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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煤炭市场供需失衡，电厂、港口
库存均出现大幅下降，价格大幅飙升，
北方港口煤价2020年11月初为610元/吨
左右，短短两个多月已上涨到1000元/
吨，煤炭市场的紧张可见一斑。四大原因

近期煤价大涨的

Current 时局·煤炭   ／   电力 栏目主编：苏慧婷huiting-su@sgcc.com.cn

2020年1～6月，全国进口煤炭17399万吨，同比增加1969万吨，增

幅12.7%。

7～11月，受进口煤总量控制政策的影响，全国仅进口煤炭9084万

吨，同比下降5176万吨，降幅高达36%。

这5000多万吨的供应缺口占下半年供应总量的10%以上。

中国进口煤量 2019 2018

内蒙古煤炭产量居全国第一，2019年内蒙古煤炭产量10.4亿吨，占全

国煤炭产量37.5亿吨的27.7%。

2020年，受内蒙古煤炭领域倒查20年、煤管票、安全检查、露天矿

征地困难等多种因素影响，内蒙古煤炭产量减量严重。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年7～11月，内蒙古煤炭产量4.1亿吨，

同比下降2093万吨，如果算上未进入统计口径的表外产能的减量，

减量至少为4000万吨。

2020年内蒙古煤炭产量 2019 2020

下半年内蒙古煤炭减量
4000万吨以上

2
2020年7~11月

进口煤大幅减少5000万吨

1

受疫情影响，流动性充足，资金面宽松，部分游资利用期货交

割品规则设计漏洞炒作煤价。

受进口煤限制及内蒙古产量不足影响，港口符合交割品规则的

高卡低硫动力煤严重不足，部分游资利用此漏洞叠加整个黑色

系大涨肆无忌惮地炒作煤价。

部分游资利用期货交割品漏洞
炒作煤价推波助澜

4
迎峰度冬期间，大规模的寒潮带来了取暖负荷大幅增加，浙

江、江苏等多个省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

疫情影响下，中国是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唯一GDP正增长的国

家，世界工厂开足马力生产，工业用电也大幅增加。

水电季节性减少，光伏、风电等新能源缺乏弹性，煤电是电

力供应的压舱石和稳定器，电煤需求持续大幅增加。2020年

7~11月火电发电量同比增长 5.3%（增加煤耗4000万吨左

右），其中11月火电发电量同比增长了 6.6%，12月火电发

电量同比增长了 9.7%。

下半年电力需求大幅上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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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把握“十四五”形势和任务

2021年重点工作

1月19日，国家电网有限公司第四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暨2021年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会议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落实中央企业负责人会议要求，总结工作、分
析形势、部署任务，继往开来、接续奋斗，加快建设具有中国特色国际领先的能源互联网企业，确保“十四五”发展开好
局、起好步，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出积极贡献。

国家电网明确新发展阶段目标任务

一是坚决贯彻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积极服务区域协调发展、新型

城镇化建设和乡村振兴、“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一带一

路”建设，全力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实施。

二是坚决守牢安全生命线。深入开展专项整治三年行动，狠抓隐

患治理，防范重大风险，加强基础管理，注重本质安全，确保大

电网安全，确保网络和信息安全。

三是抓好规划落实和电网发展。坚持规划统揽，统筹计划安排，

全面推进工程前期和建设，加大能源互联网试点示范，全力推动

电网高质量发展，促进能源转型。

四是大力开展科技创新。以深入实施“新跨越行动计划”为抓

手，完善科技创新体系，打通创新链条，加强关键技术攻关，持

续激发创新活力，鼓励基层创新创造。

五是大力推进改革突破。以落实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为抓手，

按照公司“改革深化年”各项部署，积极推进电力改革，不断深

化国企改革，持续完善现代企业制度。

六是大力深化提质增效。牢固树立过紧日子思想，持续优化经营

策略，深入挖潜增效，积极培育新增长点，不断提升服务质效，

确保经营业绩稳定增长。

七是大力强化风险防范。坚持依法治企，强化底线思维，狠抓重

点领域风险防范，深化依法合规管理，提高风险预警和应急处置

能力，慎终如始做好疫情防控。

八是大力加强党的建设和队伍建设。扎实开展“基层党建创新拓

展年”，加强领导人员和人才队伍建设，深化全面从严治党，持

续健全和完善监督体系，营造和谐发展环境。

位列
《财富》世界
500强第3位

连续16年
获得国资委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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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战略为统领，以实施

