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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煤

供应偏紧，四季度涨势依旧
摘 要
 煤炭需求减少了，但价格回升了，这也表明去产能、控产量方面取得了成效，
煤炭产量比需求下降更多。截止到 8 月底，全国煤炭去产能完成了今年全年
任务量的 60%，累计退出产能 1.5 亿吨。
 从社会用电贡献率看，第三产业和城乡居民生活用电是稳定全社会用电增长

的主要力量，拉动电力消费增长的主要动力正在从高耗能产业向服务业和生
活用电转换。火电发电量将会接近零增长或者继续负增长。
 考虑到在 276 天产能的框架下，先进产能的增量将较为有限，因此随着冬季来
临，电厂负荷提高，需求好转，国内煤炭市场供应缺口仍然会存在，供不应求
还会出现， 4 季度煤炭价格将会继续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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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动力煤供应
1.1. 运输市场持续宽松
8 月份，全国铁路煤炭发运量 1.55 亿吨，同比下降 3.7％。1～8 月累计发运煤炭 12.1
亿吨，下降 10.4％。通过近几年的建设，我国煤炭铁路运力已经出现大幅提升。我国铁
路煤炭运输能力已经超过 30 亿吨，运力虽然得到了有效提升，但相应的煤炭运量却没
有随之出现增长。一方面是我国煤炭需求的日益减少，另一方面是铁路运力的大幅提升，
煤炭铁路运力逐步宽松。
图1.1.1: 大秦线煤炭运量

单位：万吨

资料来源：Wind 南华研究

1.2. 去产能效果明显，煤价频频“跳涨”
9 月 21 日，秦皇岛海运煤炭交易市场发布的环渤海地区发热量 5500 大卡动力煤的
综合平均价格报收于 554 元/吨，创下今年以来最高纪录，较年初的 371 元/吨上涨 183
元/吨，累计涨幅达到了 49.3%。这也是这一指数连续 13 期上涨。与此同时全国煤炭消
费量在 2014 年下降 2.9%，2015 年下降 3.7%的基础上，2016 年前 8 个月消费 24.5
亿吨，同比下降 3.1%。
煤炭需求减少了，但价格回升了，这也表明去产能、控产量方面取得了成效，煤炭
产量比需求下降更多。随着各项政策措施出台实施和市场预期的改善，煤炭行业化解过
剩产能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今年年初国内煤炭去产能政策升级，一方面要淘汰落后
产能，一方面各矿开始严格执行 276 日生产政策，尤其是从 5 月 1 日起，限产政策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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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范围内生效。受此影响，国内煤炭产量出现比较明显的回落。8 月份，全国原煤产量
2.78 亿吨，同比下降 11%， 1~8 月原煤产量 21.79 亿吨，同比下降 10.2%。截止到 8
月底，全国煤炭去产能完成了今年全年任务量的 60%，累计退出产能 1.5 亿吨。由于国
内煤炭去产能化非常坚决，产量的明显回落，使得煤炭在淡季时供应都不宽松，而在用
煤高峰期时，下游用户开始集中采购，煤企产量明显跟不上需求，供应量明显偏紧，甚
至出现部分电厂库存仅够 1-2 天的用量等情况。
图1.2.1: 原煤产量

