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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 27 日发布消息称，2020 年 1～11

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94.22万亿元，

同比增长 0.1%。采矿业主营业务收入 34456.8亿元，

同比下降 9.4%。

其中，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17794.7亿元，同比下降 9.7%；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为

5963.4亿元，同比下降 20.7%；黑色金属矿采选业为

3532.9亿元，同比增长 9.0%；有色金属矿采选业为 2356.9

亿元，同比下降 5.2%；非金属采选业为 3114.4亿元，同比

下降 1.4%；其他采矿业为 8.6亿元，同比下降 69.3%。

2020年 1～11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

利润总额 57445.0亿元，同比增长 2.4%，增速比 1～

10 月份提高 1.7 个百分点。采矿业实现利润总额

3440.5亿元，同比下降 32.8%。

其中，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实现利润总额 2022.2

亿元，同比下降 24.5%，降幅较 1～10月份收窄 3.2个

百分点；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实现利润总额 473.2

亿元，同比下降 70.8%；黑色金属矿采选业实现利润

总额 332.4亿元，同比增长 45%；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实现利润总额 330.9亿元，同比增长 15.1%；非金属采

选业实现利润总额 289.5亿元，同比增长 0.8%。

此外，2020年 1～11月，煤炭开采和洗选业营业

成本 12581.5亿元，同比下降 8.1%。采矿业营业成本

25469.1亿元，同比下降 5.2%。

国家统计局表示，随着采暖季到来，动力煤需求

增加、价格上涨，带动煤炭行业利润加速修复，11月

份当月利润同比增长 9.1%，增速年内首次实现正增

长。 (中国煤炭资源网)

煤炭行业利润增速年内首次转正前 11月下降 24.5%

12月 25 日从省生态环境厅传来消息，《煤炭分质

分级梯级利用试点意见》已发布，标志着我省煤炭分质

分级梯级利用试点工作启动。

我省煤炭资源丰富，煤种齐全，除无烟煤、炼焦煤

等优质煤种外，在晋北地区分布有大量低阶煤资源，保

有储量约 220亿吨，其挥发分和水分含量高、易氧化自

燃和风化破碎，大部分被用作发电、工业锅炉和民用燃

料直接燃烧，引发一系列生态和环境污染问题。

通过中低温热解对低阶煤分质分级提质，实现梯

级利用，可有效降低低阶煤燃烧过程中二氧化硫、氮氧

化物、粉尘排放。同时，可分离出部分经济价值更高、资

源比较紧缺的油和气，提高煤炭资源利用效率，降低我

国油气对外依存度。据介绍，以煤的部分热解气化制高

级油品、洁净煤发电、灰渣综合利用为主要特点的煤分

级转化技术，与现有煤燃烧与煤气化技术相比，能耗、

环保及经济性均具有优越性，可跨越式提高煤炭利用

效率、环境效益和经济性，有望改变现有煤炭利用方

式，促进传统产业升级改造。

目前，我省低阶煤利用技术取得一定进展，整体仍

处于技术验证和工程化示范阶段。此次试点，将以低阶

煤利用技术突破，开展百万吨级工业示范，促进资源清

洁利用和能量梯级利用，逐步实现“煤化电热”一体化

发展，努力实现“一年打基础、三年有突破、五年见成

效”，对推进我省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具有重要意

义。

（山西省生态环境厅）

山西启动煤炭分质分级梯级利用试点

新华社消息，截至 10月底，山西省共有 965座煤

矿，产能 13.97亿吨 /年。

作为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山西大力推动煤

炭智能化建设，将 5G网络通信井下全覆盖、矿用数

据数字化作为智能化煤矿基本要求的加分项。

截至目前，山西省已有 80处综采工作面启动智

能化建设，2021年智能化建设的采掘工作面力争达

到 1000处。按照要求，智能化采煤工作面要减人 60%

至 70%，智能化煤矿要减人 50%以上。

山西省能源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新建、改建、扩建

矿井必须按照智能化标准建设；现有煤矿新建采区

必须按照智能化要求进行施工和验收；生产矿井发

生较大以上事故的，必须进行智能化改造，验收达标

后才能批准恢复生产。

考虑到煤炭资源禀赋、开采条件和生产工艺的差

异，山西鼓励煤矿企业因地制宜、因矿施策推进智能

化改造，充分应用原有设备改造和再制造等技术降

低成本，最大限度实现智能化。（中国煤炭资源网）

煤矿产能 13.97亿吨 80处综采工作面启动智能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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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讯 ●统计局：12月中旬全国动力煤价格持续大幅上涨

