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煤炭物流发展规划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



 

 

目  录 

一、规划基础和背景 .......................................................................1 

（一）发展基础..........................................................................1 

（二）突出问题..........................................................................2 

（三）发展形势..........................................................................3 

二、指导方针和目标 .......................................................................4 

（一）指导思想..........................................................................4 

（二）基本原则..........................................................................4 

（三）发展目标..........................................................................5 

三、空间布局 ...................................................................................5 

（一）通道布局..........................................................................5 

（二）节点布局..........................................................................6 

四、主要任务 ...................................................................................6 

（一）完善煤炭物流通道 ..........................................................6 

（二）健全煤炭储配体系 ..........................................................7 

（三）培育大型煤炭物流企业 ..................................................7 

（四）完善煤炭市场体系 ..........................................................9 

（五）推广应用先进物流技术 ..................................................9 

（六）推进煤炭物流国际合作 ................................................10 

五、保障措施 .................................................................................10 

 



 

（一）深化体制改革 ................................................................10 

（二）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10 

（三）促进煤炭物流资源整合 ................................................11 

（四）完善煤炭价格形成机制 ................................................11 

（五）加强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 ............................................11 

 



 

煤炭物流发展规划 

煤炭物流是集煤炭运输、仓储、加工、配送、交易、信息等为

一体的服务活动。发展现代煤炭物流，对提高物流效率、降低物流

成本、增强煤炭稳定供应能力、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根据《物流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国发〔2009〕8 号）、《国务院办公

厅关于印发促进物流业健康发展政策措施的意见》（国办发〔2011〕

38 号），为促进我国煤炭物流健康有序发展，特制定本规划。规划

期为 2013-2020 年。 

一、规划基础和背景 

（一）发展基础 

“十一五”以来，我国物流业发展环境逐步改善，服务水平显著

提高，为煤炭物流快速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 

1．物流规模不断扩大。煤炭产量快速增长，调运量快速增加。

2012 年，全国煤炭产量 36.5 亿吨，铁路调运量 22.6 亿吨，沿海主

要港口发运量 6.2 亿吨，分别比 2005 年增长 55%、75%和 73%；省

际间调运量 19 亿吨，较 2005 年增长 65%。煤炭生产开发加速西移，

铁路运输平均距离由 2005年的 579公里增加到 2012年的 655公里。 

2．基础设施逐步改善。中央、地方和企业加大煤炭物流基础

设施投资力度，以铁路和铁海联运为主的西煤东调、北煤南运通道

不断完善，以集散、储配等功能为主的煤炭物流园区快速发展。2012

年，山西、陕西、蒙西地区铁路煤炭外运能力达 10 亿吨，比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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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增加 4亿吨；全国万吨级以上煤炭专业化码头泊位 189个，比 2005

年增加 70 个；国家煤炭应急储备能力达到 670 万吨。 

3．服务主体快速成长。一批煤炭物流企业通过引入现代物流

理念，整合物流资源，再造业务流程，开展多模式、多层次的现代

煤炭物流服务，实现由单一煤炭购销向流通增值服务转变，服务水

平不断提高。 

4．先进技术装备逐步应用。快速定量装车系统及抑尘装置、

重载专用车辆及不摘钩连续翻卸、封闭式集中仓储、数字化配煤等

先进物流技术装备得到应用。 

5．信息化水平不断提高。依托现代信息技术，创新交易模式，

一批煤炭电子交易平台陆续建成。焦炭、焦煤、动力煤等期货品种

相继上市交易。一些企业建立了煤炭物流管理信息系统，实现物流

信息共享、快速响应。 

6．国际物流快速发展。一批企业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投资

国外煤炭物流基础设施，拓展物流业务。多个陆路口岸相继开放，

沿海港口接卸能力不断增强。2012 年，煤炭进出口总量达到 3 亿吨，

是 2005 年的 3 倍。 

（二）突出问题 

1．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主要铁路煤运通道能力不足，电煤请

车满足率较低，导致公路煤炭长途运输量持续增加。储配基地建设

滞后，主要港口吞吐能力不足，集疏运系统不匹配，应急保障能力

有待进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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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市场主体服务水平低。煤炭物流服务主体“小、散、弱”，大

