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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改委：预计今年新增煤炭先进产能超过 2亿吨

绎2021年上半年全国煤炭经济运行情况通报
绎7月中旬全国煤炭价格继续上涨
绎上半年 GDP9606.7亿元！历史性突破：山西全年有望冲击 2万亿？
绎上半年全国工业用电量同比增长 16.5% 南方五省区全社会用电量增速创新高
绎我国加快构建碳达峰碳中和政策体系
绎发改委、能源局：做好煤炭兜底保障工作
绎煤矿工程外包挂靠 一律停产停建！
绎山西正式实现电力中长期市场按日连续运营
绎山西焦煤抗疫保供工作受上级表彰
绎“华阳新材”亮相 2021中国国际应急救灾装备技术展览会

http://www.sxsmtgyx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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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上半年，全国通过在建煤矿投

产、在产煤矿产能核增、煤矿智能化改造

扩产、煤矿产能衰减接续项目达产等多

种方式，合计新增优质先进产能 1.4亿

吨 /年以上，其中在建煤矿投产 9000万

吨 /年左右，在产煤矿核增产能约 3000

万吨 /年，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批

复露天煤矿临时用地，恢复产能 1800万

吨 /年。目前，已完成产能置换、正在办

理核增批复的煤矿产能 4000 万吨 / 年

以上，加上还有 7000万吨 /年的在建煤

矿陆续建成投产，下半年还将新增优质

产能近 1.1亿吨 /年。

在积极释放优质先进产能的同时，

一批落后产能也在加快退出。过去 5年

来，煤炭去产能工作取得积极成效，煤炭

产能结构显著优化，全国煤矿数量由

2015 年底的超过 1 万处下降到 4700 处

左右，单个煤矿平均产能由 58万吨 /年

提高到 110万吨 /年以上，已建成年产

千万吨级煤矿 50 多处，120 万吨 / 年及

以上绿色化、智能化、安全有保障的大型

煤矿成为煤炭生产的主体，产量占比达

80%以上，煤炭供给能力、质量和弹性均

大幅提升，应对需求短期大幅波动的能

力显著增强，能够较好满足国内用煤需

要。

（来源:国家发改委）

国家发改委：预计今年新增煤炭先进产能超过 2亿吨

为了进一步落实省能源局“智能化

煤矿建设”的目标任务，加快推进煤矿

智能化建设力度。7月 27日上午，山西

省煤炭工业协会组织 30家地方煤炭企

业负责人，深入山西焦煤华晋焦煤沙曲

一号煤矿 4502智能化综采工作面进行

了现场观摩。

沙曲一号煤矿是山西焦煤集团华

晋焦煤有限责任公司下属主力矿井。智

能化综采工作面建设起步早,技术应用

水平起点高。从 2020年 5月至今,先后

建成四个智能化综采工作面，是全省智

能化综采工作面的样板。

井下观摩结束后进行了座谈互动

交流。华晋焦煤总经理曹怀建、沙曲一

矿矿长贾永森就智能化建设情况进行

了全面介绍，并对大家提出的问题，进

行了详细的解答。

参加观摩学习的企业表示，这次深

入井下工作面现场观摩，实实在在学到

了很多东西，对智能化工作面建设有了

清晰的认识，取到了真经，拓宽了思路，

对煤矿智能化建设充满了信心。

通过这次观摩学习，将对地方煤矿

智能化建设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秘书处）

省煤炭工业协会组织地方煤矿
深入沙曲一矿智能综采工作面现场观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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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炭消费快速增长，煤炭生产总体稳定，煤炭进口快速下降，煤炭市场供需两旺，煤炭

价格高位波动，行业效益逐渐恢复。

一、总体情况

（一）煤炭需求保持旺盛势头。1-6月份，全国煤炭消费量约 21亿吨，同比增长 10.7%。

（二）煤炭供应总体稳定。1-6月份，全国规模以上企业原煤产量 19.5亿吨，同比增长 6.4%。全国累计进

口煤炭 1.4亿吨，同比下降 19.7%。全国铁路累计发运煤炭 12.8亿吨，同比增长 13.8%。

（三）煤炭库存有所下降。6月末，全国煤炭企业存煤约 5000万吨，同比下降 26.0%；全国主要港口合计存

煤 6298万吨，同比下降 8.3%；全国火电厂存煤约 1.1亿吨，同比减少 2100万吨，可用约 18天。

（四）煤炭价格高位运行。一是 1-7月中长期合同价格均值 601元 /吨，同比上涨 62元 /吨。二是 6月末

秦皇岛港 5500大卡动力煤综合交易价格 819元 /吨，同比上涨 274元 /吨。三是 6月末 CCTD山西焦肥精煤

综合价 2125元 /吨，同比上涨 890元 /吨。

（五）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长。1-6月份，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固定资产投资额累计同比增长 10.6%。

