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推动能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利
用，是“十四五”我国能源发展的基本
方向。 同时，随着我国提出二氧化碳
排放力争于 2030 年前达到峰值 ，努
力争取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的 目
标，电力行业按下减碳加速键。

在能源转型提速的背景下，煤电近
年来陷入一边发展一边亏损的局面 ，
大批项目被列入停建、缓建名单。 “十
三五”规划明确，截至 2020 年底煤电装
机小于 11 亿千瓦， 但据中电联近日发
布的数据显示， 截至今年前三季度，我
国煤电装机已达 10.6 亿千瓦。 接受记
者采访的多名业内人士表示，对于即将
收官的“十三五”和即将到来的“十四
五”，新增煤电重点在于控量和增效 。

新增煤电面临经济性压力

国家能源局今年 2 月发布的《关于
发布 2023 年煤电规划建设风险预警的
通知》明确，除山西、甘肃、宁夏、黑龙江、
吉林五省区外，其余省份、地区 2023 年
煤电装机充裕度预警指标均为绿色等
级，仅 3 个省的煤电装机预警为红色。

2016 年三季度后，电煤价格大涨，
煤电企业当年利润几近腰斩，全行业半
数亏损态势延续至今。 因此对于这份
几乎“全面飘绿”的预警结果，业内存
在诸多争议。

“银行不愿意再放贷款， 生怕电厂
资金链断裂，所以有些‘扛’不住的企业
只能破产清算。国有资产损失的同时，财
政税收减少，大量待业人员还需安顿。 ”
一位不愿具名的火电企业负责人表示。

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今年
8 月发布的《中国“十四五”电力发展规
划研究》显示，当前每新增 1 亿千瓦煤
电机组，将增加超过 3000 亿元资产损
失，2030 年前将累计减少清洁能源装
机约 3 亿千瓦。

新增煤电带来的， 还有的搁浅资
产的风险。

华北电力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
授袁家海指出，在当前亏损严重和低
利用率的背景下，预计今年煤电机组
搁浅资产将达 4000 亿元。据他预测，
若采取积极的供给侧改革措施，2030
年将煤电机组规模控制在 11 亿千
瓦， 随着服役时间拉长，2030 年搁浅
价值将缩减至 400 亿元。

煤电应严控在 11 亿千瓦以内

袁家海表示， 电力行业应在 2025
年左右提前实现碳排放达峰， 才能确

保2030 年前碳排放达峰目标的实现。
“因此，为达到目标，需确定‘十四五’
期间的电力需求情况。 ”

袁家海还指出， 我国目前各开发阶
段的煤电项目容量共计4.13 亿千瓦。 若
不加以控制，“十四五” 期间煤电可达到
14 亿千瓦，不仅造成产能进一步过剩，搁
浅资产规模进一步扩大，而且会推迟我
国电力行业碳排放达峰。 “要实现‘十
四五’期间电力行业碳排放达峰，煤电
合理规模应严控在 11 亿千瓦以内。 ”

袁家海认为， 在当前输电线路通
道能力约束下， 考虑需求响应削峰及
系统可靠性，全国 2025 年煤电装机合
理规模应保持在 10.6-10.8 亿千瓦左
右； 若需求响应削峰规模达不到预期
目标，则煤电合理规模应保持在 10.6-
11.5 亿千瓦。

中电联此前发布的数据显示， 截至
2019 年底， 全国煤电装机 10.4 亿千
瓦，占发电装机总量的 52%。华北电力
大学近日发布的研究报告《新冠疫情
后的中国电力战略路径抉择： 煤电还
是电力新基建》也指出，今年底煤电装
机很可能接近 11 亿千瓦。

知情人士向记者表示， 目前国内约
有 2000 多万千瓦应急备用电源、1.2 亿

千瓦的自备电厂并未计入统计。 按目前
每年全国用电高峰时段接近 1 亿千瓦
的缺口，大致需 8000 万千瓦左右煤电。
此外，深挖需求侧管理 “蓝海 ”后 ，煤
电无需新增即可满足电力系统需要。

