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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摘要   

＃summary＃  

 市场展望： 

 

 供给端，全年受疫情影响和内蒙“倒查 20 年”对产量的收

缩难以重现，今年安全检查频繁对产量释放造成较大的影

响，但明年这一影响有望弱化，产量释放有望平稳增长。煤

炭行业“去杠杆”压力犹存，待偿债务规模创历史新高。尽

管经过数年供给侧改革，但是目前煤炭企业偿债压力仍旧较

大，明年煤炭行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难有大的恢复但增速仍

会较为乐观。 

 

 需求端，明年上半年需求韧性有望延续，但难有超预期表现。

工业用电仍然存在较大的增量，所以终端用电需求以及四大

高耗能产业增量进一步支撑用电需求，预计 2021 年全社会

用电量增速有望维持低增长格局。需求端虽达不到今年上半

年超预期但韧性有望延续。固定资产方面，房地产市场韧性

有望在上半年延续，但政策对房地产供给方面再次施压，未

来投资增速有限，同时土地购置费的滞后反映将拖累整体投

资，下半年房地产投资见顶回落可能性较大。基建方面，随

着中国经济平稳上行，基建再次加速的可能性已经降低。制

造业方面，全球制造业恢复有望加速，需求得到支撑。 

 

 展望 2021 年，供给端受疫情影响和内蒙“倒查 20 年”对产

量的收缩难以重现，而需求端虽达不到今年上半年超预期但

韧性有望延续，因此明年动力煤价格有望维持高位震荡走

势，难有大的回落空间。 

 

 风险提示：（1）国内经济增长低于市场预期；（2）供给端扰

动持续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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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2020 年动力煤市场供需回顾 

价格中枢上移、需求快速恢复 

2020 年港口现货价格波动幅度相较于 2019 年振幅明显增大，全年最大涨跌

幅度为 146元/吨，去年为 90元/吨；期货价格全年最大涨跌幅度达到 168元/吨，

振幅同样大于去年。全年行情主要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春节后由于新冠疫情影响，国内动力煤价格由于疫情影响导致供

给端恢复较慢，但下游用电基准需求仍在，导致价格出现快速拉升。3 月份，国

家出台政策进一步加大重点行业的复工复产力度，煤炭行业的供给端恢复速度显

著快于需求端，价格出现快速下跌。这一波价格大幅下跌主要原因是供给端恢复

速度大于需求端，短期出现供需错配。 

第二阶段：5 月初开始，由于下游复工复产的力度持续加快，一方面是下游

房地产和基建数据快速恢复且力度超市场预期，同时微观层面工业企业加大赶工

力度，需求增长较快。对应到价格层面动力煤价格出现快速上涨，同时期货价格

快速拉升，这一阶段也罕见的出现期货升水达到 50 元/吨的现象。整个上半年多

数情况下盘面先快速走完预期，然后现货价格慢慢向期货价格靠拢。 

第三阶段：8月底开始，国内原煤由于内蒙供给端出现较大收缩，全国山西、

陕西原煤产量出现较大的增长但内蒙原煤产量出现下滑，这一阶段山西和陕西原

煤的增量难以抵消内蒙原煤产量的较少，供需出现短时的较大缺口，价格快速拉

升。但国庆之后，在国家煤炭保供政策指导下，内蒙煤炭产量恢复较快，供给宽

松格局再次显现，价格走势有望趋于平稳。 

 

图1：动力煤港口现货价：元/吨  图2：动力煤主力合约价格：元/吨 

 

 

 

数据来源：Wind，建信期货研究中心  数据来源：Wind，建信期货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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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动力煤供给分析 

2.1 原煤产量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0 年 10 月份，我国原煤产量为 3.4 亿吨，同比增长

