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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海六大电”停报数据影响几何
■本报记者 卢彬

随着夏季用电高峰到来， 多地最高
用电负荷近期频频刷新纪录，而在电力
企业开足马力的同时， 煤炭市场却颇不
宁静。日前，沿海六大电厂（以下简称“沿
海六大电”）不再公布煤炭日耗、库存和可
用天数等数据，分析人士认为，该数据的
缺失在影响市场对沿海地区煤炭供需
形势判断的同时， 短期内也会影响煤炭
价格走势。

沿海六大电数据自 2009 年底公布至
今，尚未出现过全面停更的情况。 这次发
电企业为何不愿再公开数据？这一变化反
映了煤、电行业的哪些变化，对两个行业
的博弈又有何影响？

停报数据或为抵制煤价

沿海六大电，通常指华能、国电、大
唐、粤电、上电、浙电六家发电企业在沿
海各省的燃煤电厂， 其装机容量目前占
全国煤电装机总量的 8%左右。 2009 年
底，六家电厂每日向市场公开煤炭日耗、
库存和可用天数等数据。多年来，这个数
据被业内认为对煤炭价格尤其是港口
煤炭价格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煤炭需
求变化，可直接反映华东 、华南地区用
煤需求，甚至反映南方地区工业用电和
民用电负荷增减变化情况； 耗煤和存煤
变化对矿路港航贸各方具有一定参考价
值， 贸易商根据数字可以预判市场走势
和需求变化。

不过 ，从今年初开始 ，沿海六大电

数据发生断档。
今年 2 月 7 日， 国电旗下电厂开始停

报日耗、库存等数据，由华电的数据进行替
代。 6 月 30 日，华能也停更该数据，此后一
周内，华电、大唐、上电等相继停更，最终这
项数据确认暂停公布。

煤电博弈由来已久， 究竟是什么原
因，导致六大电数据消失？

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认为，发电
企业这一行为无疑是在与煤炭企业 “斗
争”。 “前不久山西焦煤吸收合并了山煤集
团，煤炭企业通过整合重组正变得越来越
大，发电企业的公开数据成为煤炭企业价
格谈判的‘武器’。 而现在发电企业自己仍
然在做数据统计， 但不再对煤炭企业公
布，煤、电之间的矛盾正变得愈发尖锐。 ”

另有煤炭行业分析师指出，发电企
业短期内面临较大的价格压力。 “国家
发改委近期发布的文件要求发电企业
提高煤炭库存保障水平，各电厂备库压
力较大，再结合煤炭价格近期明显上涨，
电厂买煤的价格很难控制在 600 元/吨
以下。可能基于这方面考虑，电厂选择不
公开相关数据。 ”

根据中电联 CECI 曹妃甸指数，各热
值规格品煤价从 5 月低点至 7 月高点大
幅上涨 100 元/吨以上， 沿海六大电数据
全面停报后开始有所下跌。

数据可用性存疑

沿海六大电数据停报， 短期内引发了

市场情绪波动。 但也有专家对该数据目前
发挥的作用乃至数据真实性提出了质疑。

“这一数据真实性可靠性没有保障，数
据怎么来的谁也不知道。”该专家表示，“据
我了解，国电自从和神华合并之后，就没
有更新过日耗数据，其他集团的电厂也存
在数据不准确、不真实的情况，有的每天稍
微改一下，上下浮动一点就报上去了。 ”

该专家还补充说， 沿海六大电数据本
身样本量较小， 近年来实际影响力也在快
速衰减，在分析电力供需形势、工业经济发
展等报告中， 对这一数据的引用也在减
少。 “前些年装机容量还能占到 15%左
右， 现在随着全国煤电装机规模增长，电
源中心、负荷中心等都在发生转移，六大
电在整体中的比例已经越来越小。 个人认
为，就算这个数据不停报，它对行业和市
场的分析研究也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 ”

2019 年，国泰君安在一份研究报告中
指出，由于内陆省份用电需求猛增、沿海
地区外来电占比提升等原因， 沿海六大
电用煤数据与全社会用电量的关联越来
越弱， 也将逐渐失去对于经济走势分析
的参考意义。

