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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总统洛佩斯 8 月初正式叫停国家
能源改革之后，墨西哥的能源政策再度转
变方向。从传统油气、电力、矿产到可再生
能源，洛佩斯政府正在重新拿回这些能源
产业的管理权。与此同时，洛佩斯还提出，
计划在明年 1 月举行的参议院立法会议
上大力推动能源资源矿产法规的改革。业
界普遍担忧，墨西哥如今的能源政策转向
可能会把外资越推越远，对于墨西哥重振
能源产业毫无益处。

政策摇摆重挫外资信心

据了解 ， 洛佩斯政府计划重新修订
《碳氢化合物法》和《烃类税收法》，以缓解
墨西哥国家石油公司 （Pemex）的财政负
担，同时还将通过修订相关法案进一步巩
固墨西哥国家电力公司 （CFE）在电力市
场的领导地位。

墨西哥 《金融家报 》撰文指出 ，这些
举措将严重打压外资和私营资本的投资
积极性。 该报还援引 2020 年科尔尼全球

外商直接投资信心指数表示 ， 墨西哥已
跌出全球吸引外资的国家排名前 25 强 ，
这意味着该国在吸引外资方面呈现放缓
趋势，而经济增速放缓 、政策法规摇摆以
及缺乏透明度 ， 正是导致外资对墨西哥
信心大降的主因。

另据油价网日前报道，墨西哥政府暂
时不打算向私营和外资开放新的石油勘
探和生产合同，同时也不会让 Pemex 成立
新的合资企业。作为国家石油工业的主要
实施者 ，Pemex 的财政情况十分糟糕 ，可
以说目前是全球债务最高的石油企业。据
墨 西 哥 石 油 工 业 协 会 负 责 人 Merlin
Cochran 表示 ，Pemex 目前的石油日产量
已经降至 154 万桶/日，为上世纪 70 年代
以来从未见过的低水平。 受此影响，墨西
哥不得不将 2021 年的石油生产目标从
200 万桶/日，降至 185.7 万桶/日。

与此同时， 墨西哥矿业的引资情况同
样令人堪忧。 根据墨西哥矿业协会最新发
布的报告，由于投资者信心下降，今年墨西

哥矿业勘探投资较去年下降 25.6%， 仅为
3.99 亿美元，是 2006 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墨西哥矿业协会主席 Fernando Alanis
表示，过去几年矿业投资的疲软趋势将在
今年达到顶峰，且很难保证从明年开始出
现起色。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今年墨西
哥矿业产量预计将下降 17%、出口量预计
下降 10%。 “事实上，墨西哥已经失去了作
为矿业投资目的地的吸引力 ，政策 、法律
以及税务方面的不确定性，是导致矿业发
展每况愈下的根本原因。 ”

强势推进锂资源国有化

值得关注的是 ， 墨西哥还计划将锂
纳入国家战略性资源 ， 正在推进锂产业
国有化事宜。据拉美通讯社报道，洛佩斯
政府正寻求将“锂资源国有化 ”制定成法
案，计划数月内推进这一进程 ，包括政府
控制锂矿开发或任命墨国企运营锂矿 。
在洛佩斯看来 ， 位于该国中部和北部的
锂矿， 只有在联邦政府的管控下才能发
挥最大效益。

据了解，墨西哥目前尚未展开锂开发
和生产，目前拥有 20 个锂项目，其中大部
分处于勘探初期，最引人瞩目的是英国矿
企巴卡诺拉锂业公司在索诺拉州东北部
面积约 10 万公顷的索诺拉项目。

拉美商业新闻网指出 ， 索诺拉州拥
有全球最大锂矿床 ， 储量约为 2.44 亿
吨 ，远超美国内华达州储量 1.78 亿吨的
Hacker Pass 锂矿 。 巴卡诺拉价值 4.2 亿
美元的索诺拉锂矿项目 ，预计将从 2023
年正式投产 ， 初始年产量约 1.75 万吨 ，
在斥资 3.8 亿美元扩产之后 ， 年产量最
终有望翻番 。 墨西哥矿业部长 Francisco
Quiroga 坦言 ：“对墨西哥而言 ，锂就好比
石油的‘接替者’。 ”

对于洛佩斯政府强势推进锂工业国
有化的举措 ， 墨西哥矿业领域普遍持反
对意见， 称这将完全颠覆到目前为止墨
西哥锂产业取得的成果 ， 影响法律稳定
性并降低引资能力 ， 进而波及从事与矿
业开发及其下游行业从业人员的就业及
生存。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网消息称，墨国
内最大工会组织以及代表矿工利益的墨

