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行业焦点（2011/06）
数字
需求与供给：据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称，2010 年，中国发电装机容量达到 9.6 亿千瓦，这是中国的供应能力。那么中国的用电需求又是
多少呢？仍据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发布的数据，2010 年，中国用电总量为 4.19 亿千瓦时。也就是说，中国的用电需求仅为发电能力的 40%，
60%的发电能力闲置。
发电厂：《2010 年度电力监管报告》称，从 2008 年开始，全国五大发电集团(华能、大唐、华电、国电、中电投)火电，连续 3 年累计亏
损分别都在 85 亿元以上，合计亏损达 600 多亿元。发电厂年年打报告要求国家发改委上调出厂电价，都被搁置不理。火电企业一肚子的
气。我国的石油一半要靠进口，由于国际油价不断攀升，运输成本不断上行，电煤价格扶摇直上，而发电企业卖给电网的电价却不变。
发电企业发电越多亏损越多，于是发电企业便尽可能地少发电或不发电。
电网：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告，2010 年前 11 个月，电网（供电行业）实现营业收入 2.19 万亿元，同比增长 20.84%，占整个电力行业的 65%；
实现利润总额 592 亿元，同比增长 1828%，占行业比重为 42%。电网的利润同比增长 1828%。
煤电油气供需形势
（一）发用电量保持较快增长。前 4 个月，发电量同比增长 12.6%；全社会用电量增长 12.4%，其中工业用电量增长 12%。主要用电
行业中，钢铁、建材行业用电量分别增长 14.1%和 21.3%。5 月份以来，全国有 11 个省市采取了有序用电措施。
（二）煤炭供需总体平衡。前 4 个月，原煤产量保持较快增长，铁路煤炭运量增长 13.1%；主要港口发运煤炭增长 21.4%；煤炭净进
口下降 27.2%。5 月下旬，全国重点电厂存煤近 6000 万吨，可用 16 天左右；秦皇岛港存煤约 600 万吨，处于正常水平。
（三）成品油消费量增长较快。据行业统计，前 4 个月成品油表观消费量同比增长 9%。5 月上中旬，成品油日均销量增长 8.5%，其
中柴油日均销量增长 8.6%。5 月下旬，中石油、中石化两集团成品油库存 1300 多万吨，处于合理水平。
（四）天然气发电快速增加。前 4 个月，天然气产量增长 6.8%，进口增长较快。4 月份，发电用气显著增加，河南、江苏等地六个
燃气电厂的日供应水平从 450 万立方米增加到 1380 万立方米，浙江管网的日供气水平由 530 万立方米提高到 700 万立方米。
以下数据全部来自国家统计局

电力相关行业增加值增长速度(2011 年 4 月)

大类行业

本月

累计

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

11.7

11.3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18.2

16.3

8.1

7.3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电力工业主要产品产量及增长速度(2011 年 4 月)