市场短期波动或加剧

截至目前，沿海六大电数据仍未恢复
公布。 电厂数据的缺失，会否给煤炭市场
带来影响？

“且不论其绝对值是否可靠，单从环
比、同比变动情况，沿海六大电数据这几

年对行业还是有较强的指导意义。 ”易煤
研究院总监张飞龙认为，“作为每日报送
的高频数据，六大电数据和月度数据出入
不大，可以即时反映当前市场的消费需求
水平。 停报之后，市场对于消费端信息的
实时跟踪势必会有所减弱。 ”

记者了解到，沿海六大电数据停报后，
重点电厂数据和统调电厂数据是目前可
能的替代数据，其样本量更大，但这两项
数据都不公开发布。有券商认为，这将放大
市场信息的不对称， 现货价格波动或将加
剧，未来具有专业团队和数据优势的电厂、
煤企、金融机构将具有更大的信息优势。

目前， 中国煤炭市场网 （CCTD 价
格）、中电联（CECI 系列指数）等机构和
组织均在对煤炭价格、 供需等数据进行
收集和调研。

“我们也掌握一些电厂的日耗、库存
等样本数据，此外，也可以通过沿海市场
的采购情况来反映下游市场的备货周期
情况，包括船运费、北港锚地船舶数和预
到船舶数等， 也可以相对高频地反映下
游市场的实际采购情况。 ”张飞龙说。

电力中长期交易为啥要带负荷曲线
■本报实习记者 赵紫原

电力中长期交易是电力市场主体规
避市场风险、平抑市场价格、保障电力供
应的重要手段，也是电力市场稳定高效运
行的“压舱石”。 国家能源局近日发布《关
于做好电力现货市场试点连续试结算相
关工作的通知》政策解读指出，电力现货
市场环境下，中长期交易从“电量交易”转
变为“带时标的电力、电量交易”。

有业内人士指出，上述解读对非现货
试点区的中长期“带时标的电力、电量交
易”并无着墨，而当前的紧要任务是实现
带电力曲线的中长期交易。 那么，中长期
交易带负荷曲线的意义是什么，目前建设
进展如何？

提高系统运行效率

国家发改委 国家能源局于 2016 年底
联合印发 《电力中长期交易基本规则 （暂
行）》（以下简称《规则（暂行）》），指导各地
制订出台具体实施细则。数据显示，2017—
2019 年， 全国市场化交易电量分别为 1.6
万亿千瓦时、2.1 万亿千瓦时和 2.3 万亿千
瓦时，其中绝大多数采用中长期交易模式。

《规则（暂行）》明确指出，鼓励按峰、
平、谷段电量（或按标准负荷曲线进行集中
竞价），鼓励带电力曲线的中长期交易。 今
年 1 月，国家发改委解读《关于做好 2020
年电力中长期合同签订工作的通知》 时明
确表示，2020 年电力中长期合同应约定电

力负荷曲线或曲线形成方式。
“成熟电力市场中，中长期交易必须带曲

线分解，否则现货市场没有开展的边界条件。
不论现货试点区，还是其余二十几个非试点
省市， 中长期带曲线运行都能更好地平衡
电力系统，减少一些不必要的辅助服务，提
高电力系统的整体效率。 ”华东电力设计
院智慧能源室主任吴俊宏告诉记者。

吴俊宏还表示， 作为改革现阶段计
划电量分配制度的“门槛”，功率曲线可
以确定发用双方实时的偏差责任， 通过
购买平衡服务或调度方式满足实时平
衡。“但现在很多地区中长期交易仍不带
曲线交易， 因此只能用偏差考核这种妥
协方式满足系统实时平衡。 ”

华南理工大学电力学院教授陈皓勇认
为，我国电力市场是从大用户直接交易(中
长期交易)的基础上开始的，当前的紧要任
务是在其基础上实现带电力曲线的中长期
交易，可以借鉴日本电改的模式。

建设进度不及预期

《规则（暂行）》鼓励带电力曲线的中长
期交易， 但这个愿望未能如期实现。 据了
解，2019 年以前，除现货试点外，各地开展
的均是“计划调度+电力直接交易”的交
易模式。 2019 年之后，部分非现货试点
地区开始试水带曲线的中长期交易。

