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冠肺炎疫情和历史性低油价，让一批依靠清洁能源发电的公用事业公司异军突起。相较于现金流枯竭、业
绩暴跌的老牌油气巨头，这些曾经不被看好但最早投入绿色浪潮的公用事业公司，正在成为全球能源转型的重
要推动力量。

必和必拓期待
深化在华合作

本 报 讯 记者王林 报 道 ：11
月 11 日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2020
年年会在北京开幕 。 本届年会首
次以线上线下同步方式举办 ，以
“后疫情时代经济复苏与国际合
作 ”为主题 ，围绕 “十四五 ”规划框
架与 2035 年远景目标、 加快形成
新发展格局 、全球合作共抗疫情 、
产业链供应链合作等一系列重大
议题进行探讨。

矿业巨头必和必拓首席执行
官韩慕睿 （Mike Henry） 参加了
“十四五 ” 规划框架与 2035 愿景
目 标 主 题 分 组 讨 论 并 发 表 了 演
讲。 韩慕睿表示，中国一直是必和
必拓最重要的贸易伙伴 ， 也在日
益成为必和必拓重要的战略采购
市场。 “今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
疫情 ， 进一步加深了我们与中国
客户和供应商的合作 ， 我们愿意
携手中国伙伴一同助力全球绿色
复苏。 ”

韩慕睿指出，中国在促进经济
发展和改善民生方面取得了令人
瞩目的成就， 使数亿人摆脱贫困。
无论是规模还是速度，都是人类历
史上前所未有的，这不仅充分体现
出制定长期发展规划、秉持战略性
思维模式的优势，同时也彰显出开
放、互信和合作的重要性。

过去 40 年， 必和必拓参与并
见证了中国高速且高质量的发展，
未来还将继续推进合作共赢。 “随
着‘十四五’规划的出台，中国正在
掀起新一轮的技术革命和产业转
型浪潮，并展现出了全球领导力。 ”
韩慕睿称，“在应对气候挑战方面，
中国已经制定了明确的目标，即二
氧化碳排放力争于 2030 年前达到
峰值， 努力争取 2060 年前实现碳
中和。 这表明中国在国际社会至关
重要问题上正在发挥领导作用。 ”

事实上，全球向低碳经济转型
离不开资源产品，如电池所需的锂
镍钴、 基础设施建设所需的钢铁、
提高农业产量所需的钾肥等，这意
味着传统能源和矿产在很长一段
时间内仍然是非常重要的资源。 鉴
于矿业投资的长周期性以及资源
产品对于世界发展的重要性，建立
长期、 稳固且友好的合作关系，并
制定长远的规划，对国家、行业、企
业都非常重要。

值得一提的是 ， 必和必拓已
经于 11 月 6 日同全球钢铁领军
企业中国宝武签署了共同应对气
候变化的战略合作谅解备忘录 ，
计划投资 3500 万美元， 互通共享
低碳减排技术 ， 旨在共同应对钢
铁产业所共面临的温室气体减排
挑战。

韩慕睿以 “无比期待 ”来形容
必和必拓与中国企业的合作前景，
并强调应该进一步巩固和扩大这
样的合作关系。 “供应链利益相关
各方之间相互开放、 彼此信任、团
结协作才能共同创造出更多的价
值， 才能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危机。
必和必拓愿意与合作伙伴携手，共
同为中国下一个五年规划乃至更
长远未来的经济、工业和环境发展
做出贡献。 ”

罗罗：“新基建”为
企业带来新机遇

本 报 讯 记 者 卢 奇 秀 报 道 ：
在 第 三 届 中 国 国 际 进 口 博 览 会
上 ，英 国 发 动 机 公 司 罗 尔 斯·罗
伊斯 （简称 “罗罗 ” ）大中华区总
裁 李 安 （Julian MacCormac） 向记
者表示 ：“受益于中国 ‘新基建 ’的
加速 ， 罗罗动力系统在数据中心
的需求激增 ，今年 ，公司大中华区
的业务将逆势实现两位数增长。 ”

据了解 ， 罗罗公司的动力系
统广泛应用在新能源 、数据中心 、
分布式电站、柴油发电等领域。 据
罗罗动力系统 MTU 大中华区总
裁 欧 拓 东 （Tobias Ostermaier） 表
示 ， 本届进博会上该公司动力系
统签署的采购 、 框架性订单总量
接近 1000 台， 签约额占到罗罗全
球全年订单量的 1/10。

