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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目前正在兴建远超它们所需的燃煤电厂

现有火电厂的*
产能
时间低于一半

在建的 
煤电产能

规划中的 
煤电产能

*截止2016 年 7 月

中国的电力
需求
增长
正在
放缓。

而现有的在建
以及规划中的

火电厂可能会浪费上万亿的资金

中国的煤电产能过剩危机

现有的产能足以满足
截止到 2050 年为止
对电力的需求。

为什么中国的
煤电产能
正处于危机之中？

仅当发电量年增长率超过 4%，且煤电厂运行时的容量系数不超过 45% 时，直到 2020 年才有必要
在原有电厂之外增加产能。

895 吉瓦 205 吉瓦 405 吉瓦

“十三五”规划并未增加煤电产量

10%

3%
到

每年

仅在 2015 年一年，中国就建造了： 

每周 2
 座火电厂

每小时一座足球场
大小的太
阳能发电场

每小时一
座大型风
电机组

‘十三五’期间
的低碳
产能
目标

低电
力
需求

电厂
提前
退役

减少的
容量
系数

燃煤
闲置
资产

Initiative

Carbon Tracker来源：碳追踪报告“追赶巨龙的脚步？”中国的煤炭产能过剩危机及其对投资者意味着什么,2016 年 11 月
设计师：Margherita Gagliardi

吉瓦 吉瓦

能源市场的重组
 & 国家的 ETS 
可能会将现有电
厂的毛利率减少一半。

$ 10 美元
吨/二氧化碳2
碳价格

27 吉瓦的
负现
金流

140 吉瓦的
毛利率低于
 $5 美元/兆瓦时，
甚至更低。

火电厂上网电
价下
跌 15%

基于 2020 年 碳追踪计划重组方案

89
5 
吉
瓦

1%
2%

3%
4%

5%年度发电量增长率

容
量
系
数

运行中
电厂

运行中
& 建设
中

45%

50%

55%

-188 -376

-264 -453

-327 -515

-114 -302

-266 -454

-197 -386

-36 -224

-202 -391

-128 -316

-80

128

-168

20

-256-68

-144

44

-325-136

-243-55

必要
产能

过量
产能

吉瓦 吉瓦



www.carbontracker.org 5

中国目前建造的燃煤电厂数量超出所需，

这种情况下资金分配不均正以前所未有的

速度发生。截至 2016 年 7 月，中国现有

煤电产能 895 吉瓦，只有不到一半时间正

常运营，而反常的是，还有 205 吉瓦在

建，另有 405 吉瓦产能在计划中，总计隔

夜资金成本达到五千亿美元。这种资金分

配不均是中国经济中更广泛结构性困境的

缩影。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人口结构和

地域范围意味着政府首先建设电力基础设

施，然后再提出问题通常合乎情理。中国

通过积累资本即可快速增长，确定资本会

带来高回报而高枕无忧的时代似乎已经一

去不复返。

中国的煤电投资已到紧要关头：是继续向

日益不可行的项目倾注资本，使金融体系

因大规模违约风险而承受更多压力、还是

停止投资并提高效率。随着电力需求增长

从历史平均水平每年 10% 减缓至 3% 或

更低，筹备中的煤炭产能及部分原有煤炭

产能因低碳产能目标，电力行业持续改革

和碳定价而存在成为不良资产的风险。 

本报告分析发现，中国无需建造任何额外

的火电厂，因而有理由坚定采取措施以遏

制煤电产能过剩的危机。 

为了证明上述发现，我们制定了一项短期

方案，分析“十三五”规划 (13 FYP) 中的 

2020 年目标，和一项长期方案，分析将

全球平均气温升高限制在 2°C 以内的意

义。我们还制定了一份 2020 改革方案计

划，模拟电力市场改革可能产生的影响，

和一份关于中国各经营的煤电厂总利润率

的国家排放交易计划 (ETS)。不了解中国

能源转型即时性的投资者可能会发现他们

所追求的矿物燃料需求并不存在。

“十三五”规划并未增加煤电产量

“十三五”期间的低碳产能目标外加低电

力需求环境可能会导致煤电产能下降。

仅当发电量年增长率超过 4%，且煤电厂

运行时的容量系数不超过 45% 时，直到 

2020 年才有必要在原有电厂之外增加产

能。如果在建火电厂建成，且原有火电厂

以容量系数 45% 运行，则在发电量增长

率为每年 3% 的环境下，则 2020 年煤电

产能中将有 210 吉瓦是完全不需要的。事

实上，即使是在最乐观的情况下（即容量

系数不足 45%，发电量增长率大于 5%）

，如果在建火电厂建成，并与原有火电厂

一同运行，煤电产能依然会过剩。

执行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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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 2050 年，原有火电厂都可以满足发

电量的需求，这可以避免浪费五千亿美元

的资本。 

要与国际能源署的 2°C 方案 (2DS) 保持

一致，从现在起至 2032 年止，中国可以

略微提高其现有一批火电厂的利用率，从

而避免建造任何新的火电厂。2032 年后，

原有的一批火电厂将因其容量系数快速下

降而不再符合 2DS 的要求，因而需要逐步

改造火电厂，提高其碳捕获及储存 (CCS) 

能力或将其提前停产。由于中国可依靠现

有火电厂，向 2DS 中未发电的火电厂分

配发电配额，则所有目前在建和计划中的

火电厂都毫无意义，这可能会导致重大的

金融风险。基于每千瓦 8 亿美元的资金成

本，浪费在在建火电厂和计划中火电厂上

的资本可达 4900 亿美元。

1%
2%

3%
4%

5%年度发电量增长率

容
量
系
数

运行中
电厂

运行中
& 建设
中

45%

50%

55%

-174 -362

-249 -437

-311 -499

-99 -288

-250 -438

-182 -370

-22 -210

-186 -374

-112 -300

-46

142

-152

36

-240-52

-129

59

-308-120

-228-40

到 2020 年
的必要
产能

到 2020 年 
的过量
产能

吉瓦 吉瓦来源：碳追踪计划组织分析

在 2016 年现有电厂，以及不同燃煤发电容量系数和发电量增长率下的在建电厂基础上，到 2020 

年需要和不再需要的煤电产能矩阵图（吉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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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无进一步政策改革，在 21 世纪 30 年代 

2°C 碳排放预算将被耗尽

若没建成新的火电厂，且原有火电厂运行 

40 年后停产，则到 2040 年 2°C 碳排放

预算仍将用尽。2040 年后，要与 2°C 碳

排放预算保持一致，则煤电产能必需做到

零碳排放。这从当前的技术角度上来看不

可能实现，因为现有配备碳捕获及封存设

备的燃煤电厂每千瓦时的碳排放量依然在 

100 克左右。如在建火电厂已建成，且原

有火电厂具有 40 年的寿命，则 2°C 碳排

放预算到 2036 年会用尽。鉴于在一年内要

逐步淘汰大量发电厂不切实际，煤电转型

显然要渡过一个过渡期。值得注意的是，

这种情况分析采用的容量系数是 50%， 

且以将全球平均气温升高限制在 2°C 为

基础。以下因素将减少 2°C 碳排放预

算，且加快其耗尽速度：（i）如《巴黎

协议》所述，令气温升高远低于 2°C；

（ii）限制气温升高的概率增大；及（iii）

容量系数提高。

兴起的改革：在 2020 年改革方案中，现

有一批火电厂的毛利润将减半

无论是通过经济、空气质量还是气候透

镜，中国政府都有充分理由遏制其煤电产

能过剩危机。国家发改委 (NDRC) 和其

他政府机构已意识到这种产能过剩危机并

需进行政策干预以使煤炭发电投资回归平

衡。2016 年，政府改革的频率和强度都

有所提升。4 月份，政府发布了一项政策

建议，叫停了 372 吉瓦规划产能的火电厂

的建设，此产能超出美国全部火电厂的产

能。即便在建火电厂也不安全：最近，国

家发改委 决定叫停在建中 17 吉瓦火发电

站的建设，它设立了一个未来可以参照借

鉴的法律先例。电力市场改革与国家排放

交易计划 (ETS) 相结合，通过增加成本最

低的机组和推进低碳发电，可能会使运行

成本较高的燃煤机组逐渐退出舞台。我们

制定了一项 2020 年改革方案以阐明国际

排放交易计划和电力市场改革的影响。结

合10美元 t/CO的碳价
2
，反映了 2017 年

引入国家排放交易计划，以及煤电上网电

价因电力市场不断改革而下调 15%，运

行中的火电厂总盈利能力到 2020 年将减

半，其中 27 吉瓦产能的电厂现金流变为

负值，140 吉瓦容量的电厂每兆瓦时电量

的总利润不超过 5 美元。

国家发改委提出：中国将再次成为煤炭的

净出口国

中国政府宛若海运煤炭市场的中央银行。

今年动力煤价格的显著增长完全归功于中

国发改委的努力，要弄清这种增长如何

可持续发展变得愈来愈困难。国家发改委

已通过削减产量进行干预，以抑制价格上

涨。通过重启封存的产能，海运投资者正

积极应对中国政策的实效性。如果历史有

任何指导作用，看空中国政策的有效性绝

对是不明智的选择。中国作为海运煤炭市

场的边际买主，投资商应对中国成为世界

煤炭净出口国做好准备。鉴于“十三五”

期间 2020 年预计燃煤发电量，我们预计

动力煤需求将低于 2015 年水平。即使中

国国内供应在这期间有所减少，但仍可能

会导致中国不再是净进口国。

http://www.carbontracker.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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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竞争

中国与美国政府采取措施以降低排放并防

止气候变化达到危险程度而签订了双边协

议，此举释放出几大信号。其重要一方面

涉及世界上最大的两大经济体如何进行技

术投资，以实现一个低碳的未来。显而易

见，对于竞赛中胜出的公司而言，它们有

巨大的机会，可以出售他们的解决方案。

有人提出质疑美国在新任总统任下是否会

继续参与这种竞争-希望新能源技术将带

来的经济机会与能源独立性使其对新政府

具有足够的吸引力。无论如何，基于上述

所有原因，我们坚信中国会一路勇往直

前。

总结

在中国的煤炭产能持续增长是不合理的，

而“十三五”规划明确指出将再也不会熟

视无睹。多能源发电结构不断演化，发电

增长速度放缓加上目前火电厂产能过剩，

将给中国带来一种不同的挑战。随着燃

煤发电量达到峰值，因而无需更多煤电产

能，而在供给方面，中国可能再次成为煤

炭净出口国。

追赶巨龙的脚步？中国的煤炭产能过剩危机及其对投资者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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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中国的经济增长和支持这种增长的电力体

系基本没有历史先例。过去三十年中，中

国经济以年均 10% 的速率增长。基于这

种显著的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中国俨然

现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电力生产国1。仅 

2015 年一年，中国一周就建成两个火电

厂，每小时落成一个足球场大小的太阳能

电场，且每小时建起一座大型的风力发电

机2。尽管这些统计数据令人费解，但往往

会造成对中国经济形成误解。中国是一个

人口众多的低收入国家，需做出相对较大

金额的基础设施投资，才能维持经济快速

而持续增长。 

1 2013 年，中国发电量为 5500 太瓦时，而
美国（第二大发电国）则发电 4300 太瓦时。国际能源
署，(2016)。能源技术展望。来源：http://www.iea.org/
etp/
2 2015 年，中国建成装机容量为 44 吉瓦的太
阳能光伏电站，145 吉瓦的风电场和 56 吉瓦的火电厂。
参见：全球风能理事会，(2016)。风电引领所有新能源发
电。来源：http://www.gwec.net/global-figures/graphs/; 
REN21, (2016), Renewables 2016 Global Status Report.
来源：http://www.ren21.net/wp-content/uploads/2016/06/
GSR_2016_Full_Report.pdf; and CoalSwarm (2016), 
Global Coal Plant Tracker. Accessed July, 2016.