1.4%，上月为下降 0.9%；日均产量 1086万吨，环比减少 18 万吨。10月份，山西

原煤产量为 9544 万吨，同比增长 13.8%，陕西原煤产量为 6065 万吨，同比下降

3.1%，内蒙古原煤产量为 8548万吨，同比降低 6.9%。1-10月全国原煤产量为 31.3

亿吨，同比增长 0.1%。1-10 月份，山西原煤产量为 8.67 亿吨，内蒙古原煤产量

8.01亿吨，陕西原煤产量为 5.54 亿吨。 

预计在国内加强对澳洲煤炭的进口限制情况下，国内产量的释放会加速。国

内动力煤主产地鉴于当前严峻的煤炭供应形势，内蒙古自治区正在增加煤炭产量，

最大限度保证市场供应。展望 2021年，由于进口动力煤主要用于华南、华东电厂

的需求，对这些电厂来说，存在较大缺口，如全年禁止进口澳洲煤炭，这部分用

煤需求都将转化为对国内下水煤的采购，会加大环渤海港下水煤的供应压力。 

 

图3：原煤产量：万吨  图4：山西原煤产量：万吨 

 

 

 

数据来源：Wind，建信期货研究中心  数据来源：Wind，建信期货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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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陕西原煤产量：万吨  图6：内蒙古原煤产量：万吨 

 

 

 

数据来源：Wind，建信期货研究中心  数据来源：Wind，建信期货研究中心 

2.2 原煤进口量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0年 10月份中国进口煤炭 1372.6万吨，较去年同期

的 2568.5万吨减少 1195.9万吨，下降 46.56%，创下年内进口量新低，较 9月份

的 1867.6万吨减少 495万吨，下降 26.5%。10月份煤炭进口额为 92100万美元，

同比下降 48.61%，环比下降 21.47%。 

预计在国内加强对澳洲煤炭的进口限制情况下，国内产量的释放会加速。国

内动力煤主产地鉴于当前严峻的煤炭供应形势，内蒙古自治区正在增加煤炭产量，

最大限度保证市场供应。展望 2021年，若内蒙产量释放能达到去年同期水平，可

以补充澳洲煤炭的进口量。 

 

图7：中国煤炭进口数量：当月值：吨  图8：中国煤炭进口数量：累计值：吨 

 

 

 

数据来源：Wind，建信期货研究中心  数据来源：Wind，建信期货研究中心 

2.3 煤炭行业固定资产投资 

国家统计局数据，2020 年 1-10 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累计同比 1.8%，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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炭行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累计同比 2.8%。 

 2016 年供给侧改革以来，煤价快速反弹，煤炭行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快速

恢复，2018 年最高增速超过 30%。2019 年全年煤炭行业固定资产增速平均在 10%

以上，供给侧改革以来行业集中度进一步提升，优质产能得到进一步释放。但进

入 2020 年，由于煤炭企业大规模“去杠杆”，所以行业固定资产投资并未大规模

增长。月度煤炭产量稳定在 3.3亿吨左右水平，供给端整体偏宽松。 

明年煤炭行业“去杠杆”压力犹存，待偿债务规模创历史新高：尽管经过数

年供给侧改革，但是目前煤炭企业偿债压力仍旧较大，目前仍存在系统性债务违

约风险。因此，明年煤炭行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难有大的恢复。 

 

图9：固定资产投资增速：%   图10：煤炭行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 

 

 

 

数据来源：Wind，建信期货研究中心  数据来源：Wind，建信期货研究中心 

2.4 煤炭运量 

2020 年铁路煤炭发运量呈现小幅下降态势，1-9 月全国煤炭铁路发运量为

17.2 亿吨，较去年同期下降 5.5%，占全国煤炭总产量的 61.87%。2019 年铁路煤

炭发运量达 24.6亿吨，同比增长 3.36%，占全国煤炭总产量的 65.6%。 

影响今年铁路煤炭发运量小幅下降因素主要有：一、2-5 月份受高速免收通

行费政策的影响，许多下游用户转向汽运市场，挤压了铁路煤炭发运量；二、1-9

月份全国煤炭产量出现小幅下降，受此影响铁路煤炭发运量同步回落；三、1-6

月我国进口动力煤同比增长 39.5%，上半年东南沿海地区对进口煤的依赖度相对

较高，相应地对国内煤的采购量有所减少，致使产地发运至港口的煤炭量有所下

滑；四、因今年产地发运至北方港口的价格利润明显缩减，许多以铁路发运为主

的贸易商转战地销。虽然 1-9 月份铁路煤炭发运量出现回落，但后期随着煤炭运

输结构的调整，铁路运力将进一步增加，发运量将继续维持高位水平。 

今年上半年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下发了《关于做好 2020年能源安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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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指导意见》要求增加铁路煤炭运输，加快浩吉铁路集疏运项目建设进度，