西哥工人联合会日前发起强烈抵制 ，称
“锂产业国有化 ”会让外资和私人资本敬
而远之，对资金匮乏 、技术落后的墨西哥
没有任何好处。

可再生能源发展受打压

而在可再生能源领域， 路透社指出，
洛佩斯 2018 年底刚上台时， 国际投资者
对墨西哥可再生能源市场的兴趣达到了
历史最高点，但如今 ，墨西哥的可再生能
源发展却备受打击。

墨西哥在 2016—2017 年间曾举行了
3 次清洁能源拍卖，将主要的太阳能和风
能开发商引入墨西哥市场，并创下了较低
的竞拍价，参与者包括意大利国家电力公
司绿色电力子公司 Enel Green Powe、法
国电力公司等。 但洛佩斯上台后，备受期
待的第 4 次清洁能源拍卖反复被推迟，眼
下近乎被取消的状态。

今年 5 月，墨西哥国家能源控制中心
发布新规 ， 暂停可再生能源项目并网 ；8
月，墨西哥能源监管机构又发布新审议意
见 ，禁止建造太阳能社区 ，并阻止 “太阳
能+储能” 的部署。 墨西哥能源部甚至表
示 ， 计划更改墨西哥清洁能源证书的规
则。 而根据墨西哥目前实行的清洁能源许
可证交易制度，1 张证书对应 1 兆瓦时清
洁能源发电量，政府对发电企业 、高耗能
用电企业的清洁能源证书数量占总耗电
量之比提出要求，证书数量未达标的企业
将受到处罚。 规则变更意味着 CFE 旗下
老旧发电厂也能够获得证书，这将给清洁
能源行业带来极大冲击。

咨询机构伍德麦肯兹指出，墨西哥如
果继续打压可再生能源发展， 到 2024 年
根本无法实现 35%占比的清洁能源发电
目标。 墨西哥的目标是，到 2021 年清洁能
源发电占比达到 30%，2024 年达到 35%，
2036 年达到 45%，2050 年达到 60%。

日前 ， 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穆迪以
“能源政策不明 ” 为由将墨西哥长期外
币和本币发行人评级从 A3 降至 Baa1，
并强调私人投资在电力部门中所起的
作用不明确 ，使得可再生能源项目投资
风险日渐扩大 。

资讯

叫叫停停能能源源改改革革、、重重修修矿矿业业法法规规、、叫叫停停可可再再生生能能源源项项目目并并网网——————

墨墨西西哥哥能能源源政政策策再再变变脸脸
■■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王王林林

GE在华首台 9HA 燃气轮机点火成功
采用 3D打印微孔预混燃烧室，联合循环效率超过 62%

■本报记者 李慧

关注

伊拉克拟
提升炼油产能

本报讯 据油价网报道，伊拉克日
前提出，计划提高国内炼油厂的产能。
伊拉克石油部部长 Ihsan Abdul Jabbar
表示：“石油产业是伊拉克经济发展的
支柱。为此，我们决定提高 Qayara 炼油
厂和 Baiji 炼油厂的产能。 ”

据了解， 伊拉克制定了十分 “宏
伟”的提产目标。 有数据显示，目前，
Qayara 炼油厂的产能为 2 万桶/天，伊
拉克拟将其提升至 9 万桶/天，产能同
比将暴增 350%。而另一炼油厂 Baiji 则
将在未来几个月内， 从当前的 7.5 万
桶/天，提升至 14 万桶/天。

事实上 ，伊拉克近年来一直致力
于提升炼油厂产能，但成果不佳 。 根
据该国的计划 ，到 2022 年 ，Qayara 炼
油厂的产能将提升至 150 万桶/天 。
为此，伊拉克也一直在寻找合适的投
资方 。 此外 ， 伊拉克还在努力建设
Kerbala 炼油厂 ， 该炼油厂日产能为
14 万桶。 （董梓童）

韩国计划关闭
30座燃煤电厂

本报讯 据韩联社报道，韩国政府
日前表示 ，计划在 2034 年之前 ，关闭
30 座燃煤发电厂， 并在未来 5 年内将
更多的太阳能和风能纳入能源系统 ，
以实现减排目标。

根据规划，韩国将在 2022 年底之
前， 先关闭 10 家燃煤电厂。 同时，到
2025 年， 太阳能和风力发电装置的安
装数量在 2019 年的基础上增加两倍
以上。 此外，韩国还将鼓励更多使用电
动汽车， 计划将电动汽车保有量增加
到 113 万辆。