多从事运输、仓储、装卸等单一业务，综合服务能力弱。部分服务

主体缺乏现代物流理念，供应链管理和社会化服务能力不强。物流

资源配置不合理，设施利用率低。 

3．煤炭物流成本较高。煤炭物流各环节税率不统一，不合理

收费多，税费重复征收，企业负担重。物流通道不完善，部分物流

环节衔接不畅，流通效率低。煤炭从产地到主要消费地，流通环节

费用较高。 

4．整体技术水平较低。煤炭物流标准化程度低，各物流要素

之间难以做到有效衔接和兼容。整体物流技术装备水平低，运行效

率不高。能耗与排放仍未得到有效控制，环境污染严重。 

5．物流人才匮乏。物流人才培养机制不健全，人才数量少，

专业结构不合理，复合型人才紧缺，难以适应煤炭物流快速发展的

需要。 

（三）发展形势 

未来一段时期是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也是

建立现代物流服务体系的关键时期，煤炭物流发展机遇和挑战并

存。 

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国际分工发生深刻变化，要求加快发展

现代物流业，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市场响应速度和产品供给时效，

降低物流成本，增强产业竞争力。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加快，推动服

务业大发展成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战略重点，要求加快建立社会

—3— 



 

化、专业化、信息化的现代物流服务体系。相关规划和配套政策的

实施，为煤炭物流发展营造更有利、更宽松的政策环境。 

我国煤炭需求持续增加，生产开发布局加速西移，西煤东调、

北煤南运格局更加突出，要求发展现代煤炭物流，提高物流效率，

保障稳定供应。大型煤炭基地建设有序推进，煤炭产业集中度不断

提高，为煤炭物流规模化、集约化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现代物流

技术、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快速推广和应用，为煤炭物流发展提供新

的机遇。 

二、指导方针和目标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按

照科学布局、高效畅通、协调配套、节能环保的发展方针，以加快

转变发展方式为主线，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以科技进步为支撑，完

善煤炭物流基础设施，培育大型煤炭物流企业，健全煤炭物流服务

体系，提高煤炭物流服务能力，促进煤炭物流科学发展。 

（二）基本原则 

坚持政府引导与市场运作相结合，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

性作用。坚持统筹兼顾与突出重点相结合，促进煤炭物流与相关产

业协调发展。坚持存量整合与增量优化相结合，防止盲目扩张和重

复建设。坚持技术进步与管理创新相结合，提升煤炭物流服务水平。

坚持提高效率与节能环保相结合，促进煤炭物流绿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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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发展目标 

到 2020 年，煤炭物流整体运行效率明显提高，社会化、专业

化和信息化水平显著提升，基本形成物流网络配套衔接、技术装备

先进适用、物流服务绿色高效的现代煤炭物流体系。加强铁路煤运

通道建设，年运输能力达到 30 亿吨；结合国家煤炭应急储备建设

布局，重点建设 11 个大型煤炭储配基地和 30 个年流通规模 2000

万吨级物流园区；培育一批大型现代煤炭物流企业，其中年综合物

流营业收入达到 500 亿元的企业 10 个；建设若干个煤炭交易市场。 

三、空间布局 

根据煤炭生产开发和消费布局，结合区域发展规划，完善煤炭

运输通道，建设一批煤炭物流节点，形成“九纵六横”的煤炭物流

网络。 

（一）通道布局 

——晋陕蒙（西）宁甘煤炭外运通道。由北通路（大秦、朔黄、

蒙冀、丰沙大、集通、京原）、中通路（石太、邯长、山西中南部、

和邢）和南通路（侯月、陇海、宁西）三大横向通路和焦柳、京九、

京广、蒙西至华中、包西五大纵向通路组成，满足京津冀、华东、

华中和东北地区煤炭需求。 

——内蒙古东部煤炭外运通道。主要为锡乌横向通路，满足东

北地区煤炭需求。 

——云贵煤炭外运通道。主要包括沪昆横向通路、南昆纵向通

道，满足湘粤桂地区煤炭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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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煤炭外运通道。主要包括兰新、兰渝纵向通路，适应

新疆煤炭外运需求。 

——水运通道。由长江横向通道、沿海纵向通道、京杭运河纵

向通道组成，满足华东、华中、华南地区煤炭需求。 

——进出口通道。由沿海港口和沿边陆路口岸组成，适应煤炭

进出口需要。 

（二）节点布局 

——大型煤炭储配基地。依托煤炭陆路和水路运输通道条件，

在主要消费地、沿海沿江主要港口和重要铁路枢纽，建设环渤海、

山东半岛、长三角、海西、珠三角、北部湾、中原、长株潭、泛武

汉、环鄱阳湖、成渝等大型煤炭储配基地。 

——煤炭物流园区。在大型煤炭储配基地内，按照合理辐射半

径，建设锦州、营口、秦皇岛、京唐港、曹妃甸、天津、黄骅、青

岛、日照、龙口、宁波－舟山、罗源湾、莆田、广州、珠海、防城

港、义马、濮阳－鹤壁、南阳（内乡）、镇江、靖江、万州、广元、

荆州、岳阳、九江、芜湖、北海、武威、中卫等一批煤炭物流园区。 

四、主要任务 

（一）完善煤炭物流通道 

加快铁路、水运通道及集疏运系统建设，完善铁路直达和铁水

联运物流通道网络，增强煤炭运输能力，减少煤炭公路长距离调运。 

1．铁路通道。加快建设蒙西至华中地区、张家口至唐山、山

西中南部、锡林浩特至乌兰浩特、巴彦乌拉至新邱、锡林浩特至多

伦至丰宁等煤运通道，进一步提高晋陕蒙宁甘地区煤炭外运能力。

—6— 



 