充分发挥浩吉铁路通道能力；积极推进京津冀鲁地区公转铁增量，继续提高铁路

运输比例。分省份来看，陕西省要求年运量在 150 万吨以上的大型工矿企业铁路

专用线接入比例要达到 80%；山西省货物运输结构进一步优化，大宗货物运输以

铁路为主的格局基本形成，铁路货运量比 2017年增加 2亿吨；河北省继续严格落

实禁止汽运煤集港政策，下水煤炭 100%实现铁路集港。总体来看，预计 2021 年

我国铁路煤炭运量有望继续保持增长，全年铁路煤炭发运量将达到 24.7亿吨，同

比增长 0.7亿吨，增幅 2.92%，铁路运输煤炭量将占全国煤炭产量的 65%。 

 

图11：大秦线煤炭运量：累计值：万吨  图12：大秦线煤炭运量：当月值：万吨 

 

 

 

数据来源：Wind，建信期货研究中心  数据来源：Wind，建信期货研究中心 

 

图13：重点港口煤炭运量：万吨   图14：北方港口煤炭运量：万吨 

 

 

 

数据来源：Wind，建信期货研究中心  数据来源：Wind，建信期货研究中心 

2.3 动力煤库存 

截止 11 月 12 日，煤炭主流港口库存为 5620万吨，沿海港口库存为 4840 万

吨，北方港口库存为 2822万吨，环渤海港口库存为 1233万吨；截止 11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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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电厂库存为 10214万吨。 

全年动力煤库存走势大致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3 月份，政府加大重点行业的复工复产力度，导致煤矿供给端的

恢复速度大于需求端，港口和下游电厂开始累库，出现港口和电厂库存双双增加，

盘面价格快速下跌走完预期，之后港口现货价格也快速探底。 

第二阶段：5 月份，在市场对下游需求的恢复持谨慎观望态度时，数据显示

下游需求恢复快速增长，工业用电增量恢复加快，港口和下游电厂进入快速去库

阶段，出现港口和电厂库存双降，且是由于需求拉动的库存双降，因此盘面价格

快速拉升，最高盘面升水超过 50 元/吨。 

第三阶段：8月份开始，内蒙古倒查 20年，以及煤炭主产区全面开展汛期煤

矿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影响煤矿生产。此外，区域煤管票受限问题持续存在，减少

了黑煤与偷逃税款的现象，表外产能缩减，以及陕西神木综治项目被叫停，影响

煤炭产量出现明显回落。进入 9 月份，内蒙古涉煤领域问题整治、煤管票严管，

陕西省安全检查等制约产能释放的情况依旧存在。因此，这一阶段盘面和现货价

格双双快速拉升。 

展望 2021年，在明年经济进一步企稳的背景下，煤炭行业的供需也有望回归

平衡宽松阶段，电厂和港口库存有望回归中值水平。 

 

图15：六大电厂煤炭库存：万吨  图16：重点电厂煤炭库存：万吨 

 

 

 

数据来源：Wind，建信期货研究中心  数据来源：Wind，建信期货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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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重点港口煤炭库存：万吨  图18：沿海港口煤炭库存：万吨 

 

 

 

数据来源：Wind，建信期货研究中心  数据来源：Wind，建信期货研究中心 

 

图19：环渤海港口库存：万吨  图20：秦皇岛港库存：万吨 

 

 

 

数据来源：Wind，建信期货研究中心  数据来源：Wind，建信期货研究中心 

 

三、 动力煤需求分析 

3.1 全社会用电量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10月，全国全社会用电量 60306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8%，其中，10月份全国全社会用电量 617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6.6%。10月全