然而，随着资本密集型经济增长的阶段步

入尾声，日趋明显的是，中国因煤电产能

过度投资而面临枯竭危机3。截至 2016 年 

7 月，中国原有煤电产能 895 吉瓦，可使

用时间不到一半，另有 610 吉瓦项目在筹

备中。

本报告采用情景分析来阐明中国应对煤炭

产能过剩危机的含义，以及政府所采取的

措施对动力煤投资者意味着什么。本报告

重点说明“十三五”规则和 2°C 方案下

对中国煤电厂投资的影响，还从金融体系

稳定性的角度考虑了不作为的影响。

3 中国的煤电产能过剩问题并非是最先由“碳追
踪计划组织”重点提出的。参见示例：能源政策，(2016)
。中国 2015-2020 年期间的煤电产能过剩和投资泡沫。
来源：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
S0301421516303615

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http://www.carbontracker.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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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ren21.net/wp-content/uploads/2016/06/GSR_2016_Full_Report.pdf
http://www.ren21.net/wp-content/uploads/2016/06/GSR_2016_Full_Report.pdf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301421516303615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301421516303615


10 追赶巨龙的脚步？中国的煤炭产能过剩危机及其对投资者意味着什么

本报告分为三个主要部分。

第 一部分 详细介绍中国煤电产能过剩危

机的渊源。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充满活

力和人口分散的国家，有时做出的一些复

杂的政治和经济决策会令发达西方国家产

生误解。本部分说明了造成煤电过度投资

的管理问题和市场扭曲现象。

第二部分 提供“十三五”规划和 2°C 方

案分析，以阐明中国政府考虑如何应对煤

炭产能过剩危机的原因。我们通过对分析

中国的低碳发电指标及发电需求方案对现

有煤电产能和在建产能会产生何种影响，

深入思索了“十三五”规则对煤电产能所

带来的影响。2°C 方案力求找 2016 年到 

2050 年期间，要满足国际能源署《能源

技术展望 (ETP)》中的发电需求所需的煤

电产能的数量是多少，并确定某些情况下 

2°C 碳排放预算耗尽的年份。

第三部分和最后部分 明确了中国政府为让

煤电投资恢复平衡状态，已落实或正在实

施的一些改革。中国负责调控电力投资的

中央政府机构已经意识到产能过剩问题，

并且已经提出一些有助于控制火电厂投资

的政策。尽管我们对许多建议了解有限，

但是本部分对这些改革政策进行了简要分

析，并推断了其对装机过剩问题可能产生

的影响。我们还制定了一份 2020 年改革

方案，用于说明国家排放交易计划和电力

市场改革所带来的影响。

我们对政策改革对海运煤炭市场的供应企

业做出了推断，这些企业孤注一掷的坚信

中国将始终是一个电煤净进口国，并重点

指出了中国政府在解除对电力行业的管控

时，未来将面临的一些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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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煤炭 
产能过剩危机的渊源

本章节不是形而上学地讨论中国的煤电产能危机是否是一个金融泡沫，而是描述了导致

过度投资和资本配置不当的具体问题和市场扭曲现象。

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http://www.carbontracker.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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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因素

过去三十年中，中国已优先建立资本存

量，以加入西欧和北美其他富裕国家的行

列。在过去几十年中，中国因一些复杂因

素驱动而做出的电力基础设施投资决策有

时会被西方国家误解。无论在地域还是在

人口上中国都是一个庞大的国家，它是一

个陆地面积广阔的国家，大于美国，人口

为美国的四倍。而按人均计算，中国是一

个低收入国家：1990 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仅有 300 美元，尽管自那时起翻了七番，

但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依然比欧盟和

美国要低好几倍。自 1980 年起，中国的

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10%。如果一个经

济体如同中国过去二十年一样以每年 10% 

的速度增长，那么这种增长的复合性意味

着经济每七年将翻一番。这些实际情况意

味着中国先建发电厂，之后再提出问题通

常是合理的4。

4 要了解中国经济的全面概况，请参见： 
Kroeber，(2016)。中国经济：每个人需要知道什么？

图 1。从 1980 年到 2015 年中国名义上的国内生产总值(LHA) 和名义上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来源：基于世界银行数据的碳追踪计划组织分析

国内生产总值（左侧轴）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右侧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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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因素

中国管理的矛盾是一个独裁政府统治着一

个高度集中且充满活力的经济大国。例

如，据一项研究表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

织 (OECD) 国家的地方支出占政府总支

出的平均比例约为三分之一，而在中国，

地方支出占总支出比例则高达 70%5。由

于低利率和土地销售及其他资本投资的

收入，这种财政分权水平导致国有企业

的 (SOE) 经营相对自主。高度分权允许政

府能够大规模进行政策试点，这是中国成

功的一个重要因素。但随着中国经济增长

的重投资阶段即将过去，国有企业因资本

密集型投资活动中的过度投资而变得效率

低下已成为一个大问题。例如，在 2014 

年，私营重工业企业创造的资产回报率是

国有企业同业所创的两倍。此外，2015 

年，所有非金融国有企业的总利润直接下

滑，迫使资产回报率从 2007 年的最高点 

5% 降至 2%6。大约三分之二的现有煤电

产能归国有企业所有，剩余三分之一则由

国有企业控股7。

5 世界银行，(2008)。中国公共财政：和谐社会
的改革与增长。来源：Kroeber，(2016)。中国经济：每个
人需要知道什么？
6 龙洲经讯，(2016)。中国经济季刊：国营部
门的“皇帝新衣”：国有企业会拯救中国经济还是会拖
累中国经济？来源：http://research.gavekal.com/sites/
default/files/CEQ%20Q2%202016.pdf
7 气候政策倡议，(2015)。中国煤电增长放缓：
在国有企业中金融的作用。来源：http://climatepolicyini-
tiative.org/publication/slowing-the-growth-of-coal-pow-
er-in-china-the-role-of-finance-in-state-owned-enterpris-
es/

电力需求滞后

中国电力市场似乎呈现出许多与经济合作

与发展组织市场类似的一些特征，其速度

远超出预期。这些特征包括电力需求滞后

和动力煤产能利用不充分。自 21 世纪初

以来，发电年均复合增长率 (CAAGR) 逐

渐下降。2000 -2005 年、2005-2010 年

和 2010-2015 年这三个五年间的 发电年

均复合增长率分别为 13%、11% 和 7%

。2015 年，发电增长率仅为 0.5%8，我

们估计2016 年的发电增长率将为 3%，远

低于过去二十年中的年均增长率 10%9。

同理，现有一些火电厂的平均容量系数自 

2010 年以来大幅下降。2005 到 2010 年

期间，中国火电厂的容量系数平均为 59%

，与 2010 至 2015 年期间的平均水平相

比，下降了 6%。中国火电厂的容量系数

平均为 59%，与 2010 到 2015 年期间的

平均水平相比，上升了 6%。我们估计中

国现有火电厂的平均容量系数在 2016 年

将下降至 47% （1985 年以来最低利用

率）。

8 国家能源局，(2016)。国家能源局发布
的 2015 年全社会用电量。来源：http://www.nea.gov.
cn/2016-01/15/c_135013789.htm
9 2015 年增长率提高（即 0.5% 比 3%）源于 
2016 年的信贷激激。了解历史发电增长率，请参见：英国
石油公司，(2016)，BP 世界能源统计。来源：http://www.
bp.com/en/global/corporate/energy-economics/statisti-
cal-review-of-world-energy/downloads.html

http://www.carbontracker.org
http://research.gavekal.com/sites/default/files/CEQ%20Q2%202016.pdf
http://research.gavekal.com/sites/default/files/CEQ%20Q2%202016.pdf
http://climatepolicyinitiative.org/publication/slowing-the-growth-of-coal-power-in-china-the-role-of-finance-in-state-owned-enterprises/
http://climatepolicyinitiative.org/publication/slowing-the-growth-of-coal-power-in-china-the-role-of-finance-in-state-owned-enterprises/
http://climatepolicyinitiative.org/publication/slowing-the-growth-of-coal-power-in-china-the-role-of-finance-in-state-owned-enterprises/
http://climatepolicyinitiative.org/publication/slowing-the-growth-of-coal-power-in-china-the-role-of-finance-in-state-owned-enterprises/
http://www.nea.gov.cn/2016-01/15/c_135013789.htm
http://www.nea.gov.cn/2016-01/15/c_135013789.htm
http://www.bp.com/en/global/corporate/energy-economics/statistical-review-of-world-energy/downloads.html
http://www.bp.com/en/global/corporate/energy-economics/statistical-review-of-world-energy/downloads.html
http://www.bp.com/en/global/corporate/energy-economics/statistical-review-of-world-energy/download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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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两年中，提高能源效率、转向服务

型经济和放缓经济增长均促使中国电力需

求放缓。中国的电力强度在 1979 年达到

峰值，自那以后降低了 20%10。自 1979 

年以来，尽管总耗电量增加了 18 倍以

上，但电力强度还是出现了上述程度的下

降。据国际能源署 (IEA) 数据显示，2015 

年中国能源效率提高了 5.6%，高于过去

十年中的平均水平 3.1%11。如上所述，中

国的地域面积和人口结构及其高增长率常

常掩盖了其他明显的趋势。

10 碳追踪计划组织，(2015)。天然气需求：情况
比较与风险检验。来源：http://www.carbontracker.org/
wp-content/uploads/2015/07/Gas-Demand-Chapter-Fi-
nal-060715v2.pdf
11 国际能源署，(2016)。能效中期报告。来
源：https://www.iea.org/publications/freepublications/
publication/mediumtermenergyefficiency2016.pdf

尽管居民消费水平的增长率（自 21 世纪

初以来翻七番）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相

比相形见绌，但同期家庭人均消费还是翻

了三番。此外，2014 年，家庭人均消费增

长率自世纪之交以来首次高出人均国民生

产总值增长率。转向服务型经济也促使电

力需求降低。

图 2。中国发电的复合年平均增长率与中国煤电机组的平均容量系数相对比

来源：基于国际能源署和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数据的碳追踪计划组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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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arbontracker.org/wp-content/uploads/2015/07/Gas-Demand-Chapter-Final-060715v2.pdf
http://www.carbontracker.org/wp-content/uploads/2015/07/Gas-Demand-Chapter-Final-060715v2.pdf
http://www.carbontracker.org/wp-content/uploads/2015/07/Gas-Demand-Chapter-Final-060715v2.pdf
https://www.iea.org/publications/freepublications/publication/mediumtermenergyefficiency2016.pdf 
https://www.iea.org/publications/freepublications/publication/mediumtermenergyefficiency201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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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燃煤发电和低碳能源的高水平投