“随着中国 ‘新基建 ’的推进 ，
各地不断加大数据中心及网络资
源建设力度 ， 这给罗罗动力系统
带来了新机遇。 ”李安表示，“中国
已经成为罗罗的全球三大市场之
一。 未来，罗罗将进一步拓展中国
市场、增加投资。 ”

此外 ，另据李安介绍 ，罗罗也
在积极推动电气化进程 ，在风能 、
光伏 、氢能 、蓄电池等方面均有所
布局 ， 未来罗罗将致力于成为一
家集成动力解决方案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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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西班班牙牙电电力力巨巨头头大大手手笔笔推推进进低低碳碳转转型型
计计划划 55年年投投入入 776600亿亿欧欧元元，，提提供供““最最清清洁洁、、最最低低廉廉””电电力力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王王林林

GGEE 燃燃气气发发电电中中国国区区总总裁裁杨杨丹丹：：

天天然然气气发发电电将将加加速速中中国国能能源源转转型型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李李慧慧

近日，欧洲最大陆上风电开发运营商、
西班牙电力巨头伊维尔德罗拉（Iberdrola）
公司公布了调整后的新 5 年投资计划，将
在 2021-2025 年间，投资 750 亿欧元大力
发展可再生能源，到 2025 年将可再生能源
装机将从去年的 32 吉瓦增至 60 吉瓦。

新能源先行者的黄金期

彭博社指出， 对伊维尔德罗拉等公用
事业巨头而言，当前正值全球能源转型的
关键节点，同时也是加速扩张绿色事业版
图的黄金期。 伊维尔德罗拉明确承诺，将
通过“最清洁、最低廉的电力”帮助全球彻
底摆脱化石燃料。

在伊维尔德罗拉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Ignacio Galán 看来 ，像 bp、壳牌这些传统
石油巨头都在大力推动绿色转型，伊维尔
德罗拉作为早就涉足新能源电力领域的企
业应该乘势“更上一层楼”。

据悉，Ignacio Galán 自 2001 年上任之
后，开始推进伊维尔德罗拉的低碳转型，最
终使得该公司从一家主营煤炭、核能和燃
油发电等的西班牙本土公司，跻身全球大
型清洁能源开发商的行列。 他在接受《金
融时报》采访时表示：“清洁能源领域还有
巨大潜力有待挖掘。 当前，可再生能源仅
占全球能源业务的 20%， 这意味着还有很
多化石燃料需要被‘取代’，还有许多巨大
的增长机会等着我们。 ”

这也是伊维尔德罗拉新 5 年投资计划
诞生的主因。 据了解，未来 5 年，伊维尔德
罗拉的投资重点将主要集中于太阳能和陆
上风电，以最终完成 2030 年前可再生能源
装机增加 3 倍的目标。其中，太阳能发电装
机将翻两番，陆上风电装机将增长 7 倍，海
上风电装机则将是目前 3 倍。

为了配合新增清洁能源发电量的迅猛

增长，电网及其相关基础设施的布局，也将
是该公司的发力方向。伊维尔德罗拉透露，
2025 年之前，公司在西班牙本土的支出预
计将翻一番以上，达到 143.5 亿欧元，其中
大部分将用于可再生能源和电网的建设。

绿色之路还能走得更远

值得关注的是， 新冠肺炎疫情蔓延以
来，伊维尔德罗已经宣布了 8 笔收购交易，
相较于油气企业收紧投资的情况，伊维尔
德罗拉仍在按部就班地扩张“绿色实力”。

“我们瞄准的是 ‘有机增长 ’。 通过
对规模相对较小企业的友好并购 ，我们
实现了巨大增长 。 对于绿色能源和低
碳合作 ，我们始终持开放态度 ，我们的
商业模式将我们定位为能源转型的重
要推动者 。 ” Ignacio Galán 表示 ，“20 多
年来 ， 我们一直是这场能源革命的先
驱 ，在没人相信 ‘风光电力 ’并期待将煤
炭保留数百年且认为油气必不可少的时
候，我们已经投身清洁能源发电部署 ，而
且是当时全球少数几个能用上清洁电力
的企业。 ”

