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月 11日拍摄的中国石油
西南油气田公司相国寺储气库。
当日， 相国寺储气库正式进入第
八采气周期， 加入全国储气库调
峰保供行列。 预计今冬明春计划
调峰采气量将突破历史峰值，为
守护万家温暖再增“底气”。

地处重庆市北碚区和渝北区

交界处的相国寺储气库， 是我国
西南地区首座地下储气库， 也是
保障川渝地区和京津冀地区冬季

天然气供应的重要气源。据介绍，
在本次采气周期内， 相国寺储气
库的 22口井将参与采气，日采气
量最大可达 2855万立方米，按照
冬季每个三口之家每天用气 1.5
立方米计算，每天可供 1900万户
家庭用气。

新华社记者 黄伟 摄

满足约 4000万户家庭

我国首个大型页岩气田再发力
新华社重庆 11 月 11 日电（记

者 周凯）11 日，记者从中国石油化
工集团有限公司新闻办获悉， 近期
中国石化江汉油田涪陵页岩气田开
足马力保障天然气生产供应 ，8 口
新井接连投产， 目前该气田日供天
然气增至近 2000 万立方米，可满足
约 4000 万户家庭用气需求。

江汉油田涪陵页岩气田位于重
庆市涪陵区， 是我国首个商业开发
的大型页岩气田，自 2014 年投产以

来，已累计产气超 400 亿立方米，为
我国长江经济带沿线 70 多个城市
的上千家企业、2 亿多居民送去了
绿色清洁能源。

为提高天然气保供能力，江汉油
田涪陵页岩气田着力加快产能建设
步伐，并加强和国家管网公司及下游
工业用户、 民用用户的产销衔接，全
力确保安全平稳高效供气。今年 1至
10月， 该气田累计供应天然气 59.89
亿立方米，同比增长 9.33%。

国家发展改革委

寒潮后煤炭生产快速恢复
新华社北京 11 月 11 日电 （记者 安

蓓）近日我国迎来强降温寒潮天气，部分
地区出现大风、暴雪等恶劣天气，对煤炭
生产造成一定影响。 记者 11 日从国家发
展改革委了解到，目前主要产煤区寒潮已
基本结束，全国煤炭产量快速回升。 11 月
7 日至 9 日调度日平均产量达到 1175 万
吨， 已超过寒潮前几日平均生产水平，其
中 11 月 9 日产量达到 1182.5 万吨， 为近
年来第三高位。

据了解， 受寒潮天气影响，11 月 6 日

全国煤炭产量跌破 1100 万吨， 日产量下
降 100 多万吨。 国家发展改革委督促晋陕
蒙等煤炭主产区科学合理组织生产，加强
安全管理，加快恢复生产，最大限度减少
寒潮对稳产增产的影响。

产运需各方积极应对恶劣天气给能
源保供带来的影响，铁路、公路、港口主动
采取预防和应对措施， 全力增加电煤供
应， 寒潮对电煤运输的影响正在逐步消
除，电厂存煤水平继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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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包头西站运煤列车编组场（11 月
2 日摄）。作为国家重要的能源保障基地，内
蒙古自治区加大煤炭生产、运输力度，全力
保障向全国供煤。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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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国寺储气库
加入全国调峰保供行列

新华社北京 11 月 11 日电（记者 安

蓓） 记者 11 日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
到， 随着煤炭增产增供措施不断落地见
效，煤矿优质产能进一步释放，寒潮后全
国煤炭产量迅速恢复并快速提升，11 月
10 日， 煤炭调度日产量达到 1205 万吨，
创历史新高， 较上一个峰值增加 12 万
吨，其中山西、陕西、新疆等多省区煤炭
产量均创近年来新高， 为全国能源保供
稳价工作奠定更为牢固的基础。