（六）煤炭行业效益继续恢复。1-6月份，全国规模以上煤炭企业利润总额 2068.8亿元，同比增长

113.8%。

二、上半年煤炭中长期合同履行情况

1、总体情况

上半年，纳入监管的煤炭中长期合同总量为 4.66亿吨，煤炭企业中长期合同实际发运量为 4.51亿吨，

兑现率为 96.9%，达到了半年履约率不低于 90%的要求。6月份兑现率 91%，达到了单月兑现率不低于 80%的

要求。但仍然存在合同发运不均衡、企业报数不及时、停产检修、运力不足等因素影响合同兑现。

2、分企业履行情况

上半年，大型煤炭企业兑现率良好，其中国家能源集团（132%）、中煤集团（96%）、晋能控股（100%）、山西

焦煤（110%）、阳煤集团（113%）、陕煤集团（99%）、伊泰集团（105%）、开滦集团（119%）、冀中能源（115%）河南能源

（114%）、淮河能源（120%）、淮北集团（129%）、龙煤集团（109%）、吉煤集团（169%）等绝大部分大型煤炭企业兑

现率都在 90%以上。

三、下半年煤炭市场走势预判

从煤炭需求看，一是宏观经济稳定复苏、迎峰度夏度冬用煤高峰、电煤库存不高等因素将带动煤炭需求

增长。二是可再生能源发电出力增加、能耗“双控”等因素将抑制煤炭需求增长。

从煤炭供应看，一是煤炭优质产能逐步释放、煤矿手续办理和产能核增加快推进、煤炭运输保障能力提

升、煤炭进口增加等因素将使煤炭供应保持增长。二是安监、环保、极端天气、突发事件等因素可能影响煤炭

运输和市场供应。

综合判断，下半年，煤炭需求有望保持增长态势、增幅较上半年回落，煤炭供应将进一步增加，但市场仍

可能受到政策调整、极端天气、突发事件等诸多确定因素的影响。判断下半年煤炭市场局部地区高峰时段将

出现供需偏紧，煤炭价格将在高位波动运行。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

国家统计局 7月 26日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中旬全国煤炭价格继

续上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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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0元 /吨，较上期上涨 14.3元 /吨，涨幅 1%。

普通混煤(山西粉煤与块煤的混合煤，热值 4500大卡)价格 749.3元 /吨，较上期上涨 24.3元 /吨，涨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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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山西大混(质量较好的混煤，热值 5000大卡)价格为 839.3元 /吨，较上期上涨 24.3元 /吨，涨幅 3%。

山西优混(优质的混煤，热值 5500大卡)价格为 920元 /吨，较上期上涨 15元 /吨，涨幅 1.7%。

大同混煤(大同产混煤，热值 5800大卡)价格为 945元 /吨，较上期上涨 15元 /吨，涨幅 1.6%。

焦煤(主焦煤，含硫量 <1%)价格为 2057.1元 /吨，较上期上涨 7.1元 /吨，涨幅 0.3%。

上述数据显示，7月中旬全国动力煤价格继续上涨，炼焦煤、无烟煤价格涨幅收窄。

此外，7月中旬全国焦炭(二级冶金焦)价格 2566.8元 /吨，较上期下跌 111元 /吨，跌幅 4.1%。

（国家统计局）

近日，山西省统计局和国家统计

局山西调查总队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山西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上

半年该省地区生产总值为 9606.7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同期增长 12.2%。

今年以来，山西省经济持续稳定恢复，主要经济指标继续保持回升。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为 330.4亿

元，增长 12.5%；第二产业增加值为 4516.3亿元，增长 13.8%；第三产业增加值为 4759.9亿元，增长 10.9%。与

2019年上半年相比，GDP两年平均增长 5.2%。

9606.7亿，每一个山西人看到这个数据都惊呆了，增速 12.2%。上半年山西 GDP实现历史性突破，全年有

望冲击 2万亿，山西经济转型走过好几个年头，急需要亮眼的成绩做出证明。山西上半年 GDP预测可能会达

到9200亿，没想到整整超出 400亿，把内蒙、贵州远远的甩在身后，下一个五年计划，山西争取超广西追辽

宁。 （山西省统计局）

今年以来，全国用电

需求持续快速增长。国家能源局近日发布的全国电力工业统计数据显示，1—6月，全国全社会用电量 39339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6.2%，其中，6月份全社会用电量 703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9.8%。

“‘三伏天’来袭，气温不断升高，工业用电旺盛，电厂日耗不断增加，尤其沿海地区电厂日耗增加更为明

显。”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行业发展与环境资源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6月，全国工业用电量同比增长

