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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1-6月煤炭市场数据

煤炭供应总体稳定

根据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发布的《2021年上半年煤炭经济运行情况通报》统计[1]，
2021年上半年，我国煤炭供应总体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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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月，一方面，山西、内蒙古、陕西和新疆四省产区继续领跑煤炭开采行业，合计产
煤约15.5亿吨，占2021上半年全国总产煤的79.4%，较去年同期提高1.6个百分点，比2019
年同期提高11.7个百分点。相较去年大幅度开展去产能行动，2021年上半年内蒙古煤炭产
量稳定回升，比去年同期增长1.4%，比2019年同期下降1%。其余三省，山西、陕西和新疆
产量较去年同期增幅均超过5%，比2019年同期增幅均超过20%。另一方面， 24个产区中，
包括6月底全面退出产煤的重庆在内共有13个产区减产，减产幅度较大的主要是排名靠后的
产煤小省。产量排名后7位中，除湖北以外，其余省份减产幅度较去年同期均超过5%，比
2019年同期减产幅度均超过15%。受疫情影响，湖北2020年产量大幅度下降，2021年1-6
月恢复稳定产煤后，产量比2020年同期增长67%，比2019年同期下降31.2%。

1、产量持续向主产区集中

图1  2021年1-6月累计原煤产量（分省）图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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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月，全国通过投资煤矿建设、智能化改造煤矿等多种方式，达到新增产能约1.4亿吨
/年。其中在建煤矿投产9000万吨/年以上，在产煤矿核增产能约3000万吨/年，内蒙古鄂尔
多斯上半年批复临时露天煤矿恢复产能1800万吨/年。此外，将核增的煤矿产能约4000万吨
/年，陆续建成即将投产的煤矿产能7000万吨/年，预计下半年将新增产能约1.1亿吨/年[2]。
煤炭采选业的产能利用率提高到72.8%，同比上涨5.4个百分点，创三年新高。同时，上半年
全国铁路完成9.61亿吨的煤炭发运，同比增长12.4%（图3）。国家铁路煤炭、电煤日均装车
7.6万车和4.9万车，分别同比增长12.9%、19.4%[3]。

图2  2021年上半年新增及下半年预计新增
产能占比图

图3  2018-2021年煤炭产能利用率与铁路
运量增长率趋势图

数据来源：国家发改委、中国煤炭工业协会

2、产能利用率创新高

煤炭需求总体上升

根据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发布的《2021年上半年煤炭经济运行情况通报》统计，2021
年上半年，我国煤炭需求保持旺盛势头，煤炭价格高位运行。1-6月份，全国煤炭消费量
约21亿吨，同比增长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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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TD山西焦肥精煤综合价2125元/吨，同比上涨890元/吨[1]。

2021年，一季度煤炭消费比上年同比增长15.8%，较2019年同期增长8.4%。其中，电
煤消费比上年同比增长20.6%，对煤炭消费增长的贡献率高达72.6%；建材用煤比上年同

1、发电、建材用煤增长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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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2021年1-6月煤炭消费同比增长统计图

数据来源：国家能源局

比增长39.7%，贡献率达17%。上半年累计煤炭消费比上年同比增长10.7%，较2019
年同期增长8.1%。发电、建材用煤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分别比上年同比增长15.7%和
12.0%。其中电煤再次刷新对煤炭消费增长的贡献率，已达到76.7%[4]。