随着全国煤炭产量和市场供应量持
续增加，电厂供煤、存煤和港口煤炭场存
水平进一步提升。 11 月 10 日，全国电厂
供煤再次超过 800 万吨， 达到 814.3 万
吨； 供煤大于耗煤超过 200 万吨， 达到
204.3 万吨； 电厂存煤达到 1.23 亿吨，可
用天数超过 21 天。 11 月 11 日，北方主要
港口存煤 2400 万吨 ， 较月初增加超过
400 万吨； 其中秦皇岛港存煤 565 万吨，
较月初增加 60 万吨。

全国煤炭日产量 1205万吨创历史新高

今冬明春能源保供
取得阶段性成效

随着寒潮来袭，能源保供进一步引发
关注。 记者日前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
到，11 月煤炭日产量创近年来新高，今冬
明春能源保供取得阶段性成效。

今年以来国际市场能源价格大幅上
涨，国内电力、煤炭供需持续偏紧。为扎实
做好今冬明春能源保供，各级部门采取有
力措施保证能源供应特别是民生用能，能
源供需紧张形势有所缓解。

能源保供稳步推进

近期 ， 随着煤炭产能进一步释放 ，
煤炭生产保持高位水平。 11 月份以来，
全国煤炭日均产量达到 1153 万吨 ，较
10 月初增加超过 80 万吨 。 据了解 ，国
家发展改革委协调铁路 、港航企业加强
重点地区 、 重点线路煤炭运输组织 ，10
月下旬全国铁路日均煤炭装车超过 10
万车 ，同比增长 14.5% ，创近年来最高
水平。

随着全国煤炭产量持续增长和电煤
装车快速增加，11 月份以来电厂供煤持
续大于耗煤， 库存日均增加 160 万吨，存
煤水平快速提升。 11 月 5 日， 电煤装车
6.5 万车，同比增长 39%；电煤供大于耗
182 万吨，电厂存煤达到 1.16 亿吨，可用
20 天。

针对近期个别地区柴油资源供应偏
紧，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组织协
调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等石油公司采
取措施，增加成品油供应。9 月、10 月柴油
供应量连续两个月环比增加近 20%，预
计 11 月、12 月供应量将比前 8 个月供应
量增长近 50%。

价格逐步回归合理

10 月中下旬以来， 煤炭供需形势明
显好转，煤炭期现货价格快速下降。 动力
煤主力合约连续 10 日下跌 ， 累计跌幅
55%，11 月 2 日报收于 892 元/吨。5500 大
卡动力煤港口平仓价已降至 1200 元/吨
左右， 坑口价已降至 1000 元/吨左右，比

前期高点下跌超过千元。
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表示，督

促重点煤炭企业发挥保供稳价带头作用，
多签中长期合同，严格执行中长期合同煤
炭价格，带头降低市场交易价格。 在已签
订年度中长期合同的基础上，组织发电供
热企业与煤炭企业补签 1.5 亿吨中长期
合同，基本实现发电供热用煤中长期合同
全覆盖。

这位负责人还表示，今年以来，国际
天然气价格持续走高， 但对我国气价上
涨影响总体可控。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督
促各地和相关企业严格执行居民用气门
站价格政策， 保持取暖等民生用气价格
基本稳定， 将国际气价上涨的影响降低
到可控范围。

为冬季调峰保供做好准备

据预测，今年冬季北方等地区气温较
常年同期偏低， 甚至可能出现极端天气。
民生用电用气能否得到有力保障？

这位负责人说，居民用电量占全部用
电量 15%左右， 民生用气占全部用气比
例不到 50%， 民生用电用气全额保障没
有问题。 将指导地方和企业坚持民生优
先，必要时“压非保民”。 坚持“用户知情、
合同约定”， 科学安排、 严格落实有序用
电，严禁拉闸限电。

据了解，今年冬季全国电力总装机将
达到 24 亿千瓦左右， 同比增加约 2 亿千
瓦， 有效顶峰负荷将再提高 6000 万千瓦
以上，顶峰发电能力可以超过 12 亿千瓦，
全国最大发电能力能够保障最高用电负
荷需求。

