨。下游需求方面，钢材价格持续偏弱，钢厂全面亏损，近期钢

厂停产、检修消息增加，市场谨慎观望情绪浓厚，多数钢厂维持低库

存运行，市场喷吹煤维持刚需成交，价格稳中小幅下调，其中河北唐

山低硫喷吹煤采购到厂价集中在 2150-2190 元/吨，较上周价格略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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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元/吨附近。后期来看，煤矿端生产恢复，产量维持增加为主，钢

材需求将季节性转淡，下游钢厂目前的利润情况或难以支撑其高开

工，喷吹煤供需局面趋宽松，价格承压偏弱运行为主。

山西炼焦煤、无烟煤最新行情分析

10 月 29 日-11 月 4 日，山西炼焦煤产地市场偏弱运行。近期，

焦炭市场进入下行通道，首轮提降 100 元/吨已全面落地执行，焦化

厂心态偏悲观，对焦煤的打压力度加大，多数主流焦化厂放缓采购节

奏，部分焦企甚至阶段性停采观望。钢材市场需求不振，价格持续下

跌，钢厂亏损面不断扩大，高炉开工率及铁水产量小幅回落，对高价

原料抵触情绪不断增强。

重要会议期间停产煤矿已基本恢复正常生产，临近年底部分煤矿

已经完成年度生产任务，目前保供电煤合同为主，炼焦煤生产相对难

有大幅增量。近日部分地市疫情形势稍有缓解，公路运输较前期有所

改善，炼焦煤市场流通及供应量略有增多，但下游采购积极性不高，

市场悲观情绪较浓，坑口成交相对清淡，线上竞价市场流拍现象有所

增多。

山西省内炼焦煤市场运行总体偏弱，部分品种价格下跌幅度较

大。车板销售中，主流煤企价格暂稳，地方煤企价格出现不同程度下

调。其中，晋中地区焦精煤价格下调 50-200 元/吨，吕梁地区焦精煤

下调100-130元/吨，临汾地区焦精煤下调幅度在150-350元/吨不等。

竞价表现延续偏弱态势，部分品种价格跌幅扩大，晋中、吕梁中高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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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精煤继续下跌 129-205 元/吨，忻州气精煤、临汾 1/3 焦精煤价格

涨跌互现。

10月 29 日-11 月 4 日，山西无烟煤产地市场略显分化。

尿素市场下游现处农业用肥淡季，工业用户心态偏谨慎，拿货积

极性不高，尿素企业新单成交一般，受市场供需及成本等因素叠加影

响，多地出厂报价频繁震荡；甲醇市场供需两弱，下游用户对后市看

空情绪较浓，采买意愿整体偏弱，厂家出货不畅，多地价格承压继续

下调，有部分企业亏损压力较大，装置负荷继续小幅震荡回落。甲醇、

尿素等化工品行情偏弱，虽有部分前期停产装置完成检修开工复产，

但生产积极性未见实质性提升，化工用块末煤市场需求仍显弱势。

北方地区多地陆续启动集中供暖，10月份以来冷空气活动频繁，

民用取暖用煤消耗量较往年同期有所增长，用户及贸易商冬储备煤采

购相对积极，对无烟块煤市场稍有支撑。钢材市场终端需求放量有限，

多地成材价格承压下调，钢厂减产降负意愿增强，部分用户对冶金用

无烟末煤维持刚性采购，但压价力度较大。

从供应端来看，主产地前期停产检修煤矿陆续复产，但生产偏谨

慎，省内部分地区疫情防控仍较严格，煤炭外运情况恢复一般。化工、

钢铁、建材等下游用户采购需求整体偏弱，线上竞拍流拍现象增多，

矿区心态有松动，部分品种价格让渡空间有所加大。块煤方面，晋城、

阳泉地区大型煤企及地方煤企块煤车板价格下调 20-150 元/吨不等，

产地市场坑口价格涨跌互现，幅度在 10-50 元/吨不等。无烟末煤市

场成交氛围转淡，化工用末煤、冶金用煤价格普遍有所回调，幅度在

20-100 元/吨不等。（中国太原煤炭交易中心信息媒体中心侯雅雯、田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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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进口煤市场预测分析