资，及电力需求放缓已导致火电厂产能过

剩和利用不足，且风电和太阳能发电大量

弃电。这种情况将中国决策者置于经济合

作与发展组织市场同类决策者所处的相同

境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电力市场的政

策失误是，在鼓励低碳发电厂的同时，依

赖于政治上妥协的煤炭市场对高碳发电厂

进行关停。这种失误导致电力市场供过于

求，抑制了电价和碳价。低批发电力或上

网电价向可再生能源和核能投资者传递消

极的投资信号，而低碳价则有助于燃煤发

电维持经济上的可行性。

高电价

为防止电力设施的缺乏扼止经济增长的情

况发生，过去十年中，中国能源政策的一

个核心目标是减少波动。为了激励对电

力设施进行大规模资本投资，电价在过

去十年中一直维持稳定。2003 年，中国

解除对煤价的管控（因此，2008 年，煤

价从 2003 年的每吨 25 美元上涨六倍，

至 160 美元），但上网电价依然受到严格

的管控。尽管在许多解除管控的经济合作

与发展组织市场，批发电价因供过于求而

下降，但中国的固定上网电价体系没有市

场调节机制，因而尽管电力需求滞后，国

有企业仍在继续投资。此外，与人们普遍

认为的情况相反，中国相对于其他国家而

图 3。中国人均家庭消费和国内生产总值 (LHA) 与中国人均家庭消费年增长率和国内生产总值 
(RHA) 相对比

来源：基于世界银行数据的碳追踪计划组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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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电价并不便宜。图 4 比较了欧洲国家

和美国地区的批发电价与中国煤电的上网

电价。

2015 年 12 月，中国的煤电上网电价范围

为每兆瓦时 39-68 美元，容量加权平均数

为每兆瓦时 54 美元，持续高于欧洲国家

和美国地区的电价。

图 4。欧盟国家和美国地区的批发电价与中国燃煤电厂的电价相对比

来源：碳追踪计划组织的分析，数据来自美国能源情报署，彭博社和国家发改委

* 美国电价基于以下合约确定：德州电力可靠性委员会 (ERCOT)：北部 345KV 线路峰值；印第安纳州 Hub RT 线路峰
值；中部 C 线路峰值 英格兰联合电力系统：NP15 EZ Gen DA LMP 线路峰值；Palo Verde 线路峰值和 SP15 EZ Gen DA 
LMP 线路峰值12。所有欧洲合约均为第二年的基荷合约13。国家发改委 (NDRC) 电价制基于 2015 年 12 月的水平14。假设
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为 0.1499。

12 电子工业联合会 (EIA)， (2016)。 电力批发和天然气市场数据。来源：https://www.eia.gov/electricity/whole-
sale/
13 彭博社，(2016)。来源：彭博终端。
14 国家发改委，(2015)。国家发改委降低燃煤电：
通知上网电价和一般商业及工业用电电价。来源：http://www.ndrc.gov.cn/fzgggz/jggl/zcfg/201512/t20151230_76955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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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相对高电价并未反映中国煤电厂项目

的低额投资与运营成本。例如，投资一座 

1 吉瓦的超临界电厂在中国需 7 亿美元，

而同样的电厂在欧盟的投资成本为 20 亿

美元，在美国则为 21 亿美元15。（因此，

在北美洲建一座 1 吉瓦燃煤电厂的成本在

中国则可兴建一座 3 吉瓦的电厂。）在中

国，燃煤电厂固定的运行维护 (O&M) 费

用也相对较低：一座 1 吉瓦的超临界电厂

的运行维护费用在中国、欧盟和美国分别

为 2800 万美元，6000 万美元和 6300 万

美元。

15 依据：国际能源署，(2014)。世界能源投资展
望投资成本。来源：http://www.worldenergyoutlook.org/
weomodel/investmentcosts/.国际能源署所定义的投资成
本相当于隔夜资本投资，且不包括运行维护支出，融资成
本、研发、兼并与收购、债务及股权市场交易。新电厂的
资本支出往往分布在安装前的几年，因此隔夜资本投资的
评估值应不高。

项目盈利能力

高上网电价连同较低的资本投资和运行维

护费用让中国的燃煤电厂投资成为了利润

可观的投资。这种盈利能力反映了规模化

经济且可以吸引到融资。为了解决空气污

染问题并使空气冷却系统更加经济可行，

中国政府通过将燃煤发电许可证核发职责

下放，及低成本融资的方式来推动西北部

省份的燃煤发电16。 

中国燃煤电厂投资的经济规模所表现出来

的实际情况是一个具有 30 吉瓦容量的“煤

电基地”，这大致相当于英国现有煤电产

能的两倍17。高上网电价连同相对较低的

现金成本使燃煤电厂投资成为了利润可观

的项目。图 5 对中国每个运营机组的总盈

利能力进行了估算且结果表明，尽管目前

的容量系数较低，但燃煤电厂投资似乎仍

然是有利可图的投资。

16 有关中国将燃煤电厂许可证核发职责下
放，及煤电企业融资成本的更多信息，请参考国际能源
署，(2016)。世界能源投资。来源：https://www.iea.org/
investment/
17 Motherboard (2014)。中国正在兴建一个与洛
杉矶面积相当的“煤电基地”。来源：http://motherboard.
vice.com/blog/theres-a-coal-base-in-china-the-size-
of-la

http://www.carbontracker.org
http://www.worldenergyoutlook.org/weomodel/investmentcosts/
http://www.worldenergyoutlook.org/weomodel/investmentcosts/
https://www.iea.org/newsroom/news/2016/september/world-energy-investment-2016.html
https://www.iea.org/newsroom/news/2016/september/world-energy-investment-2016.html
http://motherboard.vice.com/blog/theres-a-coal-base-in-china-the-size-of-la
http://motherboard.vice.com/blog/theres-a-coal-base-in-china-the-size-of-la
http://motherboard.vice.com/blog/theres-a-coal-base-in-china-the-size-of-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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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时间

另一项煤电产能扩容的重要因素，即是最

近刚公布的基准合同小时数。为了打造一

种稳定的投资环境，中国目前的能源市场

正计划向绝大多数电厂提供基准最低小时

数。此外，为了降低空气污染和燃煤消

耗，决策者还授予了生产效率更高的燃煤

电厂额外的小时数。这项政策与高上网电

价，为投资带来了更高的安全性，从而鼓

励增加煤电产能。2015 年 11 月，国家发

改委颁布了关于 2017 年 3 月后兴建的燃

煤电厂不再保证基准运营小时数的政策18。

这项政策进一步鼓励了发起人在 2017

18 今日头条，(2016)。来源：http://www.toutiao.
com/i6311452181224489474/

年 3 月的截止期限前完成投资。例如，

部分由于整个 2015 年的低煤价，但同时

也因为 2017 年 3 月的截止期限限制，在 

2016 年上半年，在建的燃煤电厂数量增加

了 6%，从 2015 年的 193 吉瓦增加到了 

2016 年 7 月的 205 吉瓦19。

19 能源转型顾问，(2016)。亚洲的动力煤产
业 - 悬崖勒马。来源：http://et-advisors.com/wp-content/
uploads/ETA-Asia-Coal-Juggernaught_summary_final.pdf

图 5。中国正在运营的燃煤发电机组的毛利率估值

来源：碳追踪计划组织的分析，数据来自普氏能源资讯、CoalSwarm、国际能源署、伍德·麦肯兹、国家发改委和 ICAP

* 毛利润的计算方法是用电价收入减去现金成本（燃料成本、运行维护成本，如适用还有碳成本）。

毛
利

率
（

美
元

/兆
瓦

时
）

发电量（吉瓦）

http://www.toutiao.com/i6311452181224489474/
http://www.toutiao.com/i6311452181224489474/
http://et-advisors.com/wp-content/uploads/ETA-Asia-Coal-Juggernaught_summary_final.pdf
http://et-advisors.com/wp-content/uploads/ETA-Asia-Coal-Juggernaught_summary_fina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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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中国对其煤炭产能过剩危机采取措施
合情合理

本章节考虑了与中国煤炭产能过剩危机有关的规划、金融和气候风险。重点是在“十三

五”规划和实现 2°C 目标的过程中在建和现有工厂以及在建产能的影响。由于分析的

性质，本文采用了几个不同来源的信息。“十三五”规划分析采用的是到 2016 年底的

预估值，以反映“十三五”规划期间的估值。2°C 金融分析采用的是在编写本文时的最

新预估值，而 2°C 气候分析是采用国际能源署能源技术展望中的分析模型计算出的结

果。 

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http://www.carbontracker.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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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规划风险分析

中国在 2016 年 3 月 15 日颁布了“十三

五”规划。“十三五”规划高度致力于能

源和碳排放强度，希望到 2020 年，能在 

2015 年减排 15% 的基础上，进一步削减 

18% 的排放量。“十三五”规划还着眼于

截止 2020 年，至少增加 15% 的非化石

能源。在将这些目标与联合国及世界银行

做出的人口和 GDP 预测整合之后，可以

得出，中国的碳排放量，将在 2015 年的

水平上，以每年 2.1% 的增幅增长，直到 

2020 年20。而在过去的十年间，这一排放

的年度增量为 5.4%。在此章节，我们分

析了较低的碳排放量目标结合低能源需求

的环境，将会不可避免地将燃煤发电挤出

主流发电方式之林，进而思考“十三五”

规划将对于煤电产能产生的影响。

20 碳追踪，(2015)。中国“十三五”规划并
非为煤炭市场带来希望，而是要进一步限制碳排放。来
源：http://www.carbontracker.org/china-five-year-plan-
coal-co2-emissions-renewables/

与前一个五年规划相比，“十三五”规划

制定了低碳技术的产能目标。中国的第 12 

个五年规划（“十二五”规划）设定的产

能目标为到 2015 年水电达到 260吉瓦，

风电达到 90 吉瓦，核电达到 40 吉瓦，以

及太阳能发电达到 5 吉瓦21。除了核电之

外，这些目标均已超额完成，利润可观。

表 1 显示的是 2015 年的装机容量预估

值，旁边则是 2016 年装机容量预估值。 

21 气候组织，(2011)。实现低碳增长。
中国第 12 个五年规划导读。来源：https://www.
theclimategroup.org/sites/default/files/archive/files/
FINAL_14Mar11_-TCG_DELIVERING-LOW-CAR-
BON-GROWTH-V3.pdf

燃油 2015 预测（吉瓦） 2016 预测（吉瓦） y-o-y %

煤炭 884 926 5%

风能 145 166 14%

太阳能 44 74 69%

生物质能 11 15 39%

燃气 66 81 23%

水力 319 329 3%

核能 26 35 33%

总计  1495 1626 9%

表 1。2015 年中国电力装机容量及 2016 年预计装机容量

来源：基于 Platts，CoalSwarm，全球风能委员会，21 世纪可再生能源政策网，以及中国国家统计局进行的碳追踪计划
组织分析。

http://www.carbontracker.org/china-five-year-plan-coal-co2-emissions-renewables/
http://www.carbontracker.org/china-five-year-plan-coal-co2-emissions-renewables/
https://www.theclimategroup.org/sites/default/files/archive/files/FINAL_14Mar11_-TCG_DELIVERING-LOW-CARBON-GROWTH-V3.pdf
https://www.theclimategroup.org/sites/default/files/archive/files/FINAL_14Mar11_-TCG_DELIVERING-LOW-CARBON-GROWTH-V3.pdf
https://www.theclimategroup.org/sites/default/files/archive/files/FINAL_14Mar11_-TCG_DELIVERING-LOW-CARBON-GROWTH-V3.pdf
https://www.theclimategroup.org/sites/default/files/archive/files/FINAL_14Mar11_-TCG_DELIVERING-LOW-CARBON-GROWTH-V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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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规划设定的产能目标为到 2020 

