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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摘要
中国碳达峰、碳中和（以下简称“双碳"）目标的提出为能源转型提出
了更紧迫、更高的要求。推动煤电转型，尽快摆脱中国“煤电为王”
的现状，是实现中国能源转型的重点。煤电转型既不能简单理解为 
"退煤"，又不是为盲目投资煤电开绿灯，而是推动煤电从主力型电源
向调节型和保障型电源转型，让煤电在储能技术成熟前为新能源发展
保驾护航。

然而，煤电转型绝非易事。过快，会影响能源安全，并对国民经济的
发展和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造成不必要的影响。过慢，又会拖慢中国
减碳的脚步，为“双碳”目标的实现制造困难。在纷繁复杂的外部环
境下，稳步推进煤电转型变得尤为重要。这既是保障能源供应安全，
支持国民经济稳步发展的必须。也是能源低碳转型有序推进，早日达
成“双碳”目标的重要助力。

在这一背景下，本报告对中国“十三五"（2016-2020年）期间煤电
的发展及其背后驱动因素进行了梳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如何破除
煤电的路径依赖，平稳有序推动煤电转型，助力“双碳”目标实现提
出了具体政策切入点。报告旨在为中国今后的煤电转型形成一份“讨
论文件"，期待报告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激发能源专家和政策从业
者就如何更好推动中国煤电转型展开深入辩论。

要点如下：

•  虽然增速低于预期，但中国煤电产能在“十三五”期间依然保
持增长态势。这主要受四个原因驱动：缓解一部分地区供电紧
张问题；通过“上大压小”、建设清洁、高效的煤电机组优化
发电结构；满足供热刚需，以减少散煤使用；服务“西电东
送”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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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调研的专家还指出以下几点因素亦为部分煤电产能扩张的背后推手：地方煤电
的热情；煤电配额调度机制；碳市场在排放配额分配等方面存在的不足，未能有效
解决煤电的环境负外部性问题；煤电过度投资带来的负外部性问题；部分电力系统
从业人员的惯性思维。

•  本报告提出四个政策切入点，以引导煤电从主力电源向调节型和保障型电源转型。
具体包括：1）通过抑制地方煤电热情，解决煤电企业财政困难，和推动煤炭生产地
区经济多元化转型，破除煤电对旧有发展路径的依赖，使转型成为可能；2）通过完
善辅助服务市场和容量电价等市场机制，助力煤电向系统调节型或基础保障型电源
转型；3）推动煤电转型与煤炭政策联动，在推动转型的同时，保证煤电发挥托底保
供和提高新能源消纳能力的作用，使得转型更加公正和可持续；4）优化转型治理，
推动包容性治理，和强调从实践中不断学习修正的反思性治理，更好地应对转型过
程中的复杂棘手问题。

上述政策切入点的提出为如何推动煤电转型的讨论奠定了基础。但如何通过这些切入点，
实际推动推动煤电转型仍然存在一系列有待厘清的问题：

 - 如何有效抑制地方对煤电的热情？

 - 如何界定必要与非必要煤电项目？如何阻止新建非必要的煤电项目？

 -  不断增长的风光发电在系统灵活性和备用容量方面的需求多大程度上需要由煤电
满足？

 -  以市场为基础的转型措施是否足以激励在技术创新方面的远期投资，推动包括氢
能在内的一系列长期储能技术不断成熟，进而逐步取代煤电，来解决风光间歇性
的问题？

 -  如何推进煤炭依赖地区的经济结构调整？

 - 如何更好地实现电煤政策联动？最近的政策变化是否还有需要强化的部分？

 - 如何提高政府对于处理煤电转型等复杂政策问题的治理能力？

随着煤电未来转型方向的逐渐清晰，政策关注点也需要从抽象的方向设定，逐渐过渡到如
何实际推进转型过程。而这首先需要将关于煤电转型的政策讨论拓展到电力系统-社会经济-
能源治理领域，而不是局限于煤电产业的技术-经济领域。



Executive 
Summary
Electricity decarbonisation is a mainstay of China’s bid to 
attain carbon neutrality by mid century. A key aspect of 
China’s approach to electricity decarbonisation is demoting 
coal power to a supportive role, where it provides flexibility 
and backup capacity to the grids before energy storage 
technologies become mature and can be deployed at the 
scale considered adequate to replace coal power. This 
process, in the context of this report, is referred to as the coal 
power transition.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report is to review the development 
of coal power in China during the 13th Five-Year Plan (FYP) 
period (2016-2020), focusing on its underlying drivers, as 
well as to identify possible policy entry points to shift the 
future trajectory of coal power development (i.e., mid-steps 
between goals and mixes of policy instruments for achieving 
the goals). This review is intended to form a ‘discussion 
paper’ to promote debates among energy experts and policy 
practitioners on how to better progress the coal power 
transition in China.

Key points from the report include:

•  The expansion of coal power capacity in China  
continued during the 13th FYP period, though slower 
than initially plan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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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coal expansion was reportedly to subserve four purposes: 1) alleviating 
local supply shortfalls; 2) improving the technical efficiency of coal fleet by 
replacing inefficient subcritical units with more efficient supercritical and 
ultra-supercritical ones; 3) providing heating services to both industrial 
and residential sectors, to reduce the use of more emissions-intensive 
dispersed coal（"散煤"）for that purpose; and 4) supporting the country’s 
West-East Electricity Transmission projects, aimed at transferring electricity 
from resource-rich western and southwestern provinces to the eastern 
coastal city-clusters, most notably Beijing-Tianjin-Hebei, Yangtze River 
Delta, and Pearl River Delta.  

•  The following factors have also made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expansion of coal capacity: local governments’ fervour for coal power 
projects, the quota-based dispatching mechanisms for coal power, 
inefficiencies in the carbon market (for example, excessive and sometimes 
free allocation of emissions permits), negative externalities associated with 
overinvestment in coal power (i.e. lower revenues caused by overinvestment 
are distributed across all coal power plants), and inertia in the thinking  
of power system operators.

•  China has recently signalled its intention to expedite electricity 
decarbonisation, where coal power will step down into a supportive role  
in providing flexibility and backup capacity to the grids - essential for 
attaining higher levels of wind and solar penetration while ensuring supply 
security and reliability. 

The report identifies four entry points for policy interventions to steer the 
transition of coal power to a supportive role:

Unlock coal power from its current development pathways: This requires limiting 
the impact of lock-in factors that have created a strong path-dependence for 
coal power development. Some of these factors are: local governments’ fervour 
for coal power projects; large sunk costs in the existing coal fleet that may 
become stranded if retired earlier than its technical life; and socio-economic 
concerns about coal power phase-out, especially in coal-dependent regions.

Market reforms: Transitioning from electricity generation towards the provision  
of flexibility and backup services to the grids would lead to fewer operating hours 
of coal capacity. Market reforms would be required to better incentivise coal 
power to provide these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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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se reforms may involve strengthening the ancillary services market by: 
introducing new services required to manage challenges (for example, more 
frequent short-term supply-demand imbalances and a loss of inertia) imposed 
by rising renewable generation; and streamlining ancillary products (i.e. reducing 
the number of products associated with a specific ancillary service) to improve 
market liquidity. Capacity payments mechanisms may also be introduced  
to better compensate coal capacity for providing backup services.

Better coordination between coal and electricity policies: Sufficient coal supply 
is essential for coal power to fulfil its supportive role in the electricity system. 
The power crisis in 2021 seems to have vindicated the viewpoint that to ensure 
this supply, better coordination between coal and electricity policies is needed. 
In 2021, the occurrence of extreme weather conditions significantly affected 
hydro and wind generation. Meanwhile, a very hot summer and strong industrial 
growth pushed up the demand for electricity. Coal power was called upon to fill 
the supply shortfalls, but its ability to meet this demand was affected by the coal 
supply shortages and associated high coal prices. The coal supply shortages 
were an outcome of measures to constrain coal production on various grounds, 
such as mine safety,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corruption. Despite being 
well-intentioned, these measures seem to have been implemented without due 
regard for their consequences for the electricity system.

