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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气之治
文／本刊记者   张琴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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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城市到乡村，从居民到企业，天然气逐渐进入我们生活的方
方面面，成为我国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重要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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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在上海这样的大都市，在过去

很多年里，天然气也一直是一个奢侈的存

在。

1949年，上海仅1.7万户人家能用煤气做

饭，煤气普及率为1.9%，多数人家做饭还都

是靠烧煤球。

1999年，东海天然气进入上海，替代煤

气，上海的部分居民用上了天然气。

2015年，上海全面实现城市燃气天然气

化。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从城市到乡村，从居民到企业，天然气

逐渐进入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我国实

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路上的重要见证。

雾霾的大面积集中

爆发是大自然发出

的警告，提示我们

经济增长需要升

级、能源使用结构

需要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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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气小康路
2013年，中国遭遇史上最严重雾霾天

气。PM2.5指数爆表，白天能见度不足几十

米，中小学停课，航班停飞，高速公路封

闭，公交线路暂停营运……圣诞节当天，山

东、河北、安徽等省份发布省级雾霾预警，

多达25个地级市发布雾霾预警。有网民调侃

说，和朋友度过了一个“只闻其声、不见其

人”的“难忘的雾霾圣诞节”。

雾霾的大面积集中爆发是大自然发出的

警告，提示我们经济增长需要升级、能源使

用结构需要转型。

2013年9月，国务院印发《大气污染防

治行动计划》（又称“大气十条”），具体

目标为到2017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可

吸入颗粒物浓度比2012年下降10%以上，优

良天数逐年提高；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

等区域细颗粒物浓度分别下降25%、20%、

15%左右，其中北京市细颗粒物年均浓度控

制在60微克/立方米左右。“加快清洁能源

替代利用，加大天然气、煤制天然气、煤层

气供应和优化天然气使用方式”成为行动计

划的措施之一。

在“大气十条”第一阶段收官之年，各

地空气质量有了明显改善，京津冀及周边地

区大气污染防治继续加强。2017年3月，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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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委联合下发《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017年

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方案》，划定环京津冀

“2+26”城为“煤改清洁能源”实施范围，

要求2017年10月底前每市完成5万～10万户

“煤改气”“煤改电”，并完成小型燃煤锅

炉“清零”。

以北京市为例，2017年北京市10个区

44个镇328个村约13.7万户村民完成“煤改

气”，实现了炊事取暖从用煤到用天然气的

转变，居民再也不用在寒冷的夜晚去给厨房

的炉子添煤，惹上一鼻子煤灰了，而只要打

开天然气锅炉的开关，家里就会暖和起来。

但也有小部分人对天然气的初次体验并

不好。这一年，一些实施“煤改气”的村

庄、医院和学校出现天然气断供事件，之前

隔三差五出现的“气荒”问题在当年表现的

甚是突出，成为年度社会热点话题。事后分

析2017年供暖季，当年12月天然气消费高峰

用气量达295亿立方米，但国产气、进口管

道气、进口LNG累计供给257亿立方米，通

过调峰能力调节的供给缺口约38亿立方米，

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气荒”的问题。

也是这次“有惊无险”的“气荒”事

件，为“煤改气”后居民冬季取暖可能面临

的问题提了个醒。2018年4~9月，国家出台

了5份天然气行业的重大政策或改革文件，

密度和力度前所未有，目标直指加大天然气

供给。

天然气供给增加，能源结构调整继续。

2019～2020年秋冬季，“气荒”很少

出现，民用天然气供应保障平稳有序，在

新冠肺炎疫情突袭、居民居家防疫时，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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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让这个特殊的冬天不再难捱。蓝天保卫

战也交出了一份亮丽的成绩单，生态环境

部于2020年4月向重点区域相关省和城市人

民政府发送了《关于重点区域2019～2020

年 秋 冬 季 环 境 空 气 质 量 目 标 完 成 情 况 的

函》披露，2019年10月至2020年3月，重

点区域环境空气质量同比改善，细颗粒物

（PM2.5）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4.9%，重污

染天数同比下降39.0%。

供给加速度
天然气的奢侈之处在于，它清洁好用，

但我国天然气供给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处于

紧平衡状态。

它清洁。在一次能源中，产生相同热值

而污染程度最低的是天然气，它的整个燃烧

过程只产生23%的氮氧化物、50%的二氧化

碳以及近乎为零的二氧化硫排放。

它不多。1949～1957年，我国天然气产

量微不足道，年均1100多万立方米，1958年才

突破1亿立方米。直到1961年，我国天然气产

量才形成一个小高峰，达14.71亿立方米。

而空气质量改善、居民实现燃气小康的

背后，天然气消费量增长明显，在一次能源

结构中的占比不断提升。2019年中国天然气

表观消费量为3064亿立方米，较2012年的

1471亿立方米增长了一倍，在一次能源消费

结构中占比达8.1%。

从极度缺气到用气大国，中国一直在推

进天然气产供储销体系建设，加大勘探开发

力度，提升管网互联互通水平，以提高天然

气保供能力。

从极度缺气到用气

大国，中国一直在

推进天然气产供储

销体系建设，加大

勘探开发力度，提

升管网互联互通水

平，以提高天然气

保供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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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 探 开 发 马 不 停 蹄 。 2 0 1 9 年 ， 全 国

