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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工程全生命周期向绿前行
■本报记者 朱妍 王林 董梓童 实习记者 杨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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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过去一年，能源领域工程项目结硕果、传捷报，通过实施高品质建设、
高水平运营，一批既含“金”又含“绿”的工程成为加快推进产业高质量发展
的生动注脚

金沙江畔，白鹤滩水电站 16 台百万千
瓦水轮发电机组全部投产发电，清洁绿电
7 毫秒即可“闪送”华东；

沙漠戈壁，第一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
项目陆续并网，第二批建设紧随其后，助力
新能源再获大发展；

百米矿井之下、广阔油田之上，煤炭、
油气资源开发有力有序，稳供应、强保障，
清洁利用水平大幅提高……

重大工程造福人类， 彰显国之力量。
刚刚过去的 2022 年，能源领域工程项目结
硕果、传捷报，高品质建设、高水平运营成
为加快推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注脚。
值得一提的是，在带来清洁能源的同时，这
些工程也更加注重自身的绿色发展。 从核
心生产环节，到前端规划建设，再到后端治
理修复，绿色日益成为鲜明的行业底色，推
动能源领域含金量与含绿量齐升。

生产运营与环境保护同步发力

煤炭开采难免扰动环境，这是发达国
家也绕不开的难题。能否将影响降至更低？
有着 60 多年开采历史的淮北矿业集团一
直在绞尽脑汁地思考这个问题。

截至去年，该集团在 40 处村庄和大型
地面建（构）筑物实现了不搬迁采煤。 临涣
矿等 9 对矿井、36 个工作面， 共计采出压
覆煤炭资源 1600 万吨，同时无害化处置粉
煤灰 370 万吨， 保护基本农田和一般耕地
21604 亩。 淮北矿业集团通防地测部测量
资源室主任张燕海介绍道：“得益于集团大
力推行的覆岩离层隔离注浆新技术，合理
控制地面沉降，才保住了地面村庄和基本
农田免受破坏。 ”

缘煤而生、向绿而行，淮北矿业已有 9
对矿井入选国家级绿色矿山。 背后则是环
保治理工程的稳步推进。 淮北矿业集团资
源环保部副部长刘国正举例说，去年，通过
环委会联合督察、无人机“飞鉴”等形式，强
化内部监督检查力度，对环保管理不力、问
题较多的单位挂红、黄牌 12 次，“必须确保
既定序时任务和重点工程落实落地。 ”

实践证明，在做大“金山银山”的同时，
“绿水青山”也能建得更好。 地处甘肃庆阳
的长庆油田，属于典型的黄土高原沟壑区，
生态环境脆弱。 如今，这里却蹚出了一条
生产与治理两不误的绿色低碳良性循环发
展之路。 去年一年，仅在长庆油田陇东油
区就安装了 230 余套环保设备， 完成 633
个井场 1410 口井的配套、使用，治理历史
井站污染土壤 13.4 万立方米，真正做到了
“原油不落地、废气不上天、废水全利用”。

类似的案例还有很多。 作为青藏高原
唯一的综合能源基地，青海油田生产主战
场分布在柴达木盆地高寒缺氧的荒漠戈
壁。 秉持“油气开发进展到哪里，绿色就延
伸到哪里” 的理念，“开发-环保-减排”新
模式应运而生。相关项目负责人告诉记者：
“比如我们按照含油率高低利用微生物、土

壤原位修复技术等方式处置油泥砂， 没有
条件就创造条件自己干， 按期完成了油泥
砂清零任务。 ”

绿色理念贯穿工程全生命周期

除了核心生产环节， 绿色理念越来越
向能源工程的全生命周期渗透。 从工程规
划、设计、建设到后期收尾，含绿量源源不
断，贯穿始终。

由国网青海电力青海送变电工程有限
公司承建的白鹤滩-浙江±800 千伏特高
压直流输电线路工程（川 3 标），沿线森林
植被覆盖率高， 其中还有国家二级保护植
物润楠。为了给植被“让路”，项目施工一度
全部暂停，在当地主管部门的监督下，有效

移栽润楠及各类珍贵树种 280 棵， 并通过
挂牌跟踪、后期维护等方式持续保护。项目
经理严得录感慨地说：“先移栽、再施工，切
实保护了沿线植被。四川宜宾这个地方，植
被覆盖率高，施工前首先要做好环境保护。
按要求，我们必须做到无施工弃土、弃渣，
施工场地和临时占地非但不能破坏生态，
还得保持线路走廊内原有生态环境。 ”

