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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简介

观研报告网发布的《2022年中国煤化工市场分析报告-行业全景评估与投资规划分析》涵盖
行业最新数据，市场热点，政策规划，竞争情报，市场前景预测，投资策略等内容。更辅以
大量直观的图表帮助本行业企业准确把握行业发展态势、市场商机动向、正确制定企业竞争
战略和投资策略。本报告依据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和国家信息中心等渠道发布的权威数据
，以及我中心对本行业的实地调研，结合了行业所处的环境，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微观
等多个角度进行市场调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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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目录及图表目录

煤化工以煤为原料，经化学加工使煤转化为气体、液体和固体产品或半产品，而后进一步加
工成化工、能源产品的过程。
国家层面政策汇总
煤炭能源作为我国能源结构的重要组成，对于确保我国能源供应安全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而煤化工产业作为实现煤炭资源高效利用的有力手段，直接关系到国家的能源战略发展规划
。
煤化工的发展过程中，给我国带来了一定的环境问题，为了煤化工产业的健康发展，我国陆
续出台了一系列针对煤化工行业的环保政策及产业升级扶持政策。如2019年5月发布的关于
印发《工业节能诊断服务行动计划》的通知中要求石化化工行业分析先进煤气化技术，以及
炼化、煤化工、电石、硫酸、炭黑等行业中低品位余热高效回收技术应用潜力
2017-2021年3月国家层面煤化工行业相关政策汇总
发布时间
政策名称
重点内容
政策性质
2017年1月
《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
有关煤化工发展的内容可以归纳为四点:控制产能，升级示范，发展技术，建设重点。控制
产能方面，“规划”提出"十三五”期间，煤制油、煤制天然气生产能力达到1300万吨和170亿
立方米左右。
支持类
2017年1月
《关于加强分类引导培育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新动能的指导意见》
加强资源就地转化能力建设，将资源优势转变为产业优势，鼓励有条件的地方，推进“探矿
、采矿、选矿、冶炼、加工”五位一体化发展，延伸资源产
业链条。按照技术更先进、产品更高端、生产更高效的原则，发展资源精深加工产业，推动
石油炼化-
体化、煤电化一体化发展，有序发展现代煤化工，提高钢铁、有色金属深加工水平。
支持类
2017年2月
《煤炭深加工产业示范“十三五”规划》
提出以国家能源战略技术储备和产能储备为重点，在水资源有保障、生态环境可承受的地区
，开展煤化工相关项目，发挥煤炭的原料功能，在晋东、云、宁东、陕北、神东等基地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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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制油项目。
支持类
2017年3月
《现代煤化工产业创新发展布局方案》
布局内蒙古鄂尔多斯、陕西榆林、宁夏宁东、新疆准东4个现代煤化工产业示范区。同时提
出现代煤化工与电力、石油化工、冶金建材、化纤、盐化工等产业融合发展。
支持类
2017年4月
《关于印发《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战略(2016-2030)》的通知》
按照严格的节水、节能和环保要求，结合生态环境和水资源承载能力，适度推进煤炭向深加
工方向转变，探索清洁高效的现代煤化工发展新途径，适时开展现代煤化工基地规划布局，
提高石油替代应急保障能力。做好节水环保高转化率煤化工技术示范
支持类
2017年9月
《关于支持山西省进一步深化改革促进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的意见》
加快推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推动焦化、煤化工等重点领域实施清洁生产技术改造;坚持煤
电结合、煤运结合、煤化结合，鼓励煤炭、电力、运输、煤化工等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进行重
组或交叉持股，打造全产业链竞争优势;依托山西省要素资源优势，实施现代煤化工升级示
范工程。开展“煤一电一铝-材”一体化改革试点，推动铝工业转型升级。
支持类
2017年12月
《关于促进石化产业绿色发展的指导意见》
打造- -批化工类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形成若干个世界-流水平的石化产业基地、
现代煤化工产业示范区;以石油化工产品能力补充为重点，结合大型煤炭基地开发，采取产
业园区化、装置大型化、产品多元化的方式，规划布局现代煤化工产业示范;
支持类
2017年12月
《关于进一步推进煤炭企业兼并重组转型升级的意见》
支持煤炭与煤化工企业兼并重组。鼓励煤炭与煤化工企业根据市场需要出发实施兼并重组，
有序发展现代煤化工，促进煤炭就地转化，发展高科技含里、高附加值产品。实现煤炭原料
上下游产业的有机融合，增强产业相互带动作用
支持类
2018年2月
《2018年能源工作指导意见》
提出推进煤矿企业兼并重组和煤电、煤运、煤化工，上下游产业融合，提高抵御市场风险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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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加强化解煤炭过剩产能和建设先进产能的统筹，实现煤炭供需动态平衡，保持价格稳定
。
支持类
2019年5月
《关于印发《工业节能诊断服务行动计划》的通知》
石化化工行业分析先进煤气化技术，以及炼化、煤化工、电石、硫酸、炭黑等行业中低品位
余热高效回收技术应用潜力。
规范类
2021年3月
《石化化工行业鼓励推广应用的技术和产品目录公示》
鼓励推广应用的技术和产品目录中包括高效高可靠多级化工离心泵关键技术、大型气流床气
化技术、基于界面调控和粒径优化的分散稳定技术、煤基合成气制乙二醇工程技术..大规模
低阶煤管式间接干燥工艺技术与装备等。
支持类
资料来源：观研天下整理
2016-2021年5月煤化工环保政策汇总
发布时间
政策名称
重点内容
2016年11月
《关于印发“十三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的通知》
在煤基行业和油气开采行业开展碳捕集、利用和封存的规模化产业示范，控制煤化工等行业
碳排放。
2016年12月
《关于印发“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的通知》
黄河流域重点控制煤化工、石化企业排放，持续改善汾河、凍水河、总排干、大黑河、乌梁
素海、湟水河等支流水质，降低中上游水环境风险;开展石化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治理，实施
有机化工园区、医药化工园区及煤化工基地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整治，推进加油站、油罐车、
储油库油气回收及综合治理。.