八大战略工程为抓手，

坚持“一业为主、四翼

齐飞、全要素发力”，

全面推动产业升级和高

质量发展。

2020年极富成效

坚持一业为主，

加快电网向能源

互联网升级。

坚持绿色发展，

注重智慧赋能，

强化安全保障，

突出价值创造。

积极稳妥发展金

融业务，打造行

业特色金融品

牌。

突出产融结合、

服务主业行业，

稳健合规经营、

守牢风险底线，

优化管控模式、

强化内部协同。

稳健拓展国际业

务，打造“一带

一路”建设央企

标杆。

稳步开拓国际市

场，稳健运营境

外资产，加强国

际 人 才 队 伍 建

设，树立良好品

牌形象。

优化发展支撑产

业，打造公司战

略实施的坚强支

撑力量。

着力提升科研支

撑能力、智能制

造支撑能力、服

务 保 障 支 撑 能

力、软实力建设

支撑能力。

大力发展战略性

新兴产业，培育

基业长青新动

能。

打造核心能力，

创新体制机制，

强化开放合作。

全要素发力，为

实现高质量发展

提供不竭动力。

增强创新“第一

动 力 ” ， 强 化

管 理 “ 永 恒 主

题”，释放数据

“倍增效应”，

激活人才“第一

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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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 时局·油气   ／   新能源与碳减排

根据2020年最新产量数据，中国
前十大油气田排名出炉。其中，
中石油塔里木油田产量超过中海
油渤海油田，跃居中国第三大油
气田。

2020年
中国十大油气田出炉

第一名  /  中石油长庆油田  /  6000万吨 

2020年生产油气当量达到6000.08万吨，其中原油产量达2451.8万

吨，天然气产量445.31亿立方米。

这标志着长庆油田已建成我国首个年产6000万吨级别的特大型油

气田，开创了中国石油工业发展史上的新纪元。

根据规划，长庆油田下一个目标是“十四五”末油气产量当量达
到7000万吨。

第二名  /  中石油大庆油田  /  4303万吨

2020年完成国内原油产量3001.0319万吨，海外权益产量931万

吨。

生产天然气46.5537亿立方米，实现“十连增”，销售天然气30.85
亿立方米，均创历史新高。合计完成油气当量4302.9777万吨，继
续保持油气当量4000万吨以上持续稳产，油气完全成本和操作成本
同比实现下降。

