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统计局11月5日公
布2018年 10月下旬流通领
域重要生产资料市场价格变
动情况，数据显示10月下旬
全国煤炭价格各有涨跌。各
煤种具体价格变化情况如下：

无烟煤（2号洗中块）价
格1198.3元/吨，较上期下跌
6.2元/吨，跌幅为0.5%。

普通混煤（4500大卡）价
格480元/吨，与上期持平。

山西大混（5000大卡）价
格为540元/吨，较上期上涨

2.9元/吨，涨幅为0.5%。
山西优混（5500大卡）价

格为570元/吨，与上期持平。
大同混煤（5800大卡）价

格为645元/吨，较上期上涨
2.9元/吨，涨幅为0.5%。

焦煤（1/3 焦煤）价格为
1228.6 元/吨，较上期上涨
17.2元/吨，涨幅为1.4%。

上述数据显示，10月下
旬全国动力煤价稳中有涨，无
烟煤价格走低，焦煤价格持续
走高。 来源：国家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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丢失声明

今年，我国沿海沿江地区煤炭
需求继续保持增长态势，1至9月
份，全国沿海港口完成煤炭发运量
5.65亿吨，同比增加1592万吨；其
中，北方七港发运煤炭5.37亿吨，
同比增加2316万吨。

今年，国内经济发展长期向好
的基本面没有改变，1至9月，全国
火电发电量增长3.7%，在1至9月
份进口煤大幅增加1520万吨的情
况下，北方港口煤炭吞吐量还能增
加1592万吨，说明了我国沿海、沿
江地区煤炭需求仍保持增长态势。

上半年，煤炭市场保持供需两
旺走势。今年1至8月上旬，国内
煤炭市场保持供需双高走势，8月
初，沿海六大电厂日耗一度升至
83万吨的高位。就在大家猜测下
游需求会更好之际，市场形势突然
发生微妙变化。8月下旬开始，受
中美贸易战，经济下行压力加大，

北方港口外部环境不乐观，拉煤船
舶减少。此外，受高耗能企业错峰
生产影响，工业用电走弱；而水电
发力，造成沿海地区火电负荷下
降，沿海电厂日耗出现直线下降。
进入秋季，随着民用电负荷下降，
煤炭市场需求明显趋缓，北方港口
库存回升，发运量下降。

今年9、10月份，以外贸加工
型企业居多的浙能、上海地区工业
用电不振，电厂日耗出现低位运
行。此外，浙江地区外购电增加，
对本省火电厂带来冲击，耗煤量偏
低，浙能电厂日耗由正常情况下的
11至13万吨降至7至8万吨。

尽管国庆过后，电厂日耗依然
没有完全恢复，但随着冬季耗煤高
峰的到来，下游用户拉运积极性有
所恢复，尤其地方电厂和水泥、冶
金等用户对煤炭需求增加，促使港
口煤炭交易量增加，市场趋向活

跃。
进入11月份，受东北、华北地

区过冬用煤需求增加，加之华中
地区水电枯竭，煤炭市场趋好；市
场煤价格也企稳止跌，个别煤种
小幅反弹。展望12月份，又到了
一年中最寒冷的一个月，华东地
区电厂耗煤量将出现大幅增加，
沿海六大电厂日耗也将恢复至60
万吨以上水平，煤市旺盛态势有
望延续，沿海煤炭运输继续保持
活跃气氛。

今年，预计我国进口煤炭将达
到2.8至 2.9亿吨，同比去年增加
1000至2000万吨，尽管进口煤保
持增长态势，但我国沿海沿江地区
对北方港口的煤炭拉运量也保持
增加态势，预计北方港口合计发运
煤炭将达到 7.5 亿吨，同比增长
2300万吨。

来源：鄂尔多斯煤炭网

今年以来，随着煤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持续深化，我国煤炭市场供需实现了总体平
衡，供给质量不断提高，价格在合理区间内
波动。

据了解，今年前9个月，我国煤炭消费
量 28.75 亿吨，同比增加 8400万吨，增长
3%；规模以上企业原煤产量累计完成25.9
亿吨，同比增加1.26亿吨，增长5.1%。

关于煤炭市场今后走势，据中国能源研
究会分析，从煤炭需求看，一方面，我国经济
稳中向好，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没有变，经
济增长正在向高质量发展转变，将进一步拉
动能源需求，电力在终端能源消费的比重越
来越高，电煤需求预计还将继续增加；另一
方面，国内外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增加，同
时，国家治理大气环境，非化石能源对煤炭
的替代作用不断增强，煤炭消费增速预计将
有所下降。

