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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再生能源利用路径多

王轶辰

以 清 洁 供 暖 向 雾 霾“ 亮 剑 ”
本报记者 王轶辰

当前我国热能消费主要由燃煤
锅炉提供，能源利用效率较低且环
境污染严重，特别是散煤燃烧更是
导致大气污染问题的重要原因。利
用可再生能源替代传统燃煤进行供
热，可在大气污染治理方面发挥重
要作用，也可加快推动可再生能源
利用、促进我国能源结构调整。

随着我国成为可再生能源利用
第一大国，多种清洁能源都取得了
快速发展，并形成了良好的产业基
础。考虑到不同地区的资源禀赋不
同，在推进清洁供暖过程中应当因
地制宜，推动多种形式的可再生能
源协同发展。

在风电清洁供热方面，一是结合
示范项目建设，创建适应风电供热发
展的商业运营模式，深入研究适用于
风电供热的供电方式，探索有利于风
电供热发展的商业模式。二是在发展
布局上，以解决现有风电项目弃风限
电问题为重点，优先安排弃风严重地
区的风电项目参与供热，同时因地制
宜推广风电与地热及低温热源结合
的绿色综合供热系统。

在太阳能热利用方面，应加强生
产设备与工艺研发，加大太阳能热水
系统集成技术、短期蓄热和季节蓄热
技术、太阳能三联供技术的研发力
度；进一步普及家用太阳能热水系
统，扩大太阳能热利用的应用规模与应用范围；积极推进
太阳能供热与常规能源系统的融合，推动工业用能结构
的清洁化，充分利用太阳能供热作为常规能源系统的基
础热源，推动工业供热能源资源的梯级循环利用。

在生物质能供热方面，目前亟需将发展生物质能
作为应对大气污染的重要措施，纳入环境保护战略，明
确在保护生态环境方面的定位和作用。结合可再生能源
和生物质能发展“十三五”规划，加快推进示范建设，推
动产业发展模式创新；建立健全产业体系，研究建立专
业化原料收集体系和运营机制，出台生物质锅炉污染物
排放标准，开展标准体系建设。

在地热能供热方面，则要因地制宜推动多种形式
的地热能开发利用，统筹利用中深层地热资源、浅层地
热资源、高温地热资源与中低温地热资源。我们期待相
关部门协同出台投资、用地、电价等政策措施，为地热能
开发利用提供政策支持，同时完善促进地热能开发利用
市场机制，探索新型的开发制度与合作模式。

近期，我国北方地区多个省份出

现了长时间大范围的雾霾天气，引发

社会广泛关注和讨论。其中，燃煤取暖

导致北方地区冬季雾霾加重，已是各

界共识。目前，我国正全力推动北方地

区冬季清洁取暖，除了针对传统的热

电，推进煤改气、燃煤机组改造等减排

措施，风电清洁供热、地热能供热、生

物质能供热等可再生能源供热模式也

蓬勃兴起。

冬季清洁取暖目前取得了哪些进

展，还面临怎样的困难和问题，下一步

的发展方向在哪里？带着这些问题，《经

济日报》记者日前在河北、内蒙古、新

疆、吉林等多个省区展开调查——

阅 读 提 示

北方城市冬季供暖是天大的
事，也是纠结的事：炉火熊熊，暖意融
融，室内温度上去了，室外污染也跟
着加重了。无论政府部门、供暖企
业，还是普通市民，都在感叹：住上暖
屋子易，驱赶污染难。

为了唤回蓝天白云，乌鲁木齐于
2012年在国内率先实施“煤改气”，
即燃煤锅炉改用天然气工程，并于当
年采暖季前完工，如今已进入第五个
冬天，受到市民广泛好评。

“变化特别明显，煤烟味少了。”
1 月 9 日，乌鲁木齐市民宋豫新向

《经济日报》记者谈起当年“煤改气”
的效果，那个冬天，乌鲁木齐告别了
城市上空的“黑锅盖”，到红山公园
锻炼的老人明显增多了。

数据表明，2012 年冬至 2013
年春，是乌鲁木齐“煤改气”后首个
采暖季，全市减少燃煤消耗 500 万
吨，减排二氧化硫3.5万吨、烟尘1.7
万吨，空气质量优良率达到了86%，
这是 1995 年有空气质量监测记录
以来的最好成绩。

