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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产能继续释放 安全环保逐步到位

煤炭市场供需总体平衡趋于宽松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林火灿

刚刚过去的2018年，随着煤炭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深化，煤炭市场供需
实现了总体平衡，企业经营状况持续好
转，行业结构调整、转型升级取得新进
展，供给质量明显提高。

市场量增价稳

2018 年是煤炭行业继续深化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的一年。随着化解产能
过剩工作持续推进，煤炭行业产能利用
率得到明显提升，企业效益持续向好。

据初步测算，2018年前 11个月，全
国规模以上企业原煤产量为 32.1亿吨，
同比增长 5.4%；全国煤炭消费量约为
35.5亿吨，同比增长2.4%。

在供给增加、消费小幅增长的情况
下，煤炭价格在合理区间波动。其中，
中长期合同价格保持稳定，动力煤中长
期合同价格始终稳定在绿色区间，全年
均价558.5元/吨，同比下降9.5元/吨。

由于市场供需平稳，价格处在合理
区间，煤炭行业效益持续好转。2018年
前10个月，全国规模以上煤炭企业主营
业 务 收 入 为 1.99 万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5.7%；实现利润 2561.7 亿元，同比增长
10.7%。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统计的 90
家大型企业前 10 个月利润总额（含非
煤）为1356.35亿元，同比增长32.8%。

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突出

当前，尽管煤炭市场运行总体平
稳，但影响市场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多。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分析认为，由于
电力供需结构变化峰谷差加大，大中型
城市最大峰谷差占用电最大负荷的比
重接近 50%；随着清洁能源发电比例不
断提高，煤电受季节、极端天气的影响
越来越大，调峰压力加大。因此，电煤
需求短时波动幅度加大。

“产业布局的新变化，也增加了煤炭

有效供给的难度。”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副
会长姜智敏表示，一些取暖用煤较多的
地区自给能力下降，从省外调入煤炭制
约因素增多；一些传统的煤炭净调出省
逐步演变为净调入省，煤炭主产区随着
就地转化力度加大、运输瓶颈制约，煤炭
调出量增速放缓，区域平衡难度加大。

同时，煤炭行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
问题仍然突出。一方面，一些非机械化
开采煤矿改造难度很大，淘汰落后产能
依然繁重。另一方面，尽管近年来非煤
产业结构有所改善，新兴产业发展较
快 ，但 未 成 为 企 业 经 济 增 长 的 主 要
动能。

虽然近年来行业整体经济效益有
所提升，但企业间差距较大。在协会统
计的90家大型企业中，前5家就占了盈

利总额的 58.8%。截至 2018 年 10 月
末 ，规 模 以 上 煤 炭 企 业 亏 损 面 达
25.6%。部分企业扭亏但并未脱困，企
业经营仍十分困难，一些煤矿特别是老
的国有煤矿历史欠账多、拖欠职工工
资、缓交社保基金、安全投入不足等问
题比较突出。此外，煤炭去产能和“三
供一业”（指企业的供水、供电、供热和
物业管理）分离移交仍面临难点。

坚持和完善市场化制度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预测，2019年煤
炭消费将保持平稳，国内煤炭供应将进
一步增加，全国煤炭市场供应总体平
衡，并向宽松方向转变。但是，考虑到

天气和水电出力的不确定性，不排除在
突发性天气影响下，部分地区受资源、
运输约束可能出现阶段性偏紧问题，煤
炭的调峰作用越来越大。

姜智敏分析说，从需求看，一方面
经济增长将进一步拉动能源需求，电煤
需求预计还将有所增加；另一方面，国
内外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加，非
化石能源对煤炭的替代作用不断增强，
煤炭消费增速将有所下降。

从供给看，煤炭新增产能将继续释
放，2019年新增资源1亿吨左右，铁路运
力将进一步增加；与此同时，随着煤矿安
全生产设施不断完善、环保措施逐步到
位，煤炭有效供给质量将不断提升。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建议，要进一步
完善去产能相关政策，研究细化人员安
置政策，采取公益性岗位开发、政府购
买服务、组织专业培训等多种方式，拓
展就业渠道，推动关闭退出煤矿职工安
置工作落到实处。进一步完善市场化、
法制化债转股相关配套政策，加大不良
资产处置力度，推动去产能关闭煤矿资
产债务处置工作落到实处。

