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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工业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煤
炭规划院”）的前身是煤炭工业部规划设计研究总院，
现为国务院国资委管辖的中国煤炭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的全资子企业，2013 年完成公司制改制。作为煤炭
行业高端咨询机构，为政府部门、煤炭企业集团及相
关企业提供服务，业务领域主要涵盖煤炭行业发展战
略研究、政策法规、发展规划、技术经济、企业管理
咨询及煤炭新技术等方面的研究，煤炭工程项目的评
审、评估和咨询等。同时，煤炭规划院主办中文核心
期刊、中国科技核心期刊《煤炭工程》和《煤炭经济
研究》。

煤炭规划院技术力量雄厚，专业配套齐全，拥有
一批高素质的专家。专业涉及采矿、选煤、煤化工、
煤炭加工利用、安全工程、经济管理、编辑出版等领域。
聘请了 30 余位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和煤炭
行业知名专家作为“特聘高级专家”“首席专家顾问”，
拥有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高级专家、煤炭设计
大师，还有一大批经验丰富、专业技术精湛、在业界
享有较高声誉的资深专家，凝聚了行业顶级智力资源。
具有知识密集型企业的显著特点，是我国煤炭行业权
威咨询机构之一。

近年来，煤炭规划院完成了一大批行业和地区以
及大型煤炭企业发展规划的编制；受政府主管部门或
行业委托完成了众多煤矿建设项目咨询评估任务，开
展了系列宏观课题和产业政策研究，承担了国家大型
煤炭基地总体规划等一大批令人瞩目、影响重大、意
义深远的重大项目的咨询服务；承担了国家科技重大
专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863 计划等国家重大课题；
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国土资源部、国家应急管
理部、国家煤监局、中国工程院、中国煤炭工业协会
等部委及行业协会重点咨询项目；世界银行、亚洲开
发银行、IEA、UNDP、NRDC 等机构国际合作项目；
为神华集团、中煤能源集团、河南能源集团、潞安集团、
山西焦煤集团、阳煤集团、陕煤化集团、龙煤集团等
企业集团编制战略规划，并为相关企业提供管理咨询
服务等。

煤炭规划院实施品牌战略和人才强企发展战略，
以“立志立德，敬业精业”为院训，以“百年创新，
百年规划”为愿景，以“引领煤炭工业科学发展”为
己任，按照国际咨询顾问公司模式，努力创建煤炭行
业一流智库。

公司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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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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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格资质



05

规划院技术力量雄厚，专业配套齐全，拥有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高级专家、煤炭勘察设

计行业学术带头人的勘察设计大师以及一批高素质的技术和管理专家。

规划院现有员工 70 人，年龄、学历、职称分布入如下：

人力资源

年龄

学历 职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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丨工程咨询丨
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项目（资金）申请报告的编制和评审（估）；初步设计、煤矿安全

评价报告、建设项目安全核准等评审；造价咨询；招标代理；专题研究；工程验收和中、后期评价等。

丨规划（战略）咨询丨
国家、地方煤炭行业规划；区域、矿区煤炭总体规划；资源综合利用与循环经济；企业发展战

略规划；安全改造规划；规划评审（估）等。

丨政策咨询丨
为国家和地方煤炭行业管理部门制定法律法规、产业和技术政策、规程规范和标准等提供咨询

服务。

丨课题研究丨
积极应对国际能源发展及趋势需求和行业发展政策需求，研究新产业、新技术、新经济、新业

态和新模式下煤炭行业及企业发展对策。

丨管理咨询丨
为大型企业提供企业诊断、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组织设计、内控体系、企业文化、信息化等

管理咨询。

丨投融资咨询丨
为大型企业提供投资咨询、融资咨询、证券分析研究等咨询服务。

丨期刊出版丨
主办《煤炭经济研究》杂志，《煤炭经济研究》创刊于 1981 年，是煤炭行业唯一的经济管理类

学术期刊、中国科技核心期刊。

业务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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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获奖名称 获奖项目