近几年，乌鲁木齐清洁能源采暖工程不断拓展。
目前，主城区形成了以天然气供热为主，电采暖等清洁
能源相结合的多元化供热格局。去年10月，乌鲁木齐
空气质量达标天数为29天，优良天数比例达93.5%。

在乌鲁木齐“煤改气”示范带动下，临近乌鲁木齐
的昌吉市去年开始实施“清新空气”行动，陆续关停燃
煤小锅炉，通过新建天然气集中供热锅炉等进行替代。

“全市清洁能源预计每年可减少煤炭消耗量30多
万吨，减少二氧化硫排放3654吨、氮氧化物排放1220
吨，减少烟尘排放 885 吨。”昌吉市环保局副局长刘惠
忠表示，通过清洁热源建设，昌吉市空气质量达标率将
超过85%，比往年大幅提升。

“煤改气”改善空气质量效果良好，却面临供热成
本激增等问题。“没有政府补贴，哪个企业都挺不住。”
乌鲁木齐一供暖企业负责人说，“煤改气”之初，更换天
然气锅炉、布局燃气门站、铺设高压主干管网等都需要
巨额投入。运营后，目前每平方米供热成本要高于居
民缴纳的价格标准，价格倒挂明显。

昌吉东方环宇热力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吴志刚
算了一笔账：在采暖季，为一平方米建筑供暖，需消耗
14 至 15 立方米天然气；如果采用燃煤，需 40 公斤左
右。根据目前天然气和燃煤价格计算，“煤改气”后，供
热成本是原来的3倍左右。

激增的成本倒逼供热企业提高效率。乌鲁木齐华
源热力公司对烟气余热、燃气锅炉排烟余热进行回收，
烟气排烟温度由原来 120 摄氏度降至 20 至 30 摄氏
度，提高了锅炉综合热效率。

“让各族群众住上暖屋子”是乌鲁木齐乃至整个新
疆必保的民生工程，2014年至2015年采暖季，新疆在
全国率先启动水泥错峰生产，即水泥生产企业在采暖季
全面停窑，为期4个月。“一季‘错峰’生产，新疆可减少
排放二氧化碳800万吨、二氧化硫0.85万吨，一定程度
降低了排放叠加。”自治区建材行办副主任孙存稳说。

由于“煤改气”成本高，还可能面临“气荒”，于是
“电化新疆”建设又提上了日程。今年，电能丰富的新
疆计划实现南疆 750 千伏电网全覆盖，加快风电光伏
等清洁能源供暖示范项目建设等，将力争完成“电化新
疆”建设投资1810亿元以上。

数九寒天，内蒙古奈曼旗第五中学教室里温暖如
春。“室内温度能达到 24 摄氏度以上，教室、宿舍的温
度都很舒适。”奈曼旗第五中学校长马巴根那说，学校
从 2014 年将传统的燃煤供暖改造成风电供暖，效果
好，还能自行调温。

第五中学的风电供暖改造工程由国电奈曼风电有
限公司投资建设，规划容量为300兆瓦，一期装机容量
为 49.5 兆瓦，设计供暖面积 4.3 万平方米，已于 2014
年10月成功送暖，是奈曼旗首个清洁供暖工程。项目
负责人刘文权告诉《经济日报》记者，风电项目运行以
来大幅提高了风电利用率，2016 年仅多发的483 万千
瓦时电量就收入110万元。

“实施风电供暖具有占地面积小、供暖效果好、温
控易于操作、管网建设灵活等优势，社会效益与环保效
益显著。”内蒙古自治区能源局新能源处处长刘东升为
新能源供暖点赞。