从煤炭供给看，当前各项政策措施效应
正逐步显现，煤炭新增产能不断释放，煤炭

资源量将进一步增加，随着煤矿安全生产设施不断完善、
环保措施逐步到位，煤炭有效供给质量将不断提升。

中国能源研究会分析认为，总体看，2019年我国煤炭
市场供求平稳，但考虑到天气等不确定性因素，也不排除
在突发性天气下，部分地区受资源、运输约束，可能出现时
段性偏紧。 来源：新华社

改革开放40年来，能源究竟如何支撑我
国经济发展？行业发展还存在哪些问题？未
来我国能源发展的路在何方？就以上问题，
经济日报记者专访了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
究所能源经济与发展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肖
新建。

记者：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安全稳定的
能源供应和快速增长的能源消费总量，有力
地支撑了国民经济高速增长。如何看待能源
消费和我国经济增长间的关联性？

肖新建：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反映了经济
增长对能源消费的依赖程度。改革开放至新
世纪，我国一次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基本上
同步，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在0.4至0.6区间波
动。

2000年以来，我国能源消费进入快速增
长阶段，一次能源消费呈现高速增长态势，特
别是2003年、2004年能源消费弹性系数超过
1.5，表明该时期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支撑

作用加强。
“十一五”以来，我国加大节能减排力度，

能源消费弹性系数整体逐渐降低。“十一五”
时期，我国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年平均为0.59，

“十二五”时期为0.45，“十三五”前两年仅为
0.3，一次能源消费总体进入低增长阶段，并逐
步走向与经济增长脱钩的态势，我国经济也
开始走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一时期，我国
电力消费与经济增长相关性很强，总体在0.8
至1.0之间，表明电力消费对我国经济增长的
支撑作用、相对于一次能源消费的支持作用、
经济增长对电力的依赖作用均显著增强。

记者：我国能源行业发展还存在哪些主
要问题？应该如何应对？

肖新建：保障能源供应安全、消除能源开
发利用带来的环境污染，以及应对全球气候
变化问题，是我国能源发展的三大核心问
题。一是安全发展问题。随着能源需求不断
增加，除了要增强国内供应保障外，增加海外

能源资源供应成了必然选择。如何保障能源
进口安全是长期挑战。

二是清洁发展问题。长期以来，我国高
度依赖煤炭的粗放低效发展方式，不仅导致
资源大量浪费，而且造成了严重环境污染。
如何实现能源清洁发展是当前及今后一段时
期生态文明建设的瓶颈。

三是低碳发展问题。2014年全球二氧化
碳排放量为355亿吨，其中我国高达97.6亿
吨，占全球的四分之一以上，燃煤贡献了主要
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解决这三大问题，需要国家在推动能源
革命过程中，针对问题紧迫程度，采取相应策
略性手段和措施。今后10年，尤其是“十三
五”“十四五”时期，要全面治理环境污染，推动
实现清洁发展。

记者：新一轮能源革命正在全球兴起，未
来我国能源发展的方向是什么？

肖新建：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

印发的《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战略（2016～
2030年）》中，明确提出“超前研究个体化、普
泛化、自主化的自能源体系相关技术”，这是
官方文件中首次提出“自能源体系”。

所谓自能源体系，就是通过各种先进技
术应用，使得未来每一个单体都既是能源生
产者，也是能源消费者；能源传输像信息传输
一样便捷、经济和适用。

可以设想未来能源应用的一个场景：人
在户外运动时，他的衣服、帽子甚至体表涂的
防晒霜都可以自动吸收运动产生的热量，以
及光照、微风吹过的能量等，并自动收集储
存。这些能源可以给智能设备（如手机、人机
辅助设备）充电、给关节热敷治疗，也可以与
外界交易等。

在自能源体系中，可再生能源将成为开
发利用层面最宽广的方式，绿色低碳可持续
将成为未来能源发展的方向。

来源：经济日报

煤价高位运行，对煤炭企业是利好，
但对火电行业而言，则是挑战。10月24
日发布的三季度财报显示，最大火电上
市公司华能国际前三季度实现归属母股
东 的 净 利 润 19.89 亿 元 ，同 比 下 降
29.33%，稍逊预期。同一天，国内第二大
煤炭上市龙头中煤能源发布的三季报成
绩亮眼：报告期实现归属母公司净利润
41亿元，同比增加77%。