A shift in governance towards a learning-based, reflexive process:  
The above-noted changes required for facilitating coal power transition 
engender a proliferation of complexity, cutting across diverse policy domains 
including energy secur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wellbeing. How 
this complexity is perceived and the potential solutions that are offered could 
also vary from actor to actor, depending on individual viewpoints, perspectives, 
and interests. All these, effectively, make coal power transition a ‘wicked problem’ 
that is not expected to have one single, optimal solution. This means that the coal 
power transition cannot be effectively governed through conventional linear 
processes, in which policymakers first define the problem precisely and then 
identify and implement the most effective solutions to it. Rather, it requires a 
shift in transition governance from the existing linear process towards increased 
reliance on a learning-based, reflexive process. A key feature of this governance 
process is that it involves iterative ways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and learning-
while-implemen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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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le the discussion about policy entry points provides useful insights, questions 
remain as to how to facilitate coal power transition through these entry points. 
Some such questions are:

• How to dampen local enthusiasm for coal power?

•  How to distinguish ‘necessary’ from ‘unnecessary’ coal capacity expansion? 
And how to prevent unnecessary expansion of coal capacity?

•  To what extent would coal power satisfy the growing need for flexibility and 
backup capacity created by higher levels of wind and solar penetration?

•  Is the market itself sufficient to incentivise innovations in technologies that 
could gradually replace coal power in addressing the intermittency of wind 
and solar power?

• How to promote economic restructuring in coal-dependent regions?

•  How to better manage the coal-electricity nexus? Are the recent policy 
changes sufficient?

•  How to improve the capacity of the existing energy governance process  
to deal with complex policy issues, like the coal power transition?

Insights into these questions are central to devising ways to ensure that the 
coal power transition will not deviate from its intended direction as China seeks 
to reorganise its electricity complexes to achieve carbon-neutral electricity 
while ensuring supply security and affordability. A first essential step to develop 
such insights, we contend, is to broaden the scope of the debate on electricity 
transition to system-socio-economic-governance realms, not merely confined  
to the techno-economic domains of the electricity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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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煤炭燃烧是造成全球气候变化的主要因素，占全球二氧化碳排放的
44% [1]。而电力行业是主要的煤炭消费者。根据国际能源署的数
据，全球电力行业2019年的煤炭消费量占消费总量的将近一半 [2]。
中国电力行业2020年发电及供热消耗原煤23亿吨，占全国煤炭消费
量53% [3]。作为瓷器屋里的大象，逐步减少煤电发电量是应对气候
变化的重要措施。毕竟，即便用天然气来替代煤炭发电，碳排放量也
将下降一半左右。在很多发达国家，煤电已经渐渐淡出电源结构，取
而代之的是更高效、便捷和污染更少的电源，例如天然气以及近些年
快速发展的可再生能源。而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发展中国家，仍处于
经济快速发展阶段，不断增长的电力需求很难在短期内完全由清洁电
力满足，迫使煤电持续增长。

举世瞩目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6次缔约方大会
（COP26）为全球煤电的发展明确了方向。大会期间，有超过40多
个国家签署声明，承诺将停止对国内和海外新煤电项目的所有投资，
并同时加快清洁替代能源的使用，其中不乏印度尼西亚，越南和菲律
宾等以煤电为主的国家。签署声明的主要发达经济体承诺在2030年
代逐步淘汰煤电，发展中经济体则将在2040年代逐步淘汰煤电。在
历经为期13天的谈判后，大会达成了《格拉斯哥气候协议》。其中
有关煤电的未来，是这份协议的一个焦点。虽然在最后一刻，最终
协议将涉及煤电的表述由“逐步淘汰（phase out）”修改为“逐步
减少（phase down）”。但是，无论“减少”还是“淘汰”，都是
殊途同归，强调的都是降低对煤电的依赖。这表明全球共识正在形
成——“煤电为王”的时代正走向终结。

在中国，改变已经在发生。通过“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的顺利
实施，中国停建、缓建了大量燃煤发电项目，并同时关停了大批小型
低效煤电厂，成功扭转了煤电消费的快速增长态势。煤电发电占比从
2010年的超过75%，逐渐降低到2020年的60%左右，煤电在全国
电力总装机所占的比重中更是下降到一半以下。在“双碳”目标的基
础上，中国领导人进一步承诺：中国将严控煤电项目，“十四五”时
期严控煤炭消费增长、“十五五”时期逐步减少。这为煤电转型提出
了更加紧迫和更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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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电转型不能简单理解为“退煤"，而
是煤电在电力系统中职责转变，即从主
力型电源向系统调节型和基础保障型电
源转型，从而起到为新能源发展保驾护
航的作用。2021年10月国务院印发的
《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明确要
求，要坚持安全减碳，"构建新能源占比
逐渐提高的新型电力系统"，同时推动“
煤电向基础保障性和系统调节性电源并
重转型"。2022年2月，国家能源局发布
了对于政协委员《关于“碳中和” 
目标下煤电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提案》 
的答复："我们在‘十四五’电力发展
规划中严控煤电项目，原则上不再新建
单纯以发电为目的的煤电项目，按需安
排一定规模保障电力供应安全的支撑性
电源和促进新能源消纳的调节性电源"
。2022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进一步明
确，煤电转型要通过“节能降碳改造、
灵活性改造、供热改造”的“三改” 
联动，实现“煤炭清洁高效应用” 
和 "有序减量替代"。

然而，煤电的转型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不可能一帆风顺。从国际环境来看，我国能源变革
的外部环境并不友善。2022年初开始的俄乌危机持续发酵，逐渐从地缘政治领域，进入
能源领域，导致国际能源市场行情大幅震荡。外部环境的复杂纷乱，进一步凸显了立足国
内，平稳推进电力行业去减碳化的重要性。而“富煤、缺油、少气”的国情，意味着煤电
在这一过程中对保证电力供应安全起到重要作用。如何平稳有序推进煤电转型，处理好转
型所带来的“变”和支撑国民经济增长所需的“稳”之间的关系，是煤电能否起到这一作
用的关键。

在这一背景下，本报告对中国“十三五”(2016-2020年）期间煤电的发展及其背后驱动
因素（第二章）和煤电在包括“十四五”(2021-2025年）在内未来一段时间能源去碳化
进程中的定位和具体转型方向（第三章）进行了梳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于今后如何破
除煤电的路径依赖，平稳有序推动煤电转型，助力“双碳”目标的实现，提出了具体政策
切入点（第四章)。这份报告旨在为今后煤电的转型问题形成一份“讨论文件"，对如何更好
推动中国煤电转型这一问题，促进能源专家和政策从业者之间展开讨论。



第二章 “十三五”
以来中国煤电的发展
及背后驱动因素 
2.1 “十三五”时期煤电的发展

中国“十三五”期间（2016-2020年）电力需求快速增长，2016、 
2017、2018年全社会用电量增速分别为5.0%、6.6%和8.5% 
[4–6]，均高于《电力发展“十三五”规划》年均 3.6%-4.8% 的增
长预期 [7]。电力需求增速虽然在2019和2020年间有所放缓，但依
旧保持在3%以上，分别为4.5%和3.1% [8,9]。