16.5%，增速同比提高 18.9个百分点。具体到 6月份，全国工业用电量同比增长 8.5%，增速同比提高 4.3个百

分点；第三产业用电量同比增长 17.5%，其中，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用电量同比增长 23.1%，公

共服务及管理组织用电量同比增长 20.9%，住宿和餐饮业用电量同比增长 19%。

国家能源局发布的数据显示，1—6月，全国新增发电装机容量 5187万千瓦，这差不多相当于两个多三

峡电站的装机容量。

记者从南方电网公司获悉：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海南等南方五省区上半年全社会用电量达 6900亿

千瓦时，同比增长 20.4%，增速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广东全社会用电量达 364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22.9%。 （新华网）

国家发展改革委环资司有关负责人日前表示，在碳达峰碳中

和工作领导小组统一部署下，国家发展改革委正会同有关部门制定碳达峰碳中和顶层设计文件，抓紧编制

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和分领域分行业实施方案，谋划金融、价格、财税、土地、政府采购、标准等保障方

案，加快构建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

我国将强力推进产业结构调整优化，把坚决遏制“两高”项目盲目发展作为当前工作重点，严控增量项

目，加快存量项目改造升级，扎实开展钢铁、煤炭去产能“回头看”，严防过剩产能死灰复燃。积极发展战略性

新兴产业，加快工业、农业、服务业等绿色低碳发展。

据了解，我国将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能源体系，严控煤电项目，“十四五”时期严控煤炭消费增

长，“十五五”时期逐步减少。加快推进煤电机组节能降碳改造，大力提高电网对光伏发电、风电的接纳、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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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调控能力，优化光伏发电、风电基地外送通道调度运行，持续提高可再生能源发电消纳比例，推进重大水

电工程建设。同时，我国将推进城乡建设和交通领域绿色低碳发展，加强绿色低碳技术创新，巩固提升生态

系统碳汇能力。

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司有关负责人介绍，预计到 2025年，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总发电装机的 50%

左右，可再生能源年发电量将占全社会用电量增量的 50%以上。

（中国煤炭报）

2021夏季全国煤炭交易会在渝开幕，国家发改委经济运行

调节局副局长许正斌总结了上半年能源生产和消费情况。

许正斌充分肯定了煤炭行业在去冬今夏的保供稳价工作中所作的贡献。他指出，煤炭行业发展在供给

侧结构性改中取得了辉煌成就，清洁稳定可靠的运输体系也得到了长远发展，能源储备体系有序建立，中长

期合同稳住了电煤保供的基本盘。

许正斌强调，要坚持不懈地做好煤炭的保供工作，增产增供，夯实煤炭保供稳价的基础，要坚定信心推

动煤炭行业高质量发展，发挥好煤炭煤电的兜底保障作用 。

要进一步健全完善清洁可靠的煤炭运输体系和煤炭储备体系，维护好煤炭上下游行业产运需衔接机

制；发挥煤炭中长期合同的“稳定器”作用，以煤矿增产、增供为主线，建立煤矿产能储备、弹性生产和保障激

励机制，提高煤炭储备能力和水平；做好重点区域、重大活动期间的煤炭保供稳价工作，维护煤炭市场平稳

有序运行。

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副司长任立新分析了当前煤炭市场运行的形势，并对煤炭保供稳价、中长期合作签

订及履约、迎峰度夏用煤安全等方面提出了具体要求。他指出，要坚持全国一盘棋，做好煤炭兜底保障工作,

促进煤炭上下游合作共赢。 （中国煤炭新闻网）

我省决定从 7月起，开展为期 3个月的煤矿工程外包和挂靠

行为集中清理整顿，对存在违法违规外包、挂靠情形的，一律依法责令停产停建整顿。

我省明确了煤矿工程外包、挂靠行为认定标准。外包指利用外部资源为企业内部生产经营服务的行为，

允许煤矿将井下工作面安装、撤除，大型设备安装、维护，瓦斯抽采钻孔施工、抽采管路安装等工程外包给专

业化服务公司；允许煤矿按照《煤矿整体托管安全管理办法（试行）》实行整体托管。

凡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的，属于违法违规外包：

建设项目承包或分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单位的；承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全部工程转给其他单位或个人施

工的；承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全部工程肢解后，以分包名义分别转给其他单位或个人施工的；井工生产煤矿将

井下采掘作业或者井巷维修作业（井筒及井下新水平延深的井底车场、主运输、主通风、主排水、主要机电硐

室开拓工程除外）作为独立工程发包给其他企业或者个人的，以及转包井下新水平延深开拓工程的；煤矿在

工作面安装、撤除等各类专业化服务工程外包中，未与承包单位签订《外包工程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者承