1 煤炭行业（部级）2006 年度优秀工程咨询成果特等奖 国家大型煤炭基地总体规划研究
2 2006 年全国优秀工程咨询成果一等奖 国家大型煤炭基地建设规划
3 国家能源局软科学研究院优秀成果奖 深化煤炭整顿关闭政策研究
4 中国煤炭工业科学技术奖二等奖 神华集团煤炭现代化工程建设标准
5 国家能源局 2011 年度软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全国炼焦煤市场分析与预测研究
6 第五届安全生产科技成果奖二等奖 大型安全高效矿井和选煤厂建设标准研究
7 2012 年度全国优秀工程咨询成果一等奖 大型企业煤炭资源接续和发展研究报告
8 2012 年度全国优秀工程咨询成果三等奖 小煤矿发展研究
9 国家能源局二〇一二年度软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大型企业煤炭资源接续和小煤矿发展研究
10 中国煤炭工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中国煤炭科学产能研究
11 中国煤炭工业科学技术奖二等奖 煤炭企业人力资源竞争力评价研究
12 中国煤炭工业科学技术奖三等奖 煤炭企业内部控制评价体系研究

13 中国煤炭工业科学技术奖三等奖
2015 年度能源软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三等奖

“十三五”煤炭清洁高效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研
究

14 2015 年度煤炭行业（部级）优秀工程咨询成果奖一等奖 《贵州大方对江南矿井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评
审报告

15 2015 年度煤炭行业（部级）优秀工程咨询成果奖一等奖 煤炭需求预测预警模型平台
16 2015 年度煤炭行业（部级）优秀工程咨询成果奖一等奖 内蒙古自治区胡列也吐矿区总体规划

17 2015 年度煤炭行业（部级）优秀工程咨询成果奖一等奖 “十三五”及中长期能源和煤炭消费总量控制
目标及对策措施研究

18 2015 年度能源软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三等奖 煤炭质量管理配套政策研究
19 2015 年度能源软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三等奖 2030 能源体制革命战略研究
20 2015 年度能源软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 煤矿关闭退出机制研究

21 中国煤炭工业科学技术奖二等奖 基于煤炭消费总量控制的煤炭行业可持续发展
研究

22 中国煤炭工业科学技术奖二等奖
2016 年度能源软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 煤与非煤清洁发电竞争力与节能减排比较研究

23 2016 年度煤炭行业（部级）优秀工程咨询成果奖一等奖    
2016 年度全国优秀工程咨询成果二等奖 神华集团“十三五”科技创新规划研究     

24 2016 年度能源软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 我国中长期天然气需求展望与预测模型研究

25 中国煤炭工业科学技术奖二等奖 煤炭行业化解产能过剩过程中就业与职工安置
问题研究

26 中国煤炭工业科学技术奖二等奖 峰峰矿区深部矿井奥灰水害防治一体化关键技
术

27 2017 年度煤炭行业（部级）优秀工程咨询成果奖一等奖 潞安集团“十三五”发展规划
28 中国煤炭工业科学技术奖二等奖 煤炭高效清洁利用方式综合评价研究

29 中国煤炭工业科学技术奖二等奖 千米立井井筒建设构造带塌滑治理关键技术与
工程实践

30 2018 年度煤炭行业（部级）优秀工程咨询成果奖一等奖 内蒙古煤炭资源开发利益补偿和资源红利分享
机制研究

31 中国能源研究会能源创新奖三等奖 研究推动新疆开展能源综合改革试点

部分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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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委托单位

工程咨询

1 2011-2016 中央预算内资金煤矿安全改造项目评审 国家能源局
2 煤矿地质补充勘探项目评审 国家能源局
3 煤炭产业升级备选项目评审 国家能源局
4 辽宁省 2019 年煤矿安全改造项目验收 辽宁省发改委
5 贵州省 2019 年煤矿安全改造项目验收 贵州省发改委
6 黑龙江省 2019 年煤矿安全改造项目验收 龙煤集团鹤岗公司
7 神华集团煤炭现代化工程建设标准 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8 国投煤炭有限公司煤炭工程设计标准体系研究 国投煤炭有限公司

9 两淮矿区煤层群开采条件下煤层气抽采示范工程“十二五”实
施方案报告编制 淮南矿业集团、淮北矿业集团

10 淮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08-2019 年煤矿安全改造
项目建设方案编制 淮北矿业集团