年风电“超过” 210吉瓦，太阳能发电“

超过” 110 吉瓦，水电达到 340吉瓦，气

电达到 110 吉瓦，且核电达到 58 吉瓦22

。需要注意的是，“十三五”规划无约束

力，而是官僚程序与政治谈判的产物。因

此，除非在“十三五”规划的文件中明确

提到，我们预计中国将超额完成其低碳产

能目标。例如，如上所述，中国在“十二

五”规划期间在低碳产能目标方面水电超

额完成 59 吉瓦（或 23%），风电超额完

成 50 吉瓦（或 56%），以及太阳能发电

超额完成 39 吉瓦（或 780%）。表 2 提

供了我们对截止 2020 年非煤电产能的预

估值。

22 国家能源局，(2016)。中国电力发展“
十三五”规划。来源：http://www.nea.gov.cn/xwf-
b/20161107zb1/text.htm.生物质能发电目标根据之前的
估值计算得出的。参见：中国石油，(2014)。十三五能
源规划可再生能源提升。来源：http://wap.cnpc.com.cn/
system/2014/11/06/001515083.shtml

除了规定到 2020 年将煤电产能力争控制

在 1100 吉瓦之外，“十三五”规划中并

未阐明煤电产能的目标23。这大概相当于 

2015 年 884 吉瓦的产能加上截止到 2016 

年 7 月在建的 205 吉瓦装机容量24。由于 

1100 吉瓦的产能包括综合热电厂在内，因

此政府可能需要进一步停止在建的装机容

量。然而，就投资平衡而言，所需的煤电

产能取决于电力需求和工厂的利用率。

23 参见脚注 24。
24 根据 CoalSwarm，(2016)。

燃油 2016 预测（吉瓦） 2020 年预测（吉瓦） 复合年均增长率 2016-20

风能 166 250 11%

太阳能 74 150 20%

生物质能 15 30 18%

燃气 81 125 11%

水力 329 370 3%

核能 35 58 14%

总计 700 983 9%

表 2。2016 年和 2020 年中国预计的非煤能源发电量

来源：碳追踪计划组织分析

http://www.carbontracker.org
http://www.nea.gov.cn/xwfb/20161107zb1/text.htm
http://www.nea.gov.cn/xwfb/20161107zb1/text.htm
http://wap.cnpc.com.cn/system/2014/11/06/001515083.shtml
http://wap.cnpc.com.cn/system/2014/11/06/00151508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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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煤电产能风险

随着电力需求放缓及低碳产能继续在电力

组合中的占比加重，预计直到 2020 年这

段期间内，燃煤发电的前景黯淡。基于从 

2016 年到 2020 年 6.3% 的年均国内生产

总值增长率和 0.5 的发电系数，我们估计

直到 2020 年，年均总发电量的增长约为 

3%。国内生产总值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

组织的预测数据计算得出25。发电系数反

映国内生产总值与发电之间的关系。根据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 (CEC) 提供的数据表

明，耗电系数已从第 10 个五年规划期间

的 1.4 降至“十二五”规划期间的 0.926。

25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16)。中国 – 经济
预测摘要（2016 年 6月）。来源：http://www.oecd.org/
economy/china-economic-forecast-summary.htm.从 
2018 年开始，我们假设每年的增长率为 6%。
26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2014)。2013 年电力
工业统计资料汇编。来源：http://www.chinabookshop.net/
china-electricity-council-m-165.html

从 2016 年至 2020 年，不仅中国的低碳

产能有望显著增加，而且风能和太阳能的

利用率也将提高。目前风能和太阳能利用

水平较低的原因有很多，如设备质量差，

产能配置不理想及电网运营商的弃电。为

了与电网运营商的弃电行为进行斗争，近

期国家发改委责令运营商至少购买 1300 

小时的太阳能和 1800 小时的风能（利用

率分别为 15% 和 21% ），而这一数字

在 2015 年则为太阳能 914 小时和 风能 

1277 小时27。在“十三五”规划的最新公

告中也强调了降低风能和太阳能缩减的重

要性28。

考虑到发电量增长，非煤发电产能的增加

以及提高的风力和太阳能发电容量系数之

后，“十三五”规划中所需的煤电产能则

取决于燃煤电厂的利用率。例如表 3 所

列，假设煤电容量系数为 45%，且每年的

总发电量增长率为 3%，到 2020 年，有 

22 吉瓦的煤电产能是多余的（即 2020 年

的 904 吉瓦减去到 2016 年底运营的 926 

吉瓦）。这种情况下，从 2015 年到 2020 

年间，燃煤发电将减少 8%。

27 彭博社，(2016)。中国国家发改委责令电网运
营商在拥堵地区购买被弃电的太阳能产能。来源：http://
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6-06-01/china-
s-order-for-green-power-purchases-lifts-wind-solar-
shares.
28 参见脚注 22。

http://www.oecd.org/economy/china-economic-forecast-summary.htm
http://www.oecd.org/economy/china-economic-forecast-summary.htm
http://www.chinabookshop.net/china-electricity-council-m-165.html
http://www.chinabookshop.net/china-electricity-council-m-165.html
http://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6-06-01/china-s-order-for-green-power-purchases-lifts-wind-solar-shares
http://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6-06-01/china-s-order-for-green-power-purchases-lifts-wind-solar-shares
http://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6-06-01/china-s-order-for-green-power-purchases-lifts-wind-solar-shares
http://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6-06-01/china-s-order-for-green-power-purchases-lifts-wind-solar-sha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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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到 2020 年不同能源发电量的预估值，根据 3% 的年发电量增长率及在 2016 年和 2020 年间

发电量将产生的相应改变计算得出的。29

29 预计到 2020 年风电的容量系数将变为 27%，太阳能发电的容量系数将变为 17%，这些数据均来自中国政府
的智囊团，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 (ERINDRC)。参见：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2016)。中国 2050 高比例可再生能源
发展情景暨路径研究。来源：http://www.efchina.org/Attachments/Report/report-20150420/China-2050-High-Renewa-
ble-Energy-Penetration-Scenario-and-Roadmap-Study-Executive-Summary.pdf.其他燃料的容量系数根据中国电力企
业联合会提供的 2015 年数据计算得出。

燃油 2016 年预计发电量
（吉瓦）

2020 年要求发电量
（吉瓦）

2020 年与 2016 年
之间的发电量三角（
吉瓦） 

2020 年发电量（预
计太瓦时）

煤炭  926  904 -22  3562 

风能  166  250  84  591 

太阳能  74  150  77  223 

生物质能  15  30  15  13 

燃气  81  125  44  318 

水力  329  370  41  1329 

核能  35  58  23  381 

总计  1626  1887  261  6418 

来源：碳追踪计划组织分析

http://www.carbontracker.org
http://www.efchina.org/Attachments/Report/report-20150420/China-2050-High-Renewable-Energy-Penetration-Scenario-and-Roadmap-Study-Executive-Summary.pdf
http://www.efchina.org/Attachments/Report/report-20150420/China-2050-High-Renewable-Energy-Penetration-Scenario-and-Roadmap-Study-Executive-Summary.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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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表 4 提供了不同燃煤电厂容量系数和

总发电量增长率的矩阵图，旨在显示 2016 

年预计将执行的煤电产能是否需要与“十

三五”规划保持一致。 

假定“十三五”规划中，由非煤发电补足

了上面所增加的发电量，则以 2015 年的

水平为基础，若希望煤电产能有任何增

长，则需要到 2020 年前，每年的整体发

电量都增加 4%。让我们客观地看待这些

数字，根据中国政府的统计，2015 年燃煤

发电机组的平均容量系数为 50%，发电量

增长为 0.5%30。

30 国家能源局，(2016)。国家能源局发布
的 2015 年全社会用电量。来源：http://www.nea.gov.
cn/2016-01/15/c_135013789.htm

表 4。在不同的燃煤电厂容量系数和发电量增长率的情况下，基于 2016 年现有电厂，到 2020 年需

要或过剩的煤电发电量（吉瓦）矩阵 

来源：碳追踪计划组织分析 

容
量

系
数

年度发电量增长率

运行中
电厂

到 2020 年的
必要产能

到 2020 年 的
过量产能

http://www.nea.gov.cn/2016-01/15/c_135013789.htm
http://www.nea.gov.cn/2016-01/15/c_13501378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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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和在建煤电产能的风险

以上表 4 仅考虑到截止 2016 年年底的煤

电产能预估值。如上所述，截止到 2016 

年 7 月中国有 205 吉瓦的在建煤电产能。

考虑到近期刚公布 2016 年延缓 17 吉瓦

产能的施工建设31，下面表 5 提供了不同

燃煤电厂容量系数和总发电量增长率的矩

阵图，旨在显示 2020 年煤电产能的预估

值（即

31 国家发改委最近停止了 17 吉瓦的煤电产能建
设。本报告的第 34 页还对此进行了详尽论述。

2016 年的预估值加上那些目前在建电厂

的产能），是否需要与“十三五”规划保

持一致。如果在建的电厂建成并与现有电

厂一起运营，平均容量系数为 45 %，假

设发电量增长率为每年 3%，那么到 2020 

年，则有 210 吉瓦的产能是多余的。即使

现有和在建燃煤电厂的容量系数为 45%，

且电力需求增长率为 5%，那么直到 2020

年，仍存在过剩产能情况。

表 5。在不同的燃煤电厂容量系数和发电量增长率的情况下，基于年现有电厂以及在建电厂，到 

2020 年需要或过剩的煤电发电量（吉瓦）矩阵

来源：碳追踪计划组织分析 

容
量

系
数

年度发电量增长率

运行中& 
建设中

到 2020 年的
必要产能

到 2020 年 的
过量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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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分析突显了中国政府在未来将要面对的

问题：如果到 2020 年实现了“十三五”

规划中的低碳产能目标，那么燃煤发电

将会不可避免地被挤出主流发电方式之

林。发电增长的放缓将愈发加剧这种情况

的发生。本分析还说明了，若中国政府打

算让可再生能源取代煤炭，那么则需要对

某些市场结构做出改变。若中国政府继续

通过人为的高上网电价支持对燃煤电厂的

投资，那么当前的形势将无限期地保持下

去。重要的是，如果煤电产能不退出，那

么由于降低后的容量系数将导致回报率下

降，而上网电价将进一步增加。

2˚C 风险分析

在本章节，我们分析了将全球平均气温升

高限制在 2°C 以内的情况下，中国煤电

产能过剩危机对金融及气候的影响。

经济风险

按照国际能源署 2DS 方案的要求进行产能

对比，在 2˚C 的情况下中国煤电产能过剩

危机更加突显了对金融造成的影响。根据

国际能源署所述：“2DS 制定了一个能量

系统的部署方法及排放轨迹，至少有 50% 

的机会将全球平均温度增加限制在 2°C 

以内。”在国际能源署的 2 DS 方案中，

要求中国将未发电的煤电产能从 2016 年

的 920 吉瓦降到2050 年的 70 吉瓦，这

些未发电的燃煤发电机组的实际发电量

在 2016 年超过了 4300 亿千瓦时，而到 

2050 年，这些均将被完全淘汰32。下面图 

6 中显示的是在 2DS 方案中未发电的燃煤

发电机组装机容量和发电量的变化。

32 请注意， 920 吉瓦这个数字不同于我们估算
的 2016 年926 吉瓦正在运营中的燃煤发电产能。能源技
术展望的模型分析是依据 2013 年的数据而得出的，因此
有望在 2017 年的能源技术展望中做出上调的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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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拥有相对较新的燃煤发电机组，平均