国家发展改革委预计，供暖季全国天
然气总体呈紧平衡态势。 截至目前，已落
实供暖季保供资源量 1744 亿立方米，还
在组织企业进一步挖掘增产增供潜力。从
天然气储备情况看，供暖季全国可形成储
气量 270 亿立方米以上，为冬季调峰保供
做好了准备。

新华社记者 谢希瑶 安蓓

（新华社北京电）

煤炭日产量创新高 保群众温暖过冬
今年下半年以来，煤炭供应偏紧，价格

高涨。 冬春两季又是煤炭消费高峰，需求还
将进一步增加。 10 月以来，各部门、各煤企
推进煤炭保供稳价，产量持续增加，煤炭期
现货价格大幅回落， 确保能源安全保供和
人民群众温暖过冬。

优质产能充分释放

立冬以来，气温骤降。
位于山西朔州的中煤集团平朔东露天

矿，夜里气温低至零下 18 摄氏度，但矿上
依然热火朝天。 一台台重型卡车将一车车
原煤运到破碎站， 经选煤厂洗选后装车运
往全国各地。

面对煤炭供应紧缺的严峻形势， 中煤
集团所属煤炭生产企业开足马力生产，除
保证长协煤合同的兑现外，还新增 1970 万
吨的保供任务，对应东北三省、京津冀、广
东、福建等重点保供地区。

中煤集团销售公司营销部经理胡建宏
说，今年 1 月至 10 月，公司煤炭产量 1.79
亿吨，同比增长 10%；煤炭销量 3.05 亿吨，
同比增长 13%。

千里之外的煤都乌海， 国家能源集团
旗下各煤矿设备轰鸣、重卡穿行，干部员工
坚守一线。

作为我国最大的煤炭生产企业， 国家能
源集团1月至9月完成煤炭产量4.1亿吨， 同比
增长4.6%；煤炭销量5.7亿吨，同比增长9%。

煤炭是我国目前的主体能源， 在国家
能源供应中发挥着重要的基础和兜底保障
作用。 随着我国北方地区陆续进入供暖季，
国务院各部门、 各大能源央企采取一系列
举措，确保今冬明春煤炭供应。

国家矿山安监局筛选出 153 处符合安
全增产保供条件的煤矿列入应急保供名

单， 纳入产能核增快速通道， 可增加产能
2.2 亿吨/年，预计第四季度可增加煤炭产量
5500 万吨。

国家发展改革委的数据显示， 随着产能
释放，10月份以来煤炭产量持续增长，11月1
日至5日煤炭日均调度产量达到1166万吨，较
9月底增加超过120万吨，11月10日，煤炭调度
日产量达到1205万吨，创历史新高。

国家能源局有关负责人说， 下一步将
统筹增产保供和安全环保，紧盯煤炭生产，
协调稳产增产过程中的突出问题， 有效增
加煤炭生产能力，确保能源安全保供，确保
人民群众温暖过冬。

央企带头下调售价

与煤炭市场价格持续攀升形成鲜明对
比的是，多家央企带头接连下调售价。

在中国煤炭运销协会近日召开的会议
上， 全国 10 多家主要煤炭企业跟进表态，
主动将主产地 5500 大卡动力煤坑口价格

降至每吨 1000 元以下。
10月中下旬，5500大卡动力煤港口价突

破2000元。10月21日，中煤集团率先以1200元/
吨的价格向华能营口电厂供应5.7万吨动力
煤；10月23日，中煤集团以1200元/吨向华润辽
宁盘锦电厂供应5.57万吨动力煤。

11 月 8 日， 中煤集团再次全面下调坑
口和港口动力煤销售价格。 北方港口 5500
大卡煤炭平仓销售价格全部在 1100 元/吨
以下；所属晋陕蒙生产企业 5500 大卡煤炭
坑口价格一律不超过 900 元/吨， 引导煤炭
价格回归理性。