同一时期，中国非化石能源电力取得了巨大发展，“十三五”时
期平均增速达到10.6%。其中可再生能源发电量从 2015 年的 
1392TWh 增长到 2020 年的 2213TWh，增长了821TWh。其中
超过60%(503TWh)来自风能和太阳能。这期间的风能和太阳能增长
量相当于韩国 2020年的总发电量。同期，水电和生物质发电也实现
了大幅度增长，分别增长了243TWh和76TWh [10]。虽然可再生能
源发电量在快速增长，但却不足以满足迅速增长的电力需求。为了确
保总体电力供应充足，煤电也不可避免地随之增长，在“十三五”时
期年煤电发电量平均增速为3.5% [10]。但由于可再生能源的增速远
超煤电，煤电在总发电量中占比从2015年的67.9%，下降至2020
年的60.8%，降低7.1个百分点 [10]。

"十三五”时期，中国煤电装机容量年均增速为3.7% [10]，低于《电
力发展“十三五”规划》年均 4.1% 的增长预期 [7]。再加上非化石
能源装机容量持续快速增长，年均增速达到13.1%，使煤电在总装机
容量中占比从2015年底的59.0%，下降至2020年底的49.1%，首
次降至50%以下 [10]。即便如此，在整个“十三五”期间，依旧有
27个省、直辖市或自治区核准通过了144.8GW煤电项目，占2021
年煤电总装容量的13%左右。特别是在富煤地区——内蒙古自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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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山东省、山西省和贵州省，“十三五”期间审批通过的煤电项目达到76.4GW，
占比超过全国一半。在富煤地区中，核准通过最多的是内蒙古自治区和陕西省，占富煤
地区群核准总量的六成左右。而东部发达地区（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上海市，江苏
省，浙江省，安徽省和广东省），核准通过总量约为25.8GW，全国占比大约为18%。特
别值得一提的是，2020年煤电项目核准数量回弹，共有46.1GW煤电在“十四五”前“抢
闸冲锋”[11]。“十三五”期间核准通过的煤电装机量如表1所示。

表 1：“十三五”期间核准通过的煤电装机量（MW）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总和

内蒙古 5174 7390 1320 - 12000 25884

陕西 9980 - 6 - 8670 18656

山东 7590 5953 1043 100 1115 15801

贵州 700 615 2600 4120 1320 9355

甘肃 6720 - - - - 6720

山西 4330 160 52 115 2048 6705

广东 60 2000 - 2480 2000 6540

安徽 1374 128 1466 32 2767 5767

江西 1320 187 256 1350 2116 5229

新疆 3400 1320 - - - 4720

湖北 240 250 - - 4080 4570

江苏 1454 6 100 515 2195 4270

浙江 1320 - - 20 2714 4054

福建 1335 - 32 1883 270 3520

河北 1450 77.8 193 1200 594 3515

宁夏 270 2056 54 280 336 2996

河南 1915 50 113 140 465 2683

黑龙江 812 616 165 60 993 2646

广西 720 38 - 230 1455 2443

四川 2000 - - - - 2000

青海 1980 - - - - 1980

上海 - - - 1300 - 1300

重庆 500 - 279 86 338 1203

辽宁 - 130 791 - 206 1127

吉林 60 200 60 - 410 730

天津 350 - - - - 350

湖南 - - - - 33 33

总计 55054 21177 8530 13911 46124 144796

数据来源：[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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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煤电发展背后的驱动因素

煤电的发展面临一些明显的悖论。一方面，煤电大量亏损，面临着搁浅资产的危险。另一
方面，“十三五”期间还建设了大量的煤电。为了试图解释这一看似矛盾的问题，本小节
通过文献回顾和专家调研，梳理了“十三五”以来新增煤电项目的表面原因（2.2.1小结）
和深层因素（2.2.2小结）。

2.2.1 表面原因

从表面上看，“十三五”以来新增煤电项目有以下原因。

缓解局部电力供应紧张。我国电力供应存在局部紧张的问题，特别是在经济快速发展地
区。例如，近几年广东经历了几次电荒。其中以2021年为甚，很多工厂被迫间歇性开工，
严重影响了经济发展。广东本地风、光、水电的发展潜力有限，核电发展也缓慢，天然气
主要依靠外调及进口，存在供应中断或价格飞涨的风险。而广东又处于极端天气状况多发
区，遇到雷暴或台风天气，外调电输电通道线路及变电站设备极易发生故障，电力供应安
全风险较大 [12]。因此，发展本地煤电可以在短期缓解电力供应紧张的局面，有一定的合
理性。在此背景下，“十三五”期间广东核准建设6540MW煤电项目不算意外。湖南也是
一个很好的例子。虽然在“十三五”期间只核准了少量的煤电项目，但湖南在十三五后期
电力供应持续紧张，连续几年冬、夏两季都经历了一定程度的电力短缺。再加上浩吉铁路
开通，需要配套煤炭集散体系和燃煤电厂建设。因此，在2021年湖南相继核准了岳阳电厂
2×1000MW机组 [13]和长安益阳电厂三期2×1000MW超超临界发电机组 [14]。

优化发电结构。随着一批不达标煤电小机组的淘汰，“上大压小”、建设清洁、高效的煤
电机组也是多地新上项目的考虑 [15]。据部分省级重点能源项目情况来看, 2020年已有
广东、贵州、湖南、山西、江西、上海、山东等地区明确了新建12个大型煤电项目,其中
就包含多个“上大压小”项目 [16]。这些煤电项目基本都在百万机组以上，配套超低排放
装置，身兼为风光电调峰重担。其中，茂名博贺电厂2台100万千瓦“上大压小”煤电项
目是广东省电力系统中大型主力电厂，将助力缓解本地供电紧张形势、加快广东电源结构
调整、并为粤西地区经济发展提供有力支撑[17]。在中国现在能源总量煤炭占比较大的条
件下，发展清洁高效的煤电机组，包括超临界、超超临界，容量大、能效高、污染排放少
的机组，在短期内是非常好的路径。特别是在额定工况下运行，不但可以提高煤炭消费效
率，还可以减缓煤炭消费量的增加 [18]。以国家能源集团在湖南启动的一南一北百万机组
项目为例：供电标煤耗低于267g，污染物排放基本为零，而且还为周边风光电调峰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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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供热需求。中国煤电机组中约47%的机组是热电联产机组，热电联产的不断发展是中
国几十年来改善煤烟型污染的最大功臣 [21]。由于中国用于供热的散烧煤炭现阶段还难用
气或电全部替代，热电联产成为最经济有效的利用方式。这可以提高煤炭利用效率，实现电
厂周边集中供热，推进散煤替代，满足人民冬季供暖需求。据统计，2021年上半年核准的
21个煤电项目大多为以供热为主的背压式热电联产项目，一般都是3万千瓦、5万千瓦的小
容量机组，项目总装机容量为1.9GW [20]。

服务"西电东送"战略。基于能源资源与电力负荷分布不均匀的国情，我国制定了“西电东
送”国家战略，通过把煤炭、水能资源丰富的西部省区的能源转化成电力资源，输送到电力
紧缺的东部沿海地区，在助力东部经济发展的同时，为西部发展提供动力。由于风电光伏的
间歇性，而储能技术还不具备大规模部署的条件，煤电在短期还是为电力系统提供稳定性服
务的主力，为提高新能源消纳和特高压工程提供支撑。在这一背景下，会有一些煤电项目为
服务“西电东送”战略上马。例如，2020年2月国家能源局印发了《关于陕西陕北煤电基
地陕北至湖北输电通道配套电源建设规划有关事项的复函》，同意安排配套陕煤黄陵、延长
富县、陕投清水川三期、榆能杨伙盘、大唐西王寨等5个煤电项目、总装机8GW[21]。最
近上马为特高压配套上马的煤电项目还包括甘肃省和华能集团共同推进的陇电入鲁工程配套
调峰煤电项目[22]，和为酒泉至湖南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提供调峰服务的常乐电厂
4×1000兆瓦调峰火电项目[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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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深层因素

