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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19年，供电煤耗降低对电力行业

二氧化碳减排的贡献率达到37%。

但以目前的减排方向和力度，煤

电行业如期完成“碳达峰、碳中和”两

大任务尚存压力。因此在2021年，煤

电行业需要在保证安全稳定电力供应的

基础上，全力加快脱碳进度。

清洁高效不等于脱碳
不久前，国务院新闻办发布《新

时代的中国能源发展》白皮书，总结了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能源电力行业转

型取得的主要成就。对于煤电，《白皮

书》中提到了两个关键词：清洁、高

效。

清洁，即落实2013年颁布的《大

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中的要求，减少

煤电污染物排放，改善空气质量。

“十三五”期间，我国加大对煤

电行业的超低排放改造，脱硫、脱硝、

除尘等烟气治理项目在各地建设实施，

燃煤电厂常规污染物得到了有效控制。

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超

低排放清洁煤电供应系统。根据生态环

境部的最新数据，截至2020年10月，

全国实现超低排放的燃煤机组达到8.9

亿千瓦，占煤电总装机容量的86%。火

电超低排放技术，为大气环境改善做出

2020年9月2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

宣布，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

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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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力部门是我国碳排放的主要来

源，煤电行业是排放“大户”。在过去

几年中，通过降低煤耗等手段，我国煤

电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增长有所放缓。

中电联《中国电力行业年度发展报告

2020》显示，2019年，全国单位火电

发电量二氧化碳排放约838克/千瓦时，

持续保持下降趋势。此外，从2006年

老路已经不好走，“碳达峰、碳中和”又设置了明确的时间节点，

因此，煤电行业需要加快转型，把眼界放宽，寻找到匹配能源转型

趋势的机会。

火电 ：脱碳需要再加速
文／韩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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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积极贡献。

高效，则指用更少的煤发更多的

电，提高发电的效率。

近几年来，我国积极发展燃煤清

洁高效发电技术。这类技术一方面降低

了单位千瓦时的煤耗，另一方面严格限

制了不环保、热值偏低的煤炭利用。

2019年，全国百万千瓦超超临界燃煤

发电机组有111台在运行，超过其他国

家的总和，平均供电标准煤耗约280

克/千瓦时。

不难看出，清洁高效的煤电转型

思路是与生态文明建设、环境治理的

主线相适应，转型效果也相当明显。同

时，煤电清洁高效的发展路径让二氧化

碳的排放相应降低。在某种程度上，清

洁高效对碳达峰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

用。

但需要注意的是，清洁高效的煤

电转型路线，并不适用于“碳达峰、碳

中和”两大目标的达成，因为解决污染

问题不完全等于解决碳排放问题。这里

所说的清洁，主要是为了扭转能源领域

一直以来粗放发展所采取的措施，它对

降低碳排放有所助力，却并非瞄准“碳

达峰、碳中和”目标而设。所以，它和

《巴黎协定》“清洁发展机制”中的

“清洁”存在明显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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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前 ， 全 球 各 国 都 在 努 力 实 现

