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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城市市碳碳达达峰峰，，这这些些““功功课课””需需要要补补
■本报记者 朱妍

核心阅读

不少地方认为，2030年前还可以继续大幅提高化石能源使用量，甚至还在高碳的轨道上谋划“十四五”发展，想攀登碳排放“新高峰”
后再考虑下降问题。殊不知，难的不是达峰，而是达峰之后如何持续减排。 “十四五”新建的高碳项目，排放将延续到 2050 年前后，还会
压缩未来 20-30 年低碳技术发展空间，给碳中和带来巨大压力。

国家层面已明确减排目标，各大部委也忙着贯彻落实相关要求，但到了省市却在竞相做高峰值。 比如，部分省级主管部门还停
留在信息收集阶段，刚刚要求市、县报送基础数据；有些地区连最基本的温室气体排放清单都没有编制，更别说拿出减排思路。

“近期听到有地方说， 碳达峰不难。
‘十四五’‘十五五’ 期间再上一批高碳项
目，之后不上不就实现了吗？ ”日前在中国
城市二氧化碳排放达峰学术研讨会上，中
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潘家华抛出问题。

看似简单，实则不然。 潘家华表示，目
前存在一种普遍错觉，认为碳减排峰值越
高，留下的发展空间越大，因此部分地区
仍在“争空间、摸高峰”，继续大量使用化
石能源。 “实际上，化石能源利用具有投资
锁定效应，比如现在建设的燃煤电厂至少
40 年后才能退役，燃油车生产线也不是一
二十年就能收回成本的。 峰值越高，将来
越难实现碳中和， 地方要做的恰恰是削
峰、压峰，尽量缩短峰值平台期。 ”

但据记者了解，上述误区仅是一个缩
影。 在碳减排过程中，地方层面仍有多项
功课待补。

高碳锁定效应未得到足够重视

碳达峰是二氧化碳排放量由增转降
的拐点，即地区或行业年度碳排放量达到
历史最高值，然后经历平台期、持续下降
的过程。 按照目标，我国力争在 2030 年前
实现碳达峰。

然而，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院长王
金南调研发现，部分省市并未充分认识到
碳达峰对地方发展的倒逼要求。 “不少地
方认为，2030 年前还可以继续大幅提高化
石能源使用量，甚至还在高碳的轨道上谋
划‘十四五’发展，想攀登碳排放‘新高峰’
后再考虑下降问题。 殊不知，‘十四五’新
建的高碳项目， 排放将延续到 2050 年前

后，还会压缩未来 20-30 年低碳技术发展
空间，给碳中和带来巨大压力。 ”

以石化行业为例，一位业内人士告诉
记者，工业是我国碳排放主要领域，而石
化行业排放量又占到工业总排放的 20%，
是排放大户。 “一个大型项目从投产、建成
运行到关闭，通常需要五六十年，意味着
‘十四五’上马的项目将直接波及 2060 年
碳中和目标。 不是说一律不能上项目，地
方要慎重考虑，以战略眼光进行布局。 现
阶段投建的项目，工艺技术能否达到二三
十年后的零碳要求？ 还是说项目只干 30
多年就不要了？ 难的不是达峰，而是达峰
之后如何持续减排。 ”

碳减排呈现“上热中温下冷”

误区背后，是地方减排工作的缺失和
困惑。

“部分地区觉得降碳约束发展， 不如
趁着现在多给自己争取空间，继续上马一
批高耗能项目，将来慢慢再减或把压力留
给其他地区。 如果大家都抱有此类想法，
达峰目标还怎么实现？ ”生态环境部环境
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能源环境政策研究
部副主任冯相昭表示， 碳减排究竟是什
么、怎么干，很多基层单位仍存在理解偏
差甚至概念不清。

冯相昭坦言，减排工作目前呈现“上
热中温下冷”的局面，越往基层一级，降碳
“信号”越弱。 “国家已明确目标，各大部委
也忙着贯彻落实相关要求，到了省市却在
竞相做高峰值。 比如，部分省级主管部门
还停留在信息收集阶段， 刚刚要求市、县

