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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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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实施以来，煤炭行业提前完成化解
煤炭过剩产能任务，煤炭开发布局进一步优化，煤炭经济运行
总体平稳，供应保障能力显著增强，清洁高效利用水平大幅提
升，为“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得到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
验”再立新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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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煤炭作为我

国主体能源，为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提高人

民生活水平和质量、改善生态环境提供了坚强

能源保障，做出了巨大贡献。

特别是煤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实施

以来，煤炭行业提前完成化解煤炭过剩产能任

务，煤炭开发布局进一步优化，煤炭经济运行

总体平稳，供应保障能力显著增强，清洁高效

利用水平大幅提升，为“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得到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再立新功。 

主体能源，护航小康路
没有充足可靠的能源保障，就不可能真正

建成小康社会。

受我国能源资源禀赋条件等因素的限制，

煤炭一直是我国的主体能源，在保障国家能源

安全方面发挥“基石”作用，是立足国内资源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决定性保障力量。

“在全国已探明的化石能源资源储量中，

煤炭占94%左右，是稳定经济、自主保障能力

随着新能源发电规

模不断扩大，我国

煤电的占比也在下

降，但仍是最重要

的电力供应来源，

煤电装机和发电量

占比长期在70%

和6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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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强的能源。”中国工程院院士谢克昌近日在

《人民日报》撰文指出，尽管煤炭在一次能源

消费中的比重将逐步降低，但在相当长时间

内，煤炭的主体能源地位不会变。

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煤炭产量

38.5亿吨，在我国一次能源生产结构中的占比

从“十二五”初的77.8%下降至68.8%；煤炭

消费约28亿吨标准煤，在能源消费中的占比

从“十二五”初的77%下降至57.7%。随着新

能源发电规模不断扩大，我国煤电的占比也在

下降，但仍是最重要的电力供应来源，煤电

装机和发电量占比长期在70%和60%左右。简

言之，煤炭的主体能源地位体现在这“70%、

60%”上。

在改善民生用能条件方面，煤炭同样做出

不可忽视的贡献。长期以来，煤炭是民生用能

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民用燃煤主要用于冬季

取暖、生活炊事。“2015年我国全面解决了

无电人口用电问题，而煤电作为主体电源，有

力保障了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用电需求。”

华北电力大学教授袁家海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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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煤

炭扶贫也为全国脱贫攻坚发挥了积极作用。

为将贫困地区煤炭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

优势，国家能源局煤炭司“拨资金、带投资，

划定重点范围优先支持，最高比例下达煤矿安

全改造资金”。在煤矿安全改造中央预算内资

金安排上，对贫困地区给予30%的最高支持比

例，将欠发达地区，特别是革命老区、民族地

区、边疆地区和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煤矿列

入重点支持范围。“十三五”以来，累计支持

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的煤矿安全改造、重

大灾害治理示范工程项目77个，总投资30.4亿

元，带动地方和企业投资22.4亿元，有效提升

了贫困地区煤矿安全生产水平。

70年来，中国减少了8.5亿贫困人口，对

全球减贫贡献率超过70%。70年来，煤炭支撑

经济高速、中高速增长，助力人民生活水平和

质量提高，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留下了

别致的“黑色美”。

据预测，到2035年，我国煤炭消费量约

35亿吨，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约占43%，仍超过

油气和非化石能源。“展望未来，我国煤炭工

业发展前景广阔。煤炭仍将以其资源可靠性、

价格低廉性和利用的可洁净性作为我国主体能

源。” 谢克昌表示。

去产能，行业脱困升级
煤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是践行绿色发

展理念、推动经济结构优化的题中之义，也是

推动煤炭产业健康运行和高质量发展的路径。

进入新世纪以来，煤炭产业历经起伏。

经过2002年到2012年快速发展的“黄金十

年”，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能源结

构调整，煤炭供需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产能过

煤炭生产死亡率

2018年首次下降

到0.1人/百万吨

以下，2019年继

续降至0.083人/

百万吨，我国进入

世界煤炭安全生产

先进国家行列，煤

矿下井职工的生命

安全得到更多保

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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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产业发展进入低谷。