据了解 ，目前 ，韩国有约 60 家正
在运营的燃煤电厂， 发电量约占该国
电力总量的 40％。 过去 3 年来，韩国已
对超过 30 年历史的电厂实施了临时
停产措施， 其中包括今年年初闲置了
约一半的燃煤机组。

根据韩国政府推出的 “绿色新
政”，到 2025 年，该国将在清洁能源领
域投资 73 万亿韩元 （约合 614.3 亿美
元）。 文在寅表示，到今年年底，韩国将
制定路线图，以实现 2030 年的温室气
体减排目标。 （陈商）

法国力挺
氢能产业发展

本报讯 近日，法国发布“国家
氢计划”，拟在 10 年内向氢能研发和
相关工业投入 72 亿欧元， 将法国打
造为全球氢能经济的重要参与者。

鉴于氢能相关技术逐步成熟 ，
法国计划优先促进氢气供应， 为此
后提振氢能需求打好供给基础。 根
据最新的“法国未来能源”规划，到
2030 年，法国通过可再生能源与核
能制得 “清洁氢气” 的产能要达到
60 万吨。

为实现该愿景， 法国政府将按
照雪铁龙和道达尔联合建立电池工
厂的模式，投资 15 亿欧元用于建设
6.5 吉瓦电解制氢工厂。

据悉， 法国经济和财政部长勒
梅尔近期还将与德国经济和能源部
长阿尔特迈尔， 商议制氢工业合作
问题。

据了解， 法国和德国曾于 2019
年共同投资近 60 亿欧元，用于建设
欧洲电动汽车电池制造联合企业，
打造电动车行业的“空客”。 此次推
动氢能经济发展， 法国希望继续复
制“空客模式”，再度联合德国，推动
制氢工业， 共同寻求降低电解制氢
成本的工业方法。

事实上，法国氢能产业方面已
经具备很好的基础 ，这为实现 “国
家氢计划”提供了基础。 如法国工
业气体领导者法国液化空气集团
数十年来一直是全球最大的氢气
生产商之一；法国燃气集团在天然
气网络注入氢气方面具备经验；法
国电力集团和道达尔近年来也大
力投资氢气储运技术；阿尔斯通研
制的 Coradia iLint 是全球唯一商业
运营的氢动力火车；空客计划 2035
年推出氢能客机。

根据欧盟设定的目标， 到 2050
年， 氢能在欧盟能源结构中的占比
将提高到 12%—14%，投资总额达到
1800 亿—4700 亿欧元。 在最新的复
苏计划中，已有 14 个欧盟成员国制
定了详细的氢能规划。除法国外，德
国《国家氢能战略》计划到 2030 年
向氢能领域投资 90 亿欧元，西班牙
计划投资 80 亿欧元，葡萄牙计划投
资 70 亿欧元。 （李宏策）

9 月 5 日， 首台搭载微孔预混燃烧室
的 GE （通用电气公司） 9HA.01 燃气轮机
于中国天津军粮城点火成功。 这不仅标志
着天津华电军粮城六期 650 兆瓦燃气热电
联产项目的安装调试工作进入冲刺阶段，
也为 9HA.01 燃气轮机未来的可靠性考
核、性能试验，以及进入商业运行打下了坚
实的基础。

搭载多项创新技术

据了解，此次点火的 GE 9HA.01 燃气
轮机重达 390 吨， 被业界亲切地称为 “大
九”。该机组不仅是首台“落户”国内的 GE
9HA 燃机， 同时也是全球第一台采用 3D
打印微孔预混燃烧室的燃气轮机。

作为燃气电厂的“心脏”，燃气轮机的
效率决定了电厂的出力和效率水平。 H 级
燃气轮机是目前世界上燃烧温度最高、单
机功率最大、 效率最高的燃气轮机。 早在
2016 年，采用了 GE 9HA 燃机的法国布尚
电厂，就曾以 62.22%的实测联合循环净效
率， 被吉尼斯世界纪录认定为全球最高效
的 50 赫兹燃机电厂。

根据记者此前在 GE 燃烧室技术中
心了解到的信息，应用于 GE 9HA 燃机的
DLN 2.6e 燃烧系统，采用微孔预混技术，
实现了微孔预混和全预混燃烧，使燃料和
空气的混合更为均匀， 燃烧更为充分，从
而达到更高的效率，并且能降低氮氧化物
的排放。

值得一提的是，GE 9HA 燃机的燃烧
室燃料喷嘴和预混器均采用 3D 打印技术
制造。 相比传统工艺，3D 打印技术具有制
造周期短、产品性能好、生产成本低及供应
链相对简单等优点。