报送基础数据；有些地区连最基本的温室
气体排放清单都没有编制，更别说拿出减
排思路。 ”

还有部分地区虽认识深刻，实践却面
临重重压力。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所研究
员赵黛青举例， 粤港澳大湾区减排意愿
强烈， 能源结构及能耗强度已处于全国
领先水平。 即便如此，其化石能源消费占
比仍超过 70%， 与世界先进湾区差距明
显。 “因经济体量大、发展强劲，能源需求
量仍有持续增长的势头， 短期内难以达
峰。 现行发展方式不可持续，亟待制定新
的减排策略。 ”

上述专家认为，河南、湖南、山东等
中东部省份压力更大。 “由于能源资源
相对匮乏，这些地区面临减少化石能源
消费、 尽快挖掘替代能源的双重挑战，
时间十分紧迫。 ”

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率先达峰

记者了解到，生态环境部正在抓紧制
定 2030 年前二氧化碳达峰行动方案，其
中将明确地方达峰目标、路线图、行动方
案和配套措施，并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率先
达峰。

中国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
任何建坤进一步称，“十四五”期间，东部
沿海比较发达的地区、西部可再生能源资
源丰富区域应该率先达峰，为“十五五”期
间全国碳达峰创造有利条件。 “经济发展
水平、资源禀赋、产业结构及区域定位等
条件各不相同， 意味着各地要实现差别
化、包容式的低碳转型。 具体时间、路径及

措施有所差异， 但碳达峰是不同省市、地
区必须完成的共同目标。 ”

对此，如何尽快补上短板？ 冯相昭认
为，相比碳减排，基层主管部门对大气污
染防治工作更有经验，而两者具有很多共
同点，可以“借力”推进。 “例如，保卫蓝天
提出四大结构调整，其中产业、能源及交
通运输结构，恰恰与碳减排直接挂钩。 用
好现有的政策工具、管理手段，结合自己
熟知的工作逐步向新领域过渡，对于基层
而言不失为一条‘捷径’。 ”

上述专家称，减排不光是看地方少上
多少化石能源项目，更要看总体压减量有
多少。 尽管情况各异，但各地均有两大重
要抓手———交通和建筑。 “实现碳中和，需
要对整个经济体系实施深度减排，其中能
源系统要在 2050 年实现净零排放。 无论
哪个城市，交通、建筑都是需要挖潜的重
点领域。 前者需要在新一代城市零碳交通
系统，电动和氢燃料电池船舶、汽车等方
面实现技术突破；后者可聚焦于超低能耗
建筑的普遍性适用技术创新。 ”

�� 地地方方是是落落实实国国家家碳碳达达峰峰任任务务的的责责任任主主体体，，但但目目前前仍仍存存在在理理解解有有偏偏差差、、目目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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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碳中和背景下，传统石油公司开始
加速推进新能源业务布局。

近日， 中石化与协鑫集团、 天合光
能、隆基集团、中环电子等 4 家新能源企
业， 共同召开新能源产业发展视频对话
会，表示将围绕新能源产业链开展合作。
除了中石化外，中石油、中海油、中化等
大型石油央企， 也纷纷加速布局新能源
业务。

在业内人士看来，当前传统能源公司
转型已是大势所趋，但对于深耕石油领域
几十年的传统油企来说，新能源可谓是全
新领域。 那么，石油公司布局新能源将面
临何种挑战？ 胜算几何？

石油企业发力新能源

据中石化相关方面透露，未来将与协
鑫集团、天合光能、隆基集团、中环电子 4
家企业围绕新能源产业链， 开展更宽领
域、更深层次合作。 包含合作建设大型集
中式光伏发电、制氢、运氢、加氢设施，全
力降低成本，实现协同发展；加大电池材
料方面的技术攻关力度，全力降低光伏组
件生产成本；合作推进光伏、氢能等新能
源项目在中国石化的落地， 降低用能成
本；推动风光氢一体化分布式能源示范工
程建设。

