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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财经

今冬天然气供应情况如何？专家表

示，今年“气荒”的影响因素并未完全消除，

用气仍将偏紧。

从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每逢冬季用气

高峰，地方政府是三番四次地去销售公司

“要气”，而销售生产公司已经加足马力生

产，仍然无法缓解供不应求的局面。

“气荒”到底因何产生？

“气荒”主要是由于天然气供需矛盾，

以及峰谷差大和有限的调峰能力造成的。

首先是我国已发现的天然气资源量总

体不足。众所周知，我国是“富煤、少气、缺

油”的国家，人均天然气资源量非常少，只

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 1/7。

一方面是资源量有限，另一方面是需

求在迅猛上涨。据测算，近 10 年来中国天

然气产量年均增长 13%，天然气消费量年

均增长 16%。生产增长速度赶不上消费的

增长速度，部分天然气需要进口，这是导致

“气荒”的主要原因。

导致“气荒”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天然

气使用的峰谷差。由于我国天然气民用居

多，因此季节性变化和区域性差异很大。

比如，华北地区冬夏峰谷差已经达到 5︰1，

而北京更是超过 10︰1。冬季北京最高峰

时日用气量超过 6000 万立方米，而夏天淡

季时最低用气量不到 400万立方米。

过去季节性峰谷差主要出现在北方，

如今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南方地区许多家

庭装上壁挂炉等取暖设备，因此也出现了

冬季用气高峰。

为了调节峰谷差，我国开始了储气库

建设，但目前只有大港、金坛等几座中小型

地下储气库，用于调峰的工作量占天然气

总消费量的不足 3%，遇到严寒天气调峰能

力就会跟不上。

还有一个加剧“气荒”的因素就是价格

问题。目前按照热值来换算，在同等热值

条件下，我国天然气价格仅相当于原油的

25%至 30%、电的 30%至 40%。因此，很多汽

车油改气，出租车宁愿排几个小时的队也

要加气。而且由于用天然气的成本低于煤

炭，因此导致一些过去以煤炭为原料的化

工企业也改用天然气作为原料。这些因素

导致天然气的需求量迅猛上升。

上述几点原因今年并没有得到根本解

决，因此仍会出现“气荒”现象，据专家测

算，今冬用气缺口在 190亿立方左右。

至于“气荒”何时会根本消除，专家认

为还要从理顺价格机制入手，多渠道开源、

加大储气库建设，同时加强需求侧管理，增

强机动性，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气荒”。

多 管 齐 下 解多 管 齐 下 解““ 气 荒气 荒 ””
齐 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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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库区航运进入“黄金季”三峡库区航运进入“黄金季”

改善能源结构——

天 然 气 有 大 作 为
本报记者 齐 慧

今年的供暖季今年的供暖季，，随着各随着各

地地““煤改气煤改气””等措施的加速实等措施的加速实

施施，，清洁供暖成为主流清洁供暖成为主流。。其其

中中，，天然气正在发挥越来越天然气正在发挥越来越

重要的作用重要的作用。。但每年如期而但每年如期而

至的至的““气荒气荒””也让人们印象深也让人们印象深

刻刻。。随着需求的迅速攀升随着需求的迅速攀升，，

天然气能否保障供应天然气能否保障供应，，它在它在

能源结构调整中将会发挥多能源结构调整中将会发挥多

大作用大作用——

随着汽车行业的发展，低碳环保可循环包装材料得
到了越来越广泛的使用，但汽车企业如要在进出口环节
反复利用这些“绿色包材”，却又会面临繁琐的手续以
及不菲的费用。近日，深圳海关参照暂时进出境货物监
管方式，为汽车行业绿色包装材料开辟绿灯，办理简单
的进出口手续后就可自由进出，汽车企业充分享受“自
由行”便利通关。

比亚迪以散件出口为主，包材的使用量非常大，由
于受限于通关规定，企业担心出口后无法再重复进口，
之前一直使用一次性包材。经过实地调查和对政策法规
的再解读，深圳海关参照暂时进出境货物管理，创新性
地提出“事前报备、事后核销”的管理模式，支持铁料
架等包材便利通关。