保护环境，更要优化环境。 在以沙漠、
戈壁、 荒漠为重点的光伏大基地建设过程
中，该理念得到生动诠释。与传统集中式大
型地面电站不同， 这些光伏基地不仅将加
速新能源产业发展， 还可起到生态修复等
多重作用。

预计 2023 年油价仍将高位徘徊

国 际 能 源 在 突 围 中 持 续 转 型
■本报记者 李慧 李丽旻 王林

2022 年的国际能源领域可谓跌宕起
伏。 疫情、极端天气、俄乌冲突……一系列
不确定性因素令全球围绕化石能源展开
的博弈愈发激烈，清洁能源发展的良好势
头也一度受阻。不过，展望 2023 年，全球发
展低碳绿色能源的决心依旧，能源转型的
脚步依然坚定。

化石能源供需博弈加剧

2022 年初，俄乌冲突的爆发给全球带
来深刻影响。 欧洲能源危机不断加重、蔓
延，美欧多国通胀率不断攀升。 在此背景
下，全球化石能源市场、特别是油气市场
的供需博弈愈加激烈。

在供应缺口持续扩大的背景下，2022
年上半年，国际油价一度接近 147 美元/桶
的历史高点，下半年才逐渐回落。 与此同
时，由于“欧佩克+”减产联盟保持减产配
额不变， 美欧对俄原油设置价格上限，全
球石油供应仍将保持一定程度的紧张。

在天然气方面，俄乌冲突最直接的结
果就是令欧洲陷入天然气短缺危机。 俄罗
斯管道天然气供应的减少甚至中断，给欧
洲天然气市场造成了巨大的缺口。 行业分
析机构伍德麦肯兹的数据显示，2022 年，

俄罗斯向欧洲出口的天然气量仅为 250 亿
立方米，不到此前一年出口量的 1/4。 美国
的液化天然气借机迅速抢占了俄气的一
些市场份额。

此外，由于天然气供应量锐减，欧洲
许多国家不得不重启煤电以解燃眉之急，
这导致欧洲的煤炭需求有所回升。 例如，
由于欧洲特别是波兰对替代俄罗斯煤炭
的需求增加，2022 年煤炭出口国哈萨克斯
坦的煤炭产量增长了大约 4.5%。

国际能源署的数据显示，2022 年全球
煤炭消费量创历史新高。 据其估算，2022
年全球煤炭消费量增长 1.2%，首次单年超
过 80 亿吨；全球煤炭产量则增长了 5.4%，
达到 83 亿吨，为历史最高水平。

安全需求倒逼清洁能源增长

化石能源市场波澜起伏带来的能源
成本激增，令国际社会进一步意识到了可
再生能源的重要性。

从短期来看，为应对当前的能源供给
危机， 全球多国都已出台了应急措施，主
要方式有：为居民提供用能补贴、增加能
源供给中煤电占比、 提高天然气储气水
平、延长核电站运营年限等。 但从长期来

看，全球多国均提出将提高可再生能源供
能占比，以彻底改变以化石燃料为主体的
能源结构。

国际能源署的数据显示，自 2020 年 3
月以来，全球有 67 个国家出台了清洁能源
支持政策，总计超过 1600 项金融支持措施
为可再生能源提供的资金规模超过了
1.215 万亿美元，远高于往年的投资水平。

其中，欧盟提出了应对气候变化的一
揽子计划，宣布将在 2030 年前将可再生能
源在能源结构中的占比提升至 45%。 美国
作为全球累计温室气体排放最多的国家，
也出台了《通胀削减法案》，旨在推动本土
清洁能源发展， 助推既定气候目标落地。
与此同时，印度、日本、韩国、巴西等国家
也相继宣布了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在提
升能源安全的同时，力争推动能源经济绿
色转型。

在强劲的政策支持下， 近两年来，全
球风电、光伏等可再生能源装机量维持稳
步增长态势。 2021 年，全球可再生能源新
增发电装机同比增长 6%， 达到了 2.95 亿
千瓦，风电、光伏、水电和生物质能新增发
电装机规模分别达到 1.51 亿千瓦、9430 万
千瓦、3540 万千瓦和 1220 万千瓦。

