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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煤炭的国际海运费和国内沿
海运费一改往年春节后缓慢回暖的状
态，出现了直线上涨态势，巴拿马型散
货船、灵便型散货船运价飙涨,创近十年
新高。海运费暴涨

国内外煤炭

Current 时局·煤炭   ／   电力 栏目主编：苏慧婷huiting-su@sgcc.com.cn

各航线运价迅速回升

业内看涨

波罗的海综合运价指数(BDI)两周涨幅超25%

业界预测，从目前各国供需状况与运价指数来看，乐观估计市场热

度有望延续至今年第二季度，带动干散货航运业摆脱疫情黑天鹅，

重回增长。

中国沿海煤炭运价，除受国际环境影响以外，还受到就地过年、港

口封航、非煤货盘等其他因素的影响。

原因分析

1）中国以前所未有的气势“爆买”美国产玉米

2）欧洲对发电用煤炭的需求增加

1）在集运运价较高的情况下，类似铜砂、矿物、原木等之前使

用集运运输的商品，也转为散运运输

2）中国今年对谷物、肥料的需求大增，也带动了灵便型散货船

运价走高

克拉克森研究服务公司(Clarksons Research Services)：
虽然主要的不确定性依然存在，但预计2021年全年全球海运贸

易量有望回到并超过2019年的水平。

煤炭国际运费情况（美元/吨）

中国沿海散货综合运价指数同步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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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海波因特-中国舟山8.5万DWT

印尼塔巴尼奥-中国南通4..5万DWT

印尼萨玛林达-中国广州7万DWT

印尼塔巴尼奥-中国广州5万DWT

澳大利亚纽卡斯尔-中国舟山13万DWT

中型散货船主要用于运输煤炭和谷物

散运运输量增大

本轮运价罕见飙涨的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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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的问题 现实路径

1）新能源设备发电小时数有限；

2）受多方面的电网安全稳定约束；

3）分布式新能源受资源限制

新能源比例增长到一定程度，在没有其他调节机制的情况下，会

形成两个极端：

1）新能源富裕时段电力供过于求，火电出力问题更加尖锐；

2）负荷尖峰叠加新能源小型发电方式下，电力供应严重不足

以新能源为主体的电力系统，更加呈现出高比例可再生能源、高

比例电力电子设备的“双高”特征，系统转动惯量持续下降，调

频、调压能力不足

1）辅助服务市场和现货市场机制作用发挥有限，对于多种形式

的储能准入以及电力系统灵活性资源的激励不足；

2）电价上限较低，电力短缺情况下容量稀缺价值无法体现，扭

曲了容量价值，制约了发电机组有效容量方面的投资；

3）碳交易市场流动性低，CCER（核证自然减排量）抵消份额

小，制约新能源低碳价值发掘

资源开发与送出

电力系统发用电平衡与发电充裕度

电力系统整体安全稳定问题

价格疏导机制缺失

我国电源装机容量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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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距离“主体”定位仍差距较大

（单位：亿千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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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5日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指出，
“十四五”是碳达峰的关键期、窗口期，要构建清洁
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控制化石能源总量，着力
提高利用效能，实施可再生能源替代行动，深化电力
体制改革，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新型电力系统有方法

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

1. 建立更为健全的市场机制

 

2. 多种新型储能方式协同发展

在电力电子设备比例较高的新型电力系统中，重视抽水蓄能、

火电灵活性改造、调峰气电、压缩空气储能等交流灵活性资源

开发，提升系统调峰能力的同时，兼顾交流系统安全稳定性的

增强

3. 通过能源数字化带来电力系统运行与交易重构

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主体更加多元，能源生产具

有不确定性，能源流向更加多样，需要利用数字化、智能化技

术对运行与交易进行支撑

4. 建立协商共建的社会共识

当前电源结构和电力体制同时发生深刻变化，需要设备企业、

发电企业、电网企业和政府协同一致，形成系统意识和安全稳

定意识，在技术创新、市场机制和信息共享等方面达成共识，

搭建新能源健康发展的社会环境

将不同电源的多种价值显性化，促进电源发展的合理匹配

将现货市场作为重要的平衡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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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 时局·油气   ／   新能源与碳减排