据了解，伊维尔德罗拉于 10 月底宣布
的今年第 8 笔收购， 不仅是新 5 年战略规
划的一部分，也是其 2006 年斥资 200 亿欧
元收购苏格兰电力以来最大的一笔收购交
易。 伊维尔德罗拉目前约 2/3 的发电装机
是“零排放”，而该公司目标是到 2050 年实
现碳中和，这意味着需要不断增加清洁发
电能力。

路透社消息称， 伊维尔德罗拉能源服
务子公司 Avangrid 近期又同意以 43.2 亿
美元的价格收购美国新墨西哥州最大公用
事业公司 PNM Resources 全部股权，初步
预计今年底前完成 。 通过这笔收购 ，A鄄
vangrid 将一跃成为市值超过 200 亿美元

的美国第三大可再生能源运营商， 进一步
巩固了伊维尔德罗拉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
地位。

不过 ，PNM Resources 目前仍然持有
煤炭资产，但该公司承诺将在 2031 年前逐
步退出燃煤发电市场，并力争到 2040 年实
现零碳排发电，这与伊维尔德罗拉 2050 年
实现净零排放的目标相符合。

公用事业企业迎来崛起良机

今年无疑是清洁能源公司崛起之年，
各注重低碳的公用事业公司以行动充分彰
显了其日益强大的实力。 伯恩斯坦研究公
司分析师 Meike Becker 表示 ：“可再生能
源在 10 年前还处于‘非主流’的位置，但现
在已经席卷全球， 拥有并坚持这一愿景是
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

事实上， 公用事业公司一度被认为是
低风险但相对平淡的企业， 但却极早且敏
锐地捕捉到了全球从化石燃料向清洁能源
转型的势头， 他们的股票市值甚至已经超
过了埃克森美孚、bp 等老牌石油巨头。

《华尔街日报》指出，按产能计算，伊维

尔德罗拉目前是仅次于意大利国家电力公
司的全球第二大可再生能源生产商，其在
风能和太阳能发电方面都处于领先地位。
在全球低碳能源需求不断增加的背景下，
伊维尔德罗拉发展势头强劲，其市值现已
达到 680 亿欧元左右。

路透社指出，不光是伊维尔德罗拉，其
他大型公用事业公司也都在扩大清洁能源
发电实力。 全球最大海上风电开发运营商
丹麦沃旭能源当前正在实施 2019-2025
年 300 亿美元的投资计划， 其中 1/4 用于
陆上风电和太阳能，目标是到 2032 年将运
营、供应链和产品销售在内的整体排放规
模减少 50%。 意大利国家电力公司也确定
了 144 亿欧元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的投资
计划，并承诺在 2020-2022 年间逐步淘汰
煤炭。

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清洁能源专家
Tony Seba 坦言，太阳能、风电和储能正在
引发一个多世纪以来能源行业 “最快速、
最深层、最彻底的颠覆 ”，未来 10 年内这
三项清洁技术的融合，将彻底重塑现有能
源结构。

今年以来 ， 尽管受到新冠肺炎疫情
的冲击，但全球碳减排的热情不减 ，各国
相继提出各自的碳中和目标 。 在通用电
气 （GE）全球副总裁 、GE 燃气发电中国
区总裁杨丹看来 ， 全球积极推进能源转
型的态度正为天然气发电开辟出更为广
阔的发展空间 ， 而中国更将成为其中的
领跑型市场。

天然气发电减排优势明显

有数据显示，在所有化石燃料中，天然
气发电机组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最低。其中，
联合循环燃气电厂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更是
只有同类燃煤电厂的 50％， 且具备更低的
污染物，如汞、氮氧化物、硫化物、颗粒物等
的排放水平。

对此，杨丹指出，天然气发电具有可持
续、灵活、部署方便、可负担和绿色环保等
优势，能够与可再生能源形成互补，是从传
统能源过渡到现代能源的桥梁， 也是助力
能源转型的绝好选择。 “近期，中国也提出

了力争二氧化碳排放于 2030 年前达峰、争
取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这不仅带
动了一众亚洲国家推进碳减排， 同时也将
给天然气发电在中国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带
来极大的推动力。 ”

