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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低碳化的大趋势下，煤炭终将被清洁能源所替代。行业需要认识

到这一点，提前谋划、自我革命。

煤炭产业的红色基因是什么？我

认为是忧民族之忧、解国家之危，顺

应时代变化，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不断贡献力量。

过去100年，特别是新中国成立

之后的70多年里，煤炭和煤电行业始

终在党的领导下，为新中国建设提供

能源，为经济快速发展和民生保障提

供动力，推动了经济社会的恢复和发

展，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作为。

支撑和储备
中国有几千年的煤炭开采利用历

史，较大规模的开采大体始于清末洋

务运动。洋务运动前期，“自强”是

首要任务。自强以练兵为要，而练兵

又以制器为先。制造武器、机器自然

少不了煤炭等燃料，近代煤炭产业就

此发端。

然而，当时的中国是半封建半殖

民地社会，煤矿要么掌握在军阀手

里，要么掌握在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

中。但可喜的是，随着工业化开采逐

步扩大，煤炭工人逐渐成为一股重要

的社会变革力量。

共产主义小组在各地形成之后，

首先关注的就是工人群体。他们在工

人群众中传播马克思主义，进行动

员、宣传和教育，煤矿工人也积极响

应共产党人的号召，在多个矿区建立

党组织，举行了包括安源路矿工人罢

工等多次大型罢工。

新中国成立以后，煤矿收归国家

所有，煤矿工人成为新中国工人阶级

的一部分，成为国家的主人。此后的

三十年中，煤炭行业在党的领导下，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让我国能源供

应实现了从无到有、由少至多的转

变，对新中国成立后的经济发展贡献

忧民族之忧  解国家之危
煤炭工业 100 年 ：

文／韩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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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其中有以下两项贡献最为关

键。

一是支撑国民经济建设。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中央带领全

国人民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寻求发展

的方向，工业是重中之重。1953 年，

中共中央公布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提出“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

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

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

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即

“一化三改”。其中的核心就是加快

实现工业化。

实现工业化，足够的煤炭不可或

缺。于是从“一五”开始，煤炭行业

在此前的基础上，迅速在全国恢复和

开发出抚顺、大同等煤炭基地，使我

国的煤炭产量由1949年的3000万吨提

高到了上亿吨、几亿吨，支撑了新中

国电力、钢铁等重要工业的起步和发

展。

二是储备人才。

20世纪60年代，随着中苏关系

恶化、国际形势变化，党中央决定在

云、贵、川、陕、甘、宁、青等西部

省区的三线后方地区，开展大规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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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交通、国防基础设施建设，即