据 GE 格林维尔先进制造中心的工程
师介绍：“以微孔预混燃烧室为例， 如果采
用传统制造工艺， 仅加工燃料喷嘴就要用
到数千个焊接头， 整个设备制造需要几个
月。 而采用 3D 打印技术，不仅可将原来的
数十个部件严丝合缝地打印为一个整体，
杜绝燃料泄漏，同时还能缩短生产周期，整
个设备制造只需要几个星期的时间。 ”

此外 ， 与市场上 9F 等级燃机相比 ，
9HA 联合循环电厂全生命周期内度电成
本可降低 4%，相当于给电厂每台机器一年
节约 5000 万元的燃料费用。按 20 年评估，
单台 9HA.01 燃机可节约燃料费约 7.83 亿
元。 另外，配备了 9HA 燃机的电厂应用于
电网调峰的优势尤其明显，可在 23 秒内升
负荷 6.2 万千瓦，4 秒内降负荷 16.5 万千
瓦。 同时，9HA 燃机有着比 9F 燃机更加卓
越的排放表现， 将充分满足电厂可持续发
展的需求。

助力区域清洁供能

据了解， 天津华电军粮城六期 650 兆
瓦燃气热电联产项目将成为中国发电效率
最高的电厂之一。 预计全厂联合循环净效
率可达 62%， 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硫 1194
吨， 减排氮氧化物 7755 吨， 供热面积达
850 万平方米。 而从燃煤电厂改为燃气电
厂每年还可节省 100 多万吨标煤。 军粮城
从燃煤电厂到现代燃气电厂的转变将为更
多电厂加快转型升级，实现能源高效、清洁
利用提供借鉴。

事实上 ，对于人口密度大 ，用电需求
高、调峰幅度广的区域 ，比如粤港澳大湾
区这样的城市集群区域而言 ，9HA 燃机
经济性好 ， 单位千瓦造价低 ， 运行费用
低，灵活性优异，可以助力电厂在有限空
间内解决减排、调峰的诉求 ，同时维持成
本竞争力 。 其优异的调峰能力和启停快
等优势还能很好地与风电 、 太阳能等可
再生能源形成互补 ， 有效对冲可再生能
源不稳定造成的电网波动 ， 起到电网稳
定器和电源支点的作用。

GE 公司全球副总裁、GE 燃气发电中
国区总裁杨丹表示：“GE 迄今已投资近 20
亿美元用于研发 HA 系列燃机技术。 集全
球最尖端的材料、冷却、空气动力学、燃烧
和数字能力于一身，HA 系列燃机不仅具
有极强的灵活性， 还可以降低电厂在生命
周期内的维护成本，为客户带来更高价值。
如今， 我们携手合作伙伴将这项技术带到
中国， 结合 GE 数十年所积累的服务本地

客户的经验，以及新近扩展的制
造 、研发及服务能力 ，我们将为
燃机客户提供及时、可靠的定制
化服务。 ”

积极推动国产化进程

在过去 50 年间， 得益于材
料、燃烧技术和冷却技术的发展，燃机技术
不断创新突破。 而 GE 的 HA 级燃气轮机
凭借优越的安全性和可靠性，在全球 50 赫
兹和 60 赫兹市场广受认可，分别成就了两
个市场上最高效的燃机联合循环电站。 截
至今年 9 月，全球范围内共有 44 台 HA 级
机组投入商业运行， 机组运行小时数已达
70 万小时。

而为了更好地服务中国市场、 推动重
型燃机国产化进程，GE 早在 2017 年即与
哈尔滨电气集团公司就组建重型燃机合资
企业正式签署合作协议， 在河北秦皇岛建
立燃机制造基地，专注于 9F 及 9H 级燃机
和部件制造。 2018 年，哈电通用燃气轮机
（秦皇岛）有限公司正式成立，将于今年正

式投入运营并实现第一台机进厂组装。
目前，作为执行主体，哈电通用燃气轮

机（秦皇岛）有限公司正在参与大唐南京发
电厂二期 9HA.01 燃机创新发展示范项
目、 江阴燃机热电有限公司 9F.05 级燃机
热电联产工程项目。

“合资公司将实现 9F.05 级和9HA 级
燃机热通道部件 、 燃烧室部件等本地化
生产，产业链也将转移到中国 。 ”哈电通
用燃气轮机（秦皇岛）有限公司总经理马
俊表示，“合资公司将为客户提供真正的
本土化制造与一站式全寿命周期的服务，
不仅能为客户降 低 成 本 ， 满 足 市 场 需
求 ，还能在运输周期 、交付周期提供强
有力的保障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