今年以来，在多因素的影响下，我国煤炭进口持续处于低位，海

关总署最新数据显示，今年 1-9 月份，我国进口煤炭 20092.4 万吨，

同比下降 12.7%。

不过，受国内优质煤供应偏紧，而下游需求旺盛的影响，7 月份

以来，进口煤的补充作用有所凸显，之前我们曾分析过，这一情况将

延续到 10月底。

目前来看，上述预测至少在海关总署最新发布的 9月份的进口数

据中得到了印证。数据显示，9 月份进口煤炭 3304.8 万吨，同比增

长 0.5%，环比增长 12.19%，维持了 8 月份同环比均增的局面，创下

了去年 11月份以来的新高。

但从海关总署发布的前 9月的数据来看，今年全年我国煤炭进口

量低于去年几乎已是“定局”，那么 7 月份以来进口量的明显改善能

否扭转这一“定局”呢？

从今年以来的逐月煤炭进口量数据来看，月均进口量仅为

2232.45 万吨，如果后期保持这一水平，那么全年进口量只有约

26789.76 万吨，这一水平较 2021 年的 32322 万吨下降 17.12%。

可以看出，近年来的进口高位出现在 2021 年。如果今年后期能

够保持 7 月份以来进口量持续改善的走势，假定进口量与 2021 年相

当，甚至更高，至 3500 万吨左右的水平，而这一水平是 2021 年月度

进口量最高值。数据显示，2021 年 11 月我国进口煤炭 3505.2 万吨，

同比增长 200.33%，环比增长 3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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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国历史进口数据来看，月度进口量超过 3500 万吨的情况并

不多，近年来仅 2021 年 11 月和 2020 年 12 月在这一水平之上，后者

达到了 3907.5 万吨的历史高位。早期出现 3500 万吨以上的情况出现

在 2013 年前后。

如此算来，今年后期的进口总量为 10500 万吨，全年累计进口量

将为 30592.4 万吨。但这一数值显然依旧低于 2021 年全年的进口总

量，同比下降 5.35%。

因此，总的来看，即便今年后期进口量维持了同环比均增的局面，

今年全年的进口量低于去年也几乎是“定局”。更何况今年的国际煤

炭市场情况与去年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变动，在国际煤炭供应难有增加

而需求增长明显的情况下，叠加国内保供的持续，我国进口煤市场供

应量较为紧张，价格方面的优势也更容易被削弱，不时就会出现与内

贸煤倒挂，从而制约进口煤采购的积极性。

（本栏目内容除署名外，其余部分根据中国煤炭市场研究、中国煤焦钢研究、

中国煤炭市场网、ERR 国际能源战略研究等相关资讯整理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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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快报

【宏观经济】

2022 年 10 月中国采购经理指数运行情况

10 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 49.2%，比上月下降 0.9

个百分点，低于临界点。10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48.7%，

比上月下降 1.9 个百分点，低于临界点。10 月份，综合 PMI 产出指

数为 49.0%，比上月下降 1.9 个百分点，落至临界点以下，表明我国

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总体有所放缓。(统计局网站)

前三季度国家铁路投产新线 2381 公里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日前披露的 2022 年三季度财务决算

显示，前三季度，铁路发展稳中有进，全国铁路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4750 亿元，进度较去年同期提高 1.8 个百分点，投产新线 2381 公里。

数据显示，前三季度，国家铁路发送货物 29.21 亿吨，同比增长 6.3%。

受多点散发疫情的超预期影响，国家铁路发送旅客 13.3 亿人次，同

比下降 33.3%，国铁集团实现营业总收入 7823 亿元，净利润亏损 947

亿元，其中三季度当季净利润亏损环比收窄 200 亿元。(新华社)

2022 年前三季度中国吸收外资破万亿元

商务部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 1至 9 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

金额 10037.6 亿元人民币，按可比口径同比增长 15.6%（下同），折

合 1553 亿美元，同比增长 18.9%。从行业看，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

金额 7414.3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6.7%。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

同比增长 32.3%，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同比增长 48.6%，高技术服务业

同比增长 27.9%。从来源地看，德国、韩国、日本、英国实际对华投

资同比分别增长 114.3%、90.7%、39.5%和 22.3%（含通过自由港投资

数据）。从区域分布看，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实际使用外资同

比分别增长 13.3%、34.8%和 33%。(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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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产业】