“虽然‘计划调度+电力直接交易’模式

与文件要求的电力市场有很大差距，但却能
够适应当时大部分市场主体对电力交易的
认识，市场主体接受程度较高。 ” 有业内专
家告诉记者，“《规则（暂行）》有效期定为三
年， 设计者当时预计三年后电力市场的正
确概念将得到普及， 建设市场的时机会成
熟。 显然，预计过于乐观，市场设计还存在
问题，配套政策的改革仍有较大阻力。 ”

该专家认为，一方面，电力现货市场建
设仍然需要更长的时间， 中长期交易在
实践中发现的经验和教训都需要对上一
版规则进行局部调整。另一方面，对于部
分能源富集、价格低廉地区，现货市场的
优化红利并不一定大于建设成本。因此，
部分地区还会普遍存在“计划调度+电力
直接交易”模式。

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的
新版《电力中长期交易基本规则》指出，该
《规则》 主要适用于未开展电力现货市场
试点建设的地区；对于开展电力现货交易
的地区 ,可结合实际，制定与现货交易相
衔接的电力中长期交易规则。

陈皓勇指出，新版中长期交易规则并
未提及 20 多个非现货试点省份是否带
曲线运行，如果中长期交易不带曲线，那
对调度的自由量裁权则毫无制约作用。
“今年某非现货试点省份， 仅在开展 4 个
时段的市场化交易时，交易和调度争论就
已非常激烈。 目前， 调度一点都不想受约
束，改革只是个形式而已。 ”

多重掣肘待解决

我国电力中长期交易有哪些问题亟
待解决？ 对此，加拿大安大略省独立电力
系统运营公司高级经济师何爱民认为，电
力交易主要存在价格、阻塞、信用和流动
性风险，中长期交易规则设计必须同时解
决这四个方面的问题，缺一不可。

何爱民认为：“目前， 我国中长期交
易的全省统一出清价与现货的节点电价
不相匹配， 发电侧继续暴露在风险中。
再者，中长期交易价格理论上应该反映
电厂的长期成本，但现货价格却因为种
种限制只能反映短期可变成本。 ”

在何爱民看来，我国电力中长期存在的
另一个问题，是电厂的阻塞风险无法得到有
效控制。 “不管在现货试点区，还是非现货
试点区， 实时运行的阻塞与中长期安全校
核的阻塞都可能很不一样， 发电侧因此面
临无法履行中长期设定义务的风险。 ”

就流动性而言，何爱民认为，我国现在
的中长期曲线设计太过僵硬，跨度太久，缺
乏流动性风险管控手段。 “长期市场应该
更加灵活，交易频率更短。 新版中长期规
则增加了月内交易是很大的进步。 建议参
照国外经验，设立滚动交易的标准化合同，
比如 5 千千瓦/月(8：00—23：00），但目前
的调度方式会产生较大改变，也考验主管
部门的改革决心。 ”

关注

今年淘汰煤电落后
产能733.35万千瓦

本报讯 国家能源局近日发布关
于下达 2020 年煤电行业淘汰落后产
能目标任务的通知 （以下简称 “通
知”），明确今年煤电去产能 733.35 万
千瓦。

上述通知指出，淘汰机组中，凡属
未建成机组、2015 年 1 月 1 日后无运
行记录机组，不计入煤电行业淘汰落
后产能目标任务；列入本年度煤电行
业淘汰落后产能目标任务的煤电机
组，除明确作为煤电应急备用电源的
机组外，须在 2020 年 12 月底前完成
拆除工作，至少拆除锅炉、汽轮机 、
发电机、输煤栈桥、冷却塔、烟囱中
的任两项。 未按照淘汰关停标准拆
除的机组，不得享受相关支持政策。