对此，有机构指出，解决“煤电顶牛”
的根本，还是要化解电力市场的过剩，促
进产业链上下游供需及利益分配的基本
平衡。此外，加快推进国企改革、电力体
制改革及煤电一体化、专业化的整合重
组，也将能为国内电力、煤炭行业持续健
康发展提供助力。

尽管前三季度发电量同比大增，但
在煤价高位运行的背景下，华能国际发
布的2018年第三季度业绩表现低于预
期。当季营业收入435.84亿元，同比增
9.95%，归属母公司净利润-1.40亿元，扣

非净利润-1.72亿元。梳理财报发现，煤
价成本高企、投资收益同比减少、资产减
值及财务费用上升成为这家龙头在旺季
亏损的主因。

在发电量方面，华能国际在前三季
增速领先全国平均水平。这背后，其实
也体现出全社会用电需求整体旺盛。

在三季度电价下滑的同时，投资收
益下滑、财务费用的上升等因素进一步
侵蚀了利润空间，导致公司在三季度这
一传统盈利旺季出现亏损。毫无疑问，
对火电为主的电企龙头而言，对毛利率
影响较大的因素，还包括电煤成本。

今年前三季度，由于夏季高温及水
电缺口等多方因素，全国煤炭供需保持
紧平衡态势。今年前三季度秦皇岛
5500 大卡煤种的平仓均价为 655 元/
吨，同比增加6.14%。受煤价小幅增长
及发电量增长影响，华能国际前三季度
的营业成本同比增长12.48%。受三季
度单季高煤价影响，当季毛利下滑至

11.27%，同比、环比分别降低1.8、1.5个
百分点。

长期以来，由于“市场煤”与“计划
电”的矛盾难以有效疏解，处于产业链两
端的煤炭和火电，其矛盾和博弈一直是
市场关注的重点。随着煤炭价格的上涨
与下跌，煤企与电企的盈利情况如同跷
跷板。

经历了2014年和2015年的市场寒
冬，煤炭企业在2016年以来迎来新一波
上行周期，煤价也在2017年连续上涨，
并在2018年保持较高水平波动。

在高煤价支撑下，煤炭企业的利润
水涨船高。最新的例证是国内第二大煤
炭上市龙头中煤能源发布的三季报。就
在华能国际发布三季报的同一天，中煤
能源也晒出了这份颇为亮眼的成绩单。

据中煤能源最新发布的三季报，该
公司在今年1至 9月实现营业收入771
亿元，同比增加29%，归属母公司净利润
41亿元，同比增加77%，扣非后归属母公

司净利润41亿元，同比增加83%。
若看单季成绩，中煤能源在第三季

度实现营业收入 269 亿元，同比增加
19%，归属母公司净利润13.7亿元，同比
增加161.5%。中煤能源在财报中指出，
业绩大幅改善的主因是受益煤价上涨及
资产减值损失减少。

多家机构的分析师认为，今年四季
度的煤价大概率将保持高位波动。这
对于煤炭企业无疑是个利好消息，但供
暖季不确定因素在于进口煤的变化。
尽管当前电厂库存偏高，但随着深冬取
暖季到来，预计国内煤炭消耗量将逐步
回升。

但对于火电企业而言，煤价持续高
位仍将给包括华能国际在内的电力行业
带来巨大挑战。在能源结构调整、电力
市场竞价交易扩大、光伏风电等加快平
价上网的多重因素影响下，火电企业四
季度乃至全年业绩恐将仍然承压。

来源：中国工业报

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11月5日在上海国家会展
中心开幕，是迄今为止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
级展会，是国际贸易发展史上一大创举。6日，中国煤炭
运销协会煤炭进出口专业委员会与印尼煤炭矿业协会签
订“理解备忘录”，携手促进行业交易2000万吨的年度目
标，共同认可人民币结算，并尽力促成会员单位间煤炭交
易以人民币结算。

本次活动主导方为中国煤炭运销协会，由煤炭进出口
专业委员会具体组织。据介绍，中国每年进口煤炭量约
2.7亿吨，其中动力煤占到1.8至1.9亿吨。本次签约进口
的煤炭，将主要用于东南沿海地区。

来源：中国煤炭市场网

山西省统计局11月5日
发布消息称，2018年前三季
度，山西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实现利润总额1033.2 亿元，
同比增长50.7%。采矿业实
现利润总额603.4亿元，同比
增长27.9%。

其中，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实现利润总额580.3亿元，同
比增长27.5%；石油和天然气
开采业实现利润总额 18 亿
元，同比增长109.3%；黑色金
属矿采选业实现利润总额4.7
亿元，同比下降35.6%；有色
金属矿采选业实现利润总额
0.1亿元，同比下降80。