前不久，国家能源局对内蒙古“十三五”风电清洁供
暖规划报告复函称，“支持内蒙古地区开展风电清洁供
暖项目建设”。据测算，内蒙古风能资源储量达13.8亿
千瓦，技术可开发量 3.8 亿千瓦，占全国一半以上。到
2016年，全区风电并网规模有望达2425万千瓦。

实施风电供暖具有一定优势，但仍存在一些问题
亟待解决。相比燃煤供暖投资，风电投资增幅明显。
以10万平方米供暖能力测算，建设燃煤锅炉仅需投资
100万元，而建设电热锅炉设施约需1500万元。在运
行成本方面，风电供暖项目属创新型项目，用电量较
大、用电价格偏高，风电供暖项目运营成本至少比燃煤
项目高出 4 倍。这些因素都影响风电供暖的经济效
益，制约其推广实施。其中，察右中旗风电供暖项目已
经停运。随着风电供暖实施规模增大、比例提高，电网
公司难以保障供暖风电供应。

要使风电供暖“一帆风顺”，记者调查认为还要突
破三道关。一是协同关。供暖和环保是惠及千家万户
的民生工程，政府应及时制定土地、财政补贴等优惠政
策，电网公司应负责建设配套的电网工程。二是科技
关。鼓励电网公司做好供热电力调度创新，更多消纳
风电，鼓励探索应用风电供热新技术。三是模式关。
目前，内蒙古风电供暖运营模式为风电企业投资，既负
责建设供暖设施还要承担运营，加重了风电企业负
担。优化运营模式，就要对新建项目实施供暖公司负
责相关设施建设与运行，支付购电费、收取热费；风电
场负责提供供热电力、收取售电费，电网公司相应收取
输配电费。

吉林出现玉米秸秆供暖新技术，从理论上讲是个一本
万利的买卖。如果说成本，主要是花在运输上。

从实际情况看，吉林的这一新技术推广并不顺利。“我不
甘心啊，原以为这个产业能做大，结果自己成了‘死耗子’。”
接受《经济日报》记者电话采访时，秸秆取暖技术投资人王凤
启正发愁。因投资玉米秸秆制成新型供暖燃料赔了个精光，
王凤启被迫回到原单位。

说起亏损的原因，王凤启分析主要是因为近几年供暖
煤价格大幅下跌。从热值等项比较，每吨秸秆颗粒产生的
热量在 3200 大卡左右，成本在 700 到 800 元，明显高于燃
煤供暖。“当初上项目的时候有政府补贴，每吨补 150 元。
但补贴门槛太高，很难拿到。”王凤启投资 60 万元上的项
目一共仅生产了 300 吨产品，卖给了本地另一个同类生产
企业，自己没拿到1分钱补贴。据王凤启了解，吉林省做此
项目的大多是小企业，总产能25万吨左右，目前“90%的企
业都赔光了”，只有卖机器的企业挣到了钱。

秸秆供暖有没有出路？吉林省发改委能源局新能源处
处长佟继良认为答案是肯定的，因为秸秆颗粒的优点是资
源多，且可以再生，仅吉林省每年可用作燃料的玉米秸秆就
有 1200 万吨，“尤其是燃烧时没有二次污染，不含硫，高温
时只产生少量氮氧化物，且通过低温燃烧可以得到控制”。

宏日新能源集团董事长洪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市
场需求是关键。2015年，我们与一汽签约，年供货量达6.5
万吨，公司也由此走入良性循环。”今年，该公司总供货量达

10万吨，每吨售价1000元，实现了盈利。
“欧洲国家一般采用木质原料，我们公司的生物质供热

产品一半是木质颗粒，一半是玉米秸秆颗粒。”洪浩说，国内
玉米秸秆资源丰富，他们公司下一步将大力推广秸秆颗粒
燃料，既解决农村焚烧秸秆问题，也解决煤炭供暖出现的硫
和硝超标的问题。