国家统计局于 12月 24日公布的数据显示，12月中旬全国煤炭价格以涨为

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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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0元 /吨，与上期持平。

普通混煤（山西粉煤与块煤的混合煤，热值 4500大卡）价格 539.5元 /吨，较上期上涨 26.6元 /

吨，涨幅 5.2%。

山西大混（质量较好的混煤，热值 5000大卡）价格为 612元 /吨，较上期上涨 26.2元 /吨，涨幅

4.5%。

山西优混（优质的混煤，热值 5500大卡）价格为 659.8元 /吨，较上期上涨 18元 /吨，涨幅 2.8%。

大同混煤（大同产混煤，热值 5800大卡）价格为 681.8元 /吨，较上期上涨 16元 /吨，涨幅 2.4%。

焦煤（主焦煤，含硫量 <1%）价格为 1380元 /吨，较上期上涨 2.5元 /吨，涨幅 0.2%。

上述数据显示，12月中旬全国无烟煤价格继续维稳运行，动力煤价格持续大幅上涨，焦煤价格涨

幅进一步收窄。(国家统计局)

●发改委:将增加供给 引导市场煤价稳定在合理水平

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召开 12月份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孟玮表示，近期，现货市场煤炭价

格有所上涨，目前煤价总体是稳定的。从监测情况看，目前 80%以上的煤炭供应执行的都是煤炭中长

期合同，交易价格在每吨 540～550元之间，剩下小部分市场煤的价格上涨，不会影响民生用煤保障。

后续将通过增加供给，调节需求，引导市场煤炭价格稳定在一个较为合理的水平上。

●11月中国出口煤炭 17万吨同比下降 79%

海关总署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中国 2020年 11月份出口煤炭 17万吨，同比下降 79%，环比下降

10.53%。11月份煤炭出口额为 2431.6万美元，同比下降 76.6%，环比增长 0.92%。2020年 1～11月份，全

国累计出口煤炭 310万吨，同比下降 42.1%。

●11月山西规模以上原煤产量增长 11.8%

山西省统计局消息，2020年 11月份，山西省规模以上原煤产量 9494.6万吨，同比增长 11.8%。1～

11月份，山西省规模以上累计原煤产量 96213.1万吨，同比增长 6.6%。11月份煤炭工业增加值同比增

长 10.7%，1～11月份增加值同比增长 4.8%。

●山西省发布《全省煤矿智能化建设评定办法(试行)》

山西省能源局日前发布《全省煤矿智能化建设评定办法(试行)》，规定了煤矿智能化建设评定范围

是合法的生产煤矿和已进入联合试运转的建设煤矿正在进行智能化煤矿、智能化掘进工作面、智能

化综采工作面建设，规定了申报基本条件，确定了初级、中级、高级等三个评定层次，规范了以市级能

源管理部门初审、省级能源管理部门进行验收、公示、公告等评定工作的组织实施程序，明确了市级

能源管理部门负责日常监管、省能源局开展督查检查的工作分工。

（中国太原煤炭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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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市动态 一、指数情况