国火力发电量产量为 3991亿千瓦小时，同比下降 1.5%。2020 年 1-10月全国火力

发电量产量为 42333 亿千瓦小时，同比下降 0.4%。10 月全国水力发电量产量为

1349.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25.4%。2020年 1-10月全国水力发电量产量为 10444.1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4.2%。10月全国核能发电量产量为 286.7亿千瓦小时，同比

下降 0.3%。2020年 1-10月全国核能发电量产量为 2986.8亿千瓦小时，同比增长

5.7%。 

http://www.askci.com/reports/2014/12/25/913115grn.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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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表明，1-10月，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第三产业用电增速由负转正，

发电量同比增长，其中水电当月发电量增长较快。展望 2021年，全社会用电量有

望平稳增长，需求延续较强韧性。  

 

图21：全社会用电量：亿千瓦时  图22：火电发电量：亿千瓦时 

 

 

 

数据来源：Wind，建信期货研究中心  数据来源：Wind，建信期货研究中心 

 

图23：水电发电量：亿千瓦时  图24：核电发电量：亿千瓦时 

 

 

 

数据来源：Wind，建信期货研究中心  数据来源：Wind，建信期货研究中心 

3.2 电力行业固定资产投资 

2020年 1-10月份，全国主要发电企业电源工程完成投资 3471亿元，同比增

长 47.1%。其中，水电 712亿元，同比增长 10.9%；火电 377亿元，同比下降 25.4%；

核电 259亿元，同比下降 0.4%；风电 1835亿元，同比增长 126.7%。水电、核电、

风电等清洁能源完成投资占电源完成投资的 92.2%，比上年同期提高 9.1 个百分

点。1-10月份，全国电网工程完成投资 3371亿元，同比下降 1.3%。 

除核电外，其他发电类型基建新增装机均同比增加；电源完成投资同比增长，

其中可再生能源发电完成投资增长较快。中电联发布了 2020 年 1-10 月份电力工

http://www.in-en.com/keylist.php?q=%E5%85%A8%E7%A4%BE%E4%BC%9A%E7%94%A8%E7%94%B5%E9%87%8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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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运行简况，10月份新增光伏装机 4.17GW，全年累计装机达到 21.88GW。展望 2021

年，下游电力基建有望延续增长势头，全年维持低增长格局。 

 

图25：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累计同比  图26：电源基本建设投资完成额:累计同比 

 

 

 

数据来源：Wind，建信期货研究中心  数据来源：Wind，建信期货研究中心 

3.3 电力新增设备装机容量 

2020年 1-10月份，全国基建新增发电生产能力 8540万千瓦，比上年同期多

投产 1422 万千瓦。其中，水电 889 万千瓦、火电 3496 万千瓦（其中燃煤 2423

万千瓦、燃气 574万千瓦）、核电 112万千瓦、风电 1829万千瓦、太阳能发电 2188

万千瓦。水电、火电、风电和太阳能发电比上年同期多投产 598、259、363和 474

万千瓦，核电比上年同期少投产 297万千瓦。 

2020年全国水电新增装机容量累计增速翻倍，一方面是今年水电设备投入较

大，另一方面是由于去年较低的基数。核电新增装机容量方面，2020年几乎没有

新增装机容量，主要原因是 15-18 年国家停止核电审批，从而较多的挤压到 19

年集中审批完毕，从而造成 2020 年出现断层现象。但由于核电的审批通过到投产

至少要 5年时间，因此对火电的挤占效应影响较小。展望 2021 年，在水电大幅新

增设备容量的背景下，新能源尤其是水电对火电的挤占效应相比今年可能还会有

所增长，但空间或较为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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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7：发电新增设备容量：万千瓦  图28：发电新增设备容量：火电：万千瓦 

 

 

 

数据来源：Wind，建信期货研究中心  数据来源：Wind，建信期货研究中心 

 

图29：发电新增设备容量：水电：万千瓦  图30：发电新增设备容量：核电：万千瓦 

 

 

 

数据来源：Wind，建信期货研究中心  数据来源：Wind，建信期货研究中心 

3.4 终端用电需求 

2020 年 1-10 月，全国工业用电量 39604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2%，增速比

上年同期回落 1.6 个百分点，占全社会用电量的比重为 65.7%。10 月份，全国工

业用电量 4239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7.6%，增速比上年同期提高 4.4 个百分点，