考虑到“三供一业”分离移交仍然
是煤炭行业面临的难题，建议严格执行

“先移交、后改造”原则，加大对分离移
交工作的督导力度，加快完成“三供一
业”管理服务职能移交。尽快出台独立
工矿区分离移交政策，推进独立工矿区

“三供一业”有序分离移交。
此外，有关部门还应坚持和完善煤

炭市场化制度和办法。姜智敏表示，在
推动煤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按
照市场化、法治化、规范化要求逐步建
立起一系列稳定市场、稳定预期的基础
性制度，包括产能减量置换、调峰与应
急产能储备、中长期合同与“基础价+浮
动价”的定价机制、最低最高库存、政府
行业企业平抑价格异常波动和企业信
用评价，这些制度对稳定市场发挥了重
要作用，应该继续坚持。

“要进一步完善煤炭‘中长期合同’
制度和‘基础价+浮动价’定价机制，扩大
中长期合同覆盖面，鼓励企业签订三年
到五年的中长期合同，完善煤炭价格指
数体系，建立中长期合同长效监督、评价
和考核机制，加强诚信体系建设，使守信
者受益、失信者受限。”姜智敏说。

当前，影响煤炭市场供需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多，行业发展不平衡

不充分问题突出，煤炭去产能和“三供一业”分离移交仍面临难点。因

此，仍应进一步完善煤炭行业去产能相关政策，坚持和完善煤炭市场

化制度和办法，更多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推动煤炭行业实现平稳

健康发展

平价上网新政出台——

风光发电普惠制补贴成历史
本报记者 顾 阳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
前发布 《关于积极推进风电、光伏发
电无补贴平价上网有关工作的通知》，
对促进风电、光伏发电平价上网作了
部署。

近年来，随着风电、光伏发电规
模化发展和技术快速进步，在资源优
良、建设成本低、投资和市场条件好
的地区，已基本具备与燃煤标杆上网
电价平价 （不需要国家补贴） 的条件。

通知提出，在资源条件优良和市
场消纳条件保障度高的地区，引导建
设一批上网电价低于燃煤标杆上网电
价的低价上网试点项目。各级地方政

府能源主管部门可会同其他相关部门
出台一定时期内的补贴政策，对享受
地方补贴的项目仍视为平价上网项目。

事 实 上 ， 随 着 光 伏 装 机 快 速 攀
升，财政补贴缺口持续扩大。有机构
统计显示，目前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
补贴缺口已超过 1200 亿元。在此情况
下，引导市场各方减少补贴依赖、转
变发展思路，结合资源、消纳和新技
术应用等条件，将发展重点从扩大规
模转到高质量发展上来。

在国网能源研究院新能源与统计研
究所所长李琼慧看来，光伏等新能源长
期依赖补贴的发展方式已走不通，在新

能源整体规模已较大的情况下，鼓励支
持那些技术好、成本低的新能源企业，
有利于发挥其示范带头作用。

通知明确，对平价上网项目和低价
上网项目，要在土地利用及土地相关收
费方面予以支持；电网企业应确保项目
所发电量全额上网；国家开发银行、四
大国有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要合理安排
信贷资金规模，创新金融服务等，积极
支持新能源发电实现平价上网。

值得注意的是，文件特别强调电
网公司要与项目签署长达“20 年”的
购售协议。对此，李琼慧表示，此举
明确了试点收益预期，避免了未来可

能因电价下降带来的风险，旨在帮助
新能源企业解决融资难问题。

在区域布局上，通知要求风电、
光伏发电监测预警为红色的地区，除
已安排建设的平价上网示范项目及通
过跨省跨区输电通道外送消纳的无补
贴风电、光伏发电项目外，原则上不
安排新的本地消纳平价上网项目和低
价上网项目。

“从长远看，上述系列举措将带来
新 的 增 量 市 场 ， 不 仅 提 振 了 市 场 信
心，还为电力市场和行业发展带来了
实质性利好。当务之急是推动政策尽
快落地。”李琼慧说。

今年春节出境游预订

量相比去年同期上涨了

32%，价格提升近10%

随着2019年放假安排出炉，出游计划已经被许多人
提上日程，尤其是即将到来的猪年春节假期，出境游预订
人气持续攀升。记者从各大旅行社了解到，目前春节出
境长线游预订已接近尾声，出境短线及国内游进入预订
高峰，出境游预订量相比去年同期上涨了32%，价格提升
近10%。

驴妈妈出境游事业部总经理邹庆龄告诉记者，受签
证办理时长影响，欧洲、美国等出境长线游早在 2018年
11月份就陆续接受预订。截至目前，欧美部分春节团预
订已接近满员，有意前往欧美的游客需尽早安排行程。
来自去哪儿网的预订数据也显示，部分春运热门航班经
济舱机票已基本售罄。