2017年7月
《关于加强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发展的指导意见》
实施能效提升计划。推动长江经济带煤炭消耗里大的城市实施煤炭清洁高效利用行动计划，
以焦化、煤化工、工业锅炉、工业炉宝等领域为重点，提升技术装备水平、优化产品结构、
加强产业融合，综合提升区域煤炭高效清洁利用水平，实现减煤， 控煤、防治大气污染。.
2018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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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
提出严控“两高”行业产能，加大落后产能淘汰和过剩产能压减力度，严格执行质里、环保、
能耗、安全等法规标准，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实施“以钢定焦
2020年9月
《关于印发《环评与排污许可监管行动计划(2021-2023年)》《生态环境部2021年度环评与
排污许可监管工作方案》的通知》
生态环墳部按季度对地方审批的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开展复核，加大对煤化工等高污染、高
风险、生态影响大的行业加大抽查比例;生态环境部对重点区域、重点流域内本级和地方审
批的石化、化工、煤化工、水利水电、煤炭等行业环境影响报告书(表)项目进行抽查。
2021年5月
《关于加强高耗能、高排放建设项目生态环境源头防控的指导意见》
推动煤电能源基地、现代煤化工示范区、石化产业基地等开展规划环境影响跟踪评价，完善
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并适时优化调整规划。严格“两高”项目环评审批，石化、现代煤化工项目
应纳入国家产业规划，对炼油、乙烯、钢铁、焦化、煤化工等环境影响大或环境风险高的项
目类别，不得以改革试点名义随意下放环评审批权限或降低审批要求。
资料来源：观研天下整理
地方层面政策汇总及解读
我国的煤炭资源主要集中在内蒙古、陕西、山西、宁夏等地，这些地区集中了我国大部分的
煤化工项目，其中包括大部分产业示范项目等，相关政策如下。
2021年主要省份煤化工行业政策汇总
省市
发布时间
政策名称
重点内容
内蒙古
2021年2月
关于印发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的通知
发挥煤化工、氯碱化工、氟化工产业优势，积极发展先进高分子材料和复合材料;按照“产业
园区化、装置大型化、产品多元化”要求，高标准建设鄂尔多斯现代煤化工产业示范区;重点
推进数字矿山、数字能源、数字煤化工基地建设，积极部署数字电网、数字油气管网。
2021年3月
关于确保完成“十四五”能耗双控目标若干保障措施
除国家规划布局和自治区延链补链的现代煤化工项目
外，“十四五”期间原则上不再审批新的现代煤化工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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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4月
关于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工业经济转型升级的若干意见
除国家规划布局和自治区延链补链的现代煤化工项目
外，“十四五”期间原则上不再引进新的煤化工项目。
建立完善工业重点项目专家评审机制，力促项目筛选程
序更合理、决策更科学。
2021年9月
关于印发自治区“十四五”科技创新规划的通知
坚持绿色化、精细化、循环化导向，立足资源和产业基础，重点推进传统煤化工、氯碱化工
改造升级及现代煤化工产业延伸，大力发展下游产品加工。支持现代煤化工、医药农药、染
料、煤基新材料(碳材料)、有机硅等产品开发。
2021年9月
关于加快建立健全绿色 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具体措施的通 知
在钢铁、煤化工、羊绒纺织、食品加工、生物制药等高耗水行业全面实施工业节水改造。
山西
2021年4月
山西省“十四五”新装备规划
大力发展现代煤化工装备。重点研发煤炭直接液化、煤炭间接液化、煤气化、煤制烯烃、煤
制乙三醇等一批具有代表性的煤化工装备，实现高压隔膜泵、高压煤浆泵、煤浆切断阀等关
键零部件国产化。重点发展煤化工专用压力容器，培育煤化工装备系统集成商。
2021年5月
关于印发山西省“十五”新产品规划的通知
加快突破适合山西煤种的新型煤气化、煤炭分质分级梯级利用等关键共性技术，推动工艺设
备改造升级，提产品技术含里和端产品占比，形成多元化、高级化的现代煤化工产品体系。
精细化学品领域，打造高密度航空煤油、煤基合成特种溶剂、己内酰胺等拳头型产品。煤制
乙二醇领域，打造煤制己二脂、碳酸二甲酯等拳头产品。焦炉煤气综合利用领域，打造高纯
氢气、甲酵合成材料等拳头产品。煤焦油综合利用领域，打造针状焦特种炭黑等拳头产品。
构建我省现代煤化工产品的差异化竞争优势。
2021年5月
关于印发山西省“十四五”14个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的通知
以高端化、规模化、全链条发展为方向，依托生物质资源和煤化工原料基础，以产业化技术
突破和规模化应用带动生物基新材科产业重质齐升。
2021年5月
关于印发山西省“十四五”未来产业发展规划的通知
以“高端化、差异化、市场化、环境友好型”为发展方向，依托资源窝赋及煤化工、焦化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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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大力发展高端炭材料和碳基合成材料。以绿色化、高效化为发展方向，着力推进实施
