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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21-2027年中国煤炭市场深度调研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介绍了煤炭工

行业相关概述、中国煤炭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煤炭工行业的现状、中国煤炭工行业竞

争格局、对中国煤炭工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煤炭工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

测。您若想对煤炭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煤炭工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

工具。

    煤炭工业（coal industry）是从事资源勘探、煤田开发、煤矿生产、煤炭贮运、加工转换和

环境保护的产业部门。煤炭是世界上储量最多、分布最广的燃料资源。据世界能源委员会发

表的《1992年世界能源资源调查》，1990年，全世界76个国家和地区有煤炭资源，世界煤炭可

采储量为1039180兆吨 (Mt)，其中90%依次集中在前苏联、美国、中国、澳大利亚、德国、印

度、南非和波兰8个国家。

    据博思数据发布的《2021-2027年中国煤炭市场深度调研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表明：2020

年我国原煤产量累计值达384374.1万吨，期末产量比上年累计增长0.9%。                                        

指标   2020年12月   2020年11月   2020年10月   2020年9月   2020年8月   2020年7月     原煤产量当期

值(万吨)   35189.3   34727.3   33662.8   33107.3   32580.9   31794.1     原煤产量累计值(万吨)   384374.1 

 348173.3   312742.7   278715.3   245041.8   212281.7     原煤产量同比增长(%)   3.2   1.5   1.4   -0.9   -0.1 

 -3.7  原煤产量累计增长(%)0.90.40.1-0.1-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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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煤炭法

 三、煤矿企业煤炭生产许可证年检办法

 四、煤炭经营监管办法



 五、国家制定小煤矿安全生产基本条件

  

 第十四章 2021-2027年煤炭行业发展趋势预测

 第.一节 我国煤炭行业发展的十大态势

 一、我国煤炭产业布局正在优化调整之中

 二、煤炭行业的战略地位在稳步上升 

 三、经济发展带动煤炭生产量快速增加

 四、市场需求推动煤价高低位转换

 五、煤基产业链发展趋同比较明显 

 六、煤炭大基地建设势头加快 

 七、煤炭资源争夺战进入了新阶段

 八、循环经济和节能减排工作不断加强

 九、安全管理法制化程度不断提高

 十、国家煤炭产业政策调控力度不断加强

 第二节 中国煤炭市场发展预测

 一、未来中国煤炭行业或将以整合为主题

 二、2020年中国煤炭工业趋势预测分析

 三、&ldquo;十三五&rdquo;期间煤炭价格预测

 四、2020年我国煤炭需求量预测

 第三节 煤炭十三五规划相关信息

 一、我国煤炭产量规划

 二、煤炭企业将减7000家

 三、中国煤炭百万吨死亡率

 四、中国将建14个大型煤炭基地

 五、煤炭将形成12个亿吨级&ldquo;大鳄&rdquo;

  

 第十五章 2021-2027年煤炭行业投资前景探讨

 第.一节 推进煤炭企业实现平稳较快持续发展

 一、充分认识煤炭产业政策的重要影响

 二、正确把握煤炭产业政策的未来取向

 三、联系企业实际学好用足政策

 四、煤炭企业实现科学发展的有效途径



 第二节 煤炭企业应对经济危机探讨

 一、经济危机对煤炭企业的影响

 二、煤炭企业经济危机应对措施

 第三节 煤炭战略成本管理

 一、传统煤炭成本管理的缺陷

 二、加强煤炭战略成本管理的现实意义

 三、煤炭企业战略成本管理的方法措施体系

 第四节 中国煤炭大集团的组建经验与启示

 一、全国煤炭大集团组建的基本情况

 二、全国煤炭大集团组建的模式及趋势

 三、各煤炭大集团在组建中着力破解的重点问题

 四、全国组建煤炭大集团的重要启示

 第五节 当前我国煤炭企业的市场营销战略

 一、我国煤炭企业的营销现状

 二、我国煤炭企业营销战略的构建与实施

 第六节 煤炭企业岗位绩效工资制探讨

 一、实行岗位绩效工资制必要性及总体要求

 二、岗位绩效工资制设置及配套规定

 三、岗位绩效工资制的实施

 四、成效与思考

 第七节 煤炭企业发展低碳经济路径探析

 一、以循环经济模式促进低碳经济发展

 二、做好低碳经济基础性工作

 三、把节能减排纳入&ldquo;十三五&rdquo;规划

  

 第十六章 煤炭行业投资现状分析 

 第.一节 近两年煤炭行业投资情况分析

 一、2018年煤炭业投资分析 

 二、2019年煤炭业投资分析

 第二节 2015-2019年煤炭工业投资分析与对策建议 

 一、改革开放以来煤炭工业投资的特点 

 （一）投资规模不断扩大



 （二）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 

 （三）投资主体多元化 

 （四）投资项目多样化 

 （五）投资前景科学化 

 （六）投资的对外开放程度提高

 （七）煤矿安全生产投入增加

 二、煤炭行业投资面临的困难和问题 

 （一）煤炭产能过剩的矛盾越来越突出

 （二）煤化工产业盲目发展，投资前景加大

 （三）增值税税制不合理

 三、煤炭工业投资的建议 

 （一）加快淘汰落后产能，严格控制产量无序增长

 （二）加大煤炭资源勘查投资力度

 （三）加大煤炭铁路运输建设投资规模

 （四）加大资源环境保护投资力度

 （五）加大煤炭科技研发的投入

 （六）进一步加大安全生产投入

 （七）加大发展循环经济投资

  

 第十七章 2021-2027年煤炭行业投资机会与风险

 第.一节 2019年煤炭行业景气度分析

 第二节 中国煤炭行业投融资综述

 一、美国竞相投资中国煤炭业 

 二、中国煤炭产业投资体制变革回顾

 三、煤炭行业的投融资策略建议

 第三节 中国煤炭工业投资状况

 一、煤炭行业投资主体趋向多元化

 二、中国煤炭投资趋于理性增长

 三、2019年煤炭资源整合催热现代煤化工投资 

 四、2019年煤炭行业投资机会

 第四节 2021-2027年煤炭行业投资前景分析

 一、小煤矿问题 



 二、市场需求波动

 三、新技术挑战

 四、价格变动 

 五、运输系统 

 六、法律体系

 七、2019年煤炭投资前景隐现

  

 第十八章 2021-2027年煤炭行业投资前景建议研究 

 第.一节 煤炭市场投资趋势分析 

 一、市场供求战略

 二、抗风险能力战略

 三、技术创新战略 

 四、价格改革战略 

 五、集团化道路战略

 六、可持续投资前景

 第二节 对我国煤炭品牌的战略思考

 一、煤炭企业品牌的重要性

 二、煤炭实施品牌战略的意义

 三、煤炭企业的品牌战略分析

 第三节 大型煤炭企业主体产业的投资开发思路

 一、煤炭企业主体产业选定的总体思路

 二、煤炭及相关产业开发的基本思路

 第四节 中国煤炭行业中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潜力探讨

 一、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内涵及特性

 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

 三、煤炭的清洁利用是煤炭行业具有发展潜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四、物联网技术同样是煤炭行业具有发展潜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五、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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