包方不履行协议、不落实安全生产责任的；托管煤矿未按照《煤矿整体托管安全管理办法（试行）》的规定进

行整体托管的；托管煤矿承托方管理机构设置、管理人员配备以及特种作业人员配备不符合要求，不具备托

管能力的；托管煤矿委托方超能力下达生产计划或经营指标的；托管煤矿承托方上级公司未按规定将托管

煤矿纳入本单位统一管理、未实施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存在包而不管情形的；托管煤矿委托方不顾生产实际

设置高额利润指标，在承包合同中设置诱导煤矿超能力、超强度、超定员生产的条款，转嫁经营风险，致使承

包方违规组织生产的；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违法违规外包行为。

凡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的，属于挂靠行为：没有资质的单位或个人借用其他施工单位的资质承揽煤矿建

设工程的；有资质的施工单位相互借用资质承揽工程的；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挂靠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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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电力交易中心消息，6月底，山西电力交易中心首

次在现货运行期间，以集中竞价和滚动撮合的方式，组织开展中长期分时段交易，这标志着山西中长期电力

市场正式进入按日连续开市、不间断运营的新阶段。

分时段交易可凸显电力在不同时间的价值，打通价格信号在批发和零售市场的传导障碍，构建全电量

分时价格信号的中长期市场，向市场主体释放更大的交易灵活性。根据《山西省电力市场规则汇编（试运行

V9.0）》最新修订内容，山西电力交易中心对 7月中长期交易进行了预安排，包括 1次月度交易、3次旬交易

和 23次日交易，实现了交易日连续开市，且全部按照 24个时段（每小时为 1个时段）开展交易。

本次交易共计 291家市场主体参与，其中发电企业 126家，售电公司 157家，批发用户 8家，累计交易电

量 44.57亿千瓦时，从交易结果来看，市场在各个时段形成了与实际用电负荷变化相匹配的价格趋势。

下一步，山西电力交易中心将在现货运行期间常态化组织不同周期的分时段电力交易，进一步落实国

家发改委关于中长期合约的“分时段签”工作要求，不断完善交易规则、组织流程和平台功能，助力山西电力

市场稳步建设和发展。 （山西电力交易中心）

7月 27日，在 2021年夏季全国煤炭交易会上，中国煤炭工业协

会、中国煤炭运销协会对 2020 2021年度煤炭行业抗疫保供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进行了现场表彰，山西焦

煤（000983）荣获煤炭行业抗疫保供先进单位，山西焦煤集团公司副总经理胡文强被评为煤炭行业抗疫保供

先进个人。

作为我国最大的炼焦煤生产供应商，山西焦煤承担着全国 20多户重点钢铁企业炼焦煤年度长期协议

保供任务。2020年初，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山西焦煤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主动担当作为，在全面落

实各项防控措施、确保集团内部零感染的同时，超前研判市场、协调产需衔接，52个生产矿井、28座选煤厂

相继快速复工复产、达产达效。第一时间主动驰援湖北，2020年上半年超计划优先保供湖北煤炭 69.7万吨，

同比增幅 117%；其中发往武钢、鄂钢 41.9万吨优质焦煤，是 2019年同期运输量的 1.6倍；主动捐款捐物价值

合计 3536万元，派出 39名医护人员援鄂护晋，共收到相关单位、企业感谢信 31封；保供应保稳定，2020年

中长协合同兑现率达 97%以上。

进入 2021年，面对上半年过快上涨的炼焦煤市场行情，山西焦煤始终秉承“诚信、稳定、协同”的长协精

神和中国焦煤品牌集群的共同价值观，带头稳价保供，保持中长协合作定力，会同其它成员自觉担负国企责

任，扛起了稳定产业链供应链的大旗，上半年中长协累计合同兑现率超过 90%，以实际行动践行社会责任、彰

显国企担当。 （来源：山西焦煤）

近日，2021中国国际应急救灾装备技术

展览会在太原晋阳湖国际会展中心开幕，华阳集团设立展厅，“华阳新材”精彩亮相。华阳集团党委副书记、

副董事长、总经理王永革出席开幕式并到展厅参观，总经理助理、安监局局长王立武参加。

在华阳集团展厅，王永革详细了解了新材料产品、装备、技术等在应急救灾领域的使用情况、应用场景

等。他指出，新材料产品在应急救灾领域拥有广阔的应用空间和市场前景，要注重研发创新，努力解决“卡脖

子”问题，加快产品的更新迭代，打造核心竞争力。持续对标一流，充分调研市场需求和行业动态，提高自身

影响力，全力以赴抢占新市场、赢得新优势。

本届展会展出规模 3.6万平方米，参展商 260余家，涵盖应急救灾装备体系化研究成果以及应急救灾领

域场景化应用等装备产品，设置风险防控及安全生产、监测预警、预防防护及救援综合保障、处置救援、应急

服务产品五大展区。

（来源：华阳科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