单位:万吨

资料来源：wind 南华研究

1.3. 供应缺口四季度仍然存在
近期，国内煤价连续快速上涨，为了保证煤炭市场供应，平抑煤价波动，9 月 8 日，
发改委召集神华、中煤、同煤、伊泰等数十家煤企在京召开稳定煤炭供应、抑制煤价过
快上涨预案启动工作会议。《稳定煤炭供应、抑制煤价过快上涨预案》已上报国务院，
将于近期发布；预案内容包括启动条件、实施主体、实施形式等。参与煤炭供求调节预
案实施的有 74 个煤矿，这些煤矿既符合先进产能标准，又自愿承担稳定市场调节总量
任务。同时，预案还提出了三、二、一级响应机制：三级响应，环渤海动力煤价格上涨
到 460 元以上，连续两周上涨，则日均增产 20 万吨，响应范围包括晋、陕、蒙，53 座
煤矿；二级响应，动力煤价格上涨到 480 元，则日均增产 30 万吨，响应范围包括晋、
陕、蒙、鲁、豫、皖、苏，66 个煤矿；一级响应，动力煤价格上涨到 500 元，则日均
增产 50 万吨，范围是全国范围 74 个矿井。响应停止条件：价格下跌至 490 元，连续
两周下跌，一级停止；下跌至 470 元，二级停止；下跌至 460 元，三级停止。
但这一方案很难扭转目前供需紧张的局面，从总量上看，2016 年前 8 月煤炭需求
减少了 3%左右，而供应减少了超过 10%，如果从总量控制，煤炭缺口短时间可能还会
拉大，并非想象中的季节性调节。先进产能将不受 276 个工作日限制，目前有 76 个矿
正在申报先进产能。政策的放松受益矿产能在 3 亿吨至 5 亿吨，每个月引起的供给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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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在不到 700 万吨，相当于目前动力煤月供应的 3%左右，不会引起供求关系的逆转。
因此价格单边上涨趋短期可能会放缓，但是供应缺口依然存在。考虑到在 276 天产能的
框架下，先进产能的增量将较为有限，因此，预计年内，特别是冬天需求旺季来临之时，
国内煤炭市场供应缺口仍然会存在。

第2章 .动力煤需求
2.1. 火电需求同比继续下降
8 月份全国绝对发电量 5617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7.8%。 其中，全国火力绝对发
电量 4138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7.5%；水力绝对发电量 1106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5.5%；
核能发电量 202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9.6%；风力绝对发电量 136 亿千瓦时，同比增
长 16.6%；太阳能绝对发电量 36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24.3%。
1-8 月份全国绝对发电量 38772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3%。 其中，全国火力绝对发
电量 28639 亿千瓦时，同比下降 0.5%；水力绝对发电量 7157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2%；
核能发电量 1364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23.7%；风力绝对发电量 1358 亿千瓦时，同比
增长 16.3%；太阳能绝对发电量 252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28.9%。 8 月份发电量日均
产量为 181.2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7.8%。 前 8 月除火电外，其他能源发电量均同比增
长。
从社会用电贡献率看，第三产业和城乡居民生活用电是稳定全社会用电增长的主要
力量，拉动电力消费增长的主要动力正在从高耗能产业向服务业和生活用电转换。火电
发电量将会接近零增长或者继续负增长。
图2.1.1: 电厂日均耗煤量

资料来源：Wind 南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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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动力煤进口
3.1. 进口煤炭市场将长期保持活跃
受国内煤炭价格持续上涨以及短期电煤需求旺盛影响，2016 年 1-8 月份，进口煤
炭 15574 亿吨，同比增长 12.4%。其中，8 月份煤炭进口 2659 亿吨，同比增长 52.1%。
进口煤数量回升，一方面是由于国内强势去产能、压产量导致国内煤炭供应收缩，
煤炭价格上涨，进而再度增强了进口煤的价格竞争力。另一方面，国内供应收缩，下游
用户也需要增加部分进口来弥补国内供需缺口。
在各地煤炭去产能政策落实到位的情况下，煤炭供应偏紧将成为市场常态，国内煤
价上涨预期强烈。下游用户特别是沿海用户将进一步加大进口煤采购力度，进口煤市场
后期将持续保持活跃。
图3.1.1: 动力煤进口数量

资料来源：wind 南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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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吨

图3.1.2: 动力煤进口金额

单位:美元

资料来源：wind 南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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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章

动力煤策略

4.1. 4 季度煤炭价格将会继续上涨
考虑到在 276 天产能的框架下，先进产能的增量将较为有限，因此随着冬季来临，
电厂负荷提高，需求好转，国内煤炭市场供应缺口仍然会存在，供不应求还会出现，北
方发煤港口低库存将成为常态化。4 季度煤炭价格将会继续上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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