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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现货市场试结算暴露大问题
■本报实习记者 赵紫原

上半年云南全社会
用电量增速全国第一

本报讯 云南电网公司近日发
布消息，1-6 月，云南省全社会用电
量达 886.3 亿千瓦时 ， 同比增长
8.28%，增速居全国第一。

今年 1-5 月， 云南省干旱导致
来水总体偏枯， 面对缺煤少水的严
峻局面， 云南电网公司建立跨部门
月度研商机制，做实做细优化调度，
出台火电发电激励政策， 释放枯水
期火电产能， 前 ５ 个月火电同比增
发 97 亿千瓦时，同比增加 118%。 同
时， 安排小湾和糯扎渡等主力水库
汛前消落， 在 5 月底已实现主力水
库汛前消落目标， 水电蓄能较年初
下降 109.79 亿千瓦时 ， 同比减少
5.33 亿千瓦时， 有力保障电力可靠
供应的同时， 为汛期水电消纳打下
坚实基础。 入汛后，6 月省调平衡水
电发电量达到 236.71 亿千瓦时，同
比增加 17.87%，占比达到 80%。

今年上半年， 云南电网利用市
场化交易的 “价格杠杆” 做好稳存
量、促增量工作，促进企业恢复和扩
大生产。 上半年，电力市场注册主体
数量超 3.5 万户，省内市场交易电量
首次在当月内突破百亿千瓦时 ，上
半年， 交易电量达 581.8 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 13.8%，连续第 6 年保持两
位数增长。 （匡经国 王雪晋）

上半年湖北统调火电厂
电煤调入量大减

本报讯 湖北省发改委近日称，
1—6 月， 湖北统调火电厂累计调入
电煤 2092.7 万吨，减少 619.9 万吨，
降幅 22.9%；消耗电煤 2044.6 万吨，
减少 508.4 万吨，降幅 19.9%。 其中
通过铁路累计调入电煤 1260.1 万
吨，占电煤总调入量的 60.2%，较去
年同期增加 10.7 个百分点； 通过浩
吉铁路累计调入电煤 165.6 万吨。

信息显示 ，受持续降雨影响 ，6
月湖北统调火电厂电煤到达 、耗用
和库存较去年同期均略有下降。其
中 ，调入电煤 447.2 万吨 ，同比减
少 (下同 )10.4 万吨 ，降幅 2.3% ；消
耗电煤 366.2 万吨 ， 减少 26.6 万
吨 ， 降 幅 6.8% ； 月 末 电 煤 库 存
554.6 万吨，减少 6.8 万吨。 按上年
7 月份日均耗煤 16.4 万吨测算 ，可
满足 33.8 天耗用。

从主供煤省看 ，陕西 、山西供
鄂电煤有较大增加 ，河南 、安徽供
煤量呈下降态势。 由陕、晋 、豫 、皖
分别调入电煤分别增长 24.7 万吨、
28.5 万吨、-11.2 万吨、-7.86 万吨。

从运输方式看，6 月通过铁路运
输电煤 279.7 万吨，增加 31.4 万吨；
其中由西安局、太原局、郑州局 、上
海局、武汉局分别调入电煤 97.7 万
吨、55.3 万吨、70.8 万吨、0 万吨、7.8
万吨，分别增长-16.2 万吨 、32.9 万
吨 、-16.2 万吨 、-7.9 万吨 、0.5 万
吨；通过浩吉铁路调入电煤 41.8 万
吨。 水路运输电煤 157.4 万吨，减少
49.6 万吨 ， 其中海进江运输电煤
155.7 万吨。通过公路运输电煤 10.9
万吨，增加 8.6 万吨。 （鄂发）

“没料到山东的情况严重到这种程
度，现在不论政府还是市场主体都有点骑
虎难下。 ”近日，有知情人士向记者坦言山
东电力现货市场面对的困境。 而让山东电
力市场各方犯难的，正是山东第三次调电
运行及试结算中，短短四天产生近亿元的
不平衡资金。

不平衡资金是结算过程中没有明确
承担主体 ，因交易规则 、政策规定等原因
产生，需要向全部市场主体或部分市场主
体分摊或返还的款项，国外电力市场运行
中也存在不平衡资金，不过一年也只有大
概几百万元。

有业内人士指出， 如果山东按此情况
开展为期 4 个月的长周期连续试结算，电
费收支不平衡将难以估算，出现的“大坑 ”
谁来填？ 会不会再次上演十几年前东北区
域市场由于不平衡资金量过大而 “停摆”
的事故？

不平衡资金近亿元

山东电力现货市场启动时间在全国
不算早 ，但 “开闸 ”后基本处于 “小跑 ”状
态。 特别是近半年，山东电力市场动作频
出：率先发布省级电力交易机构独立规范
运行实施方案、全国首个燃煤机组容量电
价补偿机制获得验证、首创电力现货市场
模式的“双导向、双市场”需求响应机制。