这种新燃料用起来怎么样？一汽动能分公司锅炉车间
主任刘志发说：“只要对原有锅炉做简单调整，这种生物质
颗粒就能完全满足供热需要。”记者从室外目测，锅炉烟囱
冒出的是淡淡的白色气体。

“生物质供热的排放标准与天然气一样，完全达标，价
格却比天然气低很多。虽然比燃煤的成本高，但一汽作为
国有企业，保护环境尽社会责任是第一位的。”刘志发说。

在长春净月区玉潭镇派出所，这个独立办公用房由于
位置关系，无法集中供暖。过去这里是烧煤采暖，现在因为
环保需要改为生物质供暖。500平方米的办公楼，只需0.2
吨容量的锅炉。烧锅炉的李师傅说，太省事了，一天加一次
料就不用管了，全由电脑控制，1人看管10栋楼都没问题。

对于加大生物质供热产品推广，洪浩提出了几条建议，
一是通过规模化生产降低生产成本和物流成本；二是培养产
业下游企业，发展中小企业就地取材，持续受益；三是政府制
定完善补贴政策。“这是利国利民的好事，政府应该支持。原
来的补贴办法不能让有需要的生产企业获得补贴，也缺乏监
督机制，出现了一些造假骗补，对产业发展不利。”洪浩说。

河北雄县，一座北京向南 120 公里的小县城，近年来因
为地热供暖的开发推广而名声大噪。走在雄县的大街小巷、
小镇乡村，往年入冬前人们买煤、卸煤的繁忙场景已经很难
见到，冒着黑烟的大烟囱更是无处寻觅。如今，雄县95%以上
的供暖由清洁的地热能提供，基本消灭了传统的燃煤锅炉，
成为华北首座“无烟城”。

雄县居民钱大爷的家位于人才家园，已过古稀的他是地
热开发的受益者。《经济日报》记者在钱大爷家看到，他家温
度计显示室内温度为22摄氏度，此时室外早已是零度以下。

钱大爷告诉记者，现在这套住房的面积是 156 平方米，
每年需要交 2000 多元的取暖费，之前住在农村房里，面积
200多平方米，冬天烧煤取暖费用高达5000多元，但室内温
度仅能维持在15摄氏度左右，“用地热取暖比燃煤取暖更划
算，家里也更干净了”。

钱大爷家并不是个例，在雄县试点的背后，为了积极应
对环境问题，一场以清洁供暖对抗大气污染的攻坚战正在我
国北方大地打响。

“推进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关系北方地区广大群众温
暖过冬，关系雾霾天能不能减少，是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农
村生活方式革命的重要内容。”国家能源局有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受经济发展水平、居民分布密集程度、地区用电负荷等因
素影响，我国部分城市周边、城乡接合部、农村等地区尚不能
实现集中供暖，还大量使用分散燃煤小锅炉、小火炉等取暖，
这种取暖方式往往使用价格便宜但硫份较高的散烧煤，取暖
效果差，且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巨大。据测算，同样1吨煤，散
烧煤的大气污染物排放量是燃煤电厂的10倍以上。

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问题，采
取了一系列措施，也取得了一定成效。

针对传统的热电，国家能源局制定了燃煤电厂“超低排
放”行动计划，“十三五”期间，将对包括热电联产机组在内的
燃煤机组实施“超低排放”改造，改造后接近天然气发电机组
排放标准。目前，北方地区已完成“超低排放”改造 1.3 亿千
瓦，可分别减少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4.9万吨、14.4

万吨、24.6 万吨。可再生能源供热是清洁供暖的重要组成部
分，目前主要包括风电清洁供热、太阳能热利用、生物质能供
热、地热能供热等形式，其中风电清洁供暖为间接热能利用，
其余为直接热能利用。

“风电清洁供热是一种利用负荷低谷时段富裕风电电力
的新型供热方式，可发挥风电边际成本较低的优势，有利于
缓解弃风限电问题和减少燃煤污染排放。”国家能源局新能
源与可再