电力资源优化配置是关键

“十四五”期间如何正确引导煤电
发展，成为决定我国电力行业碳排放达
峰的关键。

袁家海指出， 当务之急还是严控
新增规模。 “在保证电力、热力供应安
全的前提下， 继续淘汰关停排放、能
效不达标的落后煤电机组。 引导非供
热亚临界煤电机组优先退出， 控制煤
电规模在 11 亿千瓦以内。 ”

为实现碳排放达峰和碳中和目
标，煤电该如何发展？ “未来在电力市
场基础上引入碳市场，充分发挥现货市
场竞价规则的作用， 进一步完善省间
交易机制 ， 打破僵化的利益分配格
局，做大跨区输电的‘盘子’，实现在更
大范围内的资源调配与电力互济。 ”袁
家海说。

面对未来高比例可再生能源并网，
提升系统灵活性也将成为“十四五”及
中长期煤电发展的关键。 在袁家海看
来， 尤其是在电力市场竞争环境下，不
具备发电成本优势的煤电机组需要提
供灵活性辅助服务来获得更多收益。
“引导煤电功能定位调整不仅可以改善
煤电利用效率， 化解生存困难的窘境，
还可以提升可再生能源的消纳。 ”

一位业内人士建议，根据测算电价
与基准电价的差值， 对各省区煤电发
展的经济性风险进行预判。 对于发展
经济性风险较大的地区， 若煤电实际
承担电力支撑性电源的角色 ， 导致
利用小时数偏低的情况 ， 建议参照
《关于深化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形成
机制改革的指导意见》， 探索容量保
障机制。

核心阅读

三年来， 国家电投在进博会
上共签约 271.5 亿元人民币，与
国际知名企业签署合作协议，内
容涵盖燃气轮机、 核能、 高端装
备、煤炭、锰矿等多个方面。

上海前滩能源系统作为国家
电投在智慧能源领域的战略布局
和智慧能源应用， 进一步凸显了
该公司在综合智慧能源方面丰富
完善的技术体系、领先优势、专业
化优势和应用场景。

11 月 4 日， 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
会（以下简称“进博会”）在上海开幕。 作
为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我国举办的一
场规模最大 、参展国别最多 、线上线下
结合的盛会，本届进博会传递出这样的
信号：在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球经济带来
严重冲击的背景下， 中国将以更加开放
的姿态与世界分享市场机遇， 进一步提
振全球经济和促进贸易复苏。

进博会上，中国企业是中国经济强大
韧性和旺盛活力的最直接体现。 作为能源
央企，国家电投三年来积极践行 “一带
一路 ”倡议 ，三大国际评级机构维持 A
类信用评级，国际化脚步铿锵有力。 尤
其在今年全球疫情形势严峻的情况下，
该公司克服种种困难， 通过多种方式积
极拓展全球合作。

拓展合作———
三年签约总额 271.5 亿元

据了解 ，第三届进博会期间 ，国家
电投燃管中心及所属内蒙古公司、 成套
公司、贵州金元、山东核电、铝业国贸 5
家二级单位分别与卡特彼勒、 康明斯公
司、安百拓贸易有限公司、丰田通商株式
会社、株式会社小松制作所等 15 家境外
供应商签订 16 项合同（或协议），总签约
金额 2.33 亿美元， 意向成交金额 2.44

亿美元。
签约仪式上，国家电投总经理江毅表

示，在疫情常态化防控下，中国如期举办
第三届进博会， 进一步释放了坚定扩大
开放、共享中国大市场的积极信号。 截至
今年上半年， 国家电投清洁能源装机占
比已突破 51.3%， 境外业务分布在 45 个
国家和地区。

“下一步，国家电投将以进博会为平
台，不断增进与全球先进供应商的合作，
进一步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在国内国
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深度融合互动的