只使用了 16 年。图7 将（i）具有 40 年寿

命的现有机组和 2DS 方案中未发电的煤电

产能；与（ii）2DS 方案中的容量系数以

及具有 40 年运营寿命的现有机组的容量

系数进行了比较，得出了基于 2DS 方案下

的发电量。图 7 说明了中国目前的产能，

已经与 2DS 方案中的产能需求十分接近。 

假设现有机组的使用寿命为 40 年，如果

严格按照 2DS 的方案，从现在起至 2032 

年止中国仅需提高其现有机组的利用率而

无需建造任何额外的新机组。在 2032 年

后，这种情况不再符合 2DS 方案，因此这

些不发电的机组将需要逐步进行碳捕获和

封存改造或提前停产。

图 6。中国的发电量 (LHA) 以及能源技术展望 2DS 中的发电量 (RHA)

来源：基于国际能源署数据的碳追踪计划组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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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费的资本

截止到 2016 年 7 月，中国在建的煤电产

能已达到 205 吉瓦，并且有 405 吉瓦的

煤电产能正在规划之中。如上所述，由于

中国可依靠现有的 895 吉瓦的机组中，符

合 2DS 方案的未发电的发电机组进行发

电，因此，所有在建和计划中的机组都是

毫无必要的，并且还可能造成重大的金融

风险。基于每千瓦 8 亿美元的资金成本，

有 4900 亿美元的资金正处在危险之中（

在建火电厂 1650 亿美元，计划中的火电

厂 3250 亿美元）33。

气候变化风险

为强调在中国继续使用燃煤发电所带来的

气候风险，我们设计了三种不同的情况：

（i）截至 2016 年 7 月运营的具有 40 年

使用寿命的现有机组；（ii）现有机组加

上那些在建机组；以及（iii）现有机组加

上那些在建和计划中的机组。如上所述，

截至 2016 年 7 月中国现有机组的煤电产

能已达到 895 吉瓦，工厂平均已使用 16 

年。从 2016 年到 2050 年，随着工厂使

用年份的增长将有 600 吉瓦停产。项目

33 根据国际能源署的估值 (WEIO，2014)。

图 7。现有的发电量 (LHA) 与 2DS 容量 (LHA) 以及 2DS 发电量 (RHA) 之间的对比

来源：基于 CoalSwarm 和国际能源署数据的碳追踪计划组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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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包括在建的 205 吉瓦和计划中的 405 

吉瓦。 

假定情况（ii）中的在建机组需要 5 年的

过渡期，情况（iii）中计划机组需要 10 年

的过渡期。我们采用 50% 作为所有机组

的平均容量系数。

中国燃煤发电量的 2°C 碳排放预算是由

国际能源署能源技术展望 2DS 方案的公开

分析模型计算得出的结果。能源技术展望

分析模型计算得出的结果，阐明了燃煤发

电的燃料输入数据以及用拍焦所表示的生

成热量，以及分别用吉瓦和亿千瓦时表示

的煤电总发电能力。英国热量单位除以千

瓦时得到的即是热消耗率。我们假定每千

瓦时相当于 3412 个 英国热量单位 34，燃

煤的排放系数为 95 千吨/拍焦35。在没有

提供年度数据的情况下使用线性插值。基

于这些假设，从 2016 年到 2050 年中国

未发电的煤电产能的 2°C 碳排放预算为 

74 Gt/CO
2
。

34 美国环保署，(2016)。不同类型发电厂的效
能分别是多少？来源：http://www.eia.gov/tools/faqs/faq.
cfm?id=107&t=3
35 基于国际能源署能源技术展望中的假设。国际
能源署，(2016)。框架假设。来源：https://www.iea.org/
etp/etpmodel/assumptions/

图 8 显示的是情况分析的结果并确定了碳

排放预算将被用尽的一年。如果不再新建

燃煤电厂，且原有煤电厂运行 40 年后停

产，则到 2040 年 2°C 碳排放预算仍将

用尽。2040 年后，要与 2°C 碳排放预

算保持一致，则煤电产能必需做到零碳排

放。这从当前的技术角度上来看不可能实

现，因为现有配备碳捕获及封存设备的燃

煤电厂每千瓦时的碳排放量依然在 100 克

左右36。如果在建煤电厂已建成，算上原

有的煤电厂，则 2°C 碳排放预算将会在 

2036 年用尽。如果在建和计划中的煤电厂

均已建成，算上原有的煤电厂，2°C 碳

排放预算将于 2032 年用尽。 

36 相比之下，亚临界技术的碳排放量为每千瓦
时大于 880 克，“高效低排”技术的碳排放量为每千瓦
时 880-670 克。参见：国际能源署，(2012)。技术路线
图：高效低排型燃煤发电。来源：https://www.iea.org/
publications/freepublications/publication/Technology-
RoadmapHighEfficiencyLowEmissionsCoalFiredPower-
Generation_WEB_Updated_March2013.pdf

图 8。在不同的情况下，中国有增无减的煤电产能将耗尽今年的碳排放量指标

来源：基于 CoalSwarm 和国际能源署数据的碳追踪计划组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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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情况分析采用的容量

系数是 50%，并且基于50% 的机会将全

球平均温度升高限制在 2°C。而以下因

素将减少 2°C 碳排放预算，且加快其耗

尽速度：（i）如《巴黎协议》所述，令气

温升高远低于 2°C；（ii）限制气温升高

的概率增大；及（iii）容量系数提高。

通过分析将中国煤电产能的金融和气候风

险与 2°C 碳排放预算保持一致，有三点

重大发现：（i）在 2DS 方案中，中国无

需再建任何煤电厂，以满足所需的发电

量；（ii）整个项目规划（在建和计划中的

煤电厂）都是不必要的并且可节省约五千

亿美元的成本支出；且（iii）没有大规模

的改革和长远规划中国的燃煤发电机组很

快将会用尽本分析中所述的 2°C 碳排放

预算。最重大的发现是：为了符合 2˚C 排

放轨迹，停产并进行碳捕获和封存改造至

关重要。假定中国停止在建产能并依靠现

有机组发电，到 2030 年以后仍然需要停

产并进行改造。实施大规模的碳捕获和封

存改造在技术、经济和计划方面都面临着

重大挑战。要想实现 2˚C 目标所要求的改

造水平，则需要在 21 世纪 20 年代初期就

开始实施一项全国性的碳捕获和封存改造

煤电产业战略。然而，为了保持与 2°C 

碳排放预算一致，增加的产能越多，中国

就越需尽早实施碳捕获和封存改造。 

目前的证据表明，开始的时间越晚，低碳

备选方案的成本就越高。37

金融体系风险分析

中国的面积辽阔但同时分散，并且正在经

历快速的结构转变。尽管 2016 年的信贷

刺激计划将在今年对行业给予支持，但是

中国资本积累的快速增长期–资本投资肯定

会带来高回报的时期–似乎一去不复返了。

中国下一阶段的经济增长需来自于对资源

的有效利用和国内消费。能源部门改革是

提高中国资源利用效率的关键。不透明和

不恰当的发电定价结构长期以来一直是中

国经济的关键问题。改革需要以一种可创

建一个安全、有效且高效的电力部门的方

式开展和实施。中国经济的最大问题之一

是国有资产的生产效率低下。因此，改革

需要对政府官员的激励机制进行调整，建

立更高效的电力部门。国有煤电厂的利用

率处于非常低的水平，但是由于基准发电

小时数和高上网电价，反而仍有在建中的

煤电产能。

37 根据国际能源署的研究，中国只有三分之一
的现有煤电厂可以每兆瓦时 34-129 美元的额外成本进行
改造。相比之下，在内蒙古一个由政府支持的 1 吉瓦光伏
产能的投标价格只有每兆瓦时 78 美元。参见：国际能源
署，(2016)。改造一触即发。来源：https://www.iea.org/
publications/insights/insightpublications/ready-for-ccs-
retrofit-.html路透社，(2016) 中国太阳能项目开发企业的
上网电价报价创历史新低。来源：http://uk.reuters.com/
article/china-power-solar-idUKL3N1BZ3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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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在未被充分利用的资产中注入资本的

过程不能无期限地持续下去；从某个时候

起内部收益率 (IRR) 将变得非常低以至于

无法偿债。在这个阶段会有两种情况发

生：一是将会发生金融危机（因为无法偿

还债务）；二是经济将步入衰退期（因为

即使规避了债务，由债务推动项目也只有

很低的内部收益率或者根本没有）。分析

师预测由于中国独特的债务状况可以忽略

第一种情况。所有的金融危机都取决于相

同的制度和心理因素。金融危机的发生需

要两种情况同时出现：不可持续的债务水

平和一个迫使偿债的触发事件。中国的电

力行业虽然存在债务但还没有发生触发事

件，因为资产和相关的债务都掌控在政府

手里38。

尽管如此，收益递减仍是一个非常严重的

问题，并应促使政府采取行动，以阻止经

济上非理性的煤电投资。为了说明煤电投

资是如何变为低效率的投资，且因为较低

的利用率而难以生存的，图 9 以不同的容

量系数对内部收益率和发电成本进行了比

较。由于一个煤电厂的部分运营成本是固

定的，较低的容量系数就意味着固定的运

行维护成本将要分摊到较低的运行小时数

上。这就相应地极大地减少了项目的内部

收益率。从理论上讲，一旦内部收益率小

于资金成本，项目就是非理性的。

38 Kroeber 认为，这种情况也适用于中国经济
的其他方面，（2016）。中国经济：每个人需要知道些什
么？ 

目前中国人民银行 (PBC) 的官方贷款利

率为 4.35% 39。在其他全部条件相同的情

况下，不仅是煤电厂投资的内部收益率下

降，与其高度相关的低碳替代技术的内部

收益率同样也会降低。事实上，使用高利

用率的可再生能源是中国能源转型的一个

长期必然趋势，而这将进一步对燃煤发电

经济施加压力40。如上所述，中国目前有

205 吉瓦的在建煤电产能和 405 吉瓦的

计划产能，隔夜资金成本分别为 1650 亿

美元和 3250 亿美元。如上所述，这些产

能是完全不需要的，如果燃煤发电厂已经

建成就会令平均容量系数变得很低，把国

家的金融系统置于大规模违约风险压力之

下。

39 应该指出的是，（i）中国的国有企业有自己
的融资机构，因此中国人民银行的官方贷款利率并不能真
实反映煤电厂的建厂资金成本；而且（ii）中国人民银行的
官方贷款利率处于历史低位，相对于 2015 年底的 4.5% 已
有所下滑。
40 碳追踪计划组织，(2016)。末日钟声。来
源：http://www.carbontracker.org/report/the-end-of-the-
load-for-coal-and-g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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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在不同容量系数情况下，假设火电厂项目的 IRR (LHA) 以及发电成本 (RHA)

来源：基于国家发改委和国际能源署数据的碳追踪计划组织分析
* 仅供展示用途。请假设如下状况：超临界电厂的隔夜资金成本为 800 美元/千瓦，固定运营维护成本为 32 美元/千瓦，燃
油成本为 3.2 美元/吉焦，上网电价为 54 美元/兆瓦时，且企业税率为 25%。到 2020 年，在没有改革的情况下，预测如
下：（i）在“十三五”规划期间，达到了 1100 吉瓦的煤电上限；（ii）达到了在表 2 中所示的“十三五”规划内的非煤
发电量；以及（3）每年发电量增长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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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衡量中国是否已采取措施限
制煤电发电量过剩的危机

