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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四季度，
中经煤炭产业景
气指数为96.6，
连续三个季度走平；
中
经煤炭产业预警指数为 63.3，
连续四
个季度走平。
在构成中经煤炭产业景气指数
的指标中，最具戏剧性的是煤炭价
格。四季度，煤炭价格出现反弹，10、
11月份，
生产者出厂价格总水平环比
分别上涨 0.41%和 0.37%，
改变了自
2013 年 3 月份以来价格环比下跌的
态势。
一般而言，
作为市场
“晴雨表”
的
价格上涨是供求关系发生变化，
供给
小于需求的结果。
但四季度煤炭价格
上涨的原因却很复杂。其中，有客观
的市场因素，例如，始于 2011 年 11
月份的“飞流直下三千尺”式的瀑布
式价格下跌，
一直没有出现过真正意
义上的反弹，
特别是进入2013年6月
份以来的煤价
“拼跌”
，
累积了价格出
现报复性反弹的能量；再如，国内煤
炭市场价格的大幅持续下跌，
进口煤
价格优势减弱；
以及进入冬季取暖用
煤需求增加等。同时，不排除有主观
因素在其中，
如为了来年煤炭订货合
同价格提高，
以及粉饰年底报表人为

抬高煤价，
而动力煤期货市场又为这
种可能提供了可操作的工具。
我们之所以有此疑问，
主要依据
一是在煤炭价格大幅上涨的情况下，
煤炭产业主营业务收入并没有随价格
上涨而增加，
反而同比下降 1.7%。
这
种量价背离，
说明市场需求没有增加。
二是库存增加。
四季度，
煤炭产成品资
金占用同比增速比上季度加快 1.4个
百分点。
煤炭价格上涨向煤炭经销商
和电厂等煤炭用户释放了买入信号，
他们争相采购存煤。
三是进入2014年
1月，
随着煤炭订货会的结束，
年度报
告截止日的过去，
煤炭价格应声大跌。
目前，
始于 2011 年 11 月份的煤
炭产业经济周期性调整有望软着陆，
煤炭经济运行的各项指标或将得到
修复。考虑同比基期数据因素，不排
除 2014 年一季度出现小幅回调，但
不影响基本企稳的大趋势。
具体理由
是，
世界经济已经企稳并出现复苏迹
象，国民经济稳中有进，产业转型升
级步伐加快，
煤制油等新型煤化工产
业发展开始提速，
资本市场恢复 IOP
重新开始给力，
支持煤炭产业健康发
展的产业政策陆续出台。

前瞻

景气度短期内难有回升
2013 年四季度，国内煤炭市场
价格持续回升，煤炭企业的盈利状
况有所改善，煤炭产业企业家信心
有所提升，但对 2014 年一季度的产
业景气预期依然较为谨慎。
经模型测算，2014 年一、二季
度中经煤炭产业景气指数分别为
96.4 和 97.0，产业景气基本走平；预
警指数均为 66.7，比 2013 年四季度
上升 3.4 点。
2013 年四季度，对 2000 多家

煤炭产业企业景气调查结果显示，
反映煤炭产业企业家对 2014 年一
季度企业经营状况预测的预期指数
为 90.9，比对反映 2013 年四季度企
业经营状况判断的即期指数高 4.2
点，与上季度的预期指数相比略高
0.9 点。
企业家对未来的预期不高与企
业订货仍然较为低迷有关：四季度
接受调查的煤炭产业企业中，订货
量较上季度“增加”的企业比重比

“减少”的低 36.9 个百分点，虽然较
上季度缩小 8.6 个百分点，但差距依
然很大。企业家对未来预期的不乐
观直接影响了企业的用工计划，用
工计划“增加”的企业比重比“减少”
的企业比重低 7.7 个百分点，两者剪
刀差比上季度扩大 5.8 个百分点。
2014 年，煤炭产业仍然面临着
严峻的挑战。需求不足、产能过剩困
扰宏观经济运行，经济运行基本面
不支持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涨。

但同时，导致我国煤炭产业陷
入困境的不利因素并没有从根本上
消除。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国内经济
增长放缓影响煤炭消费需求，煤炭
产业转型升级滞后、特别是产能结
构非优化问题没有解决。落后产能
淘汰力度弱，过剩产能集中释放，煤
制油等新兴产能规模形成慢；进口
煤冲击有扬头之势，生态环境的压
力依然较大，清费正税工作仍然雷
声大、
雨点小。
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必须坚持稳中求进不动摇，
靠改革与
发展化解产业运行中的不利因素。
要
更加彻底地推进煤炭产业市场化改
革，
尽快实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
定性的作用。要全面贯彻党中央、国
务院制定的基本方针和产业政策，
落
到实处不走样。
目前的关键是优化产
能结构。一方面，要加大淘汰落后产
能的力度；另一方面，要千方百计化
解已经形成的相对过剩产能。
经过多
年的研究、探索和示范，我国的煤制
油工艺技术已取得重大突破。
加快煤
制油产业发展，
不失为化解煤炭产能
过剩问题的有效途径。

2013 年四季度，煤炭价格持续回升，
让处于寒冬期的煤炭企业感到丝丝暖
意。不过,由于煤炭产业产能结构性过剩、
企业经营压力不断加大的局面没有改变，
煤炭产业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也没有改
变，
煤炭价格的持续回升并不可持续。
11 月份，国务院印发了《关于促进煤
炭行业平稳运行的意见》，明确了遏制产
量无序增长、减轻企业税费、加强进口管
控、提升生产经营水平、加快处理历史遗
留问题等措施，为煤炭行业优化外部环
境，为企业经营“减负”。从减负效果看，
《意见》涉及近年来冲击煤炭产业运行的
诸多问题，
短期来看是对行业回暖的有力
支撑。
在利好因素面前，
煤炭产业仍然要保
持清醒头脑，客观看待中长期政策效果。
例如，尽管政策提出要提高准入门槛，严
惩超能力生产，遏制无序增产，但煤炭行
业新增产能的逐步释放，
将给煤炭价格带
来持续性冲击。另外，整治乱收费、乱摊
派有利于改善企业盈利性和现金流，但
2014 年即将出台的资源税从价计征和更
为严格的绿色环保要求，
将挤占煤炭企业
的利润空间，
改变企业成本构成。
其实，无论政策优化的“减负”效果
如何，煤炭企业面临的核心问题仍是提
升自身的持续发展动力。从中长期来
看，煤炭行业面临的最大挑战来自于成
本上升和需求下降，即由于精细化勘探、
生产营运成本提升带来的供给成本上
升，以及经济增长放缓和能源消费结构
调整带来的需求量下降。换言之，当高
煤价不再是生产的唯一驱动力时，如何
降低成本，提升生产效率才是企业制胜
的关键；当高利润不再是粗放经营的保
护伞时，如何约束费用支出，集约化经营
才是企业的生存之道。
煤炭企业必须清醒认识到，
政策红利
的普适性并不能降低竞争压力，
外部减压
的效果来自于企业自身生产经营能力的
提升。用好政策红利，
不仅仅在于享受短
期的实惠，更重要的是读懂政策导向，转
变生产经营方式，
在资源约束、
成本约束、
资本约束、
市场约束、
绿色约束等条件下，
找到新的持续增长的内生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