指标名称
发电量

单位

本月

累计

比去年同期增长 %
本月

累计

亿千瓦小时

3663.8

14304.5

11.7

12.6

火力发电量

亿千瓦小时

3070.4

12099.5

10.9

10.4

水力发电量

亿千瓦小时

421.0

1558.3

8.3

25.0

2010 年电力产品产量及其增长速度

产品名称

单位

产量

比上年增长%

发电量

亿千瓦小时

42065.4

13.2

其中：火电

亿千瓦小时

33301.3

11.6

水电

亿千瓦小时

7210.2

17.1

核电

亿千瓦小时

738.8

5.3

2010 年电力行业固定资产投资及其增长速度（单位：亿元）

行业

投资额

比上年增长%

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其中：电力、热力的生产与供应业

14535
11869

7.3
6.6

观点
核电产业何去何从？
日本福岛核事故的影响还未消去，但全球核电产业可能已进入“后福岛时代”。1979 年美国发生三里岛核事故，此后，美国核电产业
发展遭遇了约 30 年的停滞期。1986 年前苏联发生切尔诺贝利核事故，欧洲大部分国家的核电产业由此进入漫长严冬。本世纪初，全球核
电产业终于迎来春天。据统计，目前全球在建核电站共有 56 个，基本都是在 2000 年以后开工的。
福岛核事故给全球复兴的核电产业无疑是当头一棒，但是核电是否就会被放弃？不同国家有不同的立场，放弃核电很难。首先就是
开发核能的价值。气候与环境问题的逐渐恶化，其每年对人类造成的损害总和将远超任何单次核事故。其次是技术进步。目前各国正在
运营的核电站在技术上绝大多数为第二代，而在建和规划中的核电站多为第三代或二代改进型，其安全性已有很大提高。截至目前发生
过的重大核事故，其主要原因多为人为疏失。第三是其他形式清洁能源发展的缓慢。目前，太阳能、风能、生物能尚无法实现大规模生
产、储存和远距离输送，无法取代化石能源的主导地位，也无法填补核能被完全放弃后留下的真空。
意大利：据《澳大利亚人》6 月 2 日报道，意大利一上诉法庭日前做出裁决，允许意大利举行公投，决定是否恢复使用核能。
波兰：波兰总理图斯克 5 月 31 日在华沙表示，德国在 2022 年前逐步关闭所有核电站的决策不会影响波兰在 2020 年启动第一座核电站的
信念。
德国：德国总理默克尔宣布，德国将在 2022 年前关闭境内所有 17 座核电站，这意味着德国将成为日本福岛核危机后，首个宣布放弃核
电的主要工业国家。总理默克尔领导的德国执政联盟经过近 12 个小时的磋商，5 月 29 日深夜就德国放弃核电时间表达成妥协。
法国：法国坚持算核电背后的经济账，不会放弃核电能源计划。
日本：日本官员 8 日表示，核电站周边社区民众反对核电站运营，日本国内所有核反应堆可能明年 4 月前关闭。3 月的地震、海啸发生后，
福岛第一核电站放射物泄漏，出于安全考虑，日本多个核反应堆暂停运营，处于检修状态。目前，54 座核反应堆中已经有 35 座停止运转。
核电站运营率降至 10 年来最低。
美国：美国是全球核电生产能力最强的国家之一。目前，美国有 104 座通过注册的核反应堆，其中 69 座为压水反应堆，另外 35 座为轻
水反应堆，美国全国电力中的 20%来自核能发电。福岛事故发生后，美国坚守“核电复兴”能源战略。
中国：中国目前 6 个投入运营的核电，12 个在建的核电站，25 个筹建中的核电站。福岛事故发生后，国务院强调，全面审查在建核电站，
严格审批新上核电项目，抓紧编制核安全规划，调整完善核电发展中长期规划，暂缓核突进。

资讯
发改委将严查电煤跟风涨价，最高罚 5 倍
电价适当调整之后，特别要严防煤价跟风上涨。
6 月 2 日，记者从权威渠道获悉，国家发改委将加强煤炭价格监管，对煤炭主产省区组织开展涉煤炭价格专项检查，最高或处以 5
倍的罚款。业内人士指出，能否有效保持煤价平稳，不仅事关全社会用电平衡，更影响到整个经济平稳发展，结构调整的大局，因此发
改委绝不会“手软”。
自本月 1 日起，全国 15 省市非居民销售电价每度平均上调了 1.67 分，煤价应声走高。5 月 31 日，环渤海地区港口平仓的发热量 5500
大卡市场动力煤的综合平均价格报收 837 元/吨，比前一报告周期上涨了 5 元/吨，连续第十一周上涨。
眼下，国内重点电煤合同价格(约 570 元/吨)与去年基本持平，但市场价格涨幅较大。同样以环渤海动力煤价格为例，其发热量 5500
大卡平仓价格年初为 779 吨/吨，较去年同期上涨约 100 元/吨。5 月又较今年初上涨了 58 元/吨，涨势强劲。而且，今年以来国际煤价一
直在高位徘徊，使得国内煤炭进口量大减，也给国内市场造成压力。

国家电网采取多项措施支援华中电网迎峰度夏
为应对华中地区湖北、湖南、河南、江西、四川和重庆六省市夏季电力供应紧张局面，国家电网正采取多项措施支援华中电网。
国家电网华中电力调控分中心主任凌卫家介绍说，国家电网采取的措施主要包括：第一，加大区外电力输入华中的力度，协调组织华
北、华东、西北电网的电力进行支援；第二，采取三峡水电增发、电力调剂等手段支援华中电网；第三，优化特高压扩建工程方案，加
快特高压扩建工程进度。
华中电网公司预计，今年迎峰度夏即６月至９月期间，华中地区高峰电力缺口将逾６００万千瓦时。如果电煤供应、水电来水和发电
机组状况恶化，或出现连续长时间的极端高温天气，高峰期最大电力缺口将达１２００万千瓦时左右。
为此，在国家电网统一部署下，华中电网根据各省市电力供应紧张程度，将采取以下对策：灵活调控区外应急资源，合理分配外援电

力电量；加强并网电厂运行管理，合理安排电厂开机方式，帮助电厂均衡存煤；提前做好全网最小机组开机方式安排，确保最小机组开
机方式下的电煤供应；加强华中六省市政府间的沟通与协调。
此外，华中电网还提出了加强跨区跨省电网建设、做好电煤储备工作、加强需求侧管理等化解电力供需矛盾的长效措施。

三峡地下电站 30 号机组转子吊装就位
6 月 5 日上午 9 时，三峡地下电站 30 号机组转子顺利吊装就位，这标志着三峡地下电站第三台机组全面进入总装调试阶段。
30 号机组转子由一个中心体和 28 条斜支臂组成，堆叠 3 万多张硅钢片，挂装 84 个磁极，直径 18.7 米，总重量为 1890 吨。30 号机
组转子自 2010 年 10 月 29 日开始安装，2011 年 4 月 13 日顺利通过整体耐压试验。在先后完成转子中心体与支架组焊、磁轭冲片叠装、
磁极挂装等安装程序之后，其整体圆度偏差仅为 0.61 毫米。各项技术数据显示，30 号机组安装质量达到了三峡质量优良标准要求。
30 号机组是三峡地下电站今年计划投产的最后一台机组，预计将于 7 月投产。与此同时，其余 3 台机组的安装调试和公用系统施工
也正按计划稳步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