截至 2020年 12月 28日，第 377期中国太原煤炭综合交易价格指数为

134.78点，环比上涨 0.66%。其中：动力煤指数 121.57点，环比上涨 1.11%；炼焦用精煤指数 161.01点，

环比上涨 0.27%；喷吹用精煤指数 152.53点，环比上涨 0.57%；化工用原料煤指数 104.41点，环比上

涨 0.01%。

二、动力煤：本期山西动力煤价格延续上涨走势。近期低温天气持续，多地居民取暖用电需求稳

步释放，带动电厂日耗煤量震荡走高，电企库存消耗加快，补库积极性明显增强。临近年底，产地安

检环保检查力度较大，煤矿生产受限，叠加部分煤矿年度生产任务基本完成，为保安全，矿井减产或

停产检修增多等因素，现货市场整体延续供应偏紧局面。终端耗煤企业拉运需求较强，北方港口资

源调入量不足，库存维持低位，港口市场缺货明显，贸易商推涨情绪继续升温，价格持续上调。本期

省内动力煤市场延续稳中上行走势，煤企安全意识普遍较强，产量有所减少，大型煤企以保长协煤供

应为主。正值冬季用煤高峰期，下游用户采购积极，忻州、晋中、阳泉、长治等地部分煤企直达煤价格

上调 5～30元 /吨不等。

三、炼焦用精煤：本期山西炼焦用精煤车板价格局部上涨。本期期货螺纹钢强势震荡调整，钢材

现货行情居高不下。焦炭市场运行良好，钢厂落实焦炭价格第十轮提涨，十轮涨幅累计共计 500元 /

吨。焦企利润不断扩大，开工积极，对原料煤库存有意维持高位水平，但年底煤矿生产以保安全为主，

焦煤产量有所减少，尤其优质品种原煤消耗明显、供不应求，叠加受环保预警及运输条件的影响，公

路到货情况不佳，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下游企业对焦煤补库的积极性。省内炼焦用精煤市场运行良好，

本期主要煤企及大部分地方煤企炼焦用精煤价格维持稳定，局部地区部分配焦品种仍有上涨行情，

长治地区个别地方煤企贫瘦煤、瘦煤市场价格上涨 30～50元 /吨，临汾地区个别地方煤企主焦煤、

1/3焦煤市场价格上涨 50～75元 /吨，晋中地区个别地方煤企肥煤市场价格上涨 30元 /吨。

四、喷吹用精煤：本期山西喷吹用精煤车板价格稳中有涨。本期钢材下游需求表现低迷，在高价

资源充斥下，市场成交有所转弱。本期建筑钢材产量继续减少，钢厂及社会库存窄幅下降，钢材总库

存量较上周环比减少 46万吨左右。样本钢厂高炉开工率微幅上升至 85.6%，较上年同期高 2%左右。

钢厂高炉维持高负荷开工，对喷吹煤刚性补库需求稳定，采购积极性相对较高。样本钢厂喷吹煤库

存 377万吨，较上周环比增加 3万吨，平均可用天数 15天，钢厂喷吹煤库存波动不大，稳中有增。省

内喷吹用精煤市场运行良好，年底煤矿生产以保安全为主，个别煤矿安排检修计划或工作面搬家，喷

吹煤供应端继续收紧。本期主要煤企及大部分地方煤企喷吹用精煤价格维持稳定，晋城、长治地区

个别地方煤企喷吹煤市场价格上涨 30～40元 /吨。

五、化工用原料煤：本期山西无烟块煤车板价格个别补涨。本期尿素市场成交情况略显一般，下

游用户普遍谨慎观望，企业开工率不高，价格整体以震荡调整为主；甲醇市场下游按需采购，环保限

产影响下，多地厂家开工负荷偏低，库存不多，主要供应前期订单合同，贸易商推涨情绪升温，价格高

位坚挺。近期下游化肥化工行业开工受限，化工企业块煤补库积极性不高；民用块煤以消耗前期库

存为主，拉运较为稳定；建材、水泥行业原料采购节奏有所放缓，无烟块煤市场需求端支撑减弱，价格

逐步趋稳运行。本期省内无烟煤市场销售较为顺畅，大型煤企价格高位维稳，晋城地区个别地方煤

企库存不高、无烟小块价格补涨，幅度在 40～50元 /吨。 （中国太原煤炭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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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20年煤炭市场走势概述