合作之外，中石化还通过设立新能源
公司、参股等方式，加快布局新能源业务。
据悉，中石化成立了专门的新能源办公室
和资本公司，统筹规划、整体布局。 去年 8
月，中石化资本入股亚玛顿集团全资子公

司凤阳硅谷智能，布局超薄光伏玻璃产业
链；12 月， 中石化资本又入股了常州百佳
年代薄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布局光伏胶
膜产业。

除了中石化，其他“几桶油”在新能源
领域也屡有动作。

中海油早在几年前就进入风电、光伏
等领域。 近日，中海油宣布正式启动碳中
和规划，“十四五”时期将以提升天然气资
源供给能力和加快发展新能源产业发展
为重点，推动实现清洁低碳能源占比提升
至 60%以上。 中石油目前在风电、氢能、充
电桩等业务上也多有布局。

在中国石油大学（北京）油气政策与
法律研究中心主任陈守海看来，大型国有
石油企业加速布局新能源是个好事情。
“首先，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是国家战略，
也是我们对全世界作出的承诺，石油央企
是国家的主力部队， 需要去进行战略部
署。 另外，从行业发展角度讲，传统能源战
略转型是大势所趋，大型石油公司也必需
这样做。 ”

二者确有协同之处

多位受访者表示， 传统石油公司进
军新能源，看似是进入新的领域，但二者
之间确有共通和协同的地方， 石油企业
可以发挥传统能源优势， 更好地与新能
源结合。

“传统能源和新能源其实完全有互相
结合的点。 石油企业既生产能源，同时也
是能源消耗大户，油气的生产、储运、加工

都耗能，主要是耗电，尤其是大的炼厂、管
道公司、油田，一年要消耗几亿甚至十几
亿度电。 而新能源最大的着力点就是发
电，比如风力发电、光伏发电。 传统能源企
业消耗的这些电能，可以从传统煤电转换
为清洁能源，这是最好的结合点。 比如西
北地区的油田分散很广，可以布局光伏发
电、风力发电。 ”国际清洁能源论坛（澳门）
理事姜银涛对记者表示。

“这一方面可以节能减排， 助力实现
碳中和目标，另一方面也可以减少企业生
产成本，并且在自身消耗之外，还可以上
网、外输，这本身也是一个新的业务增长
点。 ”姜银涛补充说。

陈守海也对此表达了相同看法：“地
热、风电、光伏这些新能源与传统能源有
一定的协同，不同类型的能源协调形式不
一样。 比如地热开发，主要是地质勘探、打
井，再通过热交换技术把地下的热量取出
来。 ‘三桶油’在地质勘探、打井上很专业，
在这方面有一定的共通之处。 风和光又是
另一种协同， 它们所能够布局的地方，比
如东北地区、西北地区，这些都是‘三桶
油’传统的作业区，油企在当地有人力、设
备、机构等资源，而这些资源是可以通用
的。 虽然业务要转型，但不需要重新去开
拓， 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们是有基础的，这
很重要。 ”

应把握好转型节奏

尽管传统能源与新能源具有可协同
之处， 但石油企业面临的风险和挑战不

可小觑。
“石油企业在投资本身上没有什么问

题，最大的挑战是如何整合。 ”陈守海直言，
“和小公司相比， 国有大公司的决策链更
长， 在决策效率和执行力度上是处于劣势
的。虽然上面定下了战略，但到执行环节可
能存在偏差，最后结果就不一样了，我认为
这是国有大公司转型中的最大风险。 ”

姜银涛也表示：“最大的问题不是资
金问题，而是决策效率问题。 小企业‘船小
好调头’，经营机制、体制都是很灵活的，
但是大型国有企业做决策需要研究、规
划、上会、讨论、审批等一系列程序，而做
投资决策有一个时效性问题，折腾一两年
可能行业的投资风口就过去了。 ”

此外，多位专家指出，石油公司还应
准确把握转型节奏。

“总的来讲，石油时代总会过去，它只
是一个历史的产物，但在可以预见的时间
内， 新能源进行完全替代是不太可能的，
石油行业的生命周期还是有的。 ”陈守海
指出，“主力部队还是要把石油的阵地坚
守住，一方面要发展新能源、推动转型，另
一方面仍要加大油气资源勘探开发力度，
保障能源安全。 ”