过程中，在加快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
互促进的新的发展格局中，推动自身持
续更高质量的发展，共享发展成果，共同
走向广阔未来。 ”江毅介绍。

值得注意的是，三年来，国家电投在
进博会上共签约 271.5 亿元人民币，与美
国通用电气、 西屋电气、 意大利安萨尔
多、 德国西门子等国际知名企业签署合
作协议，内容涵盖燃气轮机、核能、高端
装备、煤炭、锰矿等多个方面。

志愿服务———
长期管理岗“小叶子”亮眼

国家电投不仅参与到这场全球贸易盛
会中，还积极为进博会培养优秀志愿者。

据了解， 国家电投上海电力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电力”）选派 20
名优秀团青成为第三届进博会长期管理
岗位志愿者（以下简称“小叶子”），约占总
数的 21%。 而往年进博会上，来自该公司
的长期管理岗位“小叶子”一直超过总数
的五分之一。

由于疫情尚未结束， 今年进博会的防
疫工作成为重中之重， 人员的闭环管理、
市内交通管控、冷链食品的运输管控……
要求志愿者们严格把守每个环节。

“为了方便自己理解，我手绘了很多流
程图，大约有 6 个，分别应对展馆、宾馆、
来宾、工作人员等。 ”进博会商务委外事处

综合协调组的“小叶子”姜越表示，“光进
博会工作群就加了五个，一忙起来，出去
倒杯水的功夫，每个群的消息条数已经显
示‘点点点’了。 ”

“神经中枢” 的地位真不一样，“小叶
子”李欣进入上海市商务委外事保障组信
息组之后才深有体会。 外宾入境需要隔
离，信息处理成了日常工作，陆陆续续申
报而来的上百条信息， 容不得一丝差错。
连续两周沉浸在数据更新、 整理和核对
中，再编辑成每日信息快报，及时上报，
从人员数量、国别、单位、航班、入住时间
等，需全流程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进博会办下去， 我们的志愿服务就
会继续下去。 经过进博会历练的志愿者，
沟通 、 执行和协调能力会得到很大提
升。 ”上海电力团委副书记季莹鑫表示。

前滩项目———
打造清洁能源高效利用典范

国家电投党组书记、董事长钱智民曾
公开表示，国家电投坚持新发展理念，加
快推进能源清洁低碳转型发展， 已成为
保障我国能源安全、建设美丽中国的重
要力量。

进博会期间，记者走访了位于浦江南
部滨江区域的上海前滩能源中心，该项目
是由上海电力和上海前滩国际商务区投
资 (集团 )公司合资建设打造的综合智慧
能源示范工程。

据上海电力绿色能源有限公司党总支
书记、总经理王国弟介绍，作为国家电投
首个分布式能源项目， 前滩能源中心于
2015 年 4 月 8 日开工，建筑面积 20607.5
平方米， 为地下二层地上五层建筑。 其

中， 地下二层主要布置冷冻机水泵及辅
助设备，地下一层主要布置内燃机、配电
及辅助设备， 地上一层主要布置燃气轮
机和集控中心， 地上三层主要布置电业
站，地上四至五层布置空气源热泵，屋面
层布置冷却塔。

结合智慧城市发展需求， 前滩能源中
心采用 2 根上海电力创导公司普罗娜智
慧照明路灯，采用新型 LED 面光源，结合
太阳能光伏发电技术，轻松为公众提供各
种信息化便民服务。

记者了解到， 前滩能源中心利用天
然气为燃料， 通过冷热电三联供等方式
实现能源的梯级利用， 在负荷中心就近
实现能源供应的现代能源供应方式，是
天然气高效利用的重要方式 。 遵循安
全、清洁、经济、高效、智能、灵活的六大
原则 ， 该中心能源综合利用效率达到
80%以上、 节能 20%以上、 减排温室气
体 40%以上 ， 是清洁能源高效利用的
典范。