截至目前，山东电力现货试运行总共
调电四次、结算三次，问题逐渐暴露。

记者注意到， 山东现货市场第三次试
运行方案，以及不平衡资金分配方式发生
了显著变化。 从分配方式看，前两次均由
用户侧承担一部分，第三次试结算中用户

不包含在内。 对此，有业内人士猜测，不平
衡资金数量是否已达到用户侧难以承担
的程度？

“第三次调电运行及试结算中，短短四
天产生的不平衡电费资金达到 9500 万元，
而且市场化用户的用电量超过市场化发电
量 1/3，发用严重不平衡。 ”知情人士透露。

7 月 22 日 ，国家能源局发布 《关于做
好电力现货市场试点连续试结算相关工
作的通知》， 明确了不平衡资金 “独立记
账 、分类疏导 ，事先约定每类款项的处理
方式 ，防止不平衡资金池形成新的 ‘交叉
补贴’”的处理原则。

“按规则，不平衡资金一半应由外来电
承担，其余部分由省内‘风光’和核电承担。
如果外来电、‘风光’和核电参与了分摊，就
说明他们参与了现货市场， 但这与优先发
用电制度不协调。 而如果它们不分摊不平
衡资金， 那就需要参与市场化交易的机组
来分摊，这显然又不合理。 ”上述业内人士
告诉记者，山东目前的问题如何疏导，暂无
定论。

外电不入市导致失衡

山东巨额不平衡资金到底从何而来？
“市场化用户的部分电量，实际上使用

的是未参加电力现货市场的外来电 、‘风
光’和核电电量。 用户按较低的市场化价格
用电，但电网公司和外来电、‘风光’及核电
结算时，按照优先发电‘保价结算’原则，需
按相对高价支付，直接反映在电费结算上，
就是收支不平衡。 ”上述业内人士表示。

数据显示，截至 2018 年底，山东火电
装机容量 1.04 亿千瓦 ， 发电量占比为

87.4%；光伏装机居全国首位，风电装机居
全国第五位。 截至目前，山东电网接受外来
电能力占全省用电量的 1/3。

知情人士称， 如果按国家要求全面放
开经营性电力用户 ， 山东每年大约需要
4000 亿千瓦时的市场化电量。 但举山东全
省之力，直调火电市场化电量不足 3000 亿
千瓦时， 剩余 1000 多亿千瓦时的缺口，需
要外来电、“风光”和核电补充。

那么， 外电能否纳入山东现货市场范
畴，增加市场化电量供给？

“目前山东外来电均包含在 ‘优先发
电’之列 ，需支付电网企业一定数额的输
配电价。 如果外来电进入山东现货市场，
输送电量难以保证，电网将损失部分输电
收入。 目前省间电力市场建设尚不完善，
山东外来电被强制隔离到市场之外，产生
了巨额不平衡资金。 ” 中嘉能集团首席交
易官张骥表示。

知情人士建议，可以让用户退出市场，
人为达到发用电平衡， 但这与国家全面放
开发用电计划的政策方针相违背， 售电公
司也将面临一系列法律纠纷和经营风险。
“山东省发改委已于今年 2 月发布通知，三
年内放开符合条件的经营性电力用户。 ”

政府授权合同或可破题

如何解决试结算暴露出的大问题？业内
专家认为，外来电不仅要参加山东电力现货
市场还要进入中长期交易，此次外来电需要
分摊不平衡资金，这些都需要电网支持。

该专家表示 ，从根源上看 ，这是现行
优先发用电制度与电力现货市场建设矛
盾升级的表现。 “电力现货市场在系统层

面要形成经济输送和潮流的分配，无论优
先发用电主体还是市场主体，都要使用同
一张电网。 但优先发用电主体无偿优先占
用了网络的输送能力，使电力现货市场难
于形成最优的经济潮流，优化配置资源的
能力大打折扣 ，好比一个锅里吃饭 ，规则
却不一样。 ”

“电力现货市场建设需要优先发电制
度的进一步完善作为助力。 ”该专家指出，
优先发用电制度应当限定在中长期市场
内，为国家可再生能源产业政策和民生政
策服务，弥补电力现货市场无法考虑国家
可再生能源产业政策和民生政策的短板，
又不直接影响电力现货市场发现价格的
功能和目的。 因此，优先发用电制度近期
需要在以往基础上进行二次改革。

该专家建议， 优先发电制度可以过渡
为“政府授权合同制度”。 “政府授权合同
不分配发电指标，通过经济手段贯彻产业
政策，政府授权合同仅在电力现货市场外
发挥作用 ，不影响 、不干涉电力现货市场
经济潮流的形成。 而且，这个合同一经授
权，政府有关部门也不得调整和改变。 在
执行过程中，政府授权合同与其他市场化
的中长期合同具有同等地位，通过电力现
货市场公平地予以执行。 ”