2022 年 9 月份能源生产情况

9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原煤、原油、天然气生产同比增长，电力

生产下降。与 8月份相比，原煤、原油增速加快，天然气有所放缓，

电力明显回落。

一、原煤、原油和天然气生产及相关情况

原煤生产较快增长。9月份，生产原煤 3.9 亿吨，同比增长 12.3%，

增速比上月加快 4.2 个百分点，日均产量 1289 万吨。1—9 月份，生

产原煤 33.2 亿吨，同比增长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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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油生产由降转升。9月份，生产原油 1681 万吨，同比增长 1.4%，

上月为下降 0.2%，日均产量 56.0 万吨。1—9月份，生产原油 15375

万吨，同比增长 3.0%。

原油加工量由降转升。9 月份，加工原油 5681 万吨，同比增长

1.9%，上月为下降 6.5%，日均加工 189.4 万吨。1—9 月份，加工原

油 49726 万吨，同比下降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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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气生产增速有所放缓。9 月份，生产天然气 164 亿立方米，

同比增长 4.6%，增速比上月放缓 1.7 个百分点，日均产量 5.5 亿立

方米。1—9月份，生产天然气 1601 亿立方米，同比增长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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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电力生产情况

电力生产明显回落。9月份，发电 6830 亿千瓦时，同比下降 0.4%，

上月为增长 9.9%，日均发电 227.7 亿千瓦时。1—9 月份，发电 6.3

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2.2%。

分品种看，9 月份，火电、风电增速放缓，水电、核电降幅扩大，

太阳能发电增速加快。其中，火电同比增长 6.1%，增速比上月回落

8.7 个百分点；风电增长 25.8%，增速比上月放缓 2.4 个百分点；水

电下降 30.0%，降幅比上月扩大 19.0 个百分点；核电下降 2.7%，降

幅比上月扩大 2.1 个百分点；太阳能发电增长 18.9%，增速比上月加

快 8.0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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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９月全国分省区原煤产量排名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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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前三季度全球主要煤炭出口国出口变化情况

国别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1-9 月
备注

出口量

(亿吨)

增速

(%)

出口量

(亿吨)

增速

(%)

出口量

(万吨)

増速

(%)

出口量

(万吨)

増速

(%)

世界 14.55 1.3 12.98 -10.8 136800 5.0 89020 3.0
IEA数据。2022年 1-9 月

为 Refinitiv全球海运煤炭

船运数据。

印度尼

西亚
4.59 7.0 4.07 -11.4 43366.1 6.6 32400 9.4

Kpler1-9 月船运数据。统

计局数据前 8 个月出口

2.95亿吨，同比增长 3.8%

澳大

利亚
3.96 2.4 3.71 -6.4 36575.2 -1.5 26229.4 -4.7

前三季度预计，动力煤出

口下降 5.4%，冶金煤出口

下降 3.9%

俄罗斯 1.9 0.1 1.93 1.7 21168.2 9.7 -5.0
1-9月波罗的海国际航运

公会 BIMCO数据

美国 0.842 -19.7 0.637 -26.3 7730.0 23.4 5156.4 0.5
能源信息署 EIA数据，1-8
月出口 5683.9万短吨折算

哥伦

比亚
0.747 -14.0 0.712 -4.7 5963.3 -16.2 4710 3.1 1-9月船运数据

南非 0.757 -4.2 0.734 -3.0 6346.2 -12.8 4780 -1.0 Refinitiv1-9 月船运数据

蒙古国 0.366 1.0 0.287 -21.7 1613.8 -43.7 1904.1 53.3

加拿大 0.36 5.4 0.36 -1.3 3173.7 0.6 2585.3 23.2 1-8月

哈萨克

斯坦
0.231 5.5 0.229 -0.9 3050.0 2.0 1970.0 12.2 1-7月

莫桑

比克
0.088 -24.4 0.03 -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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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前三季度全球主要煤炭进口国和地区变化情况

国别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1-9 月
备注

进口量

(亿吨)

增速

(%)

进口量

(亿吨)

增速

(%)

进口量

(万吨)