与往年一样，受春节假期机票、酒店等价格上涨影
响，春节期间旅游产品价格一般比平时要贵出不少。驴
妈妈旅游网日前发布的《2019春节出游趋势报告》显示，
今年春节旅游产品价格较淡季上涨达30%至50%，部分
线路甚至翻番，尤其是大年初一、初二、初三（2月5日、6
日、7日）这三天出发的产品价格最高，相比初五、初六（2
月 9 日、10 日）平均高出 25%。以热销的“海南三亚、蜈
支洲双飞 5 日跟团游”为例，大年初一价格上涨至 7339
元，到初六降为5409元，价格降幅达到26.3%。

出境游价格高，消费者出游意愿为何也跟着高涨？
中国旅游研究院博士韩元军分析说，如今人们的旅游需
求已经从“有没有”向“好不好”发展，过年出境旅游成为
老百姓享受美好生活的重要方式。同时，随着人们生活、
消费观念升级，春节团圆不再局限于回老家吃年夜饭、拜
年、发压岁钱，“旅游过春节”也已成为时尚。此外，出境
目的地公共服务较为完善，针对中国游客提供个性化服
务，特别是随着2022年北京冬奥会临近，欧洲、日韩等冰
雪旅游目的地对中国游客的吸引力加大。

“全家团圆游”已成为春节出游的关键词。记者了解
到，截至目前，驴妈妈平台的春节出境游中，超七成游客
选择与家人一起出游，带上儿女、父母一起游世界成为出
境游的一大亮点。

春节出境游，大家都中意去哪儿？从各大旅行社预
订数据来看，泰国、日本、中国香港、新加坡、越南、印尼、
毛里求斯、美国、澳大利亚、法国成为春节出境游十大热
门目的地。其中，海岛度假依然是首选，占春节出境游总
人次六成。此外，反季节出境游也颇受游客欢迎，驴妈妈
自营春节推荐“澳大利亚（大堡礁）10日7晚舒享游”，纯
玩无购物20人小团备受青睐。

值得一提的是，上线还不足一个月的“先游后付”旅
游产品也在春节出境游预订中表现抢眼，不少游客对提
前预订、旅游归来再付款的旅游体验颇为青睐，预订量持
续增加。如“先游后付”线路“新加坡 6 日 4 晚深度游”

“泰国、曼谷、芭提雅7日5晚深度游”等预订爆满。
出境游景气度提升，对扩大旅游消费、中国企业“走

出去”也具有重大利好作用。韩元军认为，在境外，服务
中国人的很大部分是中国导游、地接社和司机，这对于中
国企业“走出去”具有巨大带动作用，是中国旅游集团“走
出去”服务中国出境游客的重大机遇。

春节出境游大热
本报记者 吉蕾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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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05-2014-1007号（抵1）、冀-05-2013-2035号（抵2）

冀-05-2014-243号（抵）、冀-05-2014-243号（保）
冀-05-2014-158号（保1）、冀-05-2014-158号（保2）、冀-05-2014-
158号（抵1）、冀-05-2014-158号（抵2）

冀－05－2014－1181号（保）、冀-05-2014-1181号（保1）、冀-05-2014-
1181号（抵）

2014年中小抵字第069号、2014年中小保字第069号（个人1）、2014年
中小保字第069号（个人2）

2014年中小抵字第047号（企业）、2014年中小抵字第047号（个人）、2014
年中小保字第047号（个人1）、2014年中小保字第047号（个人2）

衡中小保2014392-1号、衡中小保2014392-2号、衡中小保2014392-
3号、赵壮志、任红兰签署承诺函

衡中小保2014420-1号、衡中小保2014420-2号、石立军、韩玉敏签署
承诺函

201311032610046

贷款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秦皇岛市
滨海城支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秦皇岛市
滨海城支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秦皇岛分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卢龙支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秦皇岛分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邯郸分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邯郸分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衡水分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衡水分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市裕华支
行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中鑫博达（芜湖）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秦皇岛适豪商贸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催收公告

根据国家有关法律及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

定，以及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中

鑫博达（芜湖）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秦皇岛适豪商贸

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拥有的以下债权及中鑫博达（芜湖）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就以下债权享有的收益权，已依法

转让给秦皇岛适豪商贸有限公司，该等债权对应的借款合

同、抵债协议、还款协议、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也已依

法转让给秦皇岛适豪商贸有限公司。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及中鑫博达（芜湖）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特公告通知与该等债权有关的借款人、担保人

及其他相关当事人该等债权转让的事实。

秦皇岛适豪商贸有限公司作为该等债权的受让人，

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立

即向秦皇岛适豪商贸有限公司履行相应合同约定的义务

（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

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

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
中鑫博达（芜湖）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秦皇岛适豪商贸有限公司
二O一九年一月十一日

备注：秦皇岛适豪商贸有限公司

联系人：陈君君 联系电话：13920399748

联系地址：河北省秦皇岛市北戴河区联峰路7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