油气勘探开发投资达3348亿元，同比增长

25.5%，其中勘探投资达821亿元，创历史

新高；全国新增天然气探明地质储量1.58万

亿立方米，同比增加约6000亿立方米，创

历史纪录。常规天然气勘探取得一系列重大

成果，相继在四川盆地、鄂尔多斯盆地、塔

里木盆地及海域等获得重要发现，有望新增

一批规模储量资源区；页岩气在四川盆地长

宁—威远、太阳等区块获得突破，南川地区

实现了常压页岩气勘探新发现。

跨境合作海陆并举。我国已建成中亚、中

缅、中俄三条跨境天然气长输管线。中亚天然

气管道天然气主要气源来自土库曼斯坦、乌兹

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经新疆霍尔果斯口岸

入境，途经湖南、湖北，直达上海，成为人民

群众灶台上的火苗，为管道沿线27个省（自

治区、直辖市）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5亿多人

口送去了清洁能源。中缅油气管道于2010年

6月正式开工建设，其中天然气管道于2013年

投产运行，截至2019年12月31日，中缅天然

气管道累计向中国输气246.561亿立方米；中

俄东线天然气管道工程北起黑龙江省黑河市，

南至上海，北段已于2019年12月2日在中俄两

国领导人见证下正式投产通气，一年内将引进

50亿立方米天然气，以后逐渐增至380亿立方

米/年的输气量，供气年限达30年。海上运输

方面，从2017年开始，中国LNG进口量超过

进口管道气进口量。2018年，LNG进口量占

到天然气进口总量的59%。

目前，我国已建成由跨境管线、主干线

与区域联络线、省内城际管线、城市配气网

与大工业直供管线构建的全国性天然气管

网，已初步形成“横跨东西、纵贯南北、联

通境外”的格局。

改革进行时
20世纪下半叶至21世纪初，受制于本土

天然气产量有限，我国天然气供应优先满足

居民端，工业端燃气消费受到一定抑制。进

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天然气环保性突出等

优势日益受到人们的认可，工业燃气消费持

续增加。

今年9月《BP世界能源展望》发布，首

席经济学家戴思攀提到，天然气在能源系统

的低碳转型中，有两项潜在的重要作用：一

是填补煤炭退出的能源空白；二是天然气结

合CCUS（碳捕捉、利用与封存）技术，实

现零碳或近零碳发电。

从消费结构看，城市燃气和工业燃气是

主力，在2019年全国天然气消费量中的占比

分别达到35.7%和35%。推动天然气利用，

政策给出的发展路径是推进四大工程，即大

气污染治理重点地区等气化工程、天然气发

电及分布式能源工程、交通领域气化工程、

节约替代工程。

在大力发展天然气供给后，如何刺激

需求端天然气增长，理顺价格机制成为关

键。

回顾政府在过去做出的天然气政策调

整，可以看到天然气改革主要有两个侧重

点：中上游一些中间环节缩减和逐步引入竞

争者、下游定价机制的市场化制度建立。国

家管网公司的成立是近些年油气体制改革的

关键一步。

2019年12月9日，因“保供”而被耽搁的

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挂牌成立，

标志着深化油气体制改革迈出关键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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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4月1日，国家管网集团与中海

油在京签署油气基础设施项目管理权移交协

议。7月23日晚，中国石油、中国石化双双

发布公告表示，拟将所持有的油气管道等相

关资产（合计超过3913亿元人民币）出售

给国家管网集团，以获得国家管网集团股权

及相应的现金对价，交割日为2020年9月30

日。

9月24日，在“两桶油”主要管道资产

交割前夕，国家管网集团与广东省政府在北

京签署《关于广东省天然气管网体制改革战

略合作协议》，广东省天然气主干管网以市

场化方式融入国家管网集团，标志着国家管

网集团组建迈入新阶段，国家油气体制和油

气管网运营机制改革进一步落地。

国家能源局原副局长张玉清此前公开表

示，国家油气管网公司的成立将带来利于管

网统筹规划、加快储备建设、增加互联互

通、实现统一管理调配、促进公平开放、推

动上游竞争，以及实现天然气热值计价等七

大利好。

天然气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见证

者。它见证了我们百姓在炊事取暖上的清洁

演变，亲历了我国大力度治理雾霾上的过

程。下一步，随着天然气价改的深入推进，

天然气会更多地参与到交通、发电等诸多领

域，继而成为中国发展绿色经济强有力的推

手。

在大力发展天然气

供给后，如何刺激

需求端天然气增

长，理顺价格机制

成为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