深圳海关监管通关处钟桃介绍，暂时进出境货物
是指经海关批准，暂时进出关境并且在规定的期限内
复运出境、进境的货物。以后这些包材可以重复进出
境，在简化了通关手续的同时，还解决了企业每次进
口重复缴纳税费的问题。此前暂时进出境货物监管的
范围和监管方式都有严格规定，一般都在货物到港后
才能提交暂时进出境申请。近期，雪铁龙和比亚迪反
映可循环使用包材重复进出境所遇到的问题，深圳海
关考虑到其特殊性和时效性，明确了其参照暂时进出
境货物的监管方式，并允许企业提前申请，减少行政
审批的时间。

比亚迪商务总监熊甜波表示，采用可循环使用金属
包材，既大大节省了成本，提升了公司效益，也符合国
际低碳环保理念，客户更乐于接受。通关问题解决了，
路子更畅通了。

为汽车循环包装“开绿灯”
本报记者 杨阳腾 通讯员 陈 曦

一艘邮轮从重庆巫山县城边驶过。随着 11 月 11 日

三峡水库水位达到 175 米设计高程，三峡库区再现“高峡

出平湖”，三峡库区航运迎来最繁忙时节。

新华社记者 李 健摄

在刚刚闭幕的第六届跨国公司领袖圆桌会议上，全
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中国国际跨国公司促进会名
誉会长、著名经济学家成思危就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
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发表看法表示，要发挥
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带动各方面的改革，经济体
制改革的核心就是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决定性
作用，关键是处理好市场和政府的关系。

“要想真正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必
须尊重市场经济的 3 个基本规律，价值规律、供求规律
和竞争规律。”成思危说，其一，价格要由市场决定，
不要由政府来决定，政府只在必要的时候采取补贴或限
价措施。其二，市场的供求关系要靠价格信号调节，而
不是靠政府人员的主观想象来引导。其三，只有鼓励企
业竞争，才能使消费者最终得利。后进入的企业可以迫
使已有企业改进技术、降低成本，或者迫使无法改进技
术、降低成本的企业退出市场，优胜劣汰。

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则应体现在保障人民群众的利
益、保障民生、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和保障弱势群体的
合法权益上。成思危说，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和市场这
只看不见的手一定要互相配合才能起到“1+1>2”的结
果，如果互相较劲，市场会丧失效率，政府的公信力也
会受影响。任何社会都是指令经济和市场经济的结合，
过去的问题是政府管的太多，市场相对处于弱势。现在
要下决心改变这种局面，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
性作用，这就是改革的逻辑。

成思危——

市场起决定性作用

须遵循3个基本规律
本报记者 张 双

国家能源局发布的《页岩气产业政策》，
将页岩气开发纳入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加
大对页岩气勘探开发的财政扶持力度。这
对我国天然气产业来说是个重大利好。近
年来，全球天然气产业快速发展，有专家预
测，到 2020 年天然气将取代煤炭成为全球
第二大消费能源。我国天然气产业能否借
机发展，成为煤炭替代品，从而解决污染、雾
霾等问题呢？

供 应 格 局 初 现 雏 形
近日，随着西南管道贵港输气站放空塔

顶燃起橙色的火苗，中缅天然气管道禄丰—
贵港段顺利投产，这标志着中缅天然气管道
全线贯通。中缅线、中贵线与西气东输二线
广南支干线在贵阳、贵港交会，三线“联通合
网”，西南地区油气大动脉格局初步形成。

中缅天然气管道的贯通，大大便利了滇
黔桂地区使用天然气。以广西为例，2012
年，全区只有 22 个城市（包括县级区域在
内）利用天然气，供应量为 2.32 亿立方米，用
气人口也仅为 141.06 万人。广西决定未来
几年投资约 610 亿元，加快建设天然气入桂
支线、地级市专供管道、县级支线、城区管网
及附属设施，构建多气源、多层次、与全国联
网的安全稳定供气格局，力争到 2017 年实
现全区各县都用上天然气。

几乎与此同时，中贵联络线工程建成投
产，来自缅甸的天然气在重庆铜梁点燃。孟
加拉湾天然气与中亚天然气在铜梁交会。

至此，我国天然气东西南北互联互通，
全国范围统一调度的格局基本形成，保障能
力大幅提升。

在西北地区，2006 年 7 月，中哈管道全
线贯通，2009 年 12 月 14 日，中亚天然气管
道工程投产；在东北地区，2010 年末，中俄
原油管道按计划投产，漠大线开始试运营；
在海上，原油码头和液化天然气项目进展顺
利。2010 年 9 月，中国石油首个 LNG(液化
天然气)码头在大连竣工。至此，我国东北、
西北、西南和海上四大油气通道战略布局已
初步完成。我国天然气管道已建成纵贯南
北、横贯东北和联通海外的全国性供气网
络，形成“西气东输、缅气北上、海气登陆、就
近外供”的供气格局。