今年 1～2月份, 煤价延续了去年年底的形势,处

于全年的高位,从三月开始,受疫情影响,全国经济下

行压力凸显,复产复工缓慢推进,煤炭需求严重不足,

但煤炭行业复工复产的进度远快于其他下游秘业,煤

价快速进入下行空间,销量锐减。

迎峰度夏期,南方雨水天气剧增,高温天气短暂,

水电富余,火电开机不足;叠加今年中美贸易战加剧,

中英关系一度紧张等诸多因素影响,各品种煤炭市场

需求疲软,与往年相比,夏季用煤高峰效应明显减弱,

价格继续下行。

下半年,随着工业企业复工复产复商复市的不断

加快,以及进口煤严控,上游先进产能加快释放,而下

游工业用电复苏,促使煤炭市场出现供需双高局面。

进入 11月份,安全、环保监管力度加大对煤炭生

产影响较大, 而冷冬天气来袭带动需求进一步增加,

导致进入 12月份,虽然部分地区进口煤新增了配额,

但数量上也仅够弥补 1～10月份的同比减量,且很大

新增配额要到 12月中下旬才能到货, 全国煤炭供应

量难有大的增加,而水电逐渐消退,居民用电负荷持

续攀升,下游电厂供暖、需完成全年发电任务等等因

素影响, 短期内造成了煤炭市场供小于求的局面,煤

炭供应出现了阶段性紧张,煤价快速回升。

二、2021年煤炭行情判断

2021的总基调:全国煤炭生产进一步向晋、陕、内

蒙古等地区集中, 全国煤炭产能总体宽松与区域性、

品种性和时段性供应紧张的问题并存。随着新能源

利用不断加大,煤炭消费占能源消费比例将进一步降

低。

明年的 1～2月份,涉及两节放假,各煤矿需要稳

生产、保安全,晋陕蒙地区增产有限;另外全年煤炭进

口同比预计仍有近 3000万吨的缺口, 煤炭供应趋于

紧张。但在“冷冬”预期下,全国煤炭需求旺盛。从供需

关系来看，煤炭价格仍然强势运行。

从 3月份开始,煤炭行情走势如何,业内分析人士

认为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国际方面:一是中美关系:若中美贸易摩擦还要继

续下去,将会进一步影响我国宏观经济走势,影响国

内整体经济韧性。

二是中澳关系:中澳关系对于煤炭行业来说,影响

程度甚至高于中美关系,此前,澳洲煤一直是进口煤

的主力,一旦中澳关没有好转,势必会影响煤炭供应

的整体形势。

三是全球疫情控制情况:倘若美元区和欧元区等

主要发达经济体没有有效控制疫情, 经济难以复苏,

“双循环”失去其一,对我国的经济也会带来一定的伤

害。

国内方面: 一是后疫情时期中国经济复苏的快

慢。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疫情还没有得到完全控制,在

有效疫苗问世前,仍然需要严加防守,中国向来“以人

为本”,不会贸然大搞经济发展。也就是说,经济复苏

的快慢取决于对疫情控制的把握程度。

二是新能源的利用程度。近几年,很多地方快马

加鞭上一批新能源设施设备, 至于能替代多少煤炭,

要看利用效率和程度。

三是进口煤的控制程度。进口煤一直是国家调控

煤炭供需局面的有效手段,全国煤炭供应过剩也就 2

亿吨左右,而进口煤每年都在 3亿吨左右,一旦进口

煤严控,供需局面就会发生转变,对煤价的影角非常

关键。

四是天气的影响程度。高温天气和低温天气的持

续时间,雨水天气和雨雪天气的长短,都有可能造成

煤炭供应阶段性紧张或者整体性宽松。

査五是安全、环保的督 力度。在经济高质量发展

下,安全、环保督查势必会重拳出击,一旦发生安全、

污染等重大事故,停产在所难免,这不仅仅是煤炭行

业,下游行业也一样,就看哪个行业出现间题,对煤炭

的影响是双向的。

由于影响因素很多,所以明年煤炭的行情是波动

前进的,不会是一直上涨，也不会是一直下跌，但可以

肯定以下两点：一是国家会通过各种调控，保证整体

煤价在绿色空间中运行；二是稀缺资源供应仍然会

紧张。

（中国太原煤炭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今年煤炭市场走势概述及明年预测分析

PDF      pdfFactory Pro        www.fineprint.cn

http://www.fineprint.cn


6

