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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5月29日，中央全面深化改

革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在山西开展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的意

见》。在党中央的部署下，山西作为

全国首个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将推

动能源革命从单一领域扩展到能源全领

域，在煤炭、电力、新能源等各方面蹚

出一条改革之路。 

和此前的能源改革相比，山西此

次试点有两个尝试意义重大：一是试点

把能源革命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

合。过去五年中，能源生产和消费的转

型主要集中在能源行业各领域，而此

次综合改革试点则强调要“两条腿走

路”：既要在国家层面、宏观层面继续

推动能源转型，另外要站在山西本身的

发展角度，让能源转型和区域经济发

展、民生福祉提升相关联。 

二是明确指出要减少对煤炭的依

赖。山西作为传统的资源型大省、曾经

的“煤老大”，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

依靠与煤炭相关产业。此次综合改革试

点则强调了“综合”，这意味着要降低

对煤炭产业的依赖，提升非煤产业对经

济的支撑，给地方发展带来新的动力。

有了这个明确的约束，改革的方向将更

清晰、发展也更聚焦。 

作为全国第一个能源革命综合改

革试点地，山西将在接下来产生诸多宝

贵的经验。对于其他同样处在能源转型

之中的省份而言，这些经验或难以复

制，毕竟每个省份都有独特的省情，比

经验更重要的，将是山西在落实能源革

命综合改革试点中发扬的精神。 

经验可能不同，但改革精神一定

相通。 

 

要摆脱依赖，先要看到问题 
山西是典型的煤炭资源大省，据

统计，全省累计查明煤炭保有资源量约

占全国储量的25%，全省118个县级单

位中，有94个储存煤炭资源，91个有

煤矿。1979年8月，国务院主管领导来

山西视察检查工作期间，提出了把山西

建设成全国能源基地的建议。这个建议

得到了山西省委的认同。 

1980年7月，山西省委、省政府在

深入研究和广泛论证的基础上制定了

《山西能源基地建设计划纲要》（草

案）并报请中央批准，此后，山西拉开

了能源基地建设的序幕。 

既然要改革，就要闯出新路、立足长远。不要只拿放大镜去看煤，那

样看来看去还是一块煤。

文／韩文科

经验诚可贵 精神价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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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在能源

基地建设的推动下，山西的能源电力工

业发展迅速。据统计，到1994年，山

西发电量达到449亿千瓦小时，比1980

年增长243%，外输电量在同年为129

亿千瓦小时，比1980年的2.88亿干瓦小

时增长4倍。电力的大量外送，保障了

周边缺电省市的电力供应，对当时全国

经济发展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然而，山西能源基地的建设和发

展中始终存在一个问题，即长期以煤炭

生产为中心的“一煤独大”的模式。这

种“单兵突进”的模式过于单一，造成

经济结构性矛盾突出，特别是在“取之

于煤、用之于煤”的思路之下，山西对

轻、化工业、农业等方面缺乏应有的投

入，同时，对科技教育、公共服务、社

会保障等关乎民生的方面也缺乏足够倾

斜。 

2002年起，我国煤炭行业迎来了

“黄金十年”。高企的煤价之下，“一

煤独大”格局愈发突出。直到2014

年，在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国内结构调

整加快的双重压力下，煤炭生产能力

过剩的山西遭遇了“急刹车”。2014-

2016年，山西经济跌到谷底，GDP增

比经验更重要的，将是山西

在落实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

点中发扬的精神。经验可能

不 同 ， 但 改 革 精 神 一 定 相

通。

2007年，处在煤炭“黄金十年”中的山西大
同。大同煤炭资源丰富，开采历史悠久。过
去60余年，大同向全国输送煤炭24亿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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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低于5%，失速近一半。煤炭市场的

波动就像“过山车”一样，带来的后果

就是山西经济也被绑在“过山车”上，

这不是经济社会发展所希望的，也不是

山西人民所希望的。 

新 形 势 下 ， “ 一 煤 独 大 ” 带 来

的生态环境问题也日益明显。多年下

来，很多地方环境污染严重、发展乏

力、无后劲。尤其是一些经济欠发达

的地区，资源性产品的大规模开采不

仅破坏了当地的生态环境，而且也并

未解决城乡发展差距较大、农村经济

发展缓慢的问题。此外，山西地处

太行、吕梁两座山脉之间，腹地从北

至南分别是大同盆地、忻定盆地、晋

中盆地、临汾盆地到运城盆地。这些

盆地既是资源丰富的地区，又是工业

布局集中、排放污染集中的地区。盆

地地形本身对大气污染的自净能力较

差，容易造成污染。在蓝天保卫战

主战场的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通道

“2+26”城市和汾渭平原中，山西均

被列为重点地区。 

 

