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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4月，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

推进天然气储备能力建设的实施意

见》，针对当前我国天然气储备能力

建设存在的痛点和难点，从规划布

局、运营模式、投资回报、主体责任

等方面提出了政策措施，为进一步提

升我国天然气储备能力指明了方向。

近五年来，国家在储气设施市场

化改革上确实下了不少功夫。2016年

10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关于明

确储气设施相关价格政策的通知》，

明确储气服务价格和储气设施天然气

购销价格由市场形成。2018年4月，

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国家能源局发布

《关于加快储气设施建设和完善储气

调峰辅助服务市场机制的意见》，明

确提出如下要求：一是供气企业应当

建立天然气储备，到2020年拥有不低

于其年合同销售量10%的储气能力；

二是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指定的部

门会同相关部门建立健全燃气应急储

备制度，到2020年至少形成不低于保

障本行政区域日均3天需求量的储气能

力；三是城镇燃气企业要建立天然气

储备，到2020年形成不低于其年用气

量5%的储气能力。上述举措对储备责

任的具体量化要求包括10%、5%、3

天，被业内人士称为“10、5、3”储

备责任。

截至目前，2020年已经过半，储

气设施建设仍差强人意，储气库运营

面临诸多挑战，未来发展也存在很多

不确定性。

规模不足  责任约束乏力
目前国内已有20余座储气库建成

并投入运行，调峰能力达150亿立方米

左右。2019年，国内天然气产量1777

亿立方米，同比增长11.5%；天然气

表观消费量3067亿立方米，同比增长

9.4%。可以清晰看出，当前储气库的

调峰能力远远满足不了天然气生产和

消费的增长。

在已建成的地下储气库中，除港

2020年已经过半，储气设施建设仍差强人意，储气库运营面临诸多

挑战，未来发展也存在很多不确定性。

天然气储气库艰难突破
文／李少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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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库，并相继建成了呼图壁、相国寺等

5座战略储气库，由国家负责储气库垫

底气（储气库中不释放的底气，必须要

保持在一定的存量基础水平上）的资金

支持，储气库的矿权属于中石油属地油

田公司并负责管理，储气库的调度、运

行和使用由中石油内部协商。

目 前 ， 储 气 库 责 任 虽 然 有 文 件

明确要求，但约束力不够。具体表现

为：虽然给予了储气库运营企业市场

化收取服务费和储气设施天然气购销

价格的政策，但在实际操作中无法落

地；大多数城市燃气企业仍需面对在

属地自建储气设施外，储气责任落实

华燃气在金坛投资建设的盐穴储气库

属于社会资本投资建设外，其他投资

运营主体均为中石油或中石化两家公

司。据公开信息显示，中石油板桥储

气库群、京58储气库群、刘庄储气

库、金坛储气库以及中石化文96储气

库、文23储气库将被纳入国家油气管

网公司。

2010年前，我国投运的储气库主

要由中石油不同地区上游公司负责建

设、运营和管理，储气环节发生的投

资、成本费用与管道经济效益捆绑测

算，相应的储气库费用与管输费一并收

取。2010年后，国家开始投资建设储

缺乏其他途径的窘境；由于矿权、合

理收益、技术壁垒等问题，普通的第

三方主体，特别是非油气企业，仍难

以进入储气库建设运营领域。

运营难题各不相同
根据国内油气体制改革进程，现

阶段亟须建立储气库市场化的资源配

置机制、投资建设机制、定价机制以

及运营机制，促进储气业务独立化、

商业化、标准化开展。目前，我国储

气库建设运营主体主要包括以下三

类：一是国家油气管网公司（简称国

家管网公司）所属储气库；二是中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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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中石化等国家石油公司所属储气