3月24日，一艘中国台湾籍货
轮在苏伊士运河搁浅，导致
运河堵塞，后续轮船无法通
航。消息一出，国际油价应
声上涨。这一事件对油价的
影响值得关注。

苏伊士运河堵塞，
对国际油市的影响有多大？

堵塞原油通道

原油市场反应迅速

更多影响因素

3月24日价格应声上涨，25日则继

续了之前的下跌趋势

原因：由于设计产能280万桶/天的
输油管道的存在，中东与欧洲的石
油运输捷径没有彻底中断。

3月24日

3月25日

考虑到管道的存在并结合3月

25日的油价波动，基本可以

确定堵塞时间对国际油价的

影响是有限的。

未来1个月的油价走势可能还

要看市场供需与欧佩克。

“长赐”号货轮是世界最大现役货柜轮之

一，长400米、宽59米，可载送20388个

标准集装箱，

“卡船”造成河道双向严重堵塞，已经造

成超300艘船无法通航。

能源情报公司Vortex：10艘装载着1300

万吨原油的油轮因为阻塞事故北行延期。

阿格斯报道：有5艘油轮和2艘装载燃料油

的油轮等待南向行驶。

EIA估算：全球约十分之一的海上原油贸

易要通过苏伊士运河以及与之并排的输油

管道来完成。

截至2016年，运河的原油通过量为

110万桶/天，输油管道的运输量为

130万桶/天。

另外还有 260万桶/天

的成品油通过运河运输。

2020年苏伊士运河的原油通过量为

174万桶/天。

苏伊士运河是欧洲进口原油的重要通道。

油轮如果绕行好望角，那么从中东到欧洲

的航期将会延长15天。除了增加运费，油

轮到港时间变化还会影响货物装卸以及到

岸价格等一系列因素。

苏伊士运河也是南亚、东亚进口原油的关

键地点。

根据Kpler计算，2020年欧洲从苏伊士运

河以东地区进口原油约55万桶/天，其中

大部分通过苏伊士运河。

南亚和东亚在2020年的最高峰时期，通过

苏伊士运河的原油量为127万桶/天。

61.18

58.56

纽约商品交易所5月交货的
轻质原油期货收盘价格（美元）

64.41

61.95

5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
原油期货收盘价格（美元）

3.62

-2.46

上涨额度
（美元）

3.42

-2.62

上涨额度
（美元）

5.92%

-4.28%

涨幅占比

5.95%

-3.82%

涨幅占比日期

尽管3月29日“长赐”号已

经移动至正常航道并驶离搁

浅位置，释放了被堵航道，

但疏通滞留船只、让运河完

全恢复通航仍需时日，损失

则需更长时间化解。

欧佩克的

减产保价

策略

与全球疫情

防控进展相应的

经济复苏

全年油价则要根据原油的供需

情况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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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装热潮

国内海上风电经过近十年发展，2020年新增并

网装机容量306万千瓦，创下一个小高峰。

按照当前新能源投资企业的开工建设节奏，2021
年新增并网海上风电装机容量预计为550万~600
万千瓦，累计装机将达1500万千瓦。

我国海上风能资源主要位于东部沿海地区，以广

东、江苏、福建、辽宁为主。

项目开发主体以中广核、三峡新能源、华能、国

家电投、国家能源集团等中企为主。

1）推高工程造价，降低项目投资收益率

2）项目工期紧张，施工质量和工程建设风险增加

3）给海上风机制造交付、海缆敷设施工、海上升压站建

设等带来挑战

海上船机等施工资源不足是海上风电的最大瓶颈。目前，
中国境内可以用于海上风电吊装和基础施工的船只只有30
余艘。按照一艘安装船每年吊装风机40台计算，30艘船一
年可吊装1200台风机，以平均每台风机5兆瓦容量测算，
全年最大吊装容量仅为6吉瓦。

对产业链的扰动效应

在国内能源价格政策调整的影响下，风电“抢装”
从陆上走向海洋。据不完全统计，2018年年底之
前国内核准、核准公示的海上风电容量为40吉瓦
左右，当前在建海上风电容量为12吉瓦左右，预
计能赶上并网末班车项目的只有10吉瓦左右。“抢装潮”持续

海上风电

多重原因

2019年5月21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布

《关于完善风电上网电价政策的通知》。

2019年、2020年新核准近海风电指导价调

整为每千瓦时0.8元、0.75元，项目实际电

价不得高于上述指导价。

只有2018年年底前核准的海上风电在2021

年12月31日前并网，才可以获得0.85元/千

瓦时的核准电价。

——海上风电是资金密集型行业，项目收
益对电价敏感度极高。在工程造价无法大
幅下降的前提下，抢到高电价意味着拿到
了“金钥匙”。

电价下调

2020年1月，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联合下发《关于促进非水可再

生能源发电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财建

〔2020〕4号）。

新增海上风电不再纳入中央财政补贴范

围，按规定完成核准（备案）并于2021年

12月31日前全部机组完成并网的存量海上

风力发电，按相应价格政策纳入中央财政

补贴范围。

补贴退坡

根据国内智库测算，以广东海上风电项目

为例，在工程造价17000元/千瓦以下、发

电利用小时数3600小时以上、上网电价

0.65元/千瓦时以上的边界条件下，海上风

电项目投资才可以满足8%的内部收益率要

求。

在上述基准条件下，海上风电的工程造价

需要进一步下降，优先保证并网消纳，地

方政府度电补贴至少为0.2元。

从海上风电全生命周期看，平价的主要驱

动力是风电产业技术进步、风机效率的提

升。

平价上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