加强集通、朔黄、宁西、邯长、邯济、京广、京九、京沪、沪昆等

既有通道改造或点线能力配套工程建设。加快兰渝铁路建设，实施

兰新线电气化改造，提高疆煤外运能力。加快推进沿边铁路等基础

设施建设，为进口煤炭提供便捷通道。 

2．水运通道。结合铁路煤炭外运通道建设，推进北方主要下

水港口煤炭装船码头建设，相应建设沿海、沿江（河）公用接卸、

中转码头。加快长江中下游、京杭大运河和西江航运干线等航道建

设，推进内河船型标准化，提高内河水运能力。加强沿海、沿江（河）

港口集疏运系统建设，实现铁路与港口无缝接驳。 

（二）健全煤炭储配体系 

1．大型煤炭储配基地。长株潭、环鄱阳湖、泛武汉、中原、

成渝基地，重点加强煤炭储配能力建设，保障稳定供应。环渤海、

山东半岛基地，重点加强配煤和下水能力建设。长三角、海西、珠

三角、北部湾基地，重点加强港口接卸和配送能力建设。 

2．应急储备。按照国家煤炭应急储备的总体部署，在具备条

件的沿海、沿江、沿河港口和华南、华中、西南等地区，遵循辐射

范围广、应急能力强、储备成本低、环境污染小的原则，采用政府

统筹、市场化运作的方式，加快应急储备建设，以应对重大自然灾

害、突发事件等情况。 

（三）培育大型煤炭物流企业 

按照现代物流管理模式，整合煤炭物流资源，发展大型现代煤

炭物流企业，推进煤炭物流规模化、集约化发展。鼓励大型煤炭企

业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剥离物流业务，发展专业化煤炭物流。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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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煤炭物流节点 
煤炭储配基地 序号 物流园区 功能 

1 锦州 煤炭接卸、中转、储配 

2 营口 煤炭接卸、中转、储配 

3 秦皇岛 晋陕蒙煤炭下水中转、应急储备、储配 

4 京唐港 晋陕蒙煤炭下水中转、储配，进口炼焦煤接卸 

5 曹妃甸 晋陕蒙煤炭下水中转、应急储备、储配 

6 天津 晋陕蒙煤炭下水中转、储配 

环渤海 

7 黄骅 晋陕蒙煤炭下水中转、应急储备、储配 

8 青岛 晋陕蒙煤炭下水中转、储配 

9 日照 晋陕蒙煤炭下水中转、应急储备、储配 山东半岛 

10 龙口 煤炭接卸、中转、储配，辐射鲁东北等地区 

11 宁波－舟山 煤炭接卸、中转、应急储备、储配，辐射沪浙等地区 

12 镇江 煤炭接卸、中转、储配，辐射苏沪等地区 

13 靖江 煤炭接卸、中转、储配，辐射苏沪等地区 
长三角 

14 芜湖 煤炭下水中转、应急储备、储配，辐射皖苏沪等地区 

15 罗源湾 煤炭接卸、中转、应急储备、储配，辐射闽赣等地区 
海西 

16 莆田 煤炭接卸、中转、储配，辐射闽赣等地区 

17 广州 煤炭接卸、中转、应急储备、储配，辐射粤湘赣等地区 
珠三角 

18 珠海 煤炭接卸、中转、应急储备、储配，辐射粤桂琼等地区 

19 防城港 煤炭接卸、中转、储配，辐射云贵桂黔等地区 
北部湾 

20 北海 煤炭接卸、中转、储配，辐射云贵桂黔等地区 

21 义马 煤炭中转、储配，辐射鄂豫皖等地区 

22 濮阳－鹤壁 煤炭中转、储配，辐射豫皖鲁苏等地区 中原 

23 南阳（内乡） 煤炭中转、储配，辐射豫鄂皖等地区 

泛武汉 24 荆州 煤炭下水中转、储配，辐射鄂湘等地区 

长株潭 25 岳阳 煤炭接卸、中转、储配，辐射鄂湘等地区 

环鄱阳湖 26 九江 煤炭接卸、中转、应急储备、储配，辐射赣皖等地区 

27 万州 煤炭下水中转、储配，辐射湘鄂赣等地区 

28 广元 煤炭中转、储配，辐射川渝等地区 

29 武威 煤炭中转、储配，辐射川渝、河西走廊等地区 
成渝 

30 中卫 煤炭中转、储配，辐射宁川渝等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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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企业之间、煤炭企业与相关企业之间联合重组，形成高效的产、