大部分近年兴建的煤电都基于以上原因。例如，2020年各省已开工的30个煤电项目（100
兆瓦以上）中，最频繁出现的新建原因包括“满足供热需求”（10次）、“满足电力增长
需求”（9次）、“等量替代”（7次）和“保障电力安全供应”（6次）[24]。但也存在一
些相互矛盾的地方，导致一部分煤电的必要性值得商榷。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例子是，在西
部能源大省，煤电项目的开发往往强调以发展“地区资源优势”和“西电东送”配套设施为
目的。而在一些东部主要能源消费省份，煤电项目经常以“增强本地保供能力”，“减少省
级电力交换”和“降低电网运行成本”的理由兴建。新建煤电究竟应以推动“西电东送”为
核心的电力互联互通为优先考虑，还是应以增强电力供应的“独立自主”为主要目的，是值
得厘清的问题。

此外，在电力供应相对充足的西部地区以满足本地需求为理由兴建煤电，似乎使这些项目的
必要性值得商榷。但同时也应注意到，由于产业布局和经济发展等原因，一些西部电源地
和送出省近年来开始出现本地的用电需求上升的趋势，将来可能出现供需紧张的情况。以云
南为例，包括电解铝在内高耗能项目的转接，再加上水电的丰枯特点，导致本地出现缺电问
题。再比如，川渝截留白鹤滩 [25]，陇东留电 [26]，也都是由于电力输出省面临着供应不
足，试图减少合同约定的送电量满足自身用电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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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水电和风光大省近年来出现了枯水期或负荷峰值时段，电力供需偏紧的情况，凸显煤电
托底保供的重要性。这也成为一部分新建燃煤电厂的背后的驱动因素。以青海为例，2019
年有相当一段时间实现了煤电全停、水电为主、风光为辅的电力供应结构 [27]。但根据调
研专家提供的信息，往往到了枯水期，水电出力不足时，青海却需要火电大发、满发，甚至
需要不时购入甘肃电力，来满足电力供应安全稳定。

此外，也有调研专家指出，风光往往在负荷峰值时期出力较低，需要传统电源，尤其是煤电
顶峰。例如：冬季峰值多出现在晚上，光伏不出力，风机可能因为气温过低（高寒北方）或
凝冻（南方）停机；夏季不时出现的极热无风现象，往往导致风电出力低，入夜后，气温负
荷略降，但光伏不出力，风电低出力。因此，为风光提供支撑也成了一部分煤电项目上马的
主要动因。

由此可见，煤电项目背后的动因极为复杂，往往受多重因素叠加影响。一部分煤电项目虽然
在解决局部供需紧张和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等方面存在一定合理性，但也存在深层扭曲因素
造成部分煤电项目缺乏必要性的问题。通过文献回顾和专家访谈，本小节对可能造成这一问
题的主要深层因素进行了分析梳理。

地方的煤电热情。因煤电行业的亏损，以及一些省份煤电平均利用小时数较低，几大发电央
企的投资意愿并不很强。近些年煤电项目的推手主要是地方政府 [28]。研究显示，整个“
十三五”期间（2017-2020）共有27个省、直辖市或自治区新核准通过了145GW煤电项
目，占2021年底煤电装机总量的13%左右。其中超过一半的项目在包括内蒙古自治区、陕
西省和山西省在内的富煤省份。特别是在2020年，新增煤电项目暴增，约有46GW煤电项
目通过核准，占“十三五”期间煤电项目核准总量的三成左右。其中，约八成为地方企业主
导或投资参与。在新增装机量最多的陕西，这一比例达到了九成以上。在同为煤电大省的山
西，几乎所有2020年核准煤电项目均有地方企业参与 [11]。

调研专家指出，煤电项目体量大，为重资产投资。一个煤电厂能抵得上好多个光伏、风电
厂的投资规模，往往更利于快速刺激地方经济发展。因此地方政府在煤电发展上一直保
持相当高的热情。一些研究也表明，随着2014年煤电项目审批权下放至省级政府，煤电
发展全国一盘棋的格局被打破，导致其大规模核准和发展失序。催生了一批为满足当地刺
激经济发展、税收和就业的需求，而非保障能源供应安全实际需要的煤电项目。鉴于地方
短期经济增长对地方官员职业发展的重要性，审批权从中央下放到地方后，煤电关口放
开，有可能被一些地方政府用来推动本地煤电项目，以刺激短期经济发展 [29]。研究发
现，2014年审批权下放之后，煤电的审批率大约高出3倍，而煤炭工业较大的省份往往会
批准更多的煤电 [30]。

部分调研专家指出，为使地方煤电项目顺利推进，一些地方政府在土地、财政、补贴等方面
提供支持，降低了项目投资回报周期，减小了投资者对于煤电项目长期成为搁浅资产的担
忧。在一些情况下，投资决策甚至只需要考虑10年不到的项目投资回收期，而不是30-40
年，造成燃煤电厂的搁浅资产问题对投资者而言并不突出。但也有专家指出，2016年之后
煤电项目高回报的情况已经很少出现了。但这是否代表地方投资煤电热情的消退还不确定，
特别是在2020年大批煤电项目“抢滩登陆”的现象后，地方的热情度还有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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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网调度机制。煤电发展取决于煤电和可再生能源的竞争优势。从发电端来说，可再生能
源电力已经接近甚至低于火电上网价格 [31]。以光伏为例，自2011年，国家统一全国光
伏发电标杆电价体系以来，光伏发电的上网电价水平快速降低，从10年前的平均每千瓦时
1.15元，降低至燃煤“标杆电价”水平，降幅达到60%以上 [32]。但实际运行中，火电
还有市场，其主要原因就是行政化的电力上网调度机制。现行调度机制也被称作“均等调
度”“平均调度”或“发电配额制”。在这一机制下，技术等级相同的发电机组（主要是
燃煤发电机组）每年被分配以大致相同的运行时间。这意味着，新建煤电项目一旦拿到核
定的上网时间，一定程度上就不用担心成为搁浅资产的风险 [33,34]。但也应注意到， 
随着可再生能源发电快速发展，煤电越来越多参与顶峰和调节，在降低了运行小时的同
时，却往往没有得到合理的经济补偿。

负外部性问题。煤电的负外部性，特别是环境污染问题，并没有被完全内部化。以2013年
开始运行碳市场的广东省为例，据估算, 碳交易的成本仅增加了该省燃煤机组0.5%的运行
成本，对煤电企业的影响有限 [35]。2021年开始正式运行的国家碳市场虽将火电纳入控
排，但目前碳配额相对宽松，分配给电企的二氧化碳配额还以免费配额为主。再加上采用
标杆法，配额的分配量和电厂发电量挂钩，对于绝大多数煤电企业来说，对实际成本影响
不大。由于碳配额分配相对宽松，一部分高效煤电企业甚至可以通过出售富余的配额创造
利润 [36]。根据国际能源转型学会研究小组测算，按照当前煤电行业平均度电煤耗（309
克/千瓦时）和国内碳市场初始碳价（约40元/吨二氧化碳）估算，每度煤电碳价约为0.03
元，不到上网电价的8%。

另外，过度煤电投资的负外部性很少被提及。随着近些年清洁替代电力的快速发展， 
煤电的利用小时数逐年下降，煤电过剩风险开始显现，煤电企业经营面临着巨大的压
力。“十三五”期间，煤电设备平均利用小时数在4300至4500之间波动，远低于5500
小时煤电机组规划设计的行业基准线 [10]。根据国资委的公开信息，截至2018年末，涉
及煤电业务的主要五家电力央企——国家能源集团、华能、大唐、国电投、华电，所属煤
电装机达到5.2亿千瓦，负债总额1.1万亿元，平均资产负债率73.1% [37]。2021年高涨
的煤炭价格，和随之而来的“煤电价格倒挂”，进一步加大了煤电业务的财务压力。根据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发布的数据，2021年8月以来大型发电集团煤电业务出现整体亏损的
情况，在2021年8-11月间，部分集团煤电板块亏损面甚至达到100% [38]。

