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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今年前两个月，随着煤价的下滑以及春节假期影响，煤炭企业生产积极性受

到一定抑制，整个煤炭产量低于去年同期水平，目前煤企、全社会煤炭库存

仍然偏低，后期限产政策实施的可能性极小，预计二季度煤炭产量将有明显

回升。 

 今年前两个月份火电需求同比增加主要是由于季节性的因素再加上水电发电

大幅减少所造成的，但我们认为随着三、四月份用煤淡季的到来，火电厂即

将展开机组检修，再加上后期水电的恢复，火电增速或将放缓，耗煤量将会

减少。 

 随着取暖用煤高峰的结束、后期水电的恢复，再加上春节放假以及两会的结

束煤矿逐步复工复产等因素，二季度煤炭供需关系会趋于宽松，煤价有望呈

现平稳回落态势，不会出现大幅上升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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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11章章   动力煤供应 

11..11..  大秦线检修推迟 

原计划四月初开始的大秦线“春季集中修”将推迟到四月底或者五月初进行。由于当

前煤炭资源紧张，港口存煤急剧下滑，部分电厂存煤下降急需补库。特别是三月份仍为

北方地区取暖季节，煤炭需求仍会非常旺盛，而电厂需要利用四月份一整月的时间来进

行补库。而经历了四月份的积极拉运之后，电厂补库会告一段落，而坑口和北方港口存

煤数量会出现大幅增加。因此今年大秦线检修推迟到了四月底。 

大秦线春季维修一般持续 20-25 天，届时，煤炭发运量将减少 15%左右，日均进

车将由正常的 120 万吨降至 105 万吨甚至 100 万吨，秦皇岛港日均进车量将减少 1000

车以上。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煤炭进港量，港口库存难有增加机会。 

图1.1.1: 大秦线煤炭运量                                            单位：万吨 

 

资料来源：Wind 南华研究 

11..22..  二季度煤炭产量有望回升 

2017 年 1-2 月全国共生产原煤 50678 万吨，同比下降 1.7%。整个煤炭产量低于去

年同期水平，目前煤企、全社会煤炭库存仍然偏低，后期限产政策实施的可能性极小，

预计二季度煤炭产量将有所回升。 

图1.2.1: 原煤产量                                                  单位: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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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 南华研究 

11..33..  去产能力度减弱 

3 月 5 日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表示今年要再退出煤炭产能 1.5 亿吨以上。

同时，要淘汰、停建、缓建煤电产能 5000 万千瓦以上，以防范化解煤电产能过剩风险，

提高煤电行业效率，为清洁能源发展腾空间。要严格执行环保、能耗、质量、安全等相

关法律法规和标准，更多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有效处置“僵尸企业”，推动企业兼

并重组、破产清算，坚决淘汰不达标的落后产能，严控过剩行业新上产能。去产能必须

安置好职工，中央财政专项奖补资金要及时拨付，地方和企业要落实相关资金与措施，

确保分流职工就业有出路、生活有保障。 

从 2017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我们可以判断今年去产能政策将会较去年出现调整：首

先，长期去产能目标不动摇：即未来 3~5 年淘汰 5 亿吨产能，减量置换 5 亿吨（小型

高危矿井的关停或继续加快，优质高效新建产能将在减量置换的前提下释放产能;同时，

国家还将逐步推行建立企业煤炭库存责任制度，规定最低和最高库存，此举有助于避免

价格出现大幅波动。比如，电厂电煤库存最低要达到 15 天，最高不超过 30 天。下一步

将在煤炭和电力企业中推行这项制度;而 276 个工作日这一政策将会弹性运用甚至是取

消。 

总体来说中国今年煤炭去产能的目标任务较去年有所降低，实现起来难度降低，由

于 2016 年煤炭去产能超额完成，煤炭价格也完成了一轮飞跃，2017 年已没有必要在大

范围实行煤矿减产措施，随着煤矿生产工作日的放松以及先进产能的释放，我们预计

2017 年煤炭产量降幅将会明显同比减少，供需关系相比去年则会趋于宽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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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22章章  .动力煤需求 

22..11..  淡季到来，需求减弱 

随着实体经济回暖、全社会用电需求出现反弹，发电量这一反映经济运行冷暖的重

要指标在去年全年实现较大幅度回升，其中占发电量主导地位的火电，在 2016 年增速

实现了由负转正。今年 1-2 月份，全国发电量累计完成 9014.85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7.00%。其中，水电发电量 1196.52 亿千瓦时，同比下降 10.74%（主要原因是今年 1-2

月份全国平均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少）;核电发电量 311.30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4.16%;

火电发电量 6950.98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8.06%。2 月份 6 大电力集团火电耗煤同比增

40%，火电耗煤大幅增加。 

今年前两个月份火电需求同比增加主要是由于季节性的因素再加上水电发电大幅

减少所造成的，但我们认为随着三、四月份用煤淡季的到来，火电厂即将展开机组检修，

再加上后期水电的恢复，火电增速或将放缓，耗煤量将会减少。  

图2.1.1: 电厂日均耗煤量                                                             

 

资料来源：Wind 南华研究 

 

22..22..  电力企业利润出现断崖式下跌 

2016 年煤电企业利润出现了“断崖式”下降，五大发电集团在 2016 年的利润同比下

降 68.6%，其中第四季度同比下降 96.6%，降幅呈持续扩大态势。目前发布 2016 年业

绩预告的 14 家火电上市公司中，11 家预减、2 家首亏，只有 1 家业绩增长。而发布了

2016 年年报的 4 家火电上市公司中，业绩也有不同程度的下滑，其中大唐电力 2016

年亏损 26.23 亿元，同比下降 19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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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新能源发电快速发展，“十二五”后期开工建设的煤电和核电机组的集中投

产，煤电利用小时数继续下降。同时，电力体制改革和煤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持续推

进，发电企业同时面对机组利用小时数下降、计划用电量减少、市场交易电量价格降幅

大、电煤价格持续高位等多重压力，全面亏损风险正在加大。 

 

 

第第33章章  .动力煤进口 

33..11..  进口煤炭市场持续保持活跃 

2017 年 2 月份，我国进口煤炭 1768 万吨，同比增加 414 万吨，增长 30.58%；环

比减少 723 万吨，下降 29.02%；2017 年 1-2 月累计进口煤炭 4259 万吨，同比增长

4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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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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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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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wind 南华研究 

 

  

 

 



                                                                                                                                                                                   

8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条款部分 

2017 动力煤二季度报告 

 

第第44章章    动力煤策略 

44..11..  二季度煤价有望平稳回落 

随着煤炭去产能的深入推进，煤炭市场供需关系已经出现了明显改善，但总体来看产能

过剩的状况并没有发生根本转变。目前情况来说，只要生产和运输不出现大的问题，煤炭供

应是有足够保障的。随着取暖用煤高峰的结束、后期水电的恢复，再加上春节放假以及两会

的结束煤矿逐步复工复产等因素，二季度煤炭供需关系会趋于宽松，煤价有望呈现平稳回落

态势，不会出现大幅上升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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