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景气指数持续低位走平

2013 年四季度，中经煤炭产业①

景气指数为 96.6（2003 年增长水平=
100），与上季度持平。

在构成中经煤炭产业景气指数
的指标（仅剔除季节因素，保留随机
因素②）中，与上季度相比，利润总额
和税金总额降幅继续收窄；固定资产
投资总额连续 4个季度同比下降后首
现增长；主营业务收入由增转降；煤
炭进口量增速有所加快。

进一步剔除随机因素，中经煤炭
产业景气指数为 94.9（见景气走势图
中的蓝色曲线），比未剔除随机因素
的景气指数（见景气走势图中的红色
曲线）低 1.7 点，两者之差连续四个季
度基本持平，表明煤炭产业内生增长
动力依然较弱，政策调控等外部因素
对产业发展发挥了一定的提升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两条曲线在持续
下行至低位后，连续三个季度基本趋
于平稳。目前，影响煤炭产业景气变
化的基本面没有改变，景气大幅下行
的可能性不大，产业景气度有望继续
处于企稳态势。

预警指数继续低位运行

四季度，中经煤炭产业预警指数
为 63.3，连续四个季度位于偏冷的

“浅蓝灯区”和过冷的“蓝灯区”的临
界线处。构成中经煤炭产业预警指数
的 9个指标灯号已连续四个季度都没
有变化。综合来看，煤炭产业仍将延
续弱势运行。

价 格 环 比 上 涨 、库 存 压 力 加
大、销售收入由增转降

四季度，煤炭产业生产者出厂价
格总水平同比下跌 8.7%，比上季度收
窄 3.7 个百分点。10、11 月份，煤炭产
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总水平分别环比
上涨 0.41%和 0.37%，环比价格上涨
与 2013 年 3 月份以来的环比下跌态
势形成鲜明对比。

从 2013 年 10 月份开始，受宏观

经济企稳向好、冬季取暖用煤增加以
及火力发电耗煤增加等因素影响，煤
炭市场需求回暖，从而带动了煤炭价
格的上涨。作为中国煤炭价格风向标
的秦皇岛港发热量 5500 大卡动力煤
价格从 10 月初的 530 元/吨上涨至
12 月 25 日的 631 元/吨。这一波煤价
反弹也与大型煤企故意抬价有关。

在煤价上涨预期下，下游耗煤企
业提前补库存，致使社会流通环节的
煤炭库存增加。截至 12 月 22 日，环渤
海四港煤炭库存量分别为：秦皇岛港
煤炭库存量 473.5 万吨、国投曹妃甸
港煤炭库存量 307 万吨、京唐港区煤
炭库存量 305 万吨、天津港煤炭库存
量 286 万吨，相比于 10 月初各个港口
库存量都大幅增加。

受煤价相对较高影响，耗煤企业
采购煤炭积极性下降，而之前停产、
减产的煤企却在逐步恢复生产，这些
因素让生产环节的煤炭库存也有所
增加。截至四季度末，煤炭产业产成
品资金为 864 亿元，同比增长 11.8%，
比上季度加快 1.4个百分点。

在煤炭价格攀升的背景下，煤炭
成交量并未相应增加。经初步季节调
整，四季度煤炭产业主营业务收入为
8586 亿元，同比下降 1.7%，而上季度
为同比增长 1.2%。从全年来看，主营
业务收入与上年基本持平。

进口维持高位

四季度，煤炭进口量为 9117 万
吨，同比增长 13.8%,比上季度加快
6.7 个百分点。煤炭进口量增长的加
快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国内煤炭价格
上 涨 的 推 动 。海 关 总 署 数 据 显 示 ，
2013 年全年煤炭进口共 3.3 亿吨，同
比上涨 13.4%。在国内煤炭需求持续
低迷的环境下，进口煤炭的大量涌入
对国内煤炭市场形成较大冲击。2013
年 11 月，国务院下发了《关于促进煤
炭行业平稳运行的意见》，明确要求
研究完善差别化煤炭进口关税政策，
鼓励优质煤炭进口，禁止高灰分、高
硫分劣质煤炭的生产、使用和进口，
这将有利于优化煤炭进口结构。

利润下降势头趋缓

经初步季节调整，四季度煤炭产
业实现利润总额 652 亿元，同比下降
20.9%，降幅比上季度收窄 15.6 个百
分点，虽连续 7个季度同比下降，但降
幅连续两个季度大幅收窄。

本季度销售利润率达 7.6%，比上
季度提高 2.2 个百分点，比全部工业
6.5%的销售利润率高出 1.1 个百分
点。煤炭价格的持续上涨，使得煤炭
企业的盈利水平有所回升。四季度煤
炭企业亏损面为 23.2%，比上季度缩
小 2.1个百分点。

税金降幅继续收窄

经初步季节调整，四季度煤炭

产业税金总额为 625 亿元，同比下降
8.7%，比上季度收窄 3.3 个百分点。
经测算，煤炭产业税金总额占主营
业务收入比重为 7.3%，比上季度提
高 0.6 个百分点，比全部工业税金总
额占销售收入比重（4.5%）高 2.8 个
百分点。

回款压力依然存在

经初步季节调整，四季度煤炭产
业应收账款为 3399 亿元，同比增长
13.7%，比上季度放缓 2.2个百分点。

与 主 营 业 务 收 入 的 同 比 下 降
1.7%相比，应收账款增速较快，煤炭
企业回款压力依然较大。四季度煤炭
产业应收账款周转天数为 35.3 天，比
上季度减少 3 天，但与上年同期相比
增加 5.1天。

投资信心有所增强

经初步季节调整，四季度煤炭产
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 1610 亿元，
同比增长 10.3%，而上季度为同比下
降 3.6%。固定资产投资在连续 4 个季
度下降后出现首次增长，一方面与煤
价持续上涨及同比基数较低有关，另
一方面也与煤炭转型升级有关。

用工需求趋于平稳

四季度，煤炭产业从业人数为
524 万人，同比增长 0.8%，增速较上
季度加快 0.4 个百分点。在煤炭产业
持续弱势运行的状况下，企业用工需
求已连续 5 个季度趋于平稳，没有出
现大的增长。

煤炭市场呈现“无量空涨”

中经煤炭产业预警灯号图

中经煤炭产业景气指数96.6 中经煤炭产业预警指数63.3

2013年四季度，中经煤炭产业景气指数为

96.6，与上季度持平，连续三个季度低位走平；中

经煤炭产业预警指数为63.3，连续四个季度持

平，继续在偏冷的“浅蓝灯区”运行。

预计2014年，受煤炭原有产能释放，新增产

能增加，以及进口煤冲击等因素影响，煤炭企业

仍将面临较大困难，产业景气度难有大幅提升

注解：
①煤炭产业包括国民经济行业

分类中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②季节因素是指四季更迭对数

据的影响。随机因素指新政策实施、

自然灾害等因素对数据的影响。
★预警灯号图是采用交通信号

灯方式对描述行业发展状况的重要
指标所处的状态进行划分：红灯表
示过快（过热），黄灯表示偏快（偏

热），绿灯表示正常稳定，浅蓝灯表
示偏慢（偏冷），蓝灯表示过慢（过
冷）；对单个指标灯号赋予分值，将
其汇总而成的综合预警指数同样由 5
个灯区显示。

煤炭产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变动
煤炭产业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长率
煤炭产业产成品资金同比增长率 煤炭产业利润总额

煤炭产业销售利润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