新增煤电项目势必会进一步加重整个煤电行业产能过剩问题。但带来的影响会分摊到整个
煤电行业，而不是完全由新项目投资者承担。也就是说新增煤电项目有着巨大的负外部
性。调研专家指出，过去，煤电审批权在中央政府，这起到了“刹车”机制的作用，一定
程度抑制了煤电投资的负外部性问题。但中央政府对煤电投资需求的预测也不一定准确，
导致在中央审批的前提下，煤电也会出现周期性的过剩和短缺。但自2014年煤电项目审批
权限下放地方后，这个仅有的调节机制也没有了。

思维僵化。电力低碳转型会对电力系统的从业人员造成挑战。而一部分人员思维僵化，发
展煤电成为惯性思维的选择。在传统电力体系中，火电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因此，电力调
度系统及其运行主要关注点是应对需求侧波动。而可再生能源的快速发展，增加了生产端
的波动性，一部分屋顶光伏甚至使需求侧的波动变得更加不可预测，这对系统调度和运行
造成了新的挑战。但现有薪酬、考核等人力资源政策并没有做出相应调整，使一部分从业
人员缺乏足够的动力去学习新知识和技能，来有效应对新挑战。这也导致煤电发展存在一
定的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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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煤电的定位
和转型方向 
电力转型是一个复杂过程，在大力发展清洁替代电力的同时，还需要
发展相关辅助电力，处理好转型所带来的“变”和支撑国民经济增长
所需的“稳”之间的关系。一旦把握不好转型的步伐，会导致严重
经济损失，并对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造成不必要的影响。因此，在推
进“双碳”工作的过程中，煤电的定位和转型方向是重点也是难点。
本章通过对政府文件和相关文献的回顾，对在电力低碳转型过程中煤
电的“定位”和“具体转型方向”进行了梳理。

3.1 煤电的定位

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仍处于经济快速发展阶段，在短期实现煤
电的“存量替代”——由清洁电力替代煤电——满足不断增长的电力
需求还存在一定困难。中国工程院院士杜祥琬预测，“中国煤炭在
2025前还会有增加，虽然会严控，从2025之后，新能源开始有存量
替代，但量不会很大，2030年后才能安全和稳定地替代”[39]。也
有研究建议，煤电在不同的区域要发挥差别化的作用，主张根据新能
源资源和负荷情况，对现有机组进行灵活性改造，煤电增量短期内重
点放在西部 [40]。

对煤电在转型过程中如何定位，要以满足电力转型的实际需要为出发
点，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近年来，以风电和太阳能为代表的
低碳电力持续高速发展。根据中国电力协会发布的数据，截至2021
年底，我国全口径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为11.2亿千瓦， 
占总发电装机容量的比重首次超过煤电，达到47% [41]。近期有些
研究认为，风光替代煤电的时代已经开启，需要着手计划关停存量煤
电 [42]。虽然火电的平均利用小时数处于降低的趋势，但是，这并
不意味着火电的可靠容量不再被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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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扩大的间歇性可再生能源发电，在储能技术实现大规模部署、具备足够调节能力 
(例如，周调节能力以应对持续时间较长的极端天气状况）以前，迫切需要煤电转变职责， 
由主力型电源向提供可靠容量、调峰调频等辅助服务的调节型和支撑型电源转型 [43]。 
调节型电源就像足球比赛中的候补队员，频繁上场下场，在发用电侧波动性增大的情况
下，保障供需的平衡。而支撑型电源就像负荷峰值但风光水出力不足（夜晚无光、低温或
极热无风、枯水期）时的主力队员，不光要顶上，量还要够。简单来说，煤电未来的方向
是大装机（峰值时顶峰，并协助储能等技术调峰)、小电量（风光能发的时候多发， 
煤电让道)。

3.2 具体转型方向

中国已经开始具体部署，积极推进煤电转型。在“双碳”目标的基础上，中国政府进一步
承诺, "我们在‘十四五’电力发展规划中进一步明确严控煤电项目，原则上不再新建单纯
以发电为目的的煤电项目，但是会按需安排一定规模保障电力供应安全的支撑性电源和促
进新能源消纳的调节性电源”[44]。在严控新建煤电的基础上，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中进
一步明确了煤电转型“三改联动”的方向，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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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降碳改造：中国生物质发电量占比还很小，以小容量的秸秆电厂为主 [45]。由于碳捕
获、利用与封存（CCUS）技术还不成熟，经济代价过高，近期通过燃料灵活性改造，煤
电掺烧生物质，是燃煤发电行业节能减污降碳的可行手段 [46]。长期来看，为剩余火电配
备碳捕获、利用与封存以及其它负碳技术，是实现净零电力的重要途径 [47]。碳捕获，利
用与封存技术的发展虽然目前碰到一些挑战和问题，但并没有失去希望。特别是中美气候
行动联合宣言中，将部署和应用碳捕集、利用、封存和直接空气捕集等技术作为五大合作
方向之一。这使中美之间更紧密的技术合作，短期突破技术瓶颈，实现跨越式发展成为可
能。澳大利亚政府也表示有意投资支持碳捕获、利用与封存技术的商业化 [48]。

灵活性改造：风、光发电都具有很强的间歇性和波动性，它们成为“主力”的先决条件是
解决其电量消纳问题。而在储能技术现阶段还不具备大规模部署的情况下，煤电现阶段肩
负着为电网提供必要灵活性服务，提高其清洁替代能源消纳能力的重任。研究指出，煤电
灵活性改造技术成熟，每千瓦改造费用为120至400元，参与调峰服务的经济性在现阶段
好于储能、气电、抽水蓄能 [49]。未经改造的煤电机组灵活性运行负荷往往不能低于40%
。否则机组的煤耗骤升，也会导致NOx、SO2等污染物排放浓度增大。特别是超临界机
组，甚至超超临界机组大幅度参与调峰，长期处于低负荷运行状态，导致技术效率的优势
难以发挥 [50]。但通过技术升级，煤电机组可以实现在30%额定负荷以下正常运转，参与
调峰调频。据报道，大唐信阳公司3号煤电机组成功将负荷降至9%额定负荷（6万千瓦)，
并稳定运行6.5小时，创下同类型机组调峰运行的最低记录。在此期间，该机组可提供每小
时近16万度调峰补偿电量，预估收益约80万元 [51]。长期来看，电力系统灵活性需要着
重发展储能和需求响应等灵活性资源，并推动区域电网之间更好的互联互通，提高系统调
节能力。

供热改造：工业生产需要大量的热负荷。风电和光伏供热还处于起步阶段，短期内还不具
备满足工业大规模用热需求的能力。为了推动工业减碳，一部分工业部门开始推进煤改气
和煤改电。但是煤改气和煤改电成本高，切煤改气时常还受到气源限制 [52]。大幅投资天
然气未来同样还面临搁浅资产的风险。因此，节能高效的燃煤热电联产机组是电气化和氢
能等技术还不成熟的时，满足工业用热需求，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重要途径 [53]。一个
有吸引力的方案是风光水火储一体化和源网荷储一体化，充分利用火电灰场、热网等厂区
布置，因地制宜地布置风光可再生能源、储能、制氢等设施，为周边工业园区、产业园区
等提供冷热电气水等综合能源服务，推荐应用场景为“存量火电+光伏发电、制氢、储能、
富氧燃烧”等。

