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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背景下，构建农村现代能源体系需从顶层设计、政策制定

和措施引导三个发力点持续发力。

农村能源是能源体系的重要组成

部分，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物

质基础。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农村

能源发展在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

中的重要作用，党中央国务院2018年

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中，明

确提出要构建农村现代能源体系。

农村现代能源体系是什么
农村现代能源体系的内涵，从能

源消费侧来看，就是要通过优化用能

结构、提高用能效率，构建清洁高效

的农村能源消费体系，推进农村生态

文明建设，保障农民能源消费升级；

从能源生产侧来看，就是要有效利用

农林等废弃物和光伏等天然资源，引

导农民积极参与能源生产，构建绿色

安全的农村能源生产体系，保障农村

能源供应，为农村产业升级提供新动

能；从能源服务侧来看，就是要通过

加快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完善能源供

应和运维网络，构建优质便捷的农村

能源服务体系，推进城乡一体化发

展，提升农村普遍服务能力。

当前，我国农村能源供应与现代

能源体系要求相比，尚有较大距离，

主要表现为：

从能源消费侧来看，一是用能结

构持续优化但仍以煤炭为主。近几年

农村生产和生活用能中清洁能源占比

逐年提升，但受制于我国“富煤贫油

少气”的资源禀赋，以及农村劣质散

煤监管难、用能成本增加等影响，农

村能源供需平衡短期内仍主要依靠煤

炭。根据《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2018年我国农村生产生活能源消费中

乡土中国“能”从何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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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占到38.41%，农村能源环境治理

任重道远。二是能源消费持续升级但

用能效率普遍不高。以煤改电取暖为

例，虽然农房节能改造可大幅降低取

暖能耗，但由于一次性投入较高影响

改造推进进程，用能设备尤其是取暖

设备选型的差异导致设备效率参差不

齐，农村生活用能效率普遍不高。

从能源生产侧来看，一是农林等

废弃物大多用于还田，能源化利用潜力

未充分挖掘。以河北省为例，农村生活

用能总量约为1400万吨标准煤，经测

算，生物质可利用资源量3004万吨标

准煤，理论上生物质资源总量能够满足

本省农村地区全部生活用能。但受农林

废弃物能源化利用认识不到位、原料供

应价格上涨快、市场化程度低等影响，

能源化利用潜力未充分挖掘。以秸秆为

例，该省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96％，

但近2/3的秸秆用于还田，目前该省秸

秆能源化利用率仅为6%左右。二是新

能源产业快速发展但增速大幅放缓。受

补贴政策调整、新能源欠补缺口、全额

消纳压力等因素影响，今年新能源装机

以河北省为例，农村生活用

能总量约为1400万吨标准

煤，经测算，生物质可利用

资源量3004万吨标准煤，理

论上生物质资源总量能够满

足本省农村地区全部生活用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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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速大幅下降。以农村优质新能源光伏