中国政府已意识到了产能过剩危机并需要采取政策干预使煤电投资回归平衡状态。例

如，国家能源局的负责人在 2016 年 3 月接受采访时表示，政府已经意识到这种风险，

并且正在采取措施避免煤电产能过剩41。但现在的问题不是中国是否会坚定地采取行动

应对煤电产能过剩危机，而是采取何种措施以及何时采取措施。本章节简要介绍了主要

的改革及其对投资者的影响。

41 中国能源报，(2016)。能源局局长回应最热议题。来源：http://energy.people.com.cn/n1/2016/0312/c71661-
28193617.html

图图图图图图图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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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污染治理规划和现有区域控制措施

中国的空气污染问题是由于在过去三十年

中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造成的。据

中国环境保护部提供的数据，2014 年在

中国 74 个主要城市中接受空气质量监测

并达到洁净空气标准的城市目前仅有 8 个
42。国际能源署预计中国大概只有 3% 的

人口所呼吸的空气中的 PM2.5 浓度符合

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 43。为了防治空气污

染问题，中国政府在 2013 年推出了行动

计划 (AP) - 一个以省为单位的路线图，

为的是在 2013 年到 2017 年间改善空气

质量。行动计划旨在降低 PM2.5 污染水

平至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的 35 微克/立

方米，并且包括解决其他污染物的详细措

施 44。行动计划对中国城市附近的燃煤电

厂颁布了几条禁令。2013 年，中国国务院

宣布禁止在北京、上海和广州兴建新的燃

煤电厂 45。 

42 亚洲清洁空气中心，(2015)。大气中国 2015 
中国城市大气污染防治和控制进展。来源：http://www.
cleanairasia.org/wp-content/uploads/2016/03/ChinaA-
ir2015-report.pdf
43 国际能源署，(2016)。世界能源展望特别报
告2016：能源与空气污染。来源：https://www.iea.org/
publications/freepublications/publication/weo-2016-spe-
cial-report-energy-and-air-pollution.html
44 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设置了 PM2.5 的 24 小
时平均值限制 （35 微克/立方米
以及 75 微克/立方米作为 I 级，II 级的相应划分），而年平
均值为（15 微克/立方米以及 35 微克/立方米作为 I 级，II 
级的相应划分）。参见：张和曹 (2015) 发表，中国城市
细颗粒物 (PM2.5) 研究。来源：http://www.nature.com/
articles/srep14884

45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2013)。国务
院发布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十条措施力促空气质量改
善。来源：国际能源署，(2016)。能源、气候变化与环
境：2016 深度解读。来源：http://www.iea.org/publica-
tions/freepublications/publication/ECCE2016.pdf

2016 年 4 月，国家能源局命令 13 个省级

政府在 2017 年年底之前停止向新的燃煤

电厂颁发许可 46。最近，国家发改委宣布

了一项政策先例，即：即使是在建中的燃

煤电厂也面临被叫停的风险，这表明对大

多数新建煤电项目的大门已经关闭。2016 

年 10 月，国家发改委叫停了在建的总计 

17 吉瓦产能的项目47。叫停在建项目属于

风险预警为“红色”省份的所谓“自用”

项目（即满足省内需求的机组）48，与之

相对的所谓“外送”电厂（即在重要煤电

基地连接到超高压输电线路的机组）和用

于区域集中供暖的热电厂。

国家发改委 (NDRC) 和国家能源局 (NEA) 

关于计划电厂的控制建议

2016 年 4 月，国家发改委和国家能源局

联合印发文件，提出了“红绿灯”政策，

旨在控制在建的新设煤电项目。根据中国

各省级市场的供应过剩，资源限制和省内

机组平均收益率的情况，将各省以红色 49，

橙色 50 或绿色 51 标示。

46 北极星电力网，(2016)。火电遭
遇“当头棒喝”。来源：http://news.bjx.com.cn/
html/20160324/718971.shtml
47 北极星电力网，(2016)。关于进一步调控
煤电规划建设的通知。来源：http://news.bjx.com.cn/
html/20161016/780696.shtml
48 风险预警为“红色”省份包括：内蒙古、辽
宁、吉林、黑龙江、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河
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
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香港和澳门。有关
各省份预警颜色的详细信息，请参见国家能源局对煤电厂
规划项目的调控方案部分。
49 风险预警为“红色”的省份见脚注 19。
50 湖北省的风险预警仅为“橙色”。
51 风险预警为“绿色”的省份包括：安徽、江西
和海南。

http://www.cleanairasia.org/wp-content/uploads/2016/03/ChinaAir2015-report.pdf
http://www.cleanairasia.org/wp-content/uploads/2016/03/ChinaAir2015-report.pdf
http://www.cleanairasia.org/wp-content/uploads/2016/03/ChinaAir2015-report.pdf
https://www.iea.org/publications/freepublications/publication/weo-2016-special-report-energy-and-air-pollution.html
https://www.iea.org/publications/freepublications/publication/weo-2016-special-report-energy-and-air-pollution.html
https://www.iea.org/publications/freepublications/publication/weo-2016-special-report-energy-and-air-pollution.html
http://www.nature.com/articles/srep14884
http://www.nature.com/articles/srep14884
http://www.iea.org/publications/freepublications/publication/ECCE2016.pdf
http://www.iea.org/publications/freepublications/publication/ECCE2016.pdf
http://news.bjx.com.cn/html/20160324/718971.shtml
http://news.bjx.com.cn/html/20160324/718971.shtml
http://news.bjx.com.cn/html/20161016/780696.shtml
http://news.bjx.com.cn/html/20161016/78069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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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建议在 2019 年之前应缓建“红色”

省份内的机组，“橙色”省份内的机组需

要在做出决策前仔细斟酌，而“绿色”省

份内的机组可以继续建设。该方案将有助

于保持煤电的供需平衡，确保项目规划慎

重考虑到了近期的经济和环境情况。方案

一旦实施，影响将显著。超过 90% 的计

划产能都在“红色”省份内并在 2019 年

之前不得开工。基于上述假设，“红色”

省份内的产能的投资资本达到了 3000 亿

美元。

图 10。国家发改委和国家能源局关于煤电发电量规划的提案所产生的影响

来源：基于 CoalSwarm 和国家发改委数据的碳追踪计划组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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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表 6 详细列明了在“红色”省份内所规划产能的企业资金成本。 

公司 发电量（兆瓦）
产能的资本成本（百万
美元）

神华集团       43420      34736 

中国华能       42600      34080 

中国国电       41670      33336 

中国大唐       38620      30896 

中国华电       33340      26672 

中国电力投资集团       30530      24424 

陕西省投资集团       10000        8000 

广东省粤电集团         9200        7360 

中国资源         9100        7280 

国投电力         6700        5360 

中国电力建设集团         6000        4800 

甘肃省电力投资集团         5320        4256 

重庆市能源投资集团         5280        4224 

大同煤矿集团         4020        3216 

神华集团，陕西彬长矿业集团         4000        3200 

杭州锦江集团         3690        2952 

浙江省能源集团         3320        2656 

神华集团，皖能集团         3320        2656 

山西国际电力集团         3200        2560 

山西路鑫能源集团         2800        2240

其他        91022        72818

表 6。在国家发改委和国家能源局的提案下被暂停产能的企业所有权及资金成本 

来源：基于 CoalSwarm 和国家发改委数据的碳追踪计划组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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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市场改革

在 2003 年，中国电力部门的重组打破了

公司的纵向一体化，取而代之的是两家

电网公司和五家大型发电企业52。在 9 号

政策的支持下，进一步推行以市场为基础

的电力行业改革在 2015 年正式拉开了序

幕 53。可能会影响燃煤发电的主要改革包

括：

• 根据“批准成本加合理利润”的原

则，将输电、配电和销售分开定价；

• 大用户可以实施直接购电计划；

• 试点电力市场，意在扩大到全国市

场；

• 向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和联产发电企

业提供配电优先权；并且 

• 农业、医院、供水和供气、公共交通

和住宅等行业不包括在电力市场之

内。

已经宣布实施电力批发市场试点计划的省

份54。然而，由于其对燃煤发电企业的潜

在影响，全国范围内的改革可能会进展缓

慢，并可能会发生重大变化。 

52 国际能源署，(2006)。中国的电力行业改革：
何去何从？来源：https://www.iea.org/publications/free-
publications/publication/chinapower.pdf
53 中国电力，(2015)。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
改革的若干意见。来源：http://hvdc.chinapower.com.cn/
news/1037/10374392.asp
54 国际电力监管援助计划，(2016)。中国电
力批发市场和定价：改革进展如何？来源：http://www.
raponline.org/wholesale-electricity-markets-pricing-chi-
na-reform-going/

电网运营商仍将负责配电方案，由于具有

弃电风险，可能会阻碍新加入者进入市场
55。尽管如此，只要这些改革一旦实施，

就可能会对燃煤发电企业产生重大影响。

直接购电计划将允许大公司直接通过采购

协议从发电企业购电。此举将大幅节约工

业和商业用户的资金，不仅仅是因为可以

直接从发电企业购电，同时还因为它创建

了基于市场的电力价格定价机制。在发电

和售电企业之间引入有竞争力的定价机制

同样也有利于用户，而煤电发电企业得益

于过高上网电价的这种情况也将被削弱。 

据消息灵通人士宣称，国家发改委和国家

能源局要求到 2016 年，30 % 的工业用电

要通过双边合同和集中拍卖形式采购。到 

2020 年，预计所有工业和商业用电 100% 

都要采取这种方式56。事实上，根据一名

美通社的中国记者透露，20% 的燃煤发电

已经采用可以协商的市场上网电价，这通

常比现行的上网电价低 10-15%57。 

55 能源研究中心，(2016)。中国电力市场改革的
新篇章。来源：http://esi.nus.edu.sg/docs/default-source/
esi-policy-briefs/a-new-chapter-in-china-s-electricity-
market-reform.pdf
56 国际电力监管援助计划，(2016)。中国电
力批发市场和定价：改革进展如何？来源：http://www.
raponline.org/wholesale-electricity-markets-pricing-chi-
na-reform-going/
57 南华早报，(2016)。随着放松管制引发竞争，
中国发电企业面临更艰难的时刻。来源：http://www.scmp.
com/business/companies/article/2045769/chinese-pow-
er-generators-face-tougher-times-deregulation-sparks

http://www.carbontracker.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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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由市场环境下，可再生能源的电网优

先权将使燃煤发电企业的收入减少。电网

优先权指的是电网运营商必须优先接收的

电力。迄今为止，这通常只是一个法律要

求，旨在鼓励在欧洲宽泛使用可再生能

源。但这也具有经济意义，因风能和太阳

能发电的边际成本非常低，无论如何电网

也都会率先接收它们的电力。 

太阳能和风能发电量的增加，大大降低了

欧洲的日内电价 58。中午是太阳能发电最

强的时候。由于具有电网优先权，太阳能

往往能够满足大部分的峰值需求，并抑制

了价格上涨，从而导致日内电价较低。

58 碳追踪计划组织，(2015)。煤炭：陷入欧洲
死亡螺旋。来源：http://www.carbontracker.org/report/
eu_utilities/

图 11。展示了在 2016 年 7 月，低成本设施在 75% 的容量系数下，可以产生与 895 吉瓦现有电力

设施相同的电力

来源：基于国家发改委和国际能源署数据的碳追踪计划组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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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排放交易计划 (ETS)