“大三线”建设。

在党的号召下，来自多个东部城

市的煤炭工人自愿奔赴“三线”。贵

州六盘水、四川攀枝花等大型煤炭、

钢铁生产基地，就是在那段时期建立

起来的。

煤炭基地的出现，也为当地形成

了煤炭人才队伍。技术人才的储备，

给未来的煤炭产业发展打下了深厚的

基础。

从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以前，

我国虽对能源工业非常重视，但受制

于经济总量小、产业技术薄弱等问

题，总体产业规模并不大。煤炭就是

典型的代表，尽管实现了“自主自

强”的突破，然而由于设备等硬条件

的限制，行业的整体规模和水平依然

落后。

引领和创新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

开，改革开放进程正式开启。在“以

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主线下，中国就

像一列火车开始全速前进。但是，能

源电力供不应求，让这列火车刚刚起

步就面临速度放缓的窘境。

为解决能源紧缺问题，也顺应改

革开放的趋势，党中央决定引进外资

和技术发展能源工业。1979年，改

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会见美

国西方石油公司董事长哈默，我国与

其签订了包括石油勘探、煤矿开采等

方面内容的初步协议。1985年7月1

日，中美双方共同开发的首个大型项

目——山西省平朔矿区安太堡露天煤

矿正式开工。

这 座 煤 矿 的 动 工 ， 也 是 党 中 央

决策开发晋陕蒙能源基地的重要一

步。改革开放初期，煤炭资源比较

丰富的山西、陕西、内蒙古进入了

国家的视野。通过不断开发，这些

地区逐步成为国家重要的煤炭、煤

电、煤化工基地，为20世纪80、90

年代的经济发展源源不断地提供工

业“血液”。

除了大型项目，在这一时期，党

中央还果断决策发展乡镇煤矿，借助

民间资本推进煤炭行业发展。这对于

解决能源短缺、填补煤炭电力缺口起

到了很大作用。

从改革开放一直到党的十八大之

前，煤炭行业迎来了自己的高光时

刻。在这段时间，创新和引领是煤炭

行业的特点，不断提升的产量和持续

优化的技术就是最好的体现。

首先看产量。

1978年，我国煤炭产量为6.18亿

吨，1994年达到12.4亿吨，到2008

年，全国煤炭产量超过27亿吨，占

整个能源生产量的76.5%。2013年，

煤炭产量达到历史最高点37.5亿吨。

在35年的时间里，煤炭产量的增速

超过其他能源，成为发电结构中的主

力。

煤炭产量领跑行业与党和国家对

煤炭产业的关怀和支持密不可分。

2000年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出口

增加、用电量增大，多地开始出现电

煤紧缺的问题。国家推出多项措施，

缓解电煤缺口，保证电力供应。2008

年冬天，受雪灾影响，电煤供应频频

告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中央军委主席的胡锦涛同志先后

到山西大同和河北秦皇岛，深入一

线，考察煤炭生产和电煤供应情况，

慰问和鼓励一线煤炭和电力工人。

此后，煤炭企业领导带头下矿井

成为“规定动作”。他们除了要检查

和确保生产安全，也在用自身行动践

行与一线工人打成一片的优良传统。

改革开放以后，党对各个行业提

出了新的要求，即要在开放中实现更

快、更好的发展。一方面要自力更

生，依靠自己的力量，创造条件加快

发展；另一方面，要学习和借鉴国际

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充分利用国际

市场资源，做强做大自身产业。

为 此 ， 煤 炭 行 业 进 口 了 大 量 设

备、引入多种技术，这让开采技术水

平和产量实现了快速提升，不仅基本

上满足了改革开放初期的发展，而且

给2000年后的持续快速发展奠定了重

要基础。

更关键的是，在引入技术的过程

中，煤炭和煤电行业大力推进国产化，

通过引进吸收再创新，让自身的技术实

力、装备水平都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

当前，我国多家燃煤发电厂的技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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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握时代大势，提出

并深入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

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同时，大力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化生态环

境约束。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

报告中明确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

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他强

调：“高质量发展就是体现新发展理

念的发展，是经济发展从‘有没有’

转向‘好不好’。”

为实现上述新目标，煤炭和煤电

行业主动参与转型，经历了阵痛甚至

断臂的过程。通过多年的不断整合和

已经在世界处于引领地位。

断臂与转型
我们也需要看到，在党的十八大

召开之前的三十多年中，煤炭的发展

方式总体来说仍然较为“粗放”。这

带来了两个负面效应，一是各类污染

物排放越来越多；二是能源资源的利

用效率普遍较低。前者导致经济发展

和生态环境的矛盾逐年突出，后者则

形成了严重的资源瓶颈制约。

对 此 ， 党 中 央 及 时 作 出 政 策 调

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优化资源，煤炭和煤电行业发生了巨

大变化，也基本摆脱了粗放式的发展

模式，开启了精耕细作之路。

面对“双碳”目标，煤炭和煤电

行业的转型发展任务依然非常艰巨，

以下两个趋势需要关注。

首先，转型发展的前提是高度的

市场化。

当下，越来越多的清洁能源进入

能源市场，与煤炭和煤电同场竞争。

在落实“双碳”目标的过程中，低

碳、绿色的发展模式将引领行业发

展。煤炭和煤电行业要在这个市场中

实现转型，应完全按市场化原则去配

置资源，使煤炭变成完全市场化的产

品，适应真正的供求关系，倒逼煤炭

产业实现低碳发展。

其次，去煤化是不可逆转的。

当 下 ， 随 着 新 能 源 产 业 技 术 进

步，太阳能、风能的发电成本逼近甚

至低于燃煤发电的成本。这意味着，

人类对能源的选择余地会越来越大。

虽然煤炭和煤电产业过去辉煌，现在

依然离不了，还在做巨大贡献，但在

低碳化的大趋势下，产业逐渐走向消亡

是不可避免的。这并不是没落，而是为

了人类的未来，为了社会新的进步，行

业所必须承担的历史责任。因此，煤炭

和煤电行业需要认识到这一点，提前谋

划、自我革命、逐步减碳，最终在绿

色转型中实现新的发展。

（作者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
高级顾问、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