占全社会用电量的比重为 68.7%。 

1-10月，全国制造业用电量 3010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7%，增速比上年同

期回落 1.3 个百分点。其中，四大高载能行业用电量合计 16715 亿千瓦时，同比

增长 2.6%，增速比上年同期提高 0.3个百分点。 

1-10 月，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第三产业用电增速由负转正；全国 16 个

省份全社会用电增速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工业和制造业用电保持平稳增长，增速

低于全社会用电量平均水平；四大高载能行业用电增速均正增长。 

下游终端用电需求方面，工业用电主要以四大高耗能产业为主：黑色冶炼及

http://shoudian.bjx.com.cn/zt.asp?topic=%d3%c3%b5%e7%c1%bf
http://shoudian.bjx.com.cn/zt.asp?topic=%c8%ab%c9%e7%bb%e1%d3%c3%b5%e7%c1%b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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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有色冶炼及加工、化学材料制造、非金属矿物制品。2020年，黑色和有色

下半年用电需求较为旺盛，增速有所加快，非金属矿物制品用电恢复最快，化学

制品恢复较差。展望 2021年，工业用电增量在房地产以及基建板块的带动下，以

及全球制造业需求回归背景下，四大高耗能产业用电有望延续韧性，终端用电需

求有望得到一定支撑。 

 

图31：四大高能产业用电增速：%  图32：分产业用电增速：%  

 

 

 

数据来源：Wind，建信期货研究中心  数据来源：Wind，建信期货研究中心 

 

图33：分产业用电贡献率：%  图34：工业用电量累计同比：%  

 

 

 

数据来源：Wind，建信期货研究中心  数据来源：Wind，建信期货研究中心 

 

四、 宏观面 

4.1 房地产市场 

市场供应：房屋新开工面积减少：1-10月份，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屋施工面积

880117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3.0%，增速比 1-9月份回落 0.1 个百分点。其中，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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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施工面积 621836万平方米，增长 3.8%。房屋新开工面积 180718万平方米，下

降 2.6%，降幅收窄 0.8 个百分点。其中，住宅新开工面积 132481 万平方米，下

降 3.3%。房屋竣工面积 49240万平方米，下降 9.2%，降幅收窄 2.4个百分点。其

中，住宅竣工面积 35443万平方米，下降 7.9%。 

市场需求：商品房销售额增长：1-10 月份，商品房销售面积 133294 万平方

米，同比持平，1-9月份为下降 1.8%。其中，住宅销售面积增长 0.8%，办公楼销

售面积下降 14.5%，商业营业用房销售面积下降 14.0%。商品房销售额 131665 亿

元，增长 5.8%，增速提高 2.1个百分点。其中，住宅销售额增长 8.2%，办公楼销

售额下降 12.8%，商业营业用房销售额下降 15.8%。 

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购置面积减少：1-10月份，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购置面

积 17775 万平方米，同比下降 3.3%，降幅比 1-9月份扩大 0.4个百分点；土地成

交价款 11386亿元，增长 14.8%，增速提高 1.0个百分点。投资到位资金增长 6.0%，

比前三季度加快 1.2 个百分点，比去年同期加快 1.8 个百分点，其中国家预算资

金增速高达 31.6%。 

房地产投资仍然较有韧性，房地产市场需求仍然存在，但政策对房地产供给

方面再次施压，预计 4 季度开始房地产单月投资增速可能到达高点，房地产如果

没有政策放松，未来投资增速有限，预计 2020 年房地产投资增速在 7%左右。展

望 2021 年，土地购置费的滞后反映将拖累整体投资，未来房地产投资见顶回落可

能性较大。 

 

图35：房地产施工增速：%  图36：房地产销售增速：%  

 

 

 

数据来源：Wind，建信期货研究中心  数据来源：Wind，建信期货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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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7：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   图38：土地购置增速：%  

 

 

 