11 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9 年煤矿安全改造项目建
设方案 阳泉煤业集团

12 贵州发耳煤矿 2019 年煤矿安全改造项目 兖矿贵州能化公司
13 青龙煤矿 2019 年煤矿建设项目实施方案 兖矿贵州能化公司
14 中煤科工集团马家田煤矿 2019 年煤矿安全改造项目建设方案 马家田煤矿
15 林华煤矿瓦斯治理示范矿井工程建设项目验收 中电投贵州金元有限公司

16 黑龙江龙煤鹤岗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富力煤矿隐蔽灾害治理示范
工程建设方案 黑龙江龙煤鹤岗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17 黑龙江龙煤集团双鸭山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双阳矿水害治理示范
工程建设项目实施方案编制

黑龙江龙煤集团双鸭山矿业有限责任
公司

18 鹤岗矿业集团曲靖云鹤能源有限公司桃园煤矿恢复启动与扩能
论证报告

煤集团鹤岗矿业集团曲靖云鹤能源有
限公司

19 红庆河煤矿扩能开发方案规划研究报告 内蒙古伊泰集团

20 贵州省水城县玉舍煤矿东井井田勘探去煤层气地面抽采可行性
评价 贵州省水城县玉舍煤矿

21 神华内蒙古乌中旗 2×350MW(CFB) 低热值燃料综合利用发电
工程煤源论证报告评审 神华神东电力内蒙乌中旗电厂筹备处

22 内蒙古蒙泰不连沟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大路 2×30 万千瓦矸石热
电厂工程燃料来源论证报告 内蒙古蒙泰集团

23 鹤岗矿业集团俄罗斯南兴安锰铁矿项目恢复启动论证 鹤岗矿业集团

24 《巴基斯坦塔尔煤田Ⅰ区块露天煤矿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
评审报告 中国水电工程顾问集团有限公司

25 《榆神矿区郝家梁煤矿及选煤厂可研》评审咨询 陕西郝家梁煤矿
26 《绿塘煤矿“先抽后采”瓦斯治理示范工程实施方案》编制 山东能源集团贵州公司

代表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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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委托单位

规划咨询

1 《河南省郑州矿区总体规划》评估报告 国家发改委
2 《内蒙古自治区白彦花矿区总体规划》评估 国家发改委
3 煤层气开发利用“十三五”规划中期评估 国家能源局
4 煤矿区煤层气开发利用全生命周期综合评价及发展战略 科技部国家科技重大专项
5 我国煤矿安全生产工程科技战略研究报告 中国工程院
6 宁夏煤基产业高质量发展战略研究 中国工程院院地合作项目
7 内蒙古自治区煤炭工业发展“十三五”规划 内蒙古自治区发改委
8 内蒙古自治区胡列也吐矿区总体规划 内蒙古自治区发改委
9 内蒙古自治区“十二五”低热值煤发电专项规划 内蒙古自治区能源局
10 青海省煤炭工业发展“十三五”规划 青海省能源局
11 黑龙煤省煤炭“十二五”发展专项规划 黑龙煤省发改委
12 山西省“十二五”煤矸石综合利用实施方案 山西省发改委
13 太原市煤焦冶电化工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发展规划研究 太原市政府
14 临汾市煤炭工业中长期发展规划（2011-2020） 山西省临汾市煤炭工业局
15 鄂尔多斯市煤炭工业发展 " 十三五 " 规划 鄂尔多斯市发改委
16 济宁市煤炭工业新旧动能转换发展规划 济宁市煤炭局
17 保德县煤炭资源综合利用规划 保德县人民政府
18 山东省荷泽单县化工园区发展规划 山东省菏泽单县经济开发区
19 山西省武乡县煤电一体化综合利用发展规划（2011-2020） 山西省武乡县人民政府
20 沁水县煤炭深加工利用项目规划 泌水县发展和改革局
21 寿县“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 寿县扶贫开发办公室
22 煤炭工业“十四五”规划发展思路及重点领域发展战略研究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
23 中央煤炭企业“十三五”发展规划研究 中国煤炭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24 十三五煤矿安全高效矿井建设规划研究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
25 神华集团公司“十二五”、“十三五”科技发展（创新）规划 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6 中国中煤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十二五”、“十三五”发展
规划 中国中煤能源集团