要打破诅咒，就要多元发展 
2008年，山西曾尝试进行能源转

型。当时，恰逢全球遭遇金融危机，山

西提出要实现经济转型和跨越式发展。

2010年，国家设立“山西省国家资源

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使

山西经济转型上升为国家战略。资源经

济综合改革的主要目的是要打破煤炭资

源诅咒，为此，山西做出了很大努力，

但进展较慢、转型艰难。 

2013年11月，按照国务院的要

求，相关部门曾对转型效果进行评估。

评估结果显示，由于条件不具备，山西

的转型中产生了难以逾越的阻碍。阻碍

之一是思想，特别是人的思想不能完全

扭转到转型上，影响了转型的效果；另

一阻碍是“以煤为主、一煤独大”的经

济发展模式，这种以煤炭为主的资源型

经济有很大的吸附力。在这种模式下，

人力、投资容易被吸引到资源型产业

下，包括轻工业、服务业等非煤产业发

展困难。 

2014年6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上提出

“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

略，我国能源行业发展进入了新时代。

结合这一战略，山西重新提出了能源转

型思路。 

2016年，山西制定了“山西省资

源型经济综合改革实施方案”，2017

年9月国务院批复方案，并提出“山西

要实现资源型地区经济转型发展，形成

产业多元支撑的结构格局”，这意味着

第二次转型正式开始。 

和2008年以“打破资源诅咒”的

转型有所区别的是，这次转型的重点在

于产业转型，而产业转型的重点便是产

业多元化的实现。对于转型重点的能源

领域，则是“不做煤老大，争当能源生

产和消费革命排头兵”。 

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

西时，对山西省的转型努力充分予以肯

定，同时提出，要摆脱对煤炭资源的严

重依赖，要发展国家战略新兴产业，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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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现出高碳、高污染的特点。当前，煤

炭在山西能源消费中占比接近85%，大

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约25个百分点。

近年，山西在清洁用能方面已经做过一

些探索，比如在太原市推行出租车电动

化。从目前空气治理的结果看，这些举

措发挥了较明显的作用。下一步，山西

还需要推出更多举措，大力推动清洁能

源开发作用，改善环境、恢复生态。同

时鼓励公众使用清洁能源，形成绿色能

源消费习惯。 

第 三 ， 科 技 创 新 要 补 齐 自 身 短

板，也要看到左邻右舍。 

山西过去一直在推进能源科技，

但主要是围绕“清洁煤”展开。然而，

能源革命科技创新应该是一个广的概

念，山西不要只拿放大镜去看煤，那样

看来看去还是一块煤，应把更多精力放

在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技术创新上，

比如光伏发电、风能发电、储能、氢能

等代表未来能源发展方向的产业技术。

此外，装备制造等非能源产业也应该被

关注。 

第四， 要进一步激发民企的活力。 

过去，参与山西能源转型的企业

以国企居多、地方民企较少。但既有的

改革实践证明，民企可在资金和人才等

方面发挥较好的补位作用，与国企形成

配合，共同推进能源转型。 

实现能源革命，需要大量资金，

这仅靠国家或山西一省之力是很难实

现的。因此，山西需要通过体制机制

的创新，把更多民间资金和社会资金

引入转型中，以推进技术创新、生态

复生态，改善民生等要求。 

不难看出，此次山西能源革命综

合改革是对山西能源经济转型的提升，

转型解决的重点问题，是让山西经济发

展方式理念走出惯性思维，迈向多元

化，打通能源生产、消费之间的阻碍，

并让经济转型和能源革命之间产生有机

联系。 

 

要闯出新路，更要立足长远 
要更好地推进能源革命，山西需

要在能源供应、能源消费、能源科技、

能源体制和对外合作等方面突破现有的

一些束缚，闯出新的路子。 

第一，要提高能源供给体系质量

和效益。 

根据此前的经验，山西的经济发

展、能源转型之所以难，是没有把能源

资源优势真正转化成为经济优势和民生

发展优势。所以，能源革命的首要任

务，就是要提高能源供给体系的质量，

解决煤炭长期超强度开发而没有充分惠

及民生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全面可持续

发展的问题。 

山 西 的 煤 炭 发 展 需 按 照 国 家 要

求，实现绿色发展、减量化发展，同时

利用技术手段发展数字煤矿、机械化开

采、无人化开采、智能化开采。这不仅

有利于产业优化，也有助于生态环境的

治理和改善。 

第二，是构建清洁低碳的用能模

式。 

清洁低碳的用能模式是山西的短

板。山西产煤多，用煤也多，用能模式

优化和民生改善。此外，加快能源革

命、能源转型的前提是改善智力环

境、吸引人才落地，这同样需要通过

体制机制的创新来实现。未来，山西

应推出更多引进人才的政策举措，在

民企创业等方面等给予优惠、奖励，

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前来创业，改善山

西的智力环境，为双创人才成为李彦

宏一样的企业家营造良好氛围。 

第五，要借助转型扩大对外合作。 

对于山西的转型，既要拿好“放

大镜”，看到自身问题，补齐自身短

板，还要有“望远镜”，关注国际上的

技术方向，并形成对于自身创新的引

导。从过去的转型经验看，对外开放是

山西的短板。那么，此次综合改革试点

正好是一个新的契机，山西可以借此机

会，与国际一些主要的能源生产、消费

国和技术大国建立联系，更好地借鉴国

际经验，推动自身转型。 

从近期的数据来看，山西的改革

已经取得一定的成效，以煤炭为主的

虹吸效应正在被破除：2018年，山西

服务业占全省GDP比重为53.4%，对

GDP增长的贡献高于第二产业，达到

71.7%；今年一季度，山西GDP增长了

7.2%，超过全国0.8个百分点，税收增

长26.8%。新能源汽车增长了3.3倍，装

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1.1%，重型装备

业增长32.7%。 

见微知著，山西的转型已经看到

了希望。有理由相信，这一轮山西改革

的新征程值得期待。 

（作者系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