此外，我国城镇化仍处于快速发展期，预计“十四五”期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将由2020
年的60%提升到2025年的65.5%，并于2030年接近70%。这在北方意味着大量的冬季
供暖需求，而对存量煤电进行供热改造、余热利用，不但可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也可实
现周边郊区新城、中小县城集中供热，并同时深度推进散煤替代，满足人民冬季供暖需求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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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煤电转型的
政策切入点
随着煤电定位和具体转型方向的逐渐清晰，如何实际推进就成为了政
策实践的重点和难点。本章基于经典能源转型理论（见附录)，对煤
电转型提出了如下几点可供参考的政策切入点。

4.1 破除煤电的路径依赖

实现“双碳”目标离不开煤电转型。转型既不意味着“弃煤"，也不
是为盲目煤电投资开绿灯。而是推动煤电在电力系统中职责转变，在
为清洁能源发展保驾护航的同时，为保障电力供应安全托底（见第三
章)。破除煤电“路径依赖”是实现煤电发展路径转换的关键。要从
四个层面发力。

第一，抑制地方的煤电热情，避免煤电转型为地方以拉动区域经济
增长为目的，盲目上马煤电项目开绿灯。虽然近些年煤电行业亏损严
重，几大发电央企的投资意愿并不很强，但是一部分地方政府在煤电
发展上保持着相当高的热情，为了使项目顺利推进，在土地，财政，
补贴等方面提供了一系列支持，降低了项目投资回报周期，减小了投
资者对于煤电项目长期成为搁浅资产的担忧。2014年之后煤电审批
权的下放，虽然放在当时的背景下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但考虑到燃
煤电厂过度投资方面存在巨大的负外部性问题，和一些地方政府对于
煤电持续的热情，可考虑推进审批权制度改革，针对煤电过度投资引
入一定的“刹车”机制。同时，也要清理整顿地方提供的各种支持政
策，这也是贯彻实施最近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
市场的意见的必然要求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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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解决煤电业务“进退维谷”的窘境。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大背景下，煤电逐渐淡出
电源组合不可避免。煤电业务却深陷亏损泥潭多年。虽然包括电力调度平均分配机制，和
煤炭价格区间调控和煤电价格传导机制在内一系列政策的出台，可暂时缓解煤电业务的财
务压力。但却没有提供可帮助煤电业务走出进退维谷窘境的长效机制。此外，大部分燃煤
机组已经进行了脱硫脱硝改造，涉及较大投资。而其中相当一部分机组还很年轻，如果直
接关停将对发电企业造成损失。这导致很少有发电企业愿意主动关停燃煤机组。

解决此问题，可以考虑通过进一步完善辅助市场和容量市场建设，为大量参与调节顶峰但
降低了运行小时数的煤电提供足够的经济补偿 (见4.2小结)。也可考虑建立煤电退出机制，
打破煤电上网的“大锅饭”，建立竞争性的上网机制和污染付费制度（含碳价格)。 
这可驱动发电量向高效、低碳的生产者集中。同时逐步淘汰低效、高碳，缺乏竞争力的煤
电企业。

煤电退役竞拍机制是一个可供考虑的煤电退出机制。这一机制通过政府设置一笔专门的经
费，由有意愿退出的煤电厂进行竞拍，最终确定获得的补贴金额。2020年9月，德国举行
了第一次煤电退役竞拍并取得了成功，由于退役煤电厂竞争激烈，平均退役补偿成本为每
兆瓦6.6万欧元，远低于联邦政府制定的每兆瓦16.5万欧元的补贴上限，总共实现了4788
兆瓦机组的退出。

产能许可证交易制度提供了另外一个可供考虑的煤电退出补贴方案 [55,56]。产能许可证
通过将现有发电企业的上网指标转化为可交易的凭证，保护发电企业的合理利益 [57]。 
发电企业可以根据自身情况买卖上网指标（许可证）。在许可证交易计划中，削减产能的
电厂可以通过出售许可证获得补偿而受益，从而更有动力去实施退出。这些收益，可以用
来安置人员，甚至转产。

煤电企业的土地资产也有助于解决不少债务问题。目前在很多中心城市，煤电厂所在地块
可以产生巨大的经济价值。调研结果显示，获取稀缺土地资源实际上是很多地方政府推进
本地区燃煤发电厂关停的一个隐性因素。在很多案例中，这些土地资源开发再利用产生的
收益，在理论上完全可以负担关停的相应成本，包括员工的再安置成本 [58]。

第三，推动煤炭生产地区经济的多元化转型。煤电是中国最大的煤炭消费者。实现碳中和
既定目标，需要大部分煤电在本世纪中叶前逐渐淡出电力系统。这意味着对于煤炭需求的
大幅减少，也必然会对煤炭生产地区的经济造成不小影响。特别是煤矿企业普遍存在职工
人数多、地处偏远区域的问题，使得矿区经济转型困难重重。一座座因煤而生，因煤而兴
的“煤城”，若不早做打算，推进经济转型，改变“一煤独大”的产业结构，随着煤炭长
期需求的减少，发展也会渐渐陷入困境。煤电转型也会随之进退失据，继续推进会加重矿
区的经济困难，而停滞不前又会干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特别是考虑到电气化是包括钢铁
和交通在内很多行业去碳化的重要选择，早日实现电力行业净零排放因此成为了达成碳中
和既定目标的重点。而煤电转型的滞后却会给实现这一目标造成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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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矿区经济转型可以考虑借鉴德国的例子，通过一系列政策组合推动区域经济多元化。
这具体包括：因地制宜，通过提供金融（例如减税、低息贷款）和其他（例如，公共支持
创建必要的基础设施和研发）支持非煤炭工业发展；推动教育改革，更好地使当地学校的
课程设计与新兴行业所需的技能和知识吻合 [59]。此外，对于矿区环境恢复的投资也可一
定程度上减轻由于煤炭减产对于区域经济的冲击 [60]。特别是考虑到矿区环境恢复所需劳
动力和设备一定程度上与采矿活动类似 [61–63]。环境的恢复还为包括旅游在内的产业发
展提供了机会，助力区域增长和创造就业 [64–66]。

在矿区职工安置方面可考虑：尽早沟通煤炭减产计划以缓解由于突然变化造成的冲击 [67]; 
为职工提供过渡期财政支持 [59]；对有意向的职工提供转岗培训等就业帮助 [68]；鼓励超
过一定年龄的工人提前退休，缓解因大量煤炭工人突然流入而引起的劳动力市场紧张局面 
[69]。  

4.2 系统重塑，助力煤电转型

煤电作为传统电力系统中的主力电源，需要主动适应在新型电力系统中的新角色，助力电
力低碳转型的顺利推进。在这一过程中，煤电需要转变职责，从主力型电源向系统调节型
和基础保障型电源转型（见第三章）。其核心是为系统提供必要支持服务，保障电力供应
的稳定安全。而支撑服务是为应对系统的不时之需准备的，往往是“备而不用”。这意味
着煤电负荷水平的进一步下降。据估算，中国的火电机组目前普遍可以接受60%以上的负
荷水平。通过技术改造虽可提供调峰调频等灵活性服务，但会大幅降低负荷水平。较低的
利用小时数将带来机组损耗和整体运行成本的提高，如果没有有效的成本消纳机制，将使
煤电向调节型电源转型很难落地 [70]。

重塑电力系统，进一步完善辅助服务等电力市场机制，可为煤电向系统调节型或基础保障
型电源转型创造有利条件。对于辅助市场在电力转型中的建设问题，文献中提出了以下几
点主要建议：1）优化辅助服务产品，在更好应对由于可再生能源发电增加带来挑战（例
如，更频繁的短期供需失衡和系统转动惯量丧失）的同时 [71]，减少产品交集以提高市场
流动性 [72]；2) 辅助服务市场与其它电力市场更好联动，以提高市场灵活性 [73,74]; 3) 
鼓励通过需求侧相应提供辅助性服务，降低对昂贵调峰装置的需求 [75,76]；和4) 鼓励煤
电与其他电源、储能来竞争提供辅助服务，降低获取辅助性服务的价格[40]。此外，也可
考虑引入容量电价，使帮助“顶峰”的煤电获得合理经济补偿。