27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煤矿安全改造“十三五”发展规划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8 煤炭工业中长期科技发展战略与集团公司“十四五”科技发展
方向研究 中国煤炭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29 中国煤炭科工集团“十二五”、十三五发展规划 中国煤炭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30 中国煤炭科工集团“十三五”科技创新规划（修编） 中国煤炭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31 煤矿区煤层气科技发展战略研究（2020-2035 年） 中国煤炭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11

序号 项目名称 委托单位

32 郑州煤炭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十三五”发展规划 郑州煤炭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3 大屯公司中长期发展战略研究 大屯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4 大屯公司 2018-2020 发展规划 上海大屯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35 山西兰花煤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煤炭产业“十三五”发展规划
研究 山西兰花煤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36 山西焦煤集团 2014-2018 年发展规划 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7 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十三五”发展规划 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8 辽宁铁法能源有限责任公司煤炭产业“十三五”发展规划 辽宁铁法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39 河南煤业化工集团“十三五”发展规划 河南煤化集团有限公司
40 潞安集团“十三五”发展规划 潞安集团
41 义马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十三五”及中期发展规划 义马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2 中煤科工集团华宇公司“十三五”发展规划 北京华宇工程有限公司
43 山西（阳泉）国际陆港集团晋东工业物流基地总体规划 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44 阳煤集团电力产业发展规划 山西兆丰铝业有限责任公司
45 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铝产业发展规划 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46 常村煤矿“十三五”发展规划 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常村煤矿

47 云南省小龙潭矿务局煤炭产业发展总体战略规划 云南小龙潭矿务局
48 中钢滨海临港产业发展规划 中钢滨海集团
49 长河经济带煤炭资源“三配”规划 山西泽州天泰能源有限公司
50 长河经济带煤炭循环发展规划 山西泽州天泰能源有限公司
51 长河经济带煤炭资源开发利用规划 山西泽州天泰能源有限公司
52 徐州工贸实业有限公司战略规划（2011-2020） 徐州工贸实业有限公司
53 潞安集团五阳煤矿中长期发展规划（2011-2020） 潞安矿业集团五阳煤矿
54 沈阳焦煤鸡西盛隆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煤炭产业十三五规划 沈阳焦煤鸡西盛隆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55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8 ～ 2020 年滚动规划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56 山西天地王坡煤业有限公司高质量发展战略 山西天地王坡煤业有限公司
57 榆林矿业集团企业发展战略与产业发展规划 榆林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58 榆神四期矿区高质量开发总体模式研究 神南矿业公司
59 圪针掌村“十三五”脱贫发展规划 山西天地王坡煤业有限公司
60 云南滇东能源雨汪煤矿煤层气、煤矸石利用方案 云南滇东能源公司

代表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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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委托单位

政策咨询

1 煤炭减量消费经济政策研究 国家发改委
2 煤炭产能置换长效机制研究 国家发改委
3 深化煤矿整顿关闭政策研究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

4 “十三五”及中长期能源和煤炭消费总量控制目标及对策措施
研究 国家能源局

5 《商品煤质量管理暂行办法》后评估 国家能源局
6 新常态下中国煤炭企业兼并重组审批程序优化研究 国家能源局
7 煤炭企业兼并重组政策措施研究 国家能源局
8 煤炭企业兼并重组政策回顾与评价 国家能源局
9 中国煤炭企业兼并重组实践研究 国家能源局
10 中国煤炭产业集中度研究 国家能源局
11 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政策研究 国家能源局
12 提高商品煤供应质量政策措施研究 国家能源局煤炭司
13 煤炭清洁利用全过程管理及政策研究 国家能源局煤炭司
14 改革开放 40 年能源变革 ( 煤炭篇 ) 国家能源局法制和体制改革司
15 2017 中国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报告 国家发改委经济运行调节局
16 煤炭科研战略方向分析及协同创新共同体情况梳理 北京科技协作中心
17 煤炭资源开发利益补偿和资源红利分享机制研究 内蒙古自治区能源开发局
18 中国煤炭行业供给侧改革关键问题研究 自然资源保护协会
19 我国煤炭企业两化融合水平研究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
20 煤炭行业转型升级发展路径研究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
21 我国煤矿关闭退出机制研究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
22 国家开发银行低碳经济发展方式对煤炭行业影响研究 中国煤炭运销协会
23 2017 年度煤炭工程咨询行业发展报告 煤炭建设协会
24 煤炭质量管理配套政策研究 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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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案例