国际能源署认为，2022 年， 全球可再
生能源新增装机量可突破 3 亿千瓦大关。

另据行业研究机构彭博新能源财经最新发
布的数据，2022 年全球海上风电装机容量
预计达到 1020 万千瓦，大部分增量都来自
中国市场。 另外，英国、法国海上风电装机
量也相当可观。

能源市场不确定性增强

事实上，2022 年市场的动荡令化石能
源行业开始重新定位自身。 一方面，业界
普遍希望化石能源依然能够发挥保障能源
安全的作用；另一方面，还需确保未来的发
展不会影响低碳转型的有序推进。 为此，
能源企业、投资机构等在资本配置方面都
更加倾向于谨慎的方案。

行业分析机构标普全球大宗商品表
示，未来一年，石油市场的供需基本面将受
到价格上涨和供应不确定性增加等因素影
响，或引发进一步调整。 “要使库存缓慢恢
复到更适宜的水平，需要几年内供应增长
超过需求增长，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全球的经济前景，以及‘欧佩克+’的供应
目标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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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常务会议：

要进一步
抓好能源保供

据新华社电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1
月 3 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
署进一步做好重要民生商品和能源保
供稳价等工作， 保障群众生活和企业
生产需求； 要求抓实抓细重点民生工
作，确保群众过好春节。

会议指出， 过去一年我国物价保
持平稳，粮食、能源等稳定供应能力进
一步提升，这极为不易，为稳经济、保
民生提供了有力支撑。 要贯彻党中央、
国务院部署， 更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 进一步强化重要民生商
品、医疗物资、能源等保供稳价，确保
春节期间市场供应充足和价格平稳，
保障群众医药需求和温暖过冬。 一要
进一步压实“米袋子”省长负责制、“菜
篮子” 市长负责制， 及时做好市场调
配， 同时抓好其他重要民生商品生产
和供销对接。 做好春耕备播准备和化
肥等农资保障服务工作， 进一步抓实
粮食生产、夯实稳物价基础。 二要千方
百计提高医疗、防疫物资供给能力，对
重点企业建立清单支持满负荷生产，
及时协调解决原辅料供应、用工、资金
等方面遇到的困难， 确保生产和供应
不间断。 加强药品等医疗物资调配，保
障医疗机构、居家患者、养老院、农村
地区等需求，为疫情防控提供保障。 对
纳入医保范围的看病和药品费用，要
应报尽报。 三要进一步抓好能源保供。
持续释放煤炭先进产能， 落实帮扶煤
电企业纾困政策， 支持能源企业节日
安全正常生产，强化能源调度，做好电
力、天然气顶峰保供预案，确保民生用
能，加强重点地区、行业和企业用能保
障。 四要持续做好交通物流大动脉、微
循环保通保畅。 支持物流企业合理调
配运力， 补充一线力量， 关心关爱快
递、外卖等人员，及时打通末端服务可
能遇到的堵点， 保障春节期间邮政快
递稳定运行。 五要指导地方对困难群
众按规定及时发放价格临时补贴。 六
要加强市场和价格监管， 依法查处囤
积居奇、哄抬价格等行为。

会议指出， 春节临近， 要用心用
情、扎实细致做好重点民生工作。 一是
抓实抓细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 以工
程建设领域为重点， 政府工程和国企
项目欠薪的要立即整改， 力争在春节
前全部清偿。 清欠收回的企业账款要
优先用于农民工工资发放。 对一时难
以解决的欠薪， 地方政府要运用工资
保证金、 应急周转金等储备资金提供
应急支持。 统筹协调解决商贸、加工制
造等行业的困难企业欠薪问题。 要通
过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增强他们信
心，力争春节后农民工就业、返岗稳中
有升。 二是做好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
障。 及时足额发放低保、困难救助、失
业补助和救助等资金， 对因疫因灾困
难群众予以临时救助， 兜牢基本民生
底线。三是一丝不苟抓好安全生产。进
一步压实安全生产责任， 强化重点领
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 加强人员密集
场所安全值守， 坚决防范重特大安全
事故。 健全极端天气等应急预案，确保
交通、能源、通信等基础设施安全稳定
运行。

煤电整合再现
联营如何共赢

光伏电池组件企业
ESG 披露率大增

煤电力闯
保供转型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