2、进口量明显下降

2021年1-6月，全国进口煤炭13956万吨，同比下降19.7%。相较去年，2021上
半年国内煤炭供应稳定，煤炭进口幅度明显收窄。1-5月，煤炭进口量呈现持续下降
趋势，6月小幅度回稳。由于2020年初清关导致煤炭进口量激增，2021年1-2月进口
量同比下降39.5%。4月份政策限制澳洲煤进口，同时蒙古国受疫情反复的影响对华出
口煤炭仅71.06万吨，两方面原因导致我国煤炭进口总量再次大幅度收缩，同比下降
29.8%。6月份因终端用户需求有明显上升，且部分地区放松煤炭进口限制，进口煤市
场活跃度有所回升，煤炭进口量同比增长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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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上半年，煤炭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带动煤炭行业的营收状况整体提升。规
模以上煤炭工业企业4284家，同比增长79%。资产合计达58820.8亿元，同比增长
6.3%。同时亏损企业亏损总额下降至262.1亿元，同比下降18.4%。1-6月份，采矿业
实现营业收入23181.5亿元，同比增长29.5%，领先全国工业行业1.6个百分点。煤炭开
采和洗选业实现营业收入12159.5亿元，同比增长30.9%，领先全国工业行业3个百分
点。采矿业实现利润总额3821.1亿元，同比增长133%，领先全国工业行业66.1个百分
点。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实现利润总额2068.8亿元，同比增长113.8%，领先全国工业行
业46.9个百分点。煤炭行业整体营收增长首次超越全国工业行业水平[5]。

图5  2021年1-6月煤炭进口统计图

图6  2021年1-6月煤炭行业营收和利润增长对比图

数据来源：CCTD中国煤炭市场网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3、营收增长首次超越工业行业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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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供应稳定增长，发电装机保持绿色低碳发展趋势

4、电煤价格持续高位运行

1、发电量同比增长 13.7%

据中电联统计，2021年市场电煤价格迅速攀升，达到历史高位。1月份，5500大
卡动力煤沿海指数一度超越进口煤价格，最高交易价达到每吨760元。2月份，随冬季
煤炭需求高峰逐渐离去，全国煤价暂时回落，煤电供应偏紧状况得到缓解。3月份开始
煤价持续稳定回升，夏季用电高峰期来临之际，5000大卡动力煤每吨598元、5500大
卡每吨770元，分别同比上涨31.4%和48.4%。另一方面，进口煤受疫情及政策影响，
继续保持“价高量低”的状态。5月末，电煤进口价格采购指数达到每吨929元，同比
上涨超过80%[6]。

电煤采购及保供工作难度随之加大。煤电企业燃料成本大幅上涨，6月部分大型
发电集团到场标煤单价同比上涨50.5%。煤电企业亏损面明显扩大，部分发电集团6月
煤电企业亏损面超过70%、煤电板块整体亏损[2]。因电煤价格上涨，经济复苏带来的发
电量增长并未给火电企业带来更多利润，多家火电上市公司上半年净利润出现大幅下
滑，乃至预告亏损[7]。

截至2021年6月底，全国发电装机容量达到22.6亿千瓦，同比增长9.5%。水电
3.8亿千瓦，核电5216万千瓦，风电2.9亿千瓦，太阳能发电2.7亿千瓦，火电12.7亿千
瓦，其中，燃煤发电10.9亿千瓦，燃气发电1.06亿千瓦[8]。

2021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电厂发电量38717亿千瓦时，累计同比增长13.7%，增
速比上年同期提高15.1个百分点。电源结构来看，火力发电量为28262亿千瓦时，占总

图7  2021年1-6月中国电煤价格指数图

数据来源：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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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可再生能源保持快速发展势头

截至2021年6月底，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达到9.71亿千瓦，占总装机容量的比
重为43.0%[4]。1-6月，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达1.06万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的比重为
27.4%。可再生能源保持高利用率水平，1-6月，水能、风能、太阳能平均利用率分别
达到98.4%、96.4%、97.9%。

1-6月，全国新增水电并网容量769万千瓦；全国新增生物质发电装机367.4万千
瓦；全国风电新增并网装机1084万千瓦，其中陆上风电新增装机869.4万千瓦、海上
风电新增装机214.6万千瓦。从新增装机分布看，中东部和南方地区占比约59%，“三
北”地区占41%，风电开发布局进一步优化。上半年十大新增风电装机省份分别是：湖
北145万千瓦、内蒙古117万千瓦、广东111万千瓦、江苏101万千瓦、山西91万千瓦、
湖南87万千瓦、山东85万千瓦、甘肃70万千瓦、安徽55万千瓦和福建54万千瓦；全国
光伏新增装机1301万千瓦，其中，光伏电站536万千瓦、分布式光伏765万千瓦。从新
增装机布局看，装机占比较高的区域为华北、华东和华中地区，分别占全国新增装机的
44%、22%和14%。上半年新增十大太阳能发电装机省份分别是：山东325.7万千瓦、河
北155.6万千瓦、河南96.4万千瓦、安徽90.3万千瓦、浙江79.4万千瓦、江苏77.4万千
瓦、陕西62.3万千瓦、内蒙古58万千瓦、广西44.3万千瓦和江西44万千瓦[9]。