碳市场对于中国来说并不陌生：它在联合

国清洁发展机制中拥有超过十年的经验，

并且了解最近的七个碳交易试点项目。试

点项目于 2011 年公布， 2013 年至 2014 

年实施，涵盖五个城市和两个省份。试点

涵盖了一系列行业，并具有不同的合规性

界限，以及不同的漏损、分配、补偿和交

易规定。但它们均包括电力并且是主要的

工业行业 59。由于中国去年宣布将制定一

个国家排放交易计划，国家发改委已提交

立法草案，正在等待国务院批复。国家

发改委建议国家排放交易计划纳入以下行

业：电力、钢铁、化工、纸浆与纸制品、

有色金属、石油化工和航空。预计此法令

将于 2016 年获批。目前尚没有可能对此

法令的影响进行量化，因为尚无具体细

节，比如上限。 

59 欲知详细信息，请参考：国际能源署，(2016)
。中国碳排放交易系统对碳市场和交易的影响。来
源：http://www.ieta.org/resources/China/Chinas_Nation-
al_ETS_Implications_for_Carbon_Markets_and_Trade_
ICTSD_March2016_Jeff_Swartz.pdf

由于中国在电力和工业行业中存在严重的

产能过剩问题，最显著的风险即是国家排

放交易计划会被过度分配。此外，非温室

效应气体排放的政策也会降低国家排放交

易计划的的影响力。例如，根据国际能源

署所述，强有力的空气质量政策可能对中

国的碳排放轨迹产生重大影响 60。而这一

旦发生，鉴于目前的中国空气污染问题以

及日益增长的中产阶级，是很有可能实现

的；则来自于国家排放交易计划的潜在减

排量相对来说最多也仅是锦上添花，甚至

是根本不存在的。也就是说，由于其独特

的执政方式，中国可能可以更好地管理内

源性因素（即政策矩阵中的其他机制）和

外源性因素（即经济不稳定、不可预见的

效益和经济模式的变化），截至目前，就

已削弱了碳交易系统的有效性。

图 12 显示的是碳价对中国煤电产能总利

润率的影响。在其他全部条件相同的情况

下，30美元 t/CO
2
 的碳价能让超过一半以

上的中国现有燃煤发电机组的现金流成为

负值（即燃料成本、运行维护成本和适用

的碳成本将超过电价收入）。除了以市场

为导向的上网电价，碳定价可能对燃煤发

电的相对经济性产生更深远的影响。

60 国际能源署，(2016)。世界能源展望特别报
告2016：能源与空气污染。来源：https://www.iea.org/
publications/freepublications/publication/weo-2016-spe-
cial-report-energy-and-air-pollutio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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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在 2016 年不同的碳排放价格下，中国现有煤电企业的盈利能力预估

来源：碳追踪计划组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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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说明国家排放交易计划和电力市场改

革的影响，我们制定了一份 2020 年改革

方案计划。2020 年改革方案计划包括以下

内容：碳价为 10 美元 t/CO
2
 并且比现有

煤电电价降低 15%。国家发改委表示初始

碳价约为 5美元 t/CO
2

61。我们把到 2020 

年的碳价设置为10 美元 t/CO
2
 ，这与之

前其他分析中的预估值是一致的62。关于

电力市场改革，就如上所提，五分之一的

煤电企业已经接受可以协商的市场上网电

价，这通常比当前上网电价低 10-15%。

这符合国家发改委和国家能源局的要求，

到 2016 年 30% 的工业用电应通过双边合

同和集中拍卖的形式采购。到 2020 年，

预计所有工业和商业用电 100% 都要采取

这种方式 63。我们假设这次电力市场改革

将导致目前的上网电价降低 15%。

我们的改革方案计划将导致现有机组的盈

利大幅下降。在其他全部条件相同的情况

下，我们的改革方案计划将现有机组的总

利润率从 2016 年预计的每兆瓦时 33 美元

降到一半，即：到 2020 年为每兆瓦时 17 

美元64。 

61 中外对话，(2016)。中国准备开放国内碳市
场。来源：https://www.chinadialogue.net/article/show/
single/en/9406-China-prepares-to-open-national-car-
bon-market
62 Carbon Pulse，(2016)。到 2020 年中国碳
价将接近每吨 11 美元，ICIS Tschach 分析师预测。来
源：http://carbon-pulse.com/9012/
63 国际电力监管援助计划，(2016)。中国电
力批发市场和定价：改革进展如何？来源：http://www.
raponline.org/wholesale-electricity-markets-pricing-chi-
na-reform-going/
64 平均值为容量加权值。

在 895 吉瓦运营的产能中，27 吉瓦的现

金流已为负值，140 吉瓦的毛利率低于 5 

美元/兆瓦时，甚至更低。这些毛利率为 5 

美元/兆瓦时甚至更低的企业，将对于未来

的燃料价格极为敏感。例如，煤价每增加

一美元，运行中电厂的容量加权平均成本

将增加 0.5 美元/兆瓦时。因此，在煤价上

升 10 美元一吨的情况下，平均运营成本

将增加 5 美元/兆瓦时，在所有其他成本保

持不变的情况下，毛利率将达到收支平衡

点。如此敏感的燃煤价格，可能在某种意

义上可以解释，近期国家发改委的调控，

放松煤炭产能目标，以使煤价保持在某一

个价格区间内65。需要重点关注的是，改

革方案所带来的影响，将被放缓的电力需

求增长，以及因停止在建产能所进行的调

控而进一步加大。如下所示，如果电力需

求增长放缓，且在建产能建成并投产，总

运行小时数将被更多的电厂所分割。

65 彭博社，(2016)。中国煤炭巨头让局外贸
易商降价。来源：http://www.bloomberg.com/news/
articles/2016-11-16/china-coal-giant-said-to-sideline-
traders-in-push-to-cool-prices

2020 碳追踪计划组织改革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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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与 2016 年相比，2020 年碳追踪计划组织改革方案对现有的煤电企业盈利能力所产生的影响

来源：碳追踪计划组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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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评估中国燃煤发电量的减少对于进口

需求的影响，可以将中国对于电煤的需求

与预计的潜在产量进行一个对比。我们已

经进行了一个简单演示，以展示可能发生

的动态变化。

预计的燃煤需求

基于 2020 年预计发电量 3562 太瓦时的

相应燃煤需求量，是采用下列参数，基于

等比原则而预估出来的。

1. 2015 年的燃煤需求。伍德·麦肯兹预

计，在 2015 年，中国的动力煤需求

为 32.4 亿吨。

2. 2015 年和 2020 年的燃煤发电。基于 

CoalSwarm 产能数据以及碳追踪组织

计划分析，我们预测在 2015 年，中

国的燃煤发电量为 3855 太瓦时。到 

2020 年，我们预测燃煤发电量将为 

3562 太瓦时，相比于 2015 年，降幅

为 8%66。

66 参见表 3。

3. 每标煤能源单位所发电力。在国际能

源署 2016 年能源技术展望 2DS 方

案中，在 2013 至 2020 年间，每焦

耳燃煤所发电力的年复合平均增长率

为 1.7%。这反映了中国日益增加的

综合热容量，它在使用等量煤炭的同

时，可以发出更多的电力，并且增加

了低热值能效。在 2015 - 2020 年

间，每焦耳燃煤发电量的年复合平均

增长率将为 8.9% - 即，如果发电量

保持不变的话，对燃煤的需求即可降

低 8.1%。

4. 煤炭的能源含量。在伍德·麦肯兹的

煤炭全球经济模型 (GEM)（一个关于

潜在供应量的数据库）中，中国燃煤

的能源含量将从 2015 年的 5619 千

卡/公斤，降至 2020 年的 5583 千卡/

公斤，即，降低了 0.6%。因此，为

了满足能源部门对于燃煤总吨数的需

求，也必须相应上调 0.6%，这意味

着必须烧掉更多的煤，才能发出相同

数量的电。这个需求量的数字代表了

实际的吨数，它反映了中国燃煤的平

均能源含量，而不是在一个时间框架

内，采用均一的特定标准吨煤能源含

量。

对海运市场供应商的影响

http://www.carbontracker.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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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综合了 2015 至 2020 年间，燃煤发电

将减少 8%，每焦耳燃煤发电量将增加 

8.9%，以及煤炭能源含量将降低 0.6% 之

后，2015 年的电煤需求为 32.4 亿吨，因

此 2020 年的预计电煤需求为 27.68 亿吨 

- 相比于 2015 年的水平，降低了 15%。

潜在煤炭供给估算

伍德·麦肯兹的煤炭全球经济模型，是一

个在项目层面反映潜在煤炭供应量的数据

库，如果开发了相应的项目，即可用于预

测指定年份的可用煤炭供应量。项目被分

为两种类型：1）通过公路或铁路运输的

需求供给，被称为“国内的”；2）输出

到港口装船运输的（“海运”）。目前，

绝大多数离开国内煤矿，装船出海交易的

煤炭，都会被沿着海岸运往另一个国内的

地区并消耗掉。

注意，本文中的“潜在供应”并不是指最

高的产量；而是更接近常规的说法，代表

了业内的期望值。例如，在比煤炭全球经

济模型发布前一年，伍德·麦肯兹公布

的同类数据库中，中国 2020 年的潜在产

量比此次分析中使用的数据多出了 8.5 亿

吨。这反映出了对中国需求的预期降低，

而不是煤矿内的可开采量的减少。对于中

国需求量预期的重新设定，具有显著影

响，在海运市场日益发展的情况下，投资

者会考虑对新建煤矿进行投资，并同时

需要确保煤炭出口商已经据此调整了他们

的规划。在此演示中，在消除了过量产能

后，中国的产能总公吨数预计将下跌 4%

，并且煤炭产业在 2015 到 2020 年间要

经过重新平衡。

供需比较研究

在 2015 年，中国全国的潜在产量将比预

计需求量低 1.38 亿吨。这一缺口将通过 

1.41 亿吨的净进口量来填补（伍德·麦肯

兹预测）。

但是，到了 2020 年，整体情况就有了不

同；下跌的电煤需求意味着尽管潜在的国

内产量也将同样下降，但是仍可能有 2.03 

亿吨电煤供应过剩。在此案例中，中国将

不再需要像近些年一样进口煤炭 - 反而将

再次变回一个出口国，向其他国家出口，

就像 2008 年以前一样。即使需求的下跌

并没有达到此程度，中国也同样有可能增

加一点国内产量，以弥补这个缺口，这将

同样导致零进口。



www.carbontracker.org 45

附带一提，如果根据国际能源署能源技术

展望 4DS 所述，每焦耳燃煤（如上所述）

发电量的年复合平均增长率增加 1.5%，

而不是 2DS 中达到的 1.7% 的年复合平均

增长率，则到 2020 年，电煤需求的差距

将增加 3500 万吨（即，产能过剩 1.68 亿

吨）。无论如何，即使无视其他因素，对

于电煤进口的实际需求已经明显低于近几

年所看到的情况，中国有极大的可能重新

回到净出口的道路上。

表 7。在 2015 和 2020 年中国预计的电煤需求量、本地供应量以及进口数量

2015 2020

发电量 太瓦 3855 3562

动力煤需求 公吨 3240 2768

动力煤需求

2015 2020

本地产量 公吨 2533 2394

海运量 公吨 569 576

总潜在产量 公吨 3102 2971

动力煤潜在供应量

本地过剩/（逆差） 公吨 (138) 203

进口 公吨 146 不适用

出口 公吨 5 不适用

净进口/（出口） 公吨 141 不适用

注：
太瓦级煤电发电：与国际能源署经济转型计划 2016 2DS 的相同，预计将增加拍焦级别的煤炭使用量

来源：
2015 年的发电量 - 基于 Coalswarm 网站数据的碳追踪计划组织分析
2015 年的需求，进出口 - Wood Mackenzie
潜在供应 - 2016 年第 2 季度的碳追踪计划组织分析以及 Wood Mackenzie 煤炭 G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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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德·麦肯兹还预测，在接下来的几年