库；三是港华燃气等其他企业投资建

设并运营的储气库。

从 国 家 管 网 公 司 所 属 储 气 库 来

看，主要难题包括：

一是垫底气谁负责的问题。国家

管网公司未来新建储气库将面临垫底气

的资金谁负责的问题。如果由国家财政

负责，将面临国家财政支出压力问题；

如果是国家管网公司自行负责，则面临

国家管网公司不能参与天然气买卖等问

题；如果是客户负责，将面临客户承受

能力的问题。

二是储气库服务费单独定价和综

合定价的问题。如果单独定价，如文

23等投资较高的储气库费率过高，达

到每立方米1元左右，大多数客户难

以承受，势必造成个别储气库无法达

到运营条件的问题；如果综合定价，

一方面储气库的成本通过管输费进行

回收，则会因管网管输费收取制度的

不同（一部制、两部制；路径法、区

域法）而产生不同的费用，但总体上

会增加全体客户的成本；另一方面是

利用“虚拟储气库”综合作价，则会

面临实际管输费无法确定的问题。最

重要的是，不管综合定价用哪一种方

式，都要明确国家管网公司需承担调

峰责任的费用如何确定的问题，即哪

部分能收费、哪部分不能收费。

从中石油、中石化等国家石油公

司所属储气库来看，主要难题包括：

一 是 储 气 库 谁 运 营 的 问 题 。 目

前，储气库运营由中石油和中石化天

然气销售板块具体执行，而国家要求

“鼓励在运营的储气设施经营企业率

先推行独立运营”，但并没有强制执

行，也没有说不独立运营就不能市场

化定价等。因此，两家公司内部厘清

由谁来运营储气库还需要时间和时

机。

二 是 垫 底 气 谁 负 责 的 问 题 。 国

家管网公司成立后，财政支持的大门

可以说已经关闭了。如果自行承担的

话，将面临垫底气气源结算的问题，

即用什么价格进行计算。当前中石油

和中石化气源来源多样，价格差距也

很大，如何确定垫底气价格往往难以

明确；如果是客户负责，同样面临着

客户承受能力的问题。

三 是 储 气 库 服 务 费 单 独 定 价 和

综合定价问题。如果单独定价，也面

临和国家管网公司一样的问题，个别

储气库费率太高，大多数客户难以承

受；如果综合定价，则是利用“虚拟

储气库”综合作价，会面临实际管输

费成本费用无法确定的问题，如长三

角的客户购买储气服务，还需要考虑

管输费的情况才能确定。

四是天然气购进和销售价格收益

在什么环节实现的问题。主要是面临

着中石油和中石化内部体制机制改革

的挑战。储气库在实际运营中，可以

发挥市场调节作用，发挥更大的经济

效益，也是重要的谈判砝码。对两家

公司而言，这部分效益由储气库运营

公司实现，还是与天然气销售整体搭

售实现，两者谁能创造出最大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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垫底气是储气库建设中的最

大问题，由于垫底气并不具

备采出价值，今后大规模建

设地下储气库的责任方应该

是国家油气管网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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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只能满足本公司南京地区客户的

需求。

破题需三管齐下
国家建设储气库的主要目标是服

务于社会，维护天然气市场平稳运行，

加强储气和调峰能力建设，也是推进天

然气产供储销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

分。天然气消费在未来较长时间仍将保

持较快增长，储气库具有较强的天然气

增量市场支撑作用，目前正是进一步推

动发展的好时机，建议从以下三方面着

手，不断提升储气能力。

首先，要差别化解决储气库垫底

气问题。垫底气是储气库建设中的最大

还需要进一步论证。

五是向第三方开放的问题。需要

明确中石油和中石油所属储气库哪一部

分属于自身储气义务，哪一部分可以对

外开放。基于国家管网公司会将两家公

司的管道资产基本剥离，未来供气企业

10%的储备义务怎么划分，又是一个不

确定因素。如果仍要求供气企业履行过

高的储备义务，那么其所属储气库将无

法保证第三方准入。

从其他企业投资建设并运营的储

气库来看，尽管也会面临互联互通、

定价问题以及第三方开放等问题，但

因其能力有限，目前影响尚小。比如

港华燃气的储气库，由于调峰能力较

问题，由于垫底气并不具备采出价值，

今后大规模建设地下储气库的责任方应

该是国家管网公司。原因在于：一是其

刚刚成立，目前还缺乏配套资金；二是

其收益率受国家管控调节，难以产生超

额收益。因此，建议国家管网公司新投

资建设的储气库垫底气，由国家财政通

过企业债、产业基金、专项贷款等方式

解决，并允许国家管网公司通过实际运

营额外回收。其他主体建设的储气库垫

底气由市场自行解决。

其次，储气库经营可以考虑特许

经营权方式。在具体操作方式上，可

以这样安排：投资由社会资本发起，

政府指定其业务覆盖范围，达到一定

年限后，社会资本可选择退出（国家

管网公司收购）或者独立自主运营。

如此，可以积极释放发展信号，消除

市场戒心，引导社会资本进入。

最后，要落实义务责任，加大惩

处力度。目前，对于前述行业内俗称

的“10、5、3”储备责任，大多数地

方政府和企业并没有按照要求落实，

国家层面也没有严厉的措施跟进，这

导致在储气库建设过程中，形成边走

边看的观望态度。因此，建议国家相

关部门成立专项检查组，认真总结各

地落实情况以及存在的问题，并惩处

储备能力仍为零的地方政府和相关企

业，以警示行业内各市场主体，要高

度重视储气设施的建设工作。

（作者系重庆能源大数据中心有限公司首
席营销官、重庆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交易
交收部总经理）

全国地下储气库现状

数据来源：重庆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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