对电力系统现有薪酬、考核等人力资源政策也可做出适当调整，鼓励一部分电力从业人员
学习新知识和技能，根据新能源带来的岗位变化调整薪酬和激励机制，也可打破僵化思维
对系统重塑的束缚，更好推动煤电转型。



25

4.3 煤电转型与煤炭政策协同

煤炭供应的稳定对于保障电力安全有重要影响，特别是考虑到以清洁能源为主的新型电力
系统还处于快速发展阶段，不足以在包括极端天气在内的所有情况下，保证电力的稳定安
全供应。2021年影响全国十多个省的电力供应紧缺问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分析指出，
受出口需求激增等因素拉动，中国2021年电力需求大幅上涨，达到10.3%。同时受干旱和
无风等极端天气因素制约，水电和风电出力不足，要求煤电托底保供 [41]。然而煤炭供应
却严重不足，导致价格大幅上涨。动力煤2021年全年平均价格突破了1000元/吨，创历史
新高。10月中旬甚至创下了将近2600元/吨的历史最高煤价。煤炭价格的飙升使煤电企业
的成本冲高，随之而来的煤电价格倒挂进一步打击了煤电企业“求煤保电”的积极性，一
些地区的缺电问题也就在所难免。在去年“拉闸限电”的同时，相当一部分煤电的发电能
力利用率仅仅只有一半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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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更好的电煤联动，对于稳定煤炭供应和价格，推动煤电转型，并更好起到保供
托底作用至关重要。这一问题已经得到了政府的重视。国家发改委近日印发的《关于进一
步完善煤炭市场价格形成机制的通知》明确了煤炭价格的上限，并允许在限定区间内煤、
电价格可以有效传导。煤电企业在基准电价上下不超过20%的区间内可及时传导燃料成本
变化。这为煤电企业吃下了一枚“定心丸”，可有效避免出现由于煤炭价格短期内大幅飙
升，导致煤电企业亏损，影响电力供应安全的现象出现。此外，为保障煤炭供应和价格稳
定，国家发改委进一步强调立足于富煤的国情，推动煤炭产业的四增一控，即增加3亿吨有
效产能，增加日产量至1260万吨/日，增加储备至6.2亿吨，增加中长期协议在煤炭交易中
的比例，和控制煤炭价格在调控区间内浮动 [76]。

近日出台政策中煤炭价格下限的设定也决定了煤价不会过低，变相补贴煤电，成为可再
生能源发展的拦路虎。以秦皇岛港5500大卡煤炭价格为例，交易价格下限规定为570
元/吨，与2020年均价相当。而当年风电太阳能新增装机达到了创纪录的120吉瓦。其中
风电新增装机容量达到52吉瓦，超过了欧洲，非洲，中东和拉丁美洲的总和。虽然这一定
程度上可归结于一部分项目赶在年底行业补贴退坡前完工，但2021年风电，太阳能延续了
此前高速增长的态势，新增103吉瓦。这打消了对于补贴退坡是否会减缓我国可再生能源
发展速度的担忧，也进一步印证了以风电和太阳能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技术在经济性方面
不断提高的事实 [75]。

随着风电，太阳能技术的成本继续下降，投资者会在未来越来越倾向于选择风电和太阳能
来实现大部分的电力供应。这一趋势目前来看不会因为煤价区间的设置而改变。相反，煤
电转型的有序快速推进，离不开稳定的煤炭供应和价格。因此，要持续地推动煤炭市场价
格形成机制的完善，逐步形成基本依靠市场调节的电煤联动。

4.4 优化转型治理

作为电力低碳转型的有机组成部分，煤电转型是一个复杂且长期的过程。由于治理对象的
多元化，不可避免地涉及多个治理主体。其中既包括各地方政府相关工作部门和上级主管
机构，也包括煤电企业，相关企事业单位等利益相关方。而不同主体又往往追寻不同价值
目标，包括经济效益、社会发展、能源安全、节污减排、环境保护等。这些价值目标之间
相互未必协调，甚至可能会相互矛盾，从而阻碍能源转型进程。

因此，推进煤电转型需要在现有能源治理框架下，建立一套政策协同机制，推动能源治理
层面的深度融合。这个机制应关注在制定执行相关能源转型政策的过程中，推动包容性和
适应性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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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全面践行包容性决策的治理理念。在政策制定过程中，要推动各治理主体和利益相
关方之间有效协商。中央或上级主管机构应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主导性作用，充分发挥中国
特色“民主集中”治理模式的优势，对“治理什么”和“如何治理”等事关煤电转型成败
的大问题，广泛征求意见，减少决策失误。同时，还应强调“集中”的重要性，把有限的
资源和精力聚焦在解决制约煤电转型的一些主要问题上来，有效推动政策决议。此外， 
在具体政策执行过程中，还应注意合理分配各部门的职责和权限，并明确具体协调部门，
推动整体政府跨界协同治理，形成合力，避免各自为战。

澳大利亚大型电力公司AGL在关停旗下大型燃煤电厂的经验值得借鉴。在关停准备过程
中，AGL在计划关停燃煤电厂所在地区（“Hunter地区”）发起成立了有地方政府、当地
社区、上下游用户和研究机构等相关利益方参与的“Hunter地区能源转型联盟"，开展协
商、沟通，并以此为平台开展一系列针对关停准备、关停过程实施和关停后企业和地区经
济转型的研究项目，有效保障了平稳关停和公平、有效的煤电转型 [80]。

第二，要对煤电转型政策的具体执行情况进行适时评估。由于煤电转型的复杂性，具体区
域的转型方向也不尽相同，不可能“一方治百病”。研究指出：

   “东北、西北、西南等新能源资源丰富的省份需要大规模、低成本储能技术商业化
应用解决新能源电力可信容量不足的问题，引导原本充当尖峰负荷的煤电机组退
出。华北、华南、华中等负荷较高、新能源发展潜力较大的省份，需要通过大力发
展新能源和煤电灵活性改造，引导煤电由充当腰荷资源向充当尖峰负荷资源转变。
华中、华东等负荷较大且煤电体量较大的省份，需要通过加强需求侧管理、重视储
能、推进煤电灵活性改造等措施，引导煤电由充当基荷资源向充当腰荷资源转变。
将煤电增量重点放在西部，支撑可再生能源外送;中部省市要加强对本地电力供应结
构的优化，明确电源、负荷、储能等不同电力资源的系统功能定位;只有在出现基荷
电力不足趋势的情况下，才可适度新建煤电” [40]。

此外，对于煤电转型的复杂性很难在一开始就建立一个清晰的认识，这意味着在推动转
型的过程中必然会不断遇到新问题。而同时解决问题的新思路、新办法也会不断涌现。因
此，需要在治理模式上进行创新，从“定目标，下放执行”的传统线性治理模式，逐渐转
向从实践中不断学习修正的反思性治理（reflexive governance)。在实际推动转型的过程
中，注意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并推动各治理主体之间互通有无，分享成熟经验和做法，提
高能源治理能力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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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结论 
"双碳”目标的提出为能源转型提出了紧迫和更高的要求。而推动煤
电转型，尽快摆脱中国“煤电为王”的现状，是实现中国能源转型的
重点和难点。