内，电力部门的燃煤需求将进一步减弱，

但是预计煤炭进口将在接下来的几十年

中，始终在中国占有一席之地，到 21 世

纪 30 年代中期，有望减少到每年 1 亿吨 
67.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就是某些进口的

价格仍极具竞争力，并且含硫量及灰分更

低，但需要注意的是，地方保护主义在某

种程度上成为了国内供应的保护伞，并牺

牲了外国生产企业的利益（正如在钢铁和

天然气市场上所传闻的）。

与此类似，在 2016 年世界能源展望中，

国际能源署指出，在中国的中央新的政策

方案下68，中国仍然将是一个净进口国，

直到 2040 年，进口趋势才有望放缓。这

一结论是基于三个关键假设而做出的，而

它们均尚无定论：

1. 中国政府的干预令国内煤炭失衡，同

时进口煤炭仍将维持在最低限度。目

前，假设进口煤炭与国内煤炭相比具

有 10% 的成本优势，但随后这一优

势将逐步缩小。通过国际能源署给出

的近代历史上中国政府干预的一些实

例分析，这种优势可通过减税或补贴

的方式逆转。

67 伍德·麦肯兹，(2016)。动力煤市场关键主
题 H1 2016 长期展望，2016 安纳波利斯煤炭论坛。来
源：https://www.woodmac.com/reports/coal-annapo-
lis-coal-day-2016-39569824
68 国际能源署，(2016)。世界能源展望 2016，
第227-230页。来源：http://www.worldenergyoutlook.org/

2. 中国官方在煤炭行业成功地实施了产

能削减，同时又在其他方面弥补了这

些损失。国际能源署认为每年削减 10 

亿吨的煤炭产能相当于减少 90 万 – 

130 万个工作岗位，这就需要平衡，

即在其他行业创建新的工作机会。如

果降低煤炭产能所避免的社会成本大

于经济效益，中国可能会有意减少进

口或不惜亏本出口。

3. 在中国南部沿海地区国内生产的大部

分煤炭仍将比进口煤炭昂贵。国际能

源署指出，只要在中国平均成本下降 

20%（不管是通过提高生产力还是国

家支持）即可在 21 世纪 20 年代中

期打破中国的进口逆差，从1.3 亿吨

标煤的净进口量（百万吨煤当量）到 

5000 万吨的净出口量，即对全球贸易

的影响高达 1.8 亿吨。

我们认为这三个假设是非常不确定的。例

如，在过去一年中，中国政府的干预措施

大幅增加。国家发改委员最近针对动力煤

的价格范围作出了重大干预69。这种干预

使得中国政府成为海运煤炭市场的中央银

行。今年动力煤价格的显著增长完全归

功于中国发改委的努力，因为这项政策的

缘故，现在越来越难看到这些收益的持续

性。

69 彭博社，(2016)。中国矿工正协调产量，期待
反弹，报告如是报道。来源：http://www.bloomberg.com/
news/articles/2016-09-08/china-coal-miners-to-coordi-
nate-output-amid-rally-reports-say

https://www.woodmac.com/reports/coal-annapolis-coal-day-2016-39569824
https://www.woodmac.com/reports/coal-annapolis-coal-day-2016-39569824
http://www.iea.org/newsroom/news/2016/november/world-energy-outlook-2016.html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6-09-08/china-coal-miners-to-coordinate-output-amid-rally-reports-say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6-09-08/china-coal-miners-to-coordinate-output-amid-rally-reports-say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6-09-08/china-coal-miners-to-coordinate-output-amid-rally-reports-s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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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进一步注意到进口煤炭的成本优势

可能会因运输需求的改变而削弱。如上所

述，随着污染控制措施的实施和电力结构

的多元化，一部分的中国战略旨在通过合

并中国西北部的燃煤电厂而减少污染。在

西北内陆省份进行的煤电改革将为其附近

的国内煤矿带来相对收益。同样，出口国

的新煤矿位于更远的内陆地区也会使运输

到港口的成本更高。从空气质量的角度来

看，进口也未必是更好的方法。例如，在

单位能源产生的污染方面，中国神东煤矿

集团所生产的煤与来自澳大利亚矿山的高

品质煤炭相比更具竞争力70。如果中国成

为净出口国，根据质量要求可能会继续进

口一定数量的煤。但是，如果向太平洋市

场出口煤炭，则将取代对其他海运煤炭生

产商的需求，如澳大利亚和印度尼西亚。

70 彭博社，(2016)。中国的煤炭产量可能会
自食恶果。来源：www.bloomberg.com/gadfly/arti-
cles/2016-09-23/china-s-coal-cap-could-kill-the-
b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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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挑战

若要减少对燃煤发电的依赖，中国政府将面临几个挑战。政治和管理方面的挑战远远超

出本报告的范围71。除了政治和管理问题，本章节还讨论了其他主要挑战。 
71 有关中国在未来 10 年所面临的政治和管理挑战，请参见 Kroeber，(2016)。中国经济：人人都应该知道些什
么事，其中提供了很好的介绍。 

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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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可再生能源与原有煤炭比较研究

在考虑投资动态时，重要的是要区分新的

和现有的电力投资。新投资通常使用平准

化能源成本 (LCOE) 进行评估，为的是比

较新电厂在其整个使用周期中的成本。我

们在最近一份报告中指出，煤电和气电已

经穷途末路，新型可再生能源投资比新的

煤电和气电投资更具竞争力。通过最近在

中国的投标项目即可说明这是一个不争的

事实。根据国际能源署的研究，2020 年超

临界燃煤电厂的平准化能源成本为每兆瓦

时 81.57 美元，而近期在内蒙古一个由政

府支持的 1 吉瓦光伏产能的投标中，平准

化能源成本只有每兆瓦时 78 美元72。由于

未发电的燃煤发电机组将被迫进行碳捕获

及封存改造，这种成本优势将继续持续。

例如，针对中国现有燃煤电厂的碳捕获及

封存改造，国际能源署近期的一项研究发

现，容量足有 300 吉瓦，或者说是三分之

一的中国现有机组，改造需要额外支出的

平准化能源成本（即电厂的额外平准化成

本）为每兆瓦时 34-129 美元73 。此碳捕

获及封存改造的额外成本远远高于上述太

阳能光伏招标中的成本。展望未来，中国

需要增加电网投资和系统规划工作，令增

加的太阳能和风能发电达到价值最大化。

72 国际能源署，(2015)。发电成本预测。来
源：https://www.iea.org/bookshop/711-Projected_Costs_
of_Generating_Electricity以及路透社，(2016)。太阳能项
目开发商报价创历史新低。来源：http://uk.reuters.com/
article/china-power-solar-idUKL3N1BZ3CY
73 国际能源署，(2016)。碳捕获及封存的改进
已经准备就绪。来源：https://www.iea.org/publications/
insights/insightpublications/ready-for-ccs-retrofit-.html

然而，新型低碳产能与现有煤电产能之间

的竞争是一个截然不同的命题。在没有直

接的监管干预的情况下，在需求放缓的市

场中，新电厂需要与现有电厂的现金成本

竞争。在中国，让新低碳产能的平准化能

源成本低于燃煤电厂的现金成本是格外具

有挑战性的。例如，在中国运营成本最低

的电厂是位于内蒙古的亚临界机组，其现

金成本可能低于每兆瓦时 20 美元。没有

了市场激励机制，可再生能源的平准化能

源成本需要与现有机组的现金成本一样低

才能在经济上完胜燃煤发电。

为达到空气污染标准进行的改装与报废

由于空气污染标准的出台对现有电厂的改

造需求不断增加，改造后的控制技术需要

符合二 
氧化硫

，氮氧化物和细颗粒物标准。

最初的重点是那些位于人口密集的沿海省

份的电厂，根据国际能源署提供的消息，

这些工厂已完成了全面改造74。目前的重

点是人口较少的西北部省份，让这些地区

的电厂符合标准。政策制定者面临的挑战

是确定对于这些老旧而低效的电厂改造是

否比停产更划算。把更多的资本投入到这

些老旧的电厂中无论是在经济还是政治上

都会让停产变得难上加难。

74 国际能源署，(2016)。世界能源展望特别报
告2016：能源与空气污染。来源：https://www.iea.org/
publications/freepublications/publication/weo-2016-spe-
cial-report-energy-and-air-pollutio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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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S 规划与实施

关于中国煤电碳捕获及封存的整体概括，

并不包含在此报告范围内。而对于核能而

言，未来的碳捕获及封存的权利显然紧握

在中国政府政策的手中。所有设计 2˚C 方

案的主要综合评估模型包括中国电厂的碳

捕获及封存这一重要部分75。随着中国向

低碳经济转型，煤电碳捕获及封存战略将

有助于缓解其面临的政治经济挑战，并将

成为出口到国外市场的未来技术。碳捕获

及封存若要成功，则需成为一种“即插即

用”的解决方案，即政府只负责储存和运

输等基础设施（大部分由政府支付，如果

不能全部支付，其余部分通过行业税收支

付）。然后政府通过碳定价鼓励产业转移

到装有碳捕获及封存装备的区域。虽然欧

洲与北美的政府和煤电行业目前都不愿做

出这种承诺，但中国独特的管理方式非常

适合在电力行业实施碳捕获及封存。 

然而，由于碳捕获及封存实施的规模带来

了重大的技术、经济和规划挑战，任何符

合 2˚C 目标的碳捕获及封存成功战略都将

需要中国政府立即做出承诺76。 

75 例如参见国际能源署的世界能源展望和能源技
术展望。
76 目前中国没有配备碳捕获及封存设备的电厂，
但是有七个相关项目均处于不同的开发阶段。参见：全球
碳捕集与封存研究院，(2016)。大型碳捕获与封存项目数
据库。2016 年 11 月访问。来源：http://www.globalccsin-
stitute.com/projects/large-scale-ccs-projects#map

此外，为了达到空气污染标准就改造和停

产的对比而言，中国的政策制定者需要权

衡以可再生能源、电池存储和智能电网为

中心的碳捕获及封存战略所带来的好处。

虽然煤电的碳捕获及封存将有助于缓解重

大的政治经济挑战，但欧洲和北美由于

制度问题而无法推行。因此，与可再生能

源、电池存储和智能电网相比，碳捕获及

封存煤电的出口市场可能会受到限制。

总结

经过了几十年在资本密集型基础设施投资

中的经济高速增长，中国经济正在经历快

速的结构转变。这一转变揭示了煤电投资

效率低下的问题。无论是从经济、空气质

量和气候的角度来看，都表明中国正在经

历煤炭产能过剩危机。尽管面临相当大的

挑战，但有许多理由表明这个国家会取得

成功。在中国的煤炭产能持续增长是不合

理的，而“十三五”规划明确指出将再也

不会熟视无睹。多能源发电结构不断演

化，发电增长速度放缓加上目前火电厂产

能过剩，将给中国带来一种不同的挑战。

随着燃煤发电量达到峰值，因而无需更多

煤电产能，而在供给方面，中国可能再次

成为煤炭净出口国。但是，很快就需要对

此进行严格干预，以避免产生不良资产并

确保中国实现 2˚C 目标。

http://www.globalccsinstitute.com/projects/large-scale-ccs-projects#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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