在环渤海港口销量占比接近 40%的国家
能源集团，10月 19日作出保供稳价承诺。

11 月 1 日， 国家能源集团在秦皇岛港
完成两船现货煤炭交易，价格均为 1000 元/
吨以下， 为后期开展稳价保供工作起到良
好示范效应。 此外，内蒙古伊泰集团、蒙泰
集团、汇能集团等多家企业也宣布，主动下
调坑口煤售价。

“从市场监测情况看，10 月下旬以来，
全国坑口、港口煤价均大幅下降，随着后期
煤炭产量提升， 煤炭市场供需形势将进一
步改善 ， 煤炭价格将加快向合理水平回
归。 ”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表示。

运力大幅提升

国铁集团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10 月
份，国家铁路发送电煤 1.22 亿吨，同比增长
25%，环比增长 21%。 11月 1日至 4日，煤炭
日均装车约 8.8 万车，同比增长 21%；电煤装
车约 6.3万车，同比增长 39%，创历史新高。

日前，国铁集团在哈尔滨、北京、太原、
呼和浩特、郑州、西安、乌鲁木齐局集团公司
等煤炭重点装车地区设立调度分所，加强电
煤运输实时盯控和全流程运输组织工作，优
先保障电煤运输需求，千方百计增加电煤运
力资源。 大秦铁路是西煤东运的主要干线。
大秦铁路 11 月 8 日公告显示，10 月份完成
货物运输量 3286 万吨，同比持平。

作为国内最大的煤炭下水港， 黄骅港
历来都是煤炭运输保供的主战场。 连日来
昼夜无歇， 准备装煤的货船在码头边排着
队停靠， 大型传输设备不停地将来自内蒙
古等地的煤炭从火车车皮上卸下， 再装上
船，运往各地。 国家能源集团黄骅港务公
司生产指挥中心经理刘金光说，10月以来，
黄骅港累计发运电煤1400余万吨， 特别是
运往东北地区， 保供电煤达到107.3万吨，
同比增加了37%。

新华社记者 戴小河 （新华社北京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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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冬已过，寒潮来袭，能源保供进一步
引发关注。 保障能源特别是民生用能供应
不仅事关经济平稳运行， 更关系千家万户
生产生活。 家里暖气足不足、炕头暖不暖，
衡量的是能源保供工作质量， 影响的是百
姓“温暖指数”。

今年以来，国际市场能源价格大幅上涨，
国内电力、煤炭供需持续偏紧。近段时间以来，
各级相关部门采取有力措施保证能源供应特

别是民生用能，能源供需紧张形势有所缓解，
全国煤炭产量和市场供应量持续增加， 电厂
和港口存煤加快提升， 为能源安全保供和人
民群众温暖过冬奠定良好基础。

不过， 尽管从目前来看能源供需形势
总体稳定，但保供之弦不能放松。 据预测，
今年冬季北方等地区气温较常年同期偏

低，甚至容易出现极端天气，加上人民生活
水平不断提高， 冬季高峰期取暖用电用气
需求不断攀升，加大了调峰保供的难度。

越是困难的时候越要保障民生。 坚持
民生优先是衡量能源保供工作质量的重要

标尺。 对于各地来说，要充分做好应对极端
天气等不确定因素影响的准备， 确保民生
用能在资源上得到充分保障， 在价格上能
够保持稳定。

保障群众温暖过冬既是一项民生任

务，更是一项幸福工程。 各地应坚持宜煤则
煤、宜电则电、宜气则气，坚守民生用能保
供底线， 坚决避免压限居民用能的情况发
生。 各地和相关企业要严格执行居民用气
价格政策， 保持取暖等民生用气价格基本
稳定，让人民群众用得上、用得起。

对可能出现资源偏紧的北方部分地

区，要及时调度资源，确保发电供热用能特
别是东北地区冬季用煤用电用气， 兜底保
障取暖需要，确保百姓温暖过冬，切实提升
百姓“温暖指数”。

目前， 我国居民用电量占全部用电量
的 15%左右，民生用气占全部用气的比例不
到 50%，我们完全有底气有能力做好民生用
电用气全额保障。 新华社记者 樊曦

（新华社北京 11月 10 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