増速

(%)

进口量

(万吨)

増速

(%)

世界 14.39 2.0 13.41 -9.2 137100 5.0 89020 3.0
IEA数据。2022年 1-9
月为 Refinitiv全球海运

煤炭船运数据。

中国 2.997 6.3 3.04 1.5 32321.6 6.6 20092.4 -12.7

印度 2.49 9.7 2.186 -12.4 21167.2 -3.2 15998.3 11.0

1-8月印度贸工部数据。

CoalMint船运数据，1-9
月进口 1.83亿吨，同比

增长 10%。

日本 1.87 -2.1 1.743 -6.8 18502.0 6.2 13821.3 1.5

韩国 1.41 -4.9 1.235 -12.7 12567.5 1.8 9566.8 0.9

中国

台湾
0.677 -2.5 0.631 -5.9 6892.4 9.3 4933.8 -5.5

德国 0.402 -14.7 0.297 -26.3 4107.0 31.1 2361.1 15.7 1-8月德国统计局数据

土耳其 0.361 -5.2 0.387 7.4 3761.1 -6.2 2599.2 -10.1

越南 0.439 91.9 0.548 25.0 3629.1 -33.8 2439.7 -16.8

菲律宾 0.3 18.0 0.23 -22.6 3040.2 32.0 1985.2 6.1
1-8月

泰国 0.217 -13.6 0.239 7.3 2434.6 0.6 1614.5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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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资讯】

北方主流港口动态（11月 4 日）

港口
锚地船舶
（艘）

铁路调入量
（万吨）

吞吐量
（万吨）

库存量
（万吨） 库存周环比

秦皇岛 31 39.3 / 422 -11

曹妃甸 14 13.4 / 385 55

国投京唐港 2 0.8 / 66 -14

黄骅港 34 68 / 204 30

海运价情况（11月 4 日）

日期

上海航运 指数价格（元/吨）

综合指数

(5-6 万吨
船舶)

(4-5 万吨
船舶)

(2-3 万吨
船舶)

(2-3 万吨
船舶)

秦皇岛-广州 秦皇岛-上海 秦皇岛-张家港 秦皇岛-南京

11-4 848.42 47.0 26.2 35.1 40.1

11-3 851.21 47.0 26.3 35.1 40.1

期环比
（%）

-0.33% 0.00% -0.38% 0.00% 0.00%

动力煤重要线路汽运费（11月 4日）

出发地 到达地 汽运费用（元/吨）
涨跌

（周环比）

神木 黄骅港 270 -5

包府路 黄骅港 325 0

包府路 京唐港 33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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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货市场（10月 31 日）

合约 开盘价 最高价 最低价 收盘价 涨跌% 成交量 持仓量

ZC2301 898.8 899 898.8 899 6.95 8 8

JM2301 1928 1932 1858 1865 -3.62 57103 62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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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报告

新时代赋予煤炭发展的新使命

一、党的十八大以来煤炭工业高质量发展经验

（一）宏观政策有力指引煤炭供给侧改革。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实施以来，煤炭工业加快退出低效无效产能，并不断巩固去产能成

果，提升生产保障水平，建设了一批安全高效的现代化矿井，持续提

升煤炭供给体系质量。《煤炭工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提出，到

2020 年基本建成集约、安全、高效、绿色的现代煤炭工业体系。全

国煤炭开发总体布局是压缩东部、限制中部和东北、优化西部。2017

年，我国绿色矿山建设从理念到实践又迈出坚实的一步，由原国土资

源部等六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建设绿色矿山的实施意见》。2019

年，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六部门研究制定的《30万吨/年以下煤矿分类

处置工作方案》提出，力争到 2021 年底全国 30 万吨/年以下煤矿数

量减少至 800 处以内。2020 年，由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八部门联合印

发了《关于加快煤矿智能化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了未来 15 年煤

矿智能化发展目标。2021 年以来，各地方与行业主管部门积极推动

煤炭行业发展，主要产煤省市出台多项涉煤政策，持续强化治理体系

与治理能力建设，煤炭优质产能得到充分释放。煤炭工业供给侧改革

对提升煤矿安全生产水平、保障煤炭稳定供应具有重要意义，引领了

煤炭行业的高质量发展。

（二）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受到高度重视。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