中国气电市场潜力可期

在刚刚闭幕的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
博览会（以下简称“进博会”）上，GE 燃气
发电的展台印证了杨丹对中国气电市场
的预判。 GE 旗下最先进、 高效的燃气轮
机———9HA.01 燃气轮机的模型一经亮相
即吸引了全场目光。而首台搭载微孔预混
燃烧室的 GE 9HA.01 燃气轮机已经于今
年 9 月在天津军粮城成功点火。预计该燃
机将助力军粮城电厂实现 62%的联合循
环净效率，每年减排二氧化硫 1194 吨，减
排氮氧化物 7755 吨， 并可节省 100 多万
吨标煤。

据杨丹介绍 ，GE 的 HA 级燃机是目
前全球最大、最高效也是增长速度最快的

燃机之一，特别适合在大城市集群区用作
纯凝发电或作为调峰机组与可再生能源
发电进行互补。

“对于中国市场而言，HA 级燃机有着
独特的优势。”杨丹告诉记者，“相比同等规
模的燃煤电厂，HA 级燃气轮机出力更大、
效率更高、启动更快速、负荷调整更灵活，
可以减少 50%的温室气体排放， 节约用水
2/3，节约土地 2/3，电厂单位千瓦造价节
约 15%-20%。 同时，通过模块化等技术，可
以实现更快速的施工， 符合整个中国市场
对于天然气发电的需求。 ”

杨丹以广东地区为例指出 ， 作为电
力负荷中心的大都市圈 ， 随着电气化和
可再生能源电力的快速增长 ， 对快速灵
活调峰的需求越来越大。 “而港口城市的
地理位置优势让当地企业能够采购到价
格较低的液化天然气 ， 这为广泛采用燃
气发电替代原有的燃煤发电打下了良好
的基础。 ”杨丹表示，“HA 级燃机既能很
快适应电网变化，又具有煤电的经济性 。
目前，煤电的标杆电价在四毛左右 ，如果
按照气价两块钱左右来估算 ，HA 级燃
机一方气能发六度多电 ， 其度电成本才
三毛多。此外，像大湾区这样人口密集的
地区 ，寸土寸金 ，两台 9HA 机组燃气电
厂用地面积不足燃煤电厂的 1/3， 大大
节省了宝贵的土地和水资源。 ”

就在本届进博会期间 ，GE 燃气发电
又与哈尔滨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哈电”）签约，将为广东省能源集团有限公
司旗下的东莞宁洲联合循环燃气电厂提供
3 台 9HA.02 燃气轮机。这是粤港澳大湾区
政策改革后，广东省规划的首个 H 级燃机
项目， 对助力东莞生态文明建设与粤港澳
大湾区能源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发力国产化定制服务

杨丹表示：“深耕中国天然气发电市场
多年，GE 燃气发电携手本土合作伙伴不
断将先进的天然气发电技术引入中国。 近

年来更是结合本地需求持续强化国产化定
制服务。 ”

据杨丹介绍 ，早在 2016 年 ，GE 即与
华电合资成立华电通用轻型燃机设备有
限公司 ， 作为 GE 分布式能源设备的全
球制造基地之一 ， 为航改型燃机的国产
化进程提供有力支持。其中，在华电厦门
集美天然气分布式能源站一期工程项目
中，GE 与华电通用轻型燃机设备有限公
司紧密合作 ， 不仅为项目提供了行业领
先的产品设备 ， 还提供积极的管理维护
服务，帮助项目顺利建成并稳定地运行 。
2019 年， 华电通用轻型燃机设备有限公
司更是拿到了第一份海外订单 ， 取得了
重要的市场突破。

在重型燃气轮机方面，GE 在 2017 年
与哈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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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成立并将于今年正式投入运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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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丹表示：“GE 燃气发电基于 128 年
的历史传承和领先技术，秉承‘让清洁、可
靠的气电点亮千家万户，共创世界繁荣’的
使命和信念， 多年来持续为中国的燃气电
厂和 EPC 企业提供覆盖其电力资产全生
命周期的世界级技术与服务组合， 同时积
极推进燃气轮机的国产化进程。 未来，GE
燃气发电更将以上述两大合资生产基地作
为重要抓手，植根中国市场，通过深入的国
产化定制服务， 持续为中国的能源转型添
砖加瓦。 ”

在今年的进博会上，首次亮相的 GE 9HA.01 燃气轮机模型展台前人头攒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