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西藏和云南地热带有高温地热资
源分布，可用于地热蒸汽发电，全国中低温
地下热水的直接利用量居世界第一。

《地热能开发利用“十三五”规划》（下
称《规划》）提出，到 2020 年，我国地热发电

装机容量将达到约 530 兆瓦。 即除去此前
已建成近 30 兆瓦，“十三五”期间规划新增
地热装机容量为 500 兆瓦。

但记者了解到，“十三五”即将收官，期
间新增装机容量 18.08 兆瓦，面临着目标落

空的尴尬境地。 原因何在？

仅完成规划目标的 3.6%
地热能具有储量大、 分布广、 清洁环

保、稳定可靠等特点，是一种现实可行且具
有竞争力的清洁能源。

记者了解到 ，相比风能 、太阳能等其
他可再生能源 ， 地热发电不仅利用效率
高 ，且不受天气 、昼夜 、季节影响 ，可连续
稳定地输出电能。 从国际经验看，平均年
可利用可达 6300 小时 ， 先进机组可达
8000 小时。

得益于上述广阔的发展前景， 地热发
电得到《规划》充分肯定。 《规划》提出，到
2020 年， 我国地热发电装机容量将达到约
530 兆瓦。 在西藏、川西等高温地热资源区
建设高温地热发电工程，在华北、江苏、福
建、 广东等地区建设若干中低温地热发电
工程。

据此初步估算，“十三五” 期间我国地
热发电可拉动投资约 400 亿元， 还可带动
地热资源勘查评价、 钻井等一系列关键技
术和设备制造产业的发展。

然而实际上 ， 我国地热发电事业在
1977 年西藏建成羊八井电站后， 即基本呈

现停滞状态。 从近年发展情况看，其并没有
受“十三五”规划激励而得以提速，发展态
势不尽如人意。

相关资料显示，“十三五” 以来， 仅 16
兆瓦的西藏羊易电站和 2.08 兆瓦的几处小
型机组建成投产，截至目前，中国的地热发
电进展仅完成了既定规划目标的 3.6%。

“同样是可再生能源，‘十一五’期间风
电装机规模增长超过了 670 倍，‘十二五’
太阳能装机规模增加约 100 倍。 但 ‘十三
五’ 地热发电装机只增加了 18.08 兆瓦，巨
大的差距让我们不得不反思， 问题出在哪
里？ ”中国能源研究会地热专业委员会专家
委员会主任、 中国地源热泵产业联盟专家
委员会主任郑克棪告诉记者。

支持政策缺失是主因

分析原因，多位业内人士向记者坦言，
价格信号缺失、 资本回报率尚不明确是首
要原因。

西藏地热产业协会会长王善民介绍，
根据“十三五”规划目标，西藏地热发电装
机容量为 350 兆瓦。 然而，除 16 兆瓦的羊
易电站外，新增项目寥寥无几，主要原因就
是缺失价格政策。

“正因为价格政策缺失，导致很多供应
商和投资方因回报率不明朗， 不愿进入地
热发电领域。 ”德国亥姆霍兹环境研究中心
研究员邵亥冰分析指出。

郑克棪介绍，地热能作为可再生能源，
在世界多国均享受相关优惠政策， 然而在
我国西藏地热发电上网电价仅 0.25 元/千
瓦时，且并不像风电、光伏等可再生能源一
样能够享受补贴。

雪上加霜的是，9 月 1 日起实施的 《中
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法》更对地热要求“按
原矿 1—20%或每立方米 1—30 元”的税率
标准征税。

价格政策缺失使得不少有实力的企业
对地热发电项目一直持观望态度， 从而导
致产业链整体配套难以及时跟进发展，地
热发电事业整体冷冷清清。 加之资源税新
政落地，发展前景无疑将更加惨淡。

“地热发电领先国家成功的因素包括
资源、技术、资金等，尤其政策最为关键。 所
有地热发电先进国家都是依靠政策支持才
得以顺利发展。 ”郑克棪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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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以浙浙江江为为样样本本探探析析——————

气气改改来来临临，，燃燃气气行行业业需需作作何何应应对对？？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仝仝晓晓波波 实实习习记记者者 张张金金梦梦

动因：让老百姓用得起、用得上天然气

浙江省天然气管网运营属于典型的
“统购统销”模式，即由浙江省政府特许省
级管网公司建设、 运营省内天然气管网，
同时负责省内气源采购、天然气下游市场
开发及销售，形成“多气源供应，全省一张
网”， 天然气供应商不能与下游用户直接
交易。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 由于管网供应层
级较多，增加了天然气输配成本，进而抬高
了浙江终端用户气价。 以杭州为例，目前，
该市天然气门站价格位列全国第三。 受较
高气价制约， 杭州市天然气一次能源利用
率仅不到 10%。

原因何在？ “在杭州，虽然主城区天然
气管网覆盖率已达到 96%以上， 不少用户
还是觉得气价太高。 ”芦俊坦言，这在很大
程度上制约了杭州地区的天然气消费规模
进一步扩大。

杭州气价为何这么高？ 仅以杭州市天
然气江东门站为例，记者在调研中注意到，
该站负责接收省级萧山联络站的来气，气
源方是西气东输二线萧山分输清管站。 西
气东输二线萧山分输清管站一侧为江东门