层面持续推动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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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促进煤炭安全绿色开发和清洁高效利用的意见》、《煤炭清洁高效

利用行动计划（2015—2020 年）》、《能源技术革命创新行动计划

（2016—2030 年）》等一系列政策出台，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受到高

度重视。随着先进煤电技术建设应用、落后煤电机组关停淘汰，我国

煤电结构不断优化，大容量、高参数、低排放的高效煤电机组比重持

续提升。

《煤炭深加工产业示范“十三五”规划》提出，重点开展煤制油、

煤制天然气、低阶煤分质利用、煤制化学品、煤炭和石油综合利用等

五类模式以及通用技术装备的升级示范，将煤炭深加工产业培育成为

我国现代能源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2021 年，在煤炭、电力供需偏

紧的形势下，“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有序减量替代，推动煤电节

能降碳改造、灵活性改造、供热改造”进一步成为政策重点。2021

年 11 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再设立 2000 亿元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

用专项再贷款。2022 年 4 月，人民银行、外汇局在印发的通知中明

确，优化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2022 年 5 月，国家发

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联合发布《煤炭清洁高效利用重点领域标杆水

平和基准水平（2022 年版）》，明确能效和污染物排放的基准水平

和标杆水平，推动煤炭洗选、燃煤发电、燃煤锅炉供热、煤炭转化等

重点领域节能减污降碳。

（三）科技创新驱动煤基能源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我国煤炭工

程科技创新由跟踪、模仿逐步升级到并跑、领跑，大型矿井建设、特

厚煤层综放开采技术已达到国际先进甚至领先水平。随着煤矿瓦斯、

冲击地压、水害、火灾等防治体系不断完善，先进技术装备取得重大

突破并大规模推广应用，煤矿安全生产形势持续向好。构建了煤矿区

生态修复与水资源保护技术体系，煤炭绿色开发与智能精准开采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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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逐步建立，保水开采、充填开采等技术取得突破并实现推广应用，

有效降低煤炭开发对地下水的影响，减少了矿区地表沉陷。

自 2014 年我国建成首个智能化采煤工作面以来，智能地质保障、

智能掘进、智能采煤、智能运输等关键核心系统取得技术及应用突破，

探索出适合不同区域、不同煤层条件的煤矿智能化建设模式。煤炭清

洁高效利用技术也已实现全面领先，火电厂超低排放、燃煤烟气治理

技术装备达到世界领先水平。我国已实现高参数、大容量超超临界燃

煤机组自主研发和制造，主要参数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建成全球发电

能效最高、在建单机容量最大的燃煤机组，供电煤耗最低降至 270 克

/千瓦时以下；百万千瓦空冷发电机组、二次再热技术、大型循环流

化床发电等技术均世界领先。在大型先进煤气化、煤直接制油、煤间

接制油、煤制乙二醇、大型煤制甲醇、煤制烯烃等技术方面取得了重

大突破，技术发展水平呈现出“部分并跑、个别领跑”的良好局面。

（四）煤炭行业锐意进取、艰苦奋斗。煤炭工业重视红色基因传

承、科技进步和人才培养，坚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的大方向，正视挑

战、直面困难。十年来，煤炭行业对管理体制、产业结构、发展模式

进行不断改革创新。全行业开拓思路，锐意进取，加快从规模速度向

质量效益发展转变，努力实现全行业降本增效。煤炭企业不断适应新

环境的变化和市场竞争的要求，逐渐开阔思路，大力推进煤炭经济发

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煤炭企业积极拓展新

业务，深入推动兼并重组、优化布局和转型升级，依托传统业务优势，

实现煤基产业链向下延伸，同时转变观念，积极涉足新能源、新材料

等其他业务领域，拓宽经营版图。十年来，我国煤炭产业集中度持续

提升，产业结构得到优化，上下游一体化融合发展，培育出一批具有

较强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企业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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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时代赋予煤炭发展的新使命