煤电转型即不能简单理解为“退煤”，又不是为盲目煤电投资开绿
灯。而是推动煤电从主力型电源向调节型和保障型电源转型，起到承
上启下，为新能源发展保驾护航的作用。随着一系列中央和部门文件
的出台，煤电通过“节能降碳改造、灵活性改造、供热改造”的三改
联动，实现“煤炭清洁高效应用”和“有序减量替代”的具体转型方
向也逐渐清晰起来。此外，煤电转型在中国的提出，也为其它煤电生
产国能源减碳提供了一个可供借鉴的“东方模式”。

然而，煤电转型绝非易事。过快，会影响能源安全，并对国民经济的
发展，和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造成不必要的影响。过慢，又会拖慢中
国减碳的脚步，为“双碳”目标的达成制造困难。在纷乱的外部环
境下，稳步推进煤电转型变得尤为重要。这既是保障能源供应安全，
支持国民经济稳步发展的必须，也是能源低碳转型有序推进，早日达
成“双碳”目标的重要助力。

为保障煤电转型的稳步推进，本报告具体提出如下政策切入点：1）
通过抑制地方煤电热情，解决煤电企业财政困难，和推动煤炭生产地
区经济多元化转型，来破除煤电对旧有发展路径的依赖，使转型成为
可能；2）通过完善辅助服务市场和容量电价等市场机制，助力煤电
向系统调节型或基础保障型电源转型；3）推动煤电转型与煤炭政策
联动，在推动转型的同时，保证煤电发挥托底保供和提高新能源消纳
能力的作用，使得转型更加公正和可持续；4）优化转型治理，推动
包容性治理，和强调从实践中不断学习修正的反思性治理，更好地应
对转型过程中的复杂棘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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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何通过上述政策切入点推动煤电转型仍然存在一系列有待厘清的问题。其中一些关键
的问题是：

• 如何有效抑制地方对煤电的热情？

• 如何界定必要与非必要煤电项目？如何阻止新建非必要的煤电项目？

•  不断增长的风光发电所带来的在系统灵活性和备用容量方面的需求多大程度上需要
由煤电满足？

•  以市场为基础的转型措施是否足以激励在技术创新方面的远期投资，推动包括氢能
在内的一系列长期储能技术不断成熟，逐步取代煤电来解决风光间歇性的问题？

• 如何推进煤炭依赖地区的经济结构调整？

• 如何更好地实现电煤政策联动？最近的政策变化是否还有需要强化的部分？

• 如何提高对于处理煤电转型等复杂政策问题的治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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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学术界对于能源转型的内涵和动因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其中相当一部
分将能源转型视为技术挑战，并为如何更好应对这一挑战进行了探
讨。例如，如何在技术方面提高包括风能和光伏在内可再生能源的 
"表现” [81,82]，如何制定更好的战略和商业模式，将清洁替代能源
更有效的市场化 [83,84]，和如何推动电力系统技术层面重塑，以适
应间歇性可再生能源的快速发展 [85–88]。这些研究对于能源技术
层面转型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并为相关政策的制定奠定了基础。

与此同时，随着可再生能源技术的迅速成熟，和在包括中国在内一
些国家的快速发展，近年来对能源转型的讨论逐渐从“如何解决技
术挑战"，拓展到“如何推动系统性重塑”，以适应变化的能源结构 
[12,89–91]。一些学者认为，如果能源系统重塑得不到有效推进，
化石能源消费逐渐减少造成的社会经济影响得不到足够关注，能源
转型的脚步可能会放缓，甚至停滞 [92]。系统层面研究往往认为，
能源技术在满足社会用能需求的过程中，逐渐内化成为社会体系的
有机组成部分，形成一种与社会相互依存的社会技术系统（a socio-
technical system）[93]。

对于能源这一社会技术系统如何演进的问题，多层视角理论框架
(multi-level perspective, MLP)提供了相对全面的阐述 [94]。 
这一理论将能源系统的转型演进描绘成以下三个层面因素相互作用的
产物。

微观层面的能源技术创新（niche innovation）：新能源技术创新
出现在这一层面。这些技术创新较传统技术有巨大突破和转变，构成
了能源转型的微观基础。但由于新技术尚在萌芽期，与现有的能源机
制并不匹配。因此，往往需要提供一定的扶植政策，为新兴技术的产
生和发展提供一个受到保护的空间，充当“孵化器”的角色 [95]。

中观层面的社会技术机制（socio-technical regime）：这一层面
的机制包括技术标准，市场安排，制度监管，社会行为规范等元素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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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用以协调整合能源系统各行为主体互动，保障整个能源系统稳定运转 [96]。社会技术
机制会产生锁定效应，造成能源转型的“路径依赖”，具体体现在对于现有主流能源技术
的渐进式创新。例如，通过提高燃煤电厂的技术效率来减少发电产生的空气污染和二氧化
碳排放。

宏观层面的社会经济背景（socio-economic landscape）：这一层面主要包括经济发
展，文化模式，社会价值等在内的外部环境因素。外部环境的变化（例如，高涨的减排社
会情绪）会对中观层面机制变化产生下行压力，为更为激进的低碳能源技术切入能源系统
创造了“机会窗口”[65]。

多层次视角（MLP）理论认为能源转型是一个包含多主体、多维度、多层次，随着时间的
推移相互作用的复杂过程。在完成之前需要经历三个主要阶段。

初始阶段（preliminary phase）：在这一阶段，来自宏观层面自上而下的压力（例如，
公众对气候变化挑战的日益关注），为中观层面能源转型，解决系统功能性问题（例如，
高碳排放）创造了条件。这通常通过渐进式创新来实现，例如用更高效的超临界和超超临
界燃煤机组取代低效的亚临界机组 [97]。这一压力同时也推动了清洁替代能源技术政策的
出台，刺激了微观层面新技术的发展 [98,99]。

起飞阶段（take-off phase）：随着新能源技术的渐渐成熟，开始被大规模采用， 
推动能源转型进入起飞阶段。这一阶段往往表现为新能源的快速发展，增速逐渐超过化石
能源，在能源组合中份额不断扩大。但化石能源在这一阶段仍处于增长态势，还未开始 
"等量替代”。因此这一阶段也被一些学者定义为能源添加（Energy Additions） 
阶段 [100]。

突破阶段（breakthrough phase）：随着新能源的进一步发展，开始等量替代化石能
源，能源转型也逐渐进入突破阶段。多层视角理论认为，突破阶段的能源转型“牵一发而
动全身”，不仅仅需要推动能源结构中主导权更替，新能源取代旧能源。更重要的是要打
破既有技术社会范式，构建起新的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技术社会范式，涉及基础设施、 
市场安排、监管环境、消费行为等方方面面 [89]。而这一新系统的构建首先需要解决能源
系统发展路径“锁定”（lock-in）的问题 [101]。破除占主导地位的化石能源对现有系统
发展路径的严重依赖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前提 [102]。

其次，化石能源的逐渐淡出会造成广泛的影响，延伸到社会经济的不同领域。例如，许多
地区经济对于煤炭生产活动和相关发电业务的严重依赖，意味着煤炭的逐渐淡出将影响区
域经济发展和就业。因此，如何确保“公正转型”成为了能源转型能否在突破阶段快速有
序推进的关键 [103,104]。

再次，上述方面推动转型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往往会对包括能源安全，民生经济，社会福
祉等不同领域产生重要影响 [105]。而对这一复杂性的理解往往因人而异，取决于个人
所处的特定社会文化背景[106]。这使得能源转型成为了一个“棘手的问题”（a wicked 
problem）[107], 很难找到“单一的、正确的、最优的解决方案” [108]。为了更好处理
这一问题，有序推进能源转型，需要在治理模式上进行创新，更加依赖从实践中不断学习
修正的反思性治理（reflexive governance）[109,110]。

对于经典能源转型理论更全面的讨论和相关文献参见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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