2018年1至9月，山西省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主营
业务收入13899.3亿元，同比
增长12.7%。采矿业主营业
务收入5460.9 亿元，同比增
长8%。

其中，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实现主营业务收入5274.9亿
元，同比增长8.5%；石油和天
然气开采业为61亿元，同比
增长33.8%；黑色金属矿采选
业为 107.4 亿元，同比下降
13.9%；有色金属矿采选业为
14.2亿元，同比下降27.9%；
非金属采选业为3.4亿元，同
比增长13.3%。

来源：山西省统计局

前9个月，内蒙古煤炭产
量继续增长，产销基本平衡，
煤炭价格总体稳定，煤炭经济
运行持续向好。

前9个月，内蒙古生产煤
炭 67326 万 吨 ，同 比 增 加
6724万吨，增长11.1%；进口
煤炭 2923.4 万吨，同比上涨
8.8%。

另据测算，9月份，蒙东原
煤坑口平均价格197元/吨，环
比上涨24元/吨，同比上涨14
元/吨；蒙西原煤坑口平均价
格302元/吨，环比下降3元/

吨，同比下降5元/吨。其中鄂
尔多斯高热值动力煤365元/
吨，环比上涨1元/吨，同比下
降12元/吨；策克口岸进口蒙
古国焦煤落地平均交易价格
540元/吨，环比、同比均持平；
甘其毛都口岸主焦煤平均价
格980元/吨，环比上涨55元/
吨，同比上涨120元/吨。

分析指出，内蒙古当前已
进入备冬储煤关键时期，产地
煤企生产积极性提高，煤炭需
求进一步增加。

来源:内蒙古日报

据商务部监测，10月29
日至11月4日全国煤炭价格
上涨0.1%，其中炼焦煤、无烟
煤价格分别为每吨781元和
883 元 ，分 别 上 涨 0.5% 和
0.3%，动力煤价格为每吨607
元，与前一周持平。目前电厂
库存仍处高位并不断上升，但
在冬季供暖期临近、需求趋旺
等因素综合影响下，预计后期
煤炭价格将以小幅震荡为主。

钢 材 价 格 环 比 上 涨
0.1%，连续 4 周累计上涨
1.3%，其中高速线材、槽钢、
螺纹钢价格分别为每吨4563
元、4420元和4465元，分别
上涨0.4%、0.3%和0.2%。近
期各地冬季限产陆续展开，高
炉开工率与钢材社会库存持
续下降，预计后期钢价将维持
高位偏强震荡。

来源：商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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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印尼签订
2000万吨进口煤炭协议

今年港口煤炭运输增量不小
煤市旺盛态势有望延续

10月下旬
全国焦煤价格持续上涨

山西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利润总额580.3亿元

内蒙古煤炭经济
运行持续向好

推动能源革命 实现清洁发展
——专访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能源经济与发展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肖新建

化解“煤电顶牛”矛盾需要理顺“产业链”
全国煤炭价格周上涨0.1%

产经访谈

● 徐州市出租汽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因不慎将车
号 为 苏 C30910 车 辆 的 交 强 险 保 单 丢 失 ，单 号 ：
33203180301010779，声明作废。

● 韩方丽因不慎将车号为苏CPF596车辆行驶证
副证丢失，声明作废。

● 王云东因不慎将车号为苏CB861Z车辆的机动
车登记证书丢失，声明作废。

● 丰双宝因不慎将车号为苏C8Y01挂车的行驶证
丢失，声明作废。

● 王夫元因不慎将车号为苏CU5259车辆的机动
车登记证书丢失，声明作废。

● 张强因不慎将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
注册号：320311600364035，声明作废。

● 路静因不慎将车号为苏CDE600车辆的营运证丢
失，证号：徐12516707，声明作废。

● 路静因不慎将车号为苏C900S挂车辆的营运证
丢失，证号：徐12516708，声明作废。

● 王瑞刚因不慎将车号为苏C189DM车辆的机动
车登记证书丢失，声明作废。

● 张磊因不慎将车号为苏CBB971车辆的机动车
登记证书丢失，声明作废。

● 祝令斌因不慎将车号为苏C15J7挂车的行驶证
丢失，声明作废。

● 马艳红因不慎将车号为苏CCS533（大车）车辆
的行驶证丢失，声明作废。

● 甄涛因不慎将车号为苏CV0778车辆的车牌丢
失，声明作废。

● 任国河因不慎将车号为苏CP0382车辆的车牌、
行驶证、机动车登记证书丢失，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