图8  2021年1-6月分电源类型累计发电量（分省）图

数据来源：中国电力企业联联合会、国家统计局

发电量的73%；水力发电量为4826.7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的12.47%；风力发电量为
2819.2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的7.28%；太阳能发电量为858.2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
的2.22%。分省来看，上半年累计发电量排名前十的省份：广东2929.5亿千瓦时、内
蒙古2857.7亿千瓦时、山东2840.7亿千瓦时、江苏2789.5亿千瓦时、新疆2249.3亿千
瓦时、浙江1869.8亿千瓦时、山西1782.9亿千瓦时、河北1683亿千瓦时、四川1647.7
亿千瓦时和云南1507亿千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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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创碳投统计，2021上半年，14个省份新增煤电项目51605MW。规划中的煤
电机组总装机8020MW，已获得批复和开工建设中的总装机容量分别为33155MW、
10430MW。从装机容量等级来看，机组装机容量在1000MW及以上的总装机容量
占比最大，占2021上半年新增煤电装机的58%，600MW及以上1000MW以下占总装
机的32%，300MW及以上600MW以下和300MW以下的装机容量分别为4770MW、
415MW，总计仅占全国上半年新增煤电装机10%左右[10]。

图9 2021年1-6月可再生能源发电量与新增装机容量（分省）图

图10 2021年1-6月新增煤电机组
项目状态图

图11 2021年1-6月新增煤电机组
类型图

数据来源：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全国新能源消纳预警中心

数据来源：北极星电力网

3、新增煤电步伐有所放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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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地域来看，上半年新增煤电机组主要分布在南方以及东北地区，西北地区煤电
项目布局较少。新增煤电装机容量排名前十的省份为：安徽5705MW、湖北5690MW、
内蒙古4400MW、广东4120MW、贵州4020MW、山西4000MW、陕西3960MW、湖
南3320MW、福建2320MW以及江西2000MW。4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领导人气候峰
会上提出“严控煤电项目承诺”，强调严控增量。第二季各地总计新增煤电装机容量约
22555MW，相较第一季度环比下降22%[10]。