运、销一体化供应链。鼓励煤炭物流企业完善服务功能，提升流通

效率和服务质量，形成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煤炭物流企业。 

（四）完善煤炭市场体系 

深化煤炭产运需衔接制度改革，建立以全国性煤炭交易中心为

主体，以区域性煤炭交易市场为补充，以信息技术为平台，政府宏

观调控有效、市场主体自由交易的煤炭市场体系。以煤炭交易、信

息服务、价格发现、金融服务为重点，在具有政治、经济、金融、

科技等资源优势的城市，建设中国煤炭交易中心；在煤炭主要生产

地或集散地，建设区域性的煤炭交易市场，反映不同煤种、不同区

域的煤炭交易动态，降低流通成本，优化煤炭资源配置。 

（五）推广应用先进物流技术 

推广先进煤炭物流技术装备，加快煤炭物流信息化建设，完善

煤炭物流标准体系，促进煤炭物流产业升级。 

1．先进煤炭物流技术装备。在主要煤运通道推广应用重载专

用车辆及相关配套技术装备。采用节能环保技术，减少煤炭物流各

环节能耗和环境污染。 

2．煤炭物流信息化。整合公共物流信息资源，实现煤炭物流

信息共享，为物流企业提供专业化的信息服务。推进物流企业与煤

炭生产、消费企业信息对接、数据交换，培育一批具有竞争力的物

流信息服务企业。推动物联网、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煤炭物

流领域的创新应用。 

3．煤炭物流标准。研究制订煤炭物流技术、设备、产品、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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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等相关标准，完善物流标准化体系。鼓励企业采用标准化物流计

量、物流装备设施、信息系统和作业流程等，提高煤炭物流标准化

水平。 

（六）推进煤炭物流国际合作 

积极引导国内煤炭物流企业引进国外先进物流管理理念和技

术装备，提高煤炭物流服务水平。支持优势企业开展国际化经营，

积极参与境外煤炭物流基础设施建设和投资，稳定与主要煤炭资源

国的长期合作关系，拓展煤炭进口渠道。发挥大型企业的物流网络

优势，拓展国际煤炭物流合作空间。 

五、保障措施 

（一）深化体制改革 

加快推进铁路投融资体制改革和运价改革，鼓励地方政府、国

有企业和民间资本参与煤运通道和集疏运系统建设，不断完善运价

形成机制，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煤炭运输市场体系。充

分发挥现代物流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的作用，协调煤炭物流发展

的重大事项，统筹推进煤炭物流基础性工作。建立煤炭物流统计指

标体系，进一步完善统计制度。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做好煤

炭物流企业信用评级，促进行业信用建设和行业自律。 

（二）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完善物流法律法规体系，研究制定促进煤炭物流业发展的有关

政策。优化现行税制，统一煤炭物流各环节税率。规范涉煤基金和

收费项目，坚决清理各类不合理收费，降低流通成本。落实煤炭仓

储设施应享受的大宗商品仓储设施用地土地使用税政策，支持将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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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煤炭物流规划项目用地纳入各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中央和地方

通过注入资本金、投资补助、贷款贴息、税收优惠等措施，支持公

益性较强的重点煤炭物流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引导金融机构创新金

融产品，加大对煤炭物流企业资金支持力度。 

（三）促进煤炭物流资源整合 

鼓励煤炭物流企业开展跨区域经营。支持优势煤炭物流企业创

新合作方式和服务模式，整合分散的煤炭物流资源，在资产评估增

值、债务重组收益、土地房屋权属转移等方面给予政策优惠。鼓励

开放共享煤炭物流基础设施、信息平台等资源。 

（四）完善煤炭价格形成机制 

进一步完善反映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和环境损害成本的煤

炭价格形成机制。建立和完善煤炭价格指数体系，发展煤炭期货交

易，完善价格发现机制，引导生产和消费企业规避市场风险。强化

合同监管和检验检测管理，引导供需双方严格按照合同约定的数

量、质量和价格进行交易。 

（五）加强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 

加大对煤炭物流关键技术自主研发支持力度，重点支持煤炭绿

色储运、配煤等领域科技攻关。科学制订物流人才培养规划，加大

煤炭物流人才培养力度。支持高校设立相关专业及方向，开设煤炭

物流相关课程。鼓励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合作，通过订单式招生

模式，定向培养高端煤炭物流人才，开展煤炭物流领域职业培训工

作，为企业发展提供人力资源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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