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天然气管道 6 万
公里,仅以西气东输、陕京、川气东送、涩宁
兰四大天然气管道系统为例，每年能输送
1000 亿立方米天然气，可替代煤炭 2.6 亿
吨，减少二氧化硫等排放 4.7 亿吨，减少灰渣
6565 万吨。从供应角度上讲，天然气取代
煤炭地位已有一定可能。

提 高 占 比 尚 需 时 日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煤多气少是现

实，提高天然气在能源一次消费中的占比困
难仍然很大。“目前在我国一次能源消费的
占比中，煤炭占 70%左右，并且短时期内这
种能源结构还很难改变。”厦门大学中国能
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强表示。虽然快
速提高天然气占比可能性不大，但仍然是能
源行业努力的方向。

天然气素有“绿色能源”之称，是清洁高
效优质燃料，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将天然气
列为首选燃料，并增加在各国能源供应中的
比例。根据国际能源署的预测，在未来 25
年，全球对能源的需求以天然气的增长为最
快，天然气也因此被称为是 21世纪的能源。

数据显示，2012 年天然气在世界能源
一 次 消 费 比 重 中 已 达 24.4% ，与 石 油 的
33.8%和煤炭 30.5%非常接近。天然气已同
石油、煤炭并列成为世界三大能源支柱。

在我国，近 10 年来天然气产量年均增
长 13%，天然气消费量年均增长 16%。但
是，目前天然气在我国一次能源消费构成中
比重仍不足 5%,与世界平均水平的 24.4%
相差甚远。

从环境保护的角度上讲，加快天然气的
发展速度也是势在必行。频繁出现的严重雾
霾天气，让人们将更多的目光聚集在我国的
能源结构上。传统化石能源,特别是煤炭为
主的能源结构，对于环境的影响日益突出。
减少使用煤炭，加大清洁能源的利用，加大二
氧化碳减排力度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呼声。

国家能源局局长吴新雄近日表示，到
2017 年，我国力争煤炭占能源消费总量比
重降到 65%以下，北京等经济发达区域要实
现煤炭消费总量负增长；加快清洁能源利
用，加大天然气供应，开发利用风能、太阳
能、生物质能、地热能等可再生能源资源。

依据多种方法综合预测，我国天然气年
产量 2030 年前后有望达到 3000 亿立方米，
按当量计算要超过石油。因此，21 世纪上
半叶，应该是我国天然气大发展的时期，天
然气将在改善我国能源结构、推动低碳经济
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非常规天然气或可异军突起
“随着全球清洁能源需求的高涨，在常

规天然气开采进入相对稳定期，产量增长空
间有限的条件下，非常规天然气资源的有效
开发利用已成为各国应对能源危机的重要
途径。”中国石化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副院
长、总地质师郑和荣说。

天然气分为常规天然气和非常规天然
气。非常规天然气中又以煤层气、致密气和
页岩气的开发为主。随着勘探技术的进步,
人们发现非常规天然气相较常规天然气储
量更丰富，非常规天然气正在成为全球能源
开发的新焦点。

“加紧技术开发，下一步经济增长的新
亮点之一就是非常规天然气。”在中科院院
士贾承造看来,大力发展天然气对我国经济
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我国非常规天然气资源主要是致
密砂岩气,资源量是常规天然气资源量的 5
倍。2012 年,我国致密气产量达到 320 亿
立方米,占我国天然气总产量的 30%。最新
估算,我国致密气可采资源量在 9 万亿立方
米至 12万亿立方米之间。

此外，近几年美国“页岩气革命”的成
功，让页岩气成为全球能源界新宠。美国页
岩气发展迅速主要得益于政策支持及技术
突破。

据预测，我国页岩气可采资源量约为
26 万亿立方米，与美国大致相当。目前，我
国页岩气资源仍处于未开发状态，开发潜
力巨大。国家能源局发布《页岩气产业政
策》，加大对页岩气勘探开发等的财政扶持
力度，同时对页岩气开采企业减免矿产资
源补偿费、矿权使用费，研究出台资源税、
增值税、所得税等税收激励政策。专家表
示，有了政策的激励，必然会催生科技的进
步与突破，这将为我国页岩气的发展起到
巨大的推动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