此外，前滩能源中心采用高效蓄能技
术， 拥有亚洲最大的单体钢结构 2 万 5
千吨蓄能水槽，充分利用夜间用能低谷
时段蓄能， 有效平衡了用能的峰谷差，
优化了设备运行方式，为安全供能提供
了有效保障；建设了“互联网+”分布式
控制系统， 全站运行实现全时自动化；
采用高度集成布置技术，大部分设备安
装于地下室和屋顶，有效节约了城市土
地资源。

进博会期间 ，前滩能源系中心作为
国家电投在智慧能源领域的战略布局
和智慧能源应用 ， 进一步凸显了该公
司在综合智慧能源方面丰富完善的技
术体系 、领先优势 、专业化优势和应用
场景。

11
□ 2020 年 11 月 16 日

电力·产业 □主编：朱学蕊 □版式:侯进雪
□电话：010-65369471���□邮箱：Izzxr2007@126.com

“十四五”新增煤电重在控量提效
■本报实习记者 赵紫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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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国家家电电投投：：赋赋能能智智慧慧能能源源 推推动动共共享享发发展展
■本报记者 王长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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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发电领域 DCS
完全实现自主可控

本报讯 11 月 6 日， 华能集团自主研发
的国内首套 100%全国产化分散控制———华
能睿渥 DCS 在福州电厂成功投用， 标志着
我国发电领域工业控制系统完全实现自主
可控。 福州电厂的应用结果表明，机组运行
安全稳定，主要技术指标优于国家及行业标
准要求。

DCS 作为火电厂的大脑，是确保电力稳
定供应的关键设备。长期以来，国内 DCS 所
使用的 CPU 和操作系统等软、硬件依赖进
口产品， 存在巨大安全隐患。 为攻克这一
“卡脖子”难题，华能开展全国产安全智能
型 DCS 开发，短短 6 个月内成功研制出基
于国产芯片、 国产操作系统和国产核心元
器件的， 具有完整自主知识产权的华能睿
渥 DCS，实现了锅炉、汽轮机（含 DEH）、发
电机的全覆盖控制。

据了解， 华能睿渥 DCS 从 CPU 等核心
芯片到基础电子元器件，从操作系统、数据
库等基础软件到应用软件全部使用自主技
术，是国内首个软、硬件国产化率达到 100%
的工业控制系统。 经检测，该系统的硬件板
卡精度、 抗干扰能力与运行环境适应性等
多项指标优于国内外同类产品。 （华讯）

华龙一号通过
欧洲用户要求认证

本报讯 记者朱学蕊报道：11 月 10 日从
中广核获悉， 我国自主知识产权三代核电技
术华龙一号已于日前通过欧洲用户要求（Eu鄄
ropean Utility Requirements） 符合性评估，获
得 EUR 认证证书。认证结果表明，华龙一号
与 EUR 最新版（E 版）要求具有高度的符合
性，其设计满足欧洲最新核电要求。

EUR 组织由 14 家欧洲大型电力公司组
成，致力于为拟进入欧洲核电市场的核电技
术制定一套满足欧洲核电安全、 经济及环
境等要求的通用用户要求文件， 并负责组
织专家对潜在进入欧洲市场的核电技术进
行与 EUR 要求相符性的审查和认证工作，
为欧洲核电业主进行总体技术把关。 通过
EUR 认证，已成为各核电技术供应商进入
欧洲电力市场的重要条件。

华龙一号 EUR 认证于 2017 年 8 月全面
启动，EUR 组织 11 家成员单位参与。 认证经
过了申请、准备、详细评估和定稿四个阶段，
认证过程中，审评方基于中广核提交的大量
审评文件，完成了 5000 多项符合性分析。

核心阅读

在保证电力、 热力供
应安全的前提下， 继续淘
汰关停排放、 能效不达标
的落后煤电机组。 引导非
供热亚临界煤电机组优先
退出， 控制煤电规模在 11
亿千瓦以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