“在政府授权合同保障下， 可再生能
源、核电均可进入电力现货市场 ，国家指
令计划和政府间协议也可 ‘无缝衔接’转
化为中长期合同，外来电即可进入电力现
货市场，承担相应经济责任。 一方面电力
现货市场由于供需的真实性得以保证，实
现了发现价格的准确性，另一方面各利益
主体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既得利益也可
以得到基本保障。 ”该专家补充道。

�� 山山东东电电力力现现货货第第三三次次调调电电运运行行及及试试结结算算中中，，短短短短四四天天产产生生近近亿亿元元的的巨巨额额不不平平衡衡资资金金，，而而山山
东东长长周周期期电电力力现现货货试试结结算算已已进进入入倒倒计计时时，，电电费费收收支支恐恐现现严严重重失失衡衡——————

■崔强强

不久前， 由中国核学会和中国核电连
续多年联合打造的“魅力之光”核电科普品
牌活动落下帷幕。 不同于以往七届活动，这
次科普首次创新改版， 由原来知识竞赛加
夏令营的模式，改为网络直播形式，取得了
单场近 10 万次观看的成绩，录播及相关话
题量短短一个月达到了千万， 而且数据还
在持续刷新。 可以说，从策划到实践，单从
传播数据上看，这次科普收获了成效。

“魅力之光” 核电科普活动于 2013 年
首次举办，截至 2019 年，共有 234 万人参
与了网络竞赛。 往年活动虽然也是线上形
式，但主要参与人群局限在中学生群体。 从
地域上看， 由于主要依赖核电企业线下组
织， 所以活动开展局限于各核电企业所在
地。 从提高全民对核电接受度和理性认知

的初衷而言， 科普不能只局限于有限的地
域和特定的人群，需要努力打破圈层，触及
更宽广的地域和人群。

鉴于首次尝试直播，今年“魅力之光”
做到了策划靠前。 首先，流量方面，争取到
了央视频 、学习强国 、新浪微博 、抖音 、百
度、B 站等目前较热门的几类新媒体平台，
从平台角度实现了人群的扩大覆盖。 其次，
在直播嘉宾的选择上， 邀请了中国工程院
院士罗琦、“最强大脑”鲍云、科普人士李永
乐，以及歌手胡夏。 从直播互动区的留言内
容看， 四场直播吸引了不同阶层和领域的
受众群体。 另外，在直播前期宣传和直播过
程中，设置了各类有奖互动，以此提高传播
热度和吸引力。

从细节上看，四场直播根据嘉宾特点
做了定制策划：罗琦院士的课堂更注重知
识权威， 因此选择了传统的对话方式，即

主持人抛出问题， 院士借此将核电原理、
特点以及核能未来的发展方向等做出科
学准确的解答；鲍云是“最强大脑”节目走
红的明星，所以他的直播就是通过记忆挑
战游戏 ，将核知识融入其中 ，向受众传播
核电知识； 李永乐老师最擅长课堂教学，
可以用简单的语言和精炼的板书将科学
知识一一拆解，所以直播间布置成了一间
教室 ，还安排了几位 “学生 ”参与互动 ；胡
夏的直播中，主角不仅穿上了核电站的工
装 ，还设置了歌曲和音乐内容 ，吸引了大
量年轻人关注并互动。 同时，四场直播穿
插邀请核电员工及核能行业人士作为主
持人与嘉宾互动， 一方面提供专业支持，
一方面展现核行业的活力形象。

从传播效果看， 此次活动不仅关注度
高， 而且打破了原来核科普沟通的圈层壁
垒， 通过新媒体平台的广泛传播及嘉宾影

响力，吸引了不同年龄、不同行业的人群，
达到了预期效果。

直播和流量， 对科普而言只是一个手
段，要想真正实现有效科普，关键还在于，
要尝试在直播内容和形式上做足文章，争
取将流量转化为“留量”，把核电知识以公
众感兴趣的方式传播出去， 让更多人认识
核技术、接受核能。

公众沟通，创新创意无止境。 本届“魅
力之光”核科普活动最大的意义在于，尝试
了从线下到线上、从中学生到大众、从局部
到全面的转变。 尤其是，通过直播和核科普
短视频优秀作品征集，进入了一个 B2C 与
C2C 并行、 知识与趣味融合的创新实践阶
段，也为今后具有“邻避效应”属性的行业
公众沟工作通探索出一条新路。

（作者供职于中国核能电力股份有限
公司）

核能科普：善将“流量”变“留量”
———基于第八届“魅力之光”核电科普活动网络直播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