为例，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增光伏装机

1140万千瓦，比去年同期减少53.1%，

其中农村常用的分布式光伏装机新增容

量降幅超过六成。

从能源服务侧来看，农村能源服

务能力大幅提升但仍与城镇有一定差

距。受制于“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约

束，农村能源基础设施与城镇仍有较

大差距。农村电网部分低压线路供电

半径长、负荷重，导致用户端低电

压；部分农排线路线径较小、配变老

化，导致农排电网薄弱。天然气和热

力管网规模化供能特点与农村分散式

居住特点之间矛盾尚未解决，集中供

能在农村覆盖面仍较低。同时，目前

政策对农村新能源的后期运维团队、

运维资金来源等尚未明确，服务市场

仍存在标准缺失、准入门槛模糊、人

员资质参差等问题。

如何构建农村现代能源体系
我国构建农村现代能源体系应在

乡村振兴战略的总体目标和具体要求

下，从顶层设计、政策制定和措施引

导三个发力点持续发力，逐步建成与

“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深度融

合的农村现代能源体系。

在 顶 层 设 计 上 ， 按 “ 示 范 建 设

期、体系定型期、全面建设期、可持

续发展期”四个阶段制定发展路线。

结合乡村战略实施路径和进程，围绕

解决“三农”问题和农村能源发展问

题，现代农村能源发展可按“示范建

设期（2020年）、体系定型期（2021

年～2022年）、全面建设期（2023

年～2035年）、可持续发展期（2036

年～2050年）”四个阶段进行。明确

各阶段农村清洁煤在散煤占比，电能

在终端能源比重，可再生能源开发规

模、机制保障等建设目标以及区域环

境治理、能源利用效率、普遍服务水

平、产业带动能力等效益目标，逐步

构建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的农村现代

能源体系。

在 政 策 制 定 上 ， 通 过 “ 决 策 支

撑、资金保障、科技创新”三个系统

进行扶持。一是建立“规划引领、因

势利导”的决策支撑系统。统筹农

业、水利、电力、林业、住建、科技

等部门，形成分工合理、密切配合、

整体推进的工作格局，立足本地资源

禀赋、经济实力、基础设施、技术成

熟度、农民消费能力等条件，统筹利

用各类清洁能源，在符合清洁利用标

准的基础上，加强经济性、稳定性、

合理性和可操作性论证。二是建立

“政府引导、市场调节”的资金保障

系统。积极稳妥推动可再生能源参与

市场化竞争，优化发展规模和结构，

提升相关补贴资金使用效率，切实减

轻公众的消费负担。鼓励金融机构通

过实施补贴资金“资产证券化”、优

先支持相关企业发行等额担保债券等

方式，完善绿色能源金融服务供给机

制。将PPP等建设模式引入农林废弃

物综合利用、农村能源服务站、多能

互补等农村重点项目建设。三是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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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在实施引导上，从“能源生产、

能源消费、能源服务”三个维度精准

发力。

能 源 生 产 上 ， 促 进 清 洁 能 源 生

产，打造农村生态产业链。提升农林

废弃物等能源化利用优先级，制定针

“技术驱动、集聚合力”的科技创新

系统。加大对农村用能领域技术创新

的支持，发挥技术在产业发展中的关

键作用。培育以企业为主导的农村能

源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促进科技、信

息、资金、管理等现代生产要素向乡

村集聚，带动农村能源产业链创业发

对生物质特点的环保建设标准，在畜

牧业科技园开展畜禽粪污综合利用试

点，探索推进畜禽粪污、秸秆、病死

畜禽、农田残膜、农村垃圾等废弃物

全量资源化利用。进一步规范分布式

能源并网运行模式，鼓励较大规模的

集中式电站配置储能设施，提升电网

调度能力和消纳能力。

能 源 消 费 上 ， 降 低 清 洁 用 能 成

本，推动农民能源消费升级。在居住

率高经济基础好的聚居型村落，采用

“空气源热泵+水蓄热电锅炉”集中式

供能方式，打造电能“生态村”。在

居住率低生物质资源丰富的聚居型村

落，采用“生物质颗粒物加工站+清洁

炉灶”集中式供能方式，打造生物质

能“生态村”。因地制宜推广被动低

能耗农宅，加强农宅节能宣传，加大

“双代煤”农户和贫困户的农房节能

改造补贴力度，培养农民建筑节能意

识，推动光伏建筑一体化。

能源服务上，提升农村能源普遍

服务能力，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结合

新型城镇化和城乡统筹示范区域规

划，提升天然气管网和热力管网覆盖

范围，加快集中供能方式向农村地区

延伸。在新一轮农网升级改造中，推

进分布式电网和集中式电网同步建

设，发挥不同能源在季节、天气、地

域上的互补作用，打造具有农村特色

的“源网荷储用”协调发展的能源互

联网。

（作者分别系国网河北省电力有限公司经
济技术研究院能源发展研究中心政策与战
略研究室主任、主任工程师和专责）

以电能供应为基础的“生态村”建设方案

以生物质能供应为基础的“生态村”建设方案

集中式电取暖设备维护费用合计

投资费用合计

占地费

电网配套增容

集中式电取暖设备购置和安装

围护结构包围改造

取暖：热力管道和暖气片

炊事：电磁炉或燃气炉

生活热水：电热水器

用能方式和设备方案

用能方式和设备方案

生活热水：太阳能热水器

供暖：生物质成型燃料供暖炉

炊事：生物质成型燃料燃烧灶

围护结构包围改造

小型生物质压缩燃料设备购置和安装

电网配套增容

占地费

投资费用合计

集中式取暖设备维护费用合计

规模

100户

100户

100户

100户

1套

1处

1处

规模

100户

100户

100户

100户

1套

1处

1处

费用（不含补贴）

20万元

5万元

11万元

60万元

80万元

40万元

/

226万元

5万元/年

费用（不含补贴）

20万元

60万元

15万元

60万元

25万元 

10万元

/

190万元

5万元/年

资金来源设想

农户出资

农户出资

由农民和承包商出资

农户出资，政府补贴

承包商出资，政府补贴

供电企业和政府出资

村委会协调提供

承包商出资

资金来源设想

农户出资

农户出资，政府补贴

农户出资，政府补贴

农户出资，政府补贴

承包商出资，政府补贴

供电企业出资

村委会协调提供

承包商出资

终端用能成本合计

终端用能成本合计

2400元/户年
（其中取暖1600元）

2500元/户年
（其中取暖1700元）

农户出资，
政府给予电费补贴

农户出资，
政府给予成型燃料补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