序号 项目名称 委托单位

课题研究

1 煤炭清洁发电与清洁能源发电节能减排比较研究 国家发改委
2 煤层气中长期供应潜力研究 国家能源局
3 煤炭安全绿色开发和清洁高效利用技术与装备评价方法研究 国家能源局
4 煤炭清洁利用系统性研究 国家能源局
5 炼焦煤资源储备与利用本底调查研究 中国工程院
6 煤炭革命与区域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协同发展研究 中国工程院
7 能源革命驱动力与煤炭内生发展对策研究 中国工程院
8 衰竭煤矿、油气田转型发展研究 国家能源局发展规划司
9 煤炭行业高质量发展研究 国家发展改革经济运行调节局
10 内蒙古自治区煤炭资源开发规模研究 内蒙古自治区发改委
11 煤炭企业去产能转型发展研究 中国煤炭经济研究会
12 我国煤化工产业发展趋势与投资前景分析 中国煤炭经济研究会
13 大型煤炭基地开发潜力研究 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4 中国煤炭企业科学产能评测研究 中国煤炭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15 煤炭高效清洁利用方式综合评价研究 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6 炼焦煤资源及市场调查研究项目 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7 老矿区传统煤企转型协同发展模式研究 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8 同煤集团煤 - 电产业节能减排技术研究 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9 平朔矿区产业优化布局研究 中煤平朔集团有限公司
20 煤矿余热余压利用技术节能减排监测与评价 山西铭鑫隆煤矿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21 化解过剩产能背景下煤炭企业转型升级途径分析 中国经济时报社
22 民用型煤及配套炉具方案研究 山西天地王坡煤业有限公司
23 煤的孔隙结构和力学参数测试分析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管理咨询

1 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内控体系建设 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 山西霍州煤炭集团有限公司内控体系建设 山西霍州煤炭集团有限公司
3 华晋焦煤有限责任公司内控体系建设 华晋焦煤有限责任公司
4 中煤西北能源有限公司绩效管理体系构建和实施 中煤西北能源有限公司
5 神南矿业公司“双创”基地建设模式研究 神南矿业公司
6 中国煤炭科工集团有限公司总部职能机构改革方案 中国煤炭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7 中国煤炭科工集团有限公司科技人才体系建设顶层设计 中国煤炭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8 中国煤炭科工集团战略导向绩效管理体系创新工程实施方案 中国煤炭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9 中国煤炭科工集团多元化精准激励体系建设方案 中国煤炭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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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委托单位

10 中国煤炭科工集团中长期人力资源发展规划及整体实施解决方
案 中国煤炭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11 中国煤炭科工集团有限公司煤炭科学研究总院（中央研究院）
员工薪酬管理办法 中国煤炭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12 山西焦煤集团干部职级管理体制改革方案 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3 辽宁铁法能源有限责任公司组织结构调整方案及培训 辽宁铁法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14 神南矿业公司创新生态体系实施方案 神南矿业公司
15 杭州煤科清洁能源有限公司市场分析报告 杭州煤科清洁能源有限公司

招标代理

1 全媒体融合统一通讯平台采购招标 中国煤炭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2 “三重一大”决策运行系统建设项目招标 中国煤炭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3 中国煤炭科工集团有限公司选聘年度财务决算中介审计机构招
标 中国煤炭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4 厦门鸿益顺水煤浆厂料煤储存系统及准备系统、工艺系统施工
招标 北京华宇工程有限公司