《巴黎协定》的清洁目标。不久前召开

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提出，要抓紧

制定2030年前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

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率先达峰。因此从

2021年开始，煤电在继续坚持“清洁

高效”的同时，还应把“脱碳”作为同

等重要的目标。

先要解决隐性过剩
当前有观点认为，要实现“碳达

峰、碳中和”目标，首先要停止新建煤

电项目。根据彭博新能源财经的统计，

截至2020年上半年，我国煤电的储备

项目仍有近1.5亿千瓦。对于这些已经

核准的项目，有业内人士认为应采用碳

预算来推算，以确认是否要开工。

严控新建项目，是为了避免出现

煤电产能过剩，进而减少碳排放。在不

久前召开的全国能源工作会议上，国家

能源局也提出，2021年应“积极稳妥

解决过剩产能”。要落实其中的“积极

稳妥”，不应只把目光放在新增煤电项

目数量是增是减上，而应从实际效果和

市场需求出发，化解不必要的过剩产

能。

实际上，从2012年起，我国一直

着力化解煤电产能过剩问题。《新时代

的中国能源发展》显示，截至2019年

年底，我国已累计淘汰煤电落后产能超

过1亿千瓦。

但从市场需求看，煤电行业仍存

在部分隐性过剩。所谓的隐性过剩，其

实就是一种不明显的过剩。比如，有些

地区煤电装机过剩，并非因为消纳难，

而是因为煤电已经超出当地生态承受能

力，导致难以解决用水以及煤矸石等废

弃物的利用处理等问题。 

我 国 煤 电 布 局 一 直 遵 循 两 大 原

则：一是选择煤炭资源比较丰富、且水

资源有保障的地区，以变输煤为输电；

二是选择交通便利、靠近消费中心的地

区，如路口、港口等，以便煤炭输送和

电力输送。经过多年发展，煤电实际上

大局已定、布局已稳，过剩是局部问

题，但也有存在。且这种过剩，会因政

策调整而出现变化。因此，需要及时根

据市场、生态环保政策以及地区发展水

平提升等变化，对煤电装机结构进行

“微调”。

从供应端看，要主动配合当地生

态环保政策落实，调整装机规模，以减

少隐性过剩。未来几年，随着长江经济

带绿色生态廊道、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等生态工程和战略的推进，

原有的“以电定产”将转变为“以水定

产”“以生态定产”。在这样的背景

下，对水资源、沿岸大气及主要城市群

造成生态压力的煤电项目，需要及时消

减和调整。

从消费端看，一些经济发展较慢

的内陆地区，可能过去因距离煤炭产地

较近而布局了很多煤电。现在需要通过

计算，衡量这些煤电的性价比，如果不

能够在电力市场上竞争运行，则无需继

续亏钱改造产能，而应该果断化解。

但无论怎么调整，都要以稳妥为

主线，切忌疾风骤雨式的压减。即便我

No.1 国产化

No.2 兜底保障

No.3 淘汰落后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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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走上脱碳之路，供应稳定也是首要前

提。

行业要打破惯性思维
不久前，中国社科院曾对“国际

碳中和”进行研究，结果显示，截至

2020年12月，金融市场上已有30多家

全球性银行和保险机构宣布将停止为煤

电项目提供融资和保险服务。

金融刹车其实是个明显又危险的

信号，它让我们看到，煤电的发展面临

着严峻复杂的发展环境。

首 先 是 经 济 。 在 进 入 新 常 态 以

后，我国经济发展的总体要求就是高质

量发展。高质量发展对能源领域来说，

就是要提高能源资源总体利用效率，以

煤电扩张为主的粗放式发展必将不再出

现。

其次是环保。2020年年底，蓝天

保卫战第一阶段顺利收官，为了巩固既

有成果，我国仍需通过大力改善能源结

构、强化空气污染源治理，巩固来之不

易的治理成果，进一步改善空气质量。

对煤电来说，这已经是一种持续的“紧

箍咒”。

再次是城镇化。当前，我国城市

发展进度不同，但城镇化已经进入中后

期。新型城镇化则是以绿色可持续发展

为主线，许多超大、特大、大型和中等

规模的城市将不得不提前实现碳排放达

峰，并尽早转入深度减排，许多特色小

镇也会如此。

这些都意味着煤电新增和扩张的窗

口，在“十四五”期间会被彻底关上。

老路已经不好走，“碳达峰、碳

中和”又设置了明确的时间节点，煤电

行业需要加快转型，把眼界放宽，寻找

到匹配能源转型趋势的机会。

未来，在以电力为中心的现代能

源体系中，煤电生产者应把自身打造成

为绿色、多元的电力供应者。

实现多元化，除了积极适应绿色

市场、主动匹配脱碳需求，还需要摆脱

惯性思维的支配。

以“煤电灵活性改造”为例。近

年，借助本身的技术进步以及信息技

术、大数据等手段，不少地方的煤电实

施了灵活性改造。由于在电力系统运行

中发挥了明显作用，有人就认为，灵活

性改造将是煤电发展的必然路径。这就

是一种惯性思维，事实上，实现灵活性

调节的手段还有很多，比如储能、水电

等。即便是本身不够灵活的风电、光

伏，与储能、水电“打包”形成新业态

之后，也能弥补自身灵活性的不足。

所以，灵活性已非煤电独有，也不

是行业必走的路径。未来是否要改造，

取决于当地能源结构、电力供应结构，

以及哪些技术更具竞争力、改造成本能

否传导等多重因素，切忌一概而论。

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能源发展的战略支撑，加快跨越步伐，确保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

定。要加快核心技术装备新突破，大力实施能源技术装备补短板行动，全面推进煤电

控制系统和芯片国产化替代。

夯实煤电兜底保障，多渠道保障供应，确保不出现短供断供问题，因地制宜做好煤电

布局和结构优化，全力做好电力供应保障，确保人民群众温暖过冬。

扎实开展重点任务监管，重点开展清洁能源消纳、煤电及炼油淘汰落后产能监管，创

新推进能源行业信用监管，着力解决行业反映强烈的问题。

（作者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
高级顾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