姜银涛表示：“传统能源与新能源之
间有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会逐步过渡，
相对来说还是会比较缓和的， 因此需要
协同发展。 石油企业在整体的转型战略
规划上，也要站在全产业链来看，不能说
哪里热就投哪里， 可以聘请专业的第三
方咨询公司， 站在局外来做整体的评估
和设计。 ”

“三桶油”等大型石油央企近日纷纷启动碳中和规划，向新能源领域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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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气与新能源看似属于不同行业，但二者之间确有共通和可以协同之处。 例如，西北地区油气田分布散而广，可以在其间建设风
电、光伏电站，为油气生产提供清洁电力。 但大型油气企业决策通常缺乏时效性，在日新月异的新能源面前，可能错失投资发展良机。

本报讯 记者姚金楠报道：1
月 19 日， 国家能源局发布 2020
年全社会用电量等数据 。 2020
年 ， 全 国 电 源 新 增 装 机 容 量
19087 万千瓦，其中水电 1323 万
千瓦、风电 7167 万千瓦、太阳能
发电 4820 万千瓦。 风电新增装
机规模创历新高、太阳能发电新
增装机规模创近 3 年来新高。

2020 年，全社会用电量 75110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3.1%。 分产业
看， 第一产业用电量 859 亿千瓦
时，同比增长 10.2%；第二产业用
电量 51215 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
2.5%；第三产业用电量 12087 亿千
瓦时，同比增长 1.9%；城乡居民生
活用电量 10949 亿千瓦时，同比增
长 6.9%。

2020 年，全国 6000 千瓦及以
上电厂发电设备累计平均利用小
时为 3758 小时， 同比减少 70 小
时。 其中，水电设备平均利用小时
为 3827 小时，同比增加 130 小时；
火电设备平均利用小时为 4216 小
时，同比减少 92 小时。

注：1. 全社会用电量为全口径数
据。 2.“同比增长”列中，标 * 的指标为
绝对量；标▲的指标为百分点。

2020 年全国电力工业
统计数据一览表

指标名称 计算单位

全年累计

绝对量
同比
增长

全国全社会
用电量

亿千瓦时 75110 3.1

其中: 第一产业
用电量

亿千瓦时 859 10.2

第二产业
用电量

亿千瓦时 51215 2.5

工业用电量 亿千瓦时 50297 2.5

第三产业
用电量

亿千瓦时 12087 1.9

城乡居民
生活用电量

亿千瓦时 10949 6.9

全口径发电
设备容量

万千瓦 220058 9.5

其中: 水 电 万千瓦 37016 3.4

火 电 万千瓦 124517 4.7

核 电 万千瓦 4989 2.4

风 电 万千瓦 28153 34.6

太阳能发电 万千瓦 25343 24.1

6000 千瓦及以上
电厂供电
标准煤耗

克 \ 千瓦时 305.5 -0.9*

全国线路损失率 ％ 5.62 -0.31▲

6000 千瓦及以上
电厂发电设备利
用小时

小时 3758 -70*

其中：水电 小时 3827 130*

火电 小时 4216 -92*

电源基本建设
投资完成额

亿元 5244 29.2

其中: 水 电 亿元 1077 19.0

火 电 亿元 553 -27.3

核 电 亿元 378 -22.6

电网基本建设
投资完成额

亿元 4699 -6.2

发电新增
设备容量

万千瓦 19087 81.8

其中: 水 电 万千瓦 1323 197.7

火 电 万千瓦 5637 27.4

风 电 万千瓦 7167 178.7

太阳能发电 万千瓦 4820 81.7

新增 220 千伏及
以上变电设备容量

万千伏安 22288 -6.4

新增 220 千伏及
以上输电线路回
路长度

千米 35029 -2.5

（国家能源局）

2020年新能源
装机新增 1.2亿千瓦

行行业业
观观察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