图12  2021年上半年新增煤电总装机容量与机组数量（分省）图

数据来源：北极星电力网

电力需求上升

1、全社会用电量保持快速增长

2021上半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3933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6.2%。分产业结构
来看，经济快速复苏带动工业生产加快以及电力消费的高速增长，上半年三产电力消
费平均增速超过20%。第一产业累计用电45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0.6%，仅占全社
会用电总量的1.1%。由于我国工业生产已达到世界领先水准同时还是全球最大的商品
出口国，工业耗电比重极大[11]。1-6月，第二产业累计用电2661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6.6%，约占全社会用电总量的67.6%，依然保持用电量最高。另一方面，随我国用电
结构的持续优化，数字经济、高新技术产业蓬勃发展，第三产业2021上半年累计用电
671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5.8%，约占全社会用电总量的17.1%，其电力消费增速已超
过第一产业、第二产业，较去年提高29.8个百分点。城乡居民生活累计用电5568亿千
瓦时，同比增长4.5%，受到各地有序用电等政策影响，增速较去年降低2.1个百分点。
分地域来看，制造业大省广东上半年电力消耗位居全国第一，累计用电量为3643亿千
瓦时。工业大省山东、江苏、浙江和河南紧随其后，累计用电量分别为：3589.79亿千
瓦时、3384.79亿千瓦时、2533.31亿千瓦时和1784.38亿千瓦时；其他排名前十的省
份为：云南1517.66亿千瓦时、四川1512.74亿千瓦时、新疆1341.53亿千瓦时、福建
1301.32亿千瓦时、安徽1275.36亿千瓦时[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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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全国最高用电负荷连续6个月均创历史同期新高，部分地区采取有序用
电。1-6月以来全国全社会用电量3933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6.2%，东、中、西和东
北地区全社会用电量分别同比增长17.7%、16.9%、14.8%和9.6%，各地区电力消费需
求均有较大程度上升。其中15个省份增速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南方部分地区受气候变
化和工业经济复苏影响出现电力供应紧张[11]。南方西部地区因雨季延迟，导致水力发
电大省四川、云南、广西、湖南等出现不同程度用电缺口，发电增速比用电增速分别
落后15、7.3、5.8和3.8个百分点。南方东部地区受寒潮天气以及高温天气影响用电需
求大幅度增长，江苏、浙江分别同比增长20.3%和22.9%。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之后，工
业经济的快速复苏也促进了用电增长，上半年广东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8.3%，用
电量同比增长22.9%。东部地区受到西电东送的影响，西部地区输电能力大幅度收缩，
导致电力供应紧张的态势。

图13  2021年1-6月缺电省份发电量与用电量对比图

数据来源：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

2、电力供需处于紧平衡状态



关注 1-6 月能源领域政策趋势

2021年5月，生态环境部发布《关于加强高耗能、高排放建设项目生态环境源头防控的
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坚决遏制高耗能、高排放项目盲目发展，推动绿色转型
和高质量发展。《指导意见》提出要加强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和规划约束，严格“两高”项目
环评审批，推进“两高”行业减污降碳协同控制，依排污许可证强化监管执法，多措并举保
障政策落地成效。当前，“两高”项目暂按煤电、石化、化工、钢铁、有色金属冶炼、建材
六个行业类别统计[13]。2021年7月，生态环境部印发《关于开展重点行业建设项目碳排放环境
影响评价试点的通知》，选取河北、吉林、浙江、山东、广东、重庆和陕西等试点地区，电
力、钢铁、建材、有色、石化和化工等试点行业开启碳排放环境影响评价工作，要求2021年
12月底前，试点地区发布建设项目碳排放环评相关文件，基本建立重点行业建设项目碳排放
环评工作机制[14]。

2021年，受经济稳步恢复、新增工业项目投产、高温天气等因素影响，我国多地用电负
荷刷新历史最高纪录。华东、华中、西南3个区域电网和15个省级电网负荷累计35次创历史新
高，东北、华北、西北3个区域和11个省负荷超去年夏季极值[15]。6月16-18日，南方电网电力
负荷连创3次历史新高，首次突破2亿千瓦，最高达到2.09亿千瓦[16]。

为保障用电，多地发布迎峰度夏方案。山东省能源局印发了《2021年全省有序用电方
案》，综合考虑省内负荷增长、发电能力和入鲁外电电力，预计迎峰度夏期间存在200万千瓦
的短时供电缺口，若出现电煤供应紧张、省外来电减少、极端天气等叠加情况，缺口将进一步
扩大。方案提出，按照需求响应优先、有序用电保底原则，省能源局同意后，国网山东省电
力公司优先启动需求响应或局部需求响应[17]。河北省发改委印发《2021年河北省有序用电方
案》，方案指出，统筹考虑网内发电机组投产、检修和外购电计划，夏季、冬季用电高峰时
期，河北南网电力供需形势紧张，预计极端情况下夏季最大缺口为89万千瓦，冬季最大缺口为
123万千瓦[18]。湖南省发改委印发《湖南电网2021年迎峰度夏有序用电实施方案》，指出预计
迎峰度夏期间全省存在400万千瓦的电力缺口，提出结合当前“双碳”经济发展新形势，坚持
节约用电与负荷控制并举，优先采用需求侧节电措施，控制不合理用电行为。上海市经济信息
化委印发《2021年上海市迎峰度夏有序用电方案》的通知，方案共分为四个等级15个子方案。
每一级方案包含多个子方案，在电网缺口不同状态下可采取不同的有序用电方案[19]。