5 沈阳石蜡化工有限公司 CPP 动力站扩建工程招标 北京华宇工程有限公司
6 沈阳石蜡化工有限公司 CPP 动力站扩建工程土建工程招标 北京华宇工程有限公司
7 越南公门选煤厂煤泥水处理工程设备采购招标 北京华宇工程有限公司
8 国投新集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板集矿井选煤厂项目设备采购招标 北京华宇工程有限公司

9 范各庄选煤厂煤泥水系统改造工程浮选车间至煤泥堆放场带式
输送机栈桥工程土建招标 北京华宇工程有限公司

10 黄玉川煤矿选煤厂及装车站项目（10.0Mt/a）锅炉房土建及设
备成套供货招标 北京华宇工程有限公司

11 神华新疆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乌东煤矿选煤厂设备采购报标 北京华宇工程有限公司

12 神华乌海煤焦化有限公司骆驼山煤矿选煤厂主厂房基础以外工
程、煤泥卸料点、浓缩车间等七项单位工程土建工程 北京华宇工程有限公司

13 北京天地大厦学术报告厅修缮维护项目机电工程招标 煤炭科学研究总院

14 新郑煤炭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选煤厂 EPC 项目主厂房土
建工程招标 武汉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15 神华包头煤制烯烃项目卸储煤装置总承包设备采购招标 武汉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16 神华宁夏煤基烯烃项目煤储运单元 EPC 总承包项目主要设备采
购招标 武汉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17 宁鲁煤电有限责任公司任家庄煤矿洗煤厂总承包项目土建（原
煤仓、产品仓）招标 武汉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18 建筑固料再生设备采购招标 西安研究院有限公司

19 张家峁矿井工业场地井下水处理站扩容工程施工总承包建安工
程施工招标 西安研究院有限公司

20 张家峁矿井工业场地井下水处理站扩容工程施工总承包设备采
购及调试招标 西安研究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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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案例

中国中煤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煤电产业“十三五”发展规划

神华集团公司“十三五”

科技发展（创新）规划

潞安集团“十三五”发展规划 山西兰花煤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煤炭产业“十三五”发展规划

全国炼焦煤市场

分析与预测研究

大型企业煤炭资源

接续和发展研究

露天煤矿用挖掘机

市场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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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经济研究》（月刊）创刊于 1981 年，由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主管，煤炭科学研究总院、中国

煤炭经济研究会主办，是煤炭行业 62 本学术期刊中

唯一的经济管理类学术期刊，中国科技核心期刊。 

丨办刊理念丨
弘扬学术，探讨理论，关注现实，研究问题。

丨办刊宗旨丨
以煤炭经济管理现象和规律为研究对象，旨在探

寻煤炭工业经济管理的发展方向与内在规律，促进煤

炭经济学、管理学相关理论的建设与发展；探讨煤炭

行业重点、焦点、难点问题的解决方案，促进煤炭工

业经济管理工作者的学术交流；刊发煤炭工业经济管

理的丰硕成果，提供煤炭行业发展的有益信息。

丨主要栏目丨
热点专题策划、能源经济、市场分析、理论探索、管理宝鉴、财会与审计、发展论坛。

期刊服务对象：能源政策、能源经济、煤炭企业管理等研究方向的专家学者；能源行业金融

投资机构；煤炭及相关产业市场分析投资机构；煤炭企业高管及经济管理相关部门从业者。

《煤炭经济研究》以煤炭行业改革发展的痛点、热点作为出版策划的重点，刊发学术理

论研究成果为行业改革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刊发煤炭企业经济管理优秀成果和鲜活案例为学

术理论研究提供实践支撑，充分发挥期刊的平台作用，促进煤炭工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和煤

炭企业管理水平提升。

期刊出版

丨联系方式丨
电话：010-84261852

传真：010-82276722

邮箱：mtjjyj2015@126.com

官方网站：www.mtjjyj.com

微信公众号：煤炭经济

微信扫一扫
关注更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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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我们

丨综合办公室丨
电话：010-82276711

传真：010-82276722

邮箱：ghyrs@126.com

丨生产经营计划部丨
电话：010-82276716

传真：010-82276722

邮箱：ghyrs@126.com

煤炭工业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微信公众号：

煤炭工业规划设计研究院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安德路 67 号
网址：www.mtghy.com

交通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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