十年来，煤炭行业经受住了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考验，创新了

发展思路和发展方式，煤炭、煤电产业基础得到不断夯实，煤炭的主

体能源地位更为稳固，煤炭工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为下一阶段煤炭

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未来较长时期内，煤炭仍将是现代能源体系

的基石，是稳定经济、可清洁利用和自主保障率最高的能源。必须客

观清醒地认识新时期煤炭的地位和作用，在推进能源革命、建设能源

强国征程中充分发挥煤炭的“光和热”。

（一）继续发挥煤炭在能源体系中的兜底保障作用。可再生能源

替代煤炭成为基础能源，短期内难以实现，煤炭基础能源地位和资源

优势依然明显。特别是在碳达峰之前，煤炭生产供给能力、产业规模

及能源结构占比、经济性与消费灵活性等方面存在明显优势。随着具

有波动性特点的风电、光伏发电等新能源大规模发展，电力供应不确

定性大幅增加，配置充足的灵活调节电源对于保障电力供需平衡、维

护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至关重要。煤炭将长期发挥兜底保障作用，

助力能源保供的兜底（能源供应的压舱石与稳定器）、油气安全的兜

底（煤制油托底国家油品战略安全，多元化的煤基燃气供应潜力巨大）

和电热供应的兜底（电力热力供应的主体与电网调峰基础）。应科学

把握能源发展阶段、发展路径以及转型节奏，充分发挥好煤炭和煤电

的兜底保障作用，充分认识与评估煤炭与煤电在服务新能源发展过程

中的综合价值，保持合理的市场价格并提供可持续发展的环境，实现

煤炭与其他能源竞合发展、创新融合发展，促进现代能源体系建设与

经济社会发展。

（二）加快推进煤炭行业创新发展智能化、数字化将是未来煤炭

行业发展的趋势。煤矿智能化建设、煤炭企业数字化转型为煤炭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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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发展带来重大机遇。煤炭行业数字化转型是以煤矿智能化建设

为基础，以数据要素创新驱动为核心，由新一代信息技术引发的煤炭

生产方式变革与价值体系重构。煤炭工业真正成为高科技行业，将彻

底改变煤矿工人的生产作业环境，提高从业人员的职业幸福感。应加

快发展以煤矿智能化为支撑的柔性生产供给体系，推动煤炭企业提质

增效，确保安全高效绿色发展。构建柔韧协同的煤炭工业新形态，超

前应对各种能源安全风险，合理布局、释放和储备先进产能。同时，

积极拓展煤炭行业发展空间，主动向“泛矿业”和“泛能源”产业转

型发展。对煤炭企业而言，主动应对与适应绿色低碳发展潮流，积极

探索新型商业模式，如煤炭生产-发电-供热一体化运营模式及煤炭与

新能源产业互补融合发展模式，寻找适宜煤炭行业与企业的低碳发展

路径，加快布局碳中和相关技术及新兴产业，以实际行动创造新的发

展机会和发展空间。

（三）实现煤炭行业低碳化转型“双碳”目标对煤炭行业是重大

压力，也是新的动力。碳达峰之前，应侧重于提高能效，加快实现原

煤应选尽选，积极推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对标先进，进一步降低供

电煤耗，加强燃煤发电对新型电力系统发展的支撑，解决调峰低负荷

工况下的安全性、经济性和环保性问题。2021 年 10 月，国家发展改

革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的《全国煤电机组改造升级实施方案》已

经提出，“十四五”期间，煤电机组节煤降耗改造规模不低于 3.5 亿

千瓦、供热改造规模力争达到 5000 万千瓦、灵活性改造完成 2 亿千

瓦。同时，继续加强绿色矿山建设，开展无废矿区、生态矿区建设，

助力 2035 年美丽中国目标的实现。除了煤炭，煤矿区还有大量的土

地、风、光等其他资源，可利用地面和地下空间发展矿区农林业和新

能源产业。此外，应积极研发煤炭地下气化技术、煤层气开发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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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煤气化燃料电池发电技术、化石能源碳循环与利用技术，实现

CCUS 技术规模化、全流程应用，创新研究发展二氧化碳回收、循环

和资源化利用。煤炭作为原料在现代煤化工和煤基高端材料生产方面

仍有潜力，还应推动煤炭由燃料向燃料和原料并重转变，促进煤化工

产业的高端化、多元化、低碳化发展。

（本栏目内容根据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张博 孙旭东研究员相关报告整理编

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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