2016年，国务院印发《关于煤炭行业化

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明确在近

年来淘汰落后煤炭产能的基础上，从2016年

开始，用3至5年的时间，再退出产能5亿吨左

右、减量重组5亿吨左右，较大幅度压缩煤炭

产能。3年内原则上停止审批新建煤矿项目、

新增产能的技术改造项目和产能核增项目。鼓

励大型煤炭企业兼并重组中小型企业，培育一

批大型煤炭企业集团。要把职工安置作为化解

过剩产能工作的重中之重。

经过多方扎实推进化解过剩产能工作，煤

炭行业提前两年完成“十三五”去产能目标任

务，在2019年由总量性去产能转向系统性去

产能、结构性优产能。

据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统计，截至2019年

年底，四年累计退出煤炭产能9亿吨/年，安置

职工100万人左右；开发布局持续优化，晋、

陕、蒙、新四省（自治区）原煤产量占全国

76.8%。全国煤矿数量从2016年年初的1.08万

处减少到5300处左右，年产120万吨及以上煤

矿产能达到总产能的80%左右，产能结构调整

取得新进展。

煤炭供需重归平衡，煤价回升，行业效

益也发生好转。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9年

全国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主营业务收入2.48万亿

元，连续三年走出2016年低谷；实现利润总

额2830.3亿元，是2015年低谷时期的6.4倍。

同时，随着我国煤矿技术装备水平提升和

管理加强，煤炭安全生产水平大幅提升。煤炭

生产死亡率2018年首次下降到0.1人/百万吨以

下，2019年继续降至0.083人/百万吨，我国进

入世界煤炭安全生产先进国家行列，煤矿下井

职工的生命安全得到更多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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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

局发布的《关于做好2020年能源安全保障工

作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

指出，将不断优化煤炭产能结构，通过“上

大压小、增优汰劣”，为优质产能释放腾出

环境容量和生产要素。2020年再退出一批煤

炭落后产能，煤矿数量控制在5000处以内，

大型煤炭基地产量占全国煤炭产量的96%以

上。

散煤治理，助力环境改善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近十几年来，我国煤炭资源被高强度开

发，出现了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生态恢复

滞后等问题。由于主要成分特性，原煤燃烧

后会排放大量二氧化硫、烟尘和氮氧化物等

大气污染物和固废。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对我

国发挥煤炭资源优势、缓解石油资源紧张局

面、保障能源安全、保护生态环境，具有重

要战略意义。

近几年来，煤炭行业深入落实“四个革

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大力推动煤

炭安全绿色开采、清洁高效利用。

在生产端，提高煤矸石及瓦斯综合利用

率、妥善处置矿井水等工作取得积极进展。仅

以原煤入选率指标看，2012年我国原煤入选

量20.5亿吨，入选率为56%，2019年入选率达

到73.2%。原煤入选率的提高不仅节省了物流

环节的运力，而且利于煤炭清洁利用。

在需求侧，多措并举推动煤炭由单一燃

料属性向燃料、原料方向转变，进一步提高

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水平。正如《指导意见》

明确，加强散煤综合治理，严控劣质煤使

用，进一步提高原料用煤和发电用煤比例。

推进燃煤电厂超低排放和节能改造，实施燃

煤锅炉节能环保综合改造，创新清洁高效利

研究显示，农村散

烧1吨煤的大气污

染物排放量是电煤

的10~15倍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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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技术和装备，加快清洁高效技术研发和推

广，推进分质分级利用。

散煤是指电力和工业集中利用以外的散烧

煤，主要分为民用散煤、工业小窑炉、工业小

锅炉利用。根据不同的推算结果，2017年全

国散煤消费在6亿~7.5亿吨，民用散煤主要用

于农村冬季取暖，年消费约2亿吨，工业小窑

炉和小锅炉利用分别占三分之一。

自然资源保护协会 (NRDC) 近日发布

的《中国散煤综合治理报告2020》显示，

“十三五”期间散煤治理成效显著，预期散

煤削减量将超过2亿吨，秋冬季室内外空气质

量有了明显改善。其中，2016~2019年工业

散煤治理对全国散煤削减总量的贡献率超过

60%，民用散煤治理主要依托北方清洁取暖

的推进。

研究显示，农村散烧1吨煤的大气污染

物排放量是电煤的10~15倍。袁家海表示：

“我国煤电发电效率不断提高，平均供电煤

耗从2012年的325克/千瓦时降至2019年的

306克/千瓦时，期间煤电发电量增长23%，

但电煤消费量却变化不大。提高电煤比重、

减少散煤燃烧可以有效减少能源消耗、促进

资源节约。”

燃煤电厂超低排放和节能改造也取得重大

进展。2019年我国实现超低排放的煤电机组

累计约8.9亿千瓦，占总装机容量的86%。通

过大力推动超低排放改造，我国已建成全球最

大的清洁煤电供应体系。《大气污染防治行动

计划》实施的五年里，与2013年相比，2017

年我国火电排放的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占全国总量的比例分别从11.1%下降到3%、从

38.2%下降到11.8%、从37.4%下降到7.1%，为

改善大气环境做出了重要贡献，煤电已不再是

雾霾的元凶。

（作者供职于中电传媒能源情报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