另外， 进一步完善检查验收程
序， 会同有关部门和省级电网企业，
审核有关企业的关停淘汰落后煤电
机组影像资料等相关证明材料 ，及
时检查验收， 出具书面验收意见，
并在省级人民政府门户网站以及
当地主流媒体公告本地区已完成
淘汰落后产能任务的企业名单。 对
于未纳入国家年度淘汰落后产能目
标任务，已停运多年、短期内不具备
恢复生产条件的“僵尸”煤电机组，各
地要结合实际情况，推动企业尽快完
成淘汰关停工作。 （郭能）

福建累计退出
超 600座农村水电站

本报讯 福建省水利厅近日在关
于福建省政 协 十 二 届 三 次 会 议
20201176 号提案的答复中提到，目
前， 福建省需进行生态泄流整改的
农村水电站 5911 座， 已 100%核定
生态流量 、99.8%完成泄流设施改
造、99.3%安装在线监控装置、95.2%
接入监控数据平台，有效解决电站下
游减脱水生态环境问题。 “十三五”期
间，福建完成 236 座农村水电站生态
环境治理，修复河流减脱水河段 163
条 377 公里。 推进农村水电绿色发
展，在长汀、永春等县先行先试，以点
带面示范推进，全省累计退出农村水
电站 600 多座。

福建省水利厅称，下一步将按照
即将出台的 《水电站清理整治行动
方案》，并认真吸收福建省政协人资
环委提出的好建议， 具体安排和积
极推进全省农村水电清理整治工
作，持续改善水生态环境。 （闽讯）

四川雅砻江卡拉
水电站正式开工

本报讯 7 月 22 日， 四川雅砻江
卡拉水电站左岸上坝交通洞工程举行
开工仪式，标志电站正式开工。

卡拉水电站位于凉山州木里县境
内，为已审批的雅砻江中游（两河口
至卡拉河段） 水电规划中的最后一
级。 电站采用坝式开发，主要任务为
发电，并兼顾下游生态用水要求。 电
站安装 4 台 25.5 万千瓦立轴混流式
水轮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 102 万千
瓦， 单独运行时多年平均年发电量
39.97 亿千瓦时， 与上游两河口水库
电站联合运行时多年平均年发电量
45.24 亿千瓦时。

今年 6 月， 四川省发改委核准建
设雅砻江卡拉水电站。按 2019 年四季
度价格水平测算， 该工程静态投资
133.88 亿元，工程总投资为 171.21 亿
元，项目资本金约 34.24 亿元，占工程
总投资的 20%。 （宗和）

国内核电厂二回路
首次化学清洗完成

本报讯 近日， 随着华能石岛湾
核电高温气冷堆示范工程二回路化
学清洗冲洗水质指标合格并趋于稳
定，高温气冷堆二回路管道清洁技术
难题被攻克，这是国内核电厂二回路
首次采用化学清洗工艺。

核电厂二回路系统是电站热力
循环的关键系统，其水质、清洁度是
影响核电厂蒸汽发生器、 汽轮机等
主设备寿命的重要因素。 目前国内
压水堆核电厂普遍采用除盐水直接
联合冲洗方法进行， 高温气冷堆二
回路管道在系统组成、结构、材质、
运行参数等方面与压水堆存在较大
差别， 没有成熟的核电领域清洗经
验可供借鉴。

对此， 石岛湾核电申报国家科技
重大专项———高温气冷堆调试关键
技术研究的子课题， 联合西安热工
院、 清华大学核研院开展技术攻关，
掌握了高温气冷堆二回路系统化学
清洗的核心技术，而且指标远高于标
准水平。 （潘鲁汉 刘权甲）

在此之前，自 2009 年底发布至今，对煤价尤其是港口煤价具有较强指导意
义的沿海六大电数据尚未出现过全面停更情况，但从今年初始，数据发生断档

近日， 中国电
建成都院勘测设计
的世界最大钢结构
气 垫 式 调 压 室 电
站———新疆亚曼苏
水电站首台机组并
网发电， 顺利完成
72 小时试运行。

亚 曼 苏 水 电
站 是 新 疆 阿 克 苏
地 区 重 点 工 程 之
一，位于阿克苏乌什
县亚曼苏乡境内的
托什干河上，为引水
式电站，总容量 244
兆瓦。图为亚曼苏水
电站。 中国电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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