坚决遏制“双高”项目盲目上马

多地发布电力迎峰度夏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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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离不开灵活性电源和大规模储能的支撑。
近期有关储能的支持政策密集发布，从发展规模、市场机制等多方面保障健康发展。
2021年4月，国家发改委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抽水蓄能价格形成机制的意见》，指出
要坚持以两部制电价政策为主体，进一步完善抽水蓄能价格形成机制，以竞争性方式
形成电量电价，将容量电价纳入输配电价回收，健全了抽蓄成本回收与分摊机制。另
外，意见中提出要强化抽蓄电站的建设、运行管理以及抽蓄电站电价执行情况监管。
通过按月结算，保证非电网投资主体的利益，调动社会资本参与的积极性[22]。

2019年，发改委曾发布《关于深化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形成机制改革的指导意
见》，将实行15年的燃煤发电标杆上网电价机制改为“基准价+上下浮动”的市场化
价格机制。基准价按当地现行燃煤发电标杆上网电价确定，浮动幅度范围为上浮不
超过10%、下浮原则上不超过15%。2021年由于电煤价格上涨，燃煤发电企业成本倒
挂，出现大面积亏损现象。为缓解燃煤发电企业经营压力，内蒙古、宁夏两地出台政
策将当地燃煤基准价上调了10%。内蒙古工信厅、发改委发布《关于明确蒙西地区电
力交易市场价格浮动上限并调整部分行业市场交易政策相关事宜的通知》[20]，宁夏发
改委发布《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关于调整2021年电力直接交易有关事项的通知》[21]。
2021年下半年，预计将有更多省份上浮燃煤基准价，以保证燃煤发电企业合理收益，
充分利用价格信号缓解电力供需矛盾。

1、进一步完善抽水蓄能价格形成机制

部分地区燃煤发电基准价上浮 10%

储能迎来历史性发展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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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形成有效的市场化分时电价信号，更好地保障电力系统安全稳定经济运行，同
时为储能主体创造更加有利的盈利条件，国家发改委近日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分时
电价机制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的主要内容包括优化分时电价机制、
强化执行和加强实施保障等三个方面。各地要统筹考虑当地电力供需状况、新能源装
机占比等因素，科学划分峰谷时段，合理定价差，基于前两年的实际情况，对最高负
荷95%及以上的时段推行尖峰电价机制，深挖需求侧调节能力，并进一步健全季节性
电价机制。分时电价机制执行过程中要明确执行范围、建立动态调整机制，完善市场
化电力用户执行方式。保障工作的加强要从精心组织实施、执行效果评估和强化宣传
引导三个方面展开。此次《通知》的印发和实施，对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
系统，助力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23]。

实现碳达峰关键在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关键在于消纳，
保障可再生能源消纳的关键在于电网接入、调峰和储能。2021年7月，国家发改委和
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鼓励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自建或购买调峰能力增加并网规模的
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指出每年新增的并网消纳规模中，电网企业应承担主要责
任，电源企业适当承担可再生能源并网消纳责任。随着新能源发电技术进步、效率提
高，以及系统调峰成本的下降，电网企业承担的消纳规模和比例将有序调减。《通
知》允许企业自建或购买调峰能力的方式有三种。一是建设调峰能力，自主调节运
行；二是建设调峰能力，公网调度运行；三是购买调峰能力，公网调度运行。《通
知》明确了承担可再生能源消纳对应的调峰资源，包括抽水蓄能电站、化学储能等新
型储能、气电、光热电站、灵活性改造的煤电，基本上包括了化学储能和主要的调峰
电源形式。《通知》提出了初期挂钩比例按照功率15%计算，时长在4小时以上[24]。

2、进一步完善分时电价机制，为储能主体创造有利的盈利条件

3、鼓励“可再生能源 + 储能”模式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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