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重点在燃电、现代煤化工、煤炭加工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三个方面推
进煤炭清洁
2021年7月
山西省“十四五”京津冀、长三角、大湾现高水平崛起规划
推动装备制造业智能化升级，支持山西省轨道交通装备、新能源汽车、节能环保装备、煤机
装备、煤化工装备、农机装备、基础工艺装备、通航设备、智能制造装备等制造领域的合作
交流。促进山西省数字化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助力先进制造业产业体系的形成。
宁夏
2021年9月
关于促进全区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意见
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围绕清洁能源、现代煤化工、新型材料、绿色食品、电子信息等
重点产业两头延伸补链、填补空白建链、改造提升壮链，强化与京津冀、长江经济带、粵港
奥大湾区和福建省等产业链协作发展
。
2021年9月
关于印发宁夏回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的通知
开展可再生能源制氢耦合煤化工产业示范。编制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煤电、煤化工、钢铁
、石化等行业二氧化碳捕集、利用与封存全流程示范工程。
2021年9月
关于印发宁夏回族自治区科技创新“十四五”规划的通知
围绕加快煤炭资源高效清洁转化利用、打造现代煤化工产业示范区的需求，重点开展煤炭智
能绿色开采关键技术研发及集成应用，研发应用适用于煤层赋存条件的智能技术和装备，开
发现代煤化工下游高附加值产品，研发应用煤化工废渣处置与资源化综合利用技术，研发应
用煤转化高盐、高浓有机废水净化低能耗低成本技术，持续开展现代煤化工产业化关键技术
集成与优化，推动我区现代煤化工产业做优做强
2021年10月
关于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质里发展的意见
加强煤化工高端产品、新型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功能食品等关键技术研发，促
进产业高端化;加快建设宁东现代煤化工中试基地和石嘴山先进材料中试基地。
2021年10月
关于印发宁夏回族自治区现代物流发展“十四五”规划的通知
宁东能源化工基地。实施梅花井公铁联运综合物流园区建设工程，推进宁东能源化工基地煤
化工物流集聚区建设，加快发展煤炭、化工和危化品物流。重点推进宁东与鄂尔多斯、榆林
等能源基地的大宗物流通道建设，建设宁东铁路与内蒙鄂尔多斯南部铁路连接线，形成蒙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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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宁新通道。支持粉煤灰资源化外运，打造绿色能源化工物流示范区。推动宁东、鄂尔多斯
、榆林联合打造全国现代煤化工产业集聚区。
陕西
2021年6月
关于印发2021年全省工业稳增长促投资若干措施的通知
对拟投产达产且附加值高的煤化工深加工项目，要在确保实现能耗“双控”目标前提下，通过
降低单位产出能耗、能耗指标置换等途径积极推动。
资料来源：观研天下整理（YYJ）

观研报告网发布的《2022年中国煤化工市场分析报告-行业全景评估与投资规划分析》涵盖
行业最新数据，市场热点，政策规划，竞争情报，市场前景预测，投资策略等内容。更辅以
大量直观的图表帮助本行业企业准确把握行业发展态势、市场商机动向、正确制定企业竞争
战略和投资策略。本报告依据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和国家信息中心等渠道发布的权威数据
，以及我中心对本行业的实地调研，结合了行业所处的环境，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微观
等多个角度进行市场调研分析。
 
行业报告是业内企业、相关投资公司及政府部门准确把握行业发展趋势，洞悉行业竞争格局
，规避经营和投资风险，制定正确竞争和投资战略决策的重要决策依据之一。本报告是全面
了解行业以及对本行业进行投资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观研天下是国内知名的行业信息咨询
机构，拥有资深的专家团队，多年来已经为上万家企业单位、咨询机构、金融机构、行业协
会、个人投资者等提供了专业的行业分析报告，客户涵盖了华为、中国石油、中国电信、中
国建筑、惠普、迪士尼等国内外行业领先企业，并得到了客户的广泛认可。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数据
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市场
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家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据
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本研究报告采用的行业分析方法包括波特五力模型分析法
、SWOT分析法、PEST分析法，对行业进行全面的内外部环境分析，同时通过资深分析师
对目前国家经济形势的走势以及市场发展趋势和当前行业热点分析，预测行业未来的发展方
向、新兴热点、市场空间、技术趋势以及未来发展战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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