第三名  /  中石油塔里木油田  /  3080万吨 

自2018年以来，三年净增542万吨，建成我国陆上第三个年产超过

3000万吨的大油气田和年产天然气300亿立方米的大气区。

根据规划，塔里木油田力争到2025年油气产量达到4000万吨，到
2035年突破5000万吨。

第四名  /  中海油渤海油田  /  3070万吨 

2020年完成原油产量近2830万吨，生产天然气近30亿立方米。

根据规划，渤海油田将在2025年前实现油气上产4000万吨目标。

第五名  /  中石油西南油气田  /  2544万吨

2020年建成我国首个100亿立方米页岩气生产基地，全面建成

300亿立方米大气区。2020年生产天然气318亿立方米（油当量

2544万吨）。

高水平建成西南储气中心，提升了川渝地区乃至全国的调峰保供
能力。

第六名  /  中石化胜利油田  /  2385万吨

2020年度生产原油2340.11万吨，天然气5.68亿立方米。

根据胜利油田“十四五”长期效益稳产目标：确保效益稳产2340万
吨以上、盈亏平衡点持续下降，扛起长期效益稳产重任，确保国
家能源供应安全。

第七名  /  中海油南海东部油田  /  1612万吨

2020年完成原油产量1097万吨，天然气近65亿立方米。

根据规划，南海东部油田在“十四五”期间要实现“上产2000万
吨”的宏伟目标。

第八名  /  中石油新疆油田  /  1560万吨

2020年生产原油1320万吨，超产15万吨，生产天然气30亿立方

米，超产2亿立方米。

新疆油田突出资源掌握，效益生产，持续优化产量构成，加大玛
湖砾岩油藏效益建产规模，产量稳中有升。根据规划，新疆油田
2025年原油产量将达到1580万吨。

第九名  /  延长石油  /  1529万吨

2020年，全年累计生产原油1120.2万吨，顺利实现连续14年千万

吨以上规模稳产。

延长石油油气勘探公司2020年交售天然气突破50亿立方米大关，达
到51.3亿立方米，同比增长17.9%；实现油气当量409万吨，增幅创
历史新高。

第十名  /  中海油南海西部油田  /  1107万吨 

2020年完成原油产量约563万吨，生产天然气约68亿立方米。

根据规划，南海西部油田将于2025年前实现油气上产2000万立方
米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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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新任总统拜登在上任的第一天，重新
签署《巴黎协定》，并且宣布，2050年之
前美国要实现100%的清洁能源经济和净零
排放。拜登认为，气候变化是一项全球性
挑战，需要世界各国采取果断行动。外交能否奏效

拜登的能源气候

重回《巴黎协定》

拜登能源政策

拜登认为，气候变化是一项全球性挑战，需要世界各国采取果断

行动；气候变化是一个“威胁乘数”，放大了现有的地缘政治和

与天气有关的风险，美国新政府将把气候变化提升为国家安全的

核心优先事项。

贸易与气候挂钩，采取强有力的新措施来阻止其他国家违背其气

候承诺，对未能履行气候和环境义务的国家征收碳调整费或碳排

放配额，对合作伙伴承诺实现增强的巴黎气候目标提出条件。

寻求20国集团承诺终止对高碳项目的所有出口融资补贴，改革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区域开发银行关于优先偿还发展项目债务的标

准，纳入不可持续的气候和债务成本。

推动全球清洁能源研究，承诺投资更多的财政资源，支持全球大

学和研究机构的研发和创新，帮助其他国家建立研发能力。

点名批评全球气候不法之徒，美国新一届政府将制定一份新的全

球气候变化报告，要求各国为履行或未履行巴黎承诺，以及其他

促进或破坏全球气候解决方案的步骤承担责任。

能源独立是基石

已经实现能源独立，是相当长时间美国政府能源政策的基石。

拜登新政府能源政策的变化，不会在短时间内产生实质性的效果

和影响，更多的只是形式，继续需要广阔的国际市场出口更多的

石油和天然气，才是新一届美国政府能源政策不变的实质。

美国不迟于2050年实现100%清洁能源经济和净

零排放、重回《巴黎协定》、创造良好的工作机

会、建设现代化的基础设施，是拜登能源政策四

项关键核心内容。

可以说这是新一届美国政府能源政策的基本框

架，其中与特朗普政府的最大不同，就是重返

《巴黎协定》，并将应对气候变化作为美国能源

外交政策的出发点。

拜登的全部计划

利用每年花费5000亿美元的联邦政府采购系统，推动100%清洁能源和零排放汽车

确保所有美国政府设施、建筑和设施更高效、更适应气候变化

通过保护和实施现有的《清洁空气法》，减少交通运输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

建造第一批生物燃料工厂，提出新的减少飞机、远洋船只等排放的解决方案

到2030年保护美国30%的土地和水域，保护生物多样性

2019~2050年美国能源进出口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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