数据来源：Wind，建信期货研究中心  数据来源：Wind，建信期货研究中心 

4.2 基础建设投资 

基建投资增速反弹。1-10月含电力和不含电力的基建投资累计同比分别增长

0.7%、3.0%，较 1-9 月回升 0.5、0.6 个百分点左右；10 月当月，含电力和不含

电力的基建投资同比分别增长 4.4%、7.3%，较 9月回升 1.2、2.5个百分点。 

一方面，前期专项债发行基本结束，项目开工滞后的情况有所缓解，叠加 2019

年同期基数回落，推动基建增速反弹；另一方面，考虑到专项债资金分流、优质

项目缺乏以及经济逐步趋稳，未来（剔除基数影响后）基建增速持续上行空间有

限。地方政府专项债发行临近结束，预计 4季度投资小幅回落。展望 2021年，随

着中国经济上行，基建再次加速的可能性已经降低。 

 

图39：基建投资增速：%  图40：地方政府专项债：亿元  

 

 

 

数据来源：Wind，建信期货研究中心  数据来源：Wind，建信期货研究中心 

4.3 制造业投资 

制造业投资改善。从制造业投资来看，2020 年 1-10 月份制造业固定资产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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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完成额累计同比下降 5.3%，同比继续改善。从企业行业来看，2020 年 1-10 月

份汽车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下滑 15.40%，持续改善。 

工业企业利润持续改善，未来有望进入补库存。2020 年 1-9 月份工业企业:

利润总额:累计同比-2.4%；其中 9 月份单月同比 10.1%。工业企业利润从 5 月份

转正以来，利润持续改善，而且放大。主要原因包括工业生产和销售增长加快，

工业品价格降幅收窄，单位成本下降，装备制造业利润增长加快，汽车、电子等

重点行业拉动作用尤为突出。 

库存被动抬升以后进入被动去库存阶段，未来将进入到主动补库存。原本预

期 2020 年初有望开启新一轮库存周期。但是疫情对实体经济活动产生了较大的冲

击。造成销售不畅，对产品销售端的冲击比生产端更大，存货被动积压。疫情的

冲击是暂时的，随着需求的回升，工业企业产成品又回到被动去库存。随着经济

的复苏，工业利润的持续改善，新一轮补库存周期将来临。2020年 1-9月份工业

企业:产成品存货:累计同比为 8.20%。库存较 2020年 8月份有所上升，已经显示

出初步的补库存状态。 

 

图41：制造业投资增速：%  图42：工业企业产成品存货增速：%  

 

 

 

数据来源：Wind，建信期货研究中心  数据来源：Wind，建信期货研究中心 

 

五、 2021 年动力煤供需展望 

供给端，全年受疫情影响和内蒙“倒查 20年”对产量的收缩难以重现，今年

安全检查频繁对产量释放造成较大的影响，但明年这一影响有望弱化，产量释放

有望平稳增长。煤炭行业“去杠杆”压力犹存，待偿债务规模创历史新高。尽管

经过数年供给侧改革，但是目前煤炭企业偿债压力仍旧较大，明年煤炭行业固定

资产投资增速难有大的恢复但增速仍会较为乐观。 

需求端，明年上半年需求韧性有望延续，但难有超预期表现。工业用电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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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较大的增量，所以终端用电需求以及四大高耗能产业增量进一步支撑用电需

求，预计 2021年全社会用电量增速有望维持低增长格局。需求端虽达不到今年上

半年超预期但韧性有望延续。固定资产方面，房地产市场韧性有望在上半年延续，

但政策对房地产供给方面再次施压，未来投资增速有限，同时土地购置费的滞后

反映将拖累整体投资，下半年房地产投资见顶回落可能性较大。基建方面，随着

中国经济平稳上行，基建再次加速的可能性已经降低。制造业方面，全球制造业

恢复有望加速，需求得到支撑。 

展望 2021 年，供给端受疫情影响和内蒙“倒查 20 年”对产量的收缩难以重

现，而需求端虽达不到今年上半年超预期但韧性有望延续，因此明年动力煤价格

有望维持高位震荡走势，难有大的回落空间。 

 

 

风险提示：（1）国内经济增长低于市场预期；（2）供给端扰动持续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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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化工研究团队 021-60635738      农业产品研究团队  021-60635732        量化策略研究团队  021-60635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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