站，另一侧则为省级萧山联络
站，三站中相邻两站均仅有一
墙之隔，正因为省公司萧山联
络站横亘于其中，一直以来就
为杭州终端用户增加了高达
0.5 元/立方米的用气成本。

另有公开报道显示， 在浙
江省与江苏省的临界地，两省
工业企业虽仅有一路之隔，但
用气价差却高约达 20%， 直接
制约了高价气企业用户的产
品竞争力。

对此，多位受访专家直言：
“浙江省现行‘统购统销’的天
然气管网运营模式， 不仅运行
效率低，而且拉高了终端用户气价，并不符
合当前油气改革大势，亟待通过改革破局。”

对此， 浙江省亦在现行改革文件中明
确，要加快天然气市场化改革，打造“网络
化、县县通，多气源、少层级，管中间、放两
头”，符合浙江实际的天然气新体制。

“改革的初衷和核心就是要让人人享
有可持续的清洁能源。 浙江此番改革根本
目的就是降成本、 增供给、 促发展和惠民
生。 ”芦俊认为，“通过改革减少配气层级和

供气环节，降低企业用气成本，同时推动天
然气基础设施向所有市场主体公平开放，
以多元化气源，让更多老百姓都能用得起、
用得上天然气。 ”

对此， 多位受访的浙江燃气人士均向
记者表达了通过改革降低企业用气成本，
促进天然气综合利用的期待。

核心：促产业链融合、体制链重塑

相关数据显示，2019 年， 浙江省天然气

消费量达到约 147.8亿立方米，其中城市
管输用气 85.7亿立方米，占比约 58%。

有业内专家分析认为，按目前发
展态势，浙江省完成 160 亿立方米天
然气“十三五”规划目标将是大概率
事件。 但专家同时指出，即便如此，目
前浙江省管道气的气化率仍不足
70%， 天然气作为清洁低碳能源在浙
江进一步推广普及还有很大空间。 浙
江省要想实现城镇燃气事业的有序
健康发展，真正让投资者、老百姓享
受到清洁能源带来的便利和实惠，依
然任重道远。

“现如今 ，浙江省积极推进天然
气体制改革，实际上就相当于对全省

燃气行业的 20 年回头看和再梳理。 传统天
然气管网运营模式一旦破局， 无疑将为浙
江燃气事业的发展带来新机遇。 ”芦俊说。

记者了解到， 浙江城镇燃气行业目前
呈现出国有燃气企业、合资（港资）燃气企
业、民营燃气企业“三足鼎立”的局面，市场
竞争格局基本形成。 但因燃气企业众多且
规模普遍偏小，无序竞争、重复投资市场等
乱象诸多， 极大地制约了浙江燃气事业的
高质量发展。

以杭州为例 ，该市市域范围 (11 区 3
县/市 )年用气量约 30 亿立方米 ，燃气企
业就多达 17 家，仅临安区就有 4 家。 “小
企业资金实力弱 ，建设标准差次不齐 ，极
易导致过分竞争 、投资重复 、资源浪费 ，
并不能高水平满足民生用气需求 。 在这
种情况下 ， 浙江省提出推动城镇燃气扁
平化和规模化改革 ， 将有力推动燃气企
业通过加速资源整合 ，实现规模化 、高质
量发展。 ”芦俊说。

“浙江省推出的油气体制改革整体部
署， 将为包括新奥能源在内的专业运营燃
气集团带来更加灵活多样的合作机会，有
助于发挥规模化经营优势， 降低终端客户
用气成本。 ”采访中，新奥能源相关负责人
亦对记者说。

目前， 新奥能源在浙江已拥有天然气
全产业链布局，今年以来，该集团提出要依
靠浙江省天然气改革新动能， 与众多生态
圈合作伙伴强化联盟合作，谋求共同发展，
确保供应、降低成本、改善服务。

“十三五”规划新增 500兆瓦，实际仅完成 18兆瓦，完成率不到 4%

地热发电：现实与预期落差为何这么大
■ 本报实习记者 齐琛冏

今年以来，浙江省顺应国内改革形势，全面部署全省天然气体制改革
工作———打破原有“统购统销”天然气管网运营模式，扩大代输试点，推动
管道天然气上下游企业直接交易，降低企业用气成本，并全面推进城镇燃
气扁平化、规模化改革。

浙江既是经济大省，又是能源资源小省。 因此，自“气化浙江”工作启动
以来，天然气产业得到快速发展。目前，省内终端燃气行业参与主体众多，但
普遍规模较小，市场竞争异常激烈。 面对当前改革大势，浙江省城镇燃气事
业发展将呈现哪些新动向？ 燃气企业需作何应对？

近日，在谈及上述话题时，浙江省燃气协会理事长、杭州市燃气集团有限
公司董事长芦俊直言：“改革从来都是一把‘双刃剑’，浙江此番深化天然气体
制改革之举，意在推动省内天然气产业健康发展、天然气消费规模持续扩大，
同时也将为众多燃气企业未来发展带来极具想象力的机遇和挑战。 对浙江而
言，未来下游城燃企业间的竞争将日趋激烈，致力共赢的合作与整合重组浪潮
也将不可避免到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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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杭州天然气江东门站一景。 从左到右分别是：
杭州市天然气江东门站、 西气东输二线萧山分输清管
站、省级萧山联络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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