12月 22日，由省能源局主办、晋能控股集团

承办的山西省煤矿智能化建设现场推进会在煤

业集团塔山矿召开。省政府副秘书长王延峰，国

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安全基础司副司长陆南，省

煤监局党组书记、局长王端武出席会议。

省能源局副局长王茂盛主持会议。

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国法、康红普、武强，中国

矿业大学（北京）校长葛世荣，晋能控股集团领

导崔建军、王存权、唐军华、宣宏斌、赵晨德、马

占元、荣君，以及省市厅局、高校院所、合作企业

等相关负责人参加会议。

会议传达了全国煤矿智能化建设现场推进

会精神，宣布了 2021年全省煤矿智能化建设推

进工作方案。2021年全省智能化建设的采掘工

作面力争达到 1000处，其中：综采工作面 210

处，掘进工作面 790处。

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

西重要讲话重要指示，以实际行动落实好省委

省政府关于推进煤矿智能化建设的决策部署，

加快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步伐。要统一思想，

提高站位，认清形势，深刻认识煤矿智能化建设

的重大意义，进一步增强煤矿智能化建设的责

任感、紧迫感和使命感，主动对标对表，攻坚克

难，锐意进取，为实现“十四五”良好开局和我省

煤炭行业高质量发展作出贡献。要在山西省打

造全国能源革命排头兵领导小组领导下，加强

协调联动，明确目标任务，突出工作重点，坚持

因地制宜，加大政策扶持，加强队伍建设，把握

历史机遇，加快推进煤矿智能化建设步伐。要认

真贯彻落实全省煤矿安全生产工作视频会议精

神，进一步提高警惕，全面加大隐患排查治理力

度，坚决遏制煤矿事故，促进全省煤炭行业高质

量发展。

会议要求，要结合煤矿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

年行动工作要求，进一步解放思想，普遍推广、

重点推进、高标准建设，真正发挥智能减人提效

作用。要认真贯彻落实全国煤矿智能化建设现

场推进会精神，把煤矿智能化建设列入重要议

程，纳入“十四五”规划，进一步加大推进力度，主

要领导亲自抓，努力实现三年行动结束时，灾害

严重矿井全面智能化，其他矿井大部分智能化。

要进一步突出采掘智能化，辅助系统无人化、少

人化，危险岗位机器人化及要害场所和关键环

节无人值守。要通过智能化煤矿试点，加强经验

交流推广，总结可复制可推广经验，进一步加强

示范引领，全面推进全省煤矿智能化建设，不断

提升我省煤炭行业治理能力和现代化水平。

会上，与会领导在塔山矿智能化调度指挥中

心，参会人员在主会场通过视频连线，共同观摩

了塔山矿智能化建设成果，并通过 5G 信号传

输，观看了井下作业现场。

会前，王国法围绕智能化矿山建设作了主旨

演讲。晋中市、吕梁市、晋能控股、山西焦煤等相

关负责人作了表态发言。

是日下午，大会还举办了智能化建设专家论

坛，省市相关部门负责人、企业代表、专家学者

围绕推进煤矿智能化建设、新技术新装备应用

等进行了交流研讨。

截至目前，我省已有 80处综采工作面推进

智能化建设，投入使用 51处，以点带面促进了全

省煤矿智能化建设；381条皮带运输线实现集中

控制，1093处固定硐室、场所实现无人值守，极

大地提升了安全保障能力；塔山、同忻、新元等

煤矿先后承担了国家重点科研项目；燕子山、马

道头、新景等煤矿研发应用了“十三臂”掘锚一

体机，引进了 TBM盾构机，智能化掘进工作面取

得零的突破；新元煤矿建成国内首座 5G煤矿，塔

山等 6座煤矿陆续实现了 5G入井，全省各大主

要煤炭集团均已开展了不同场景机器人的研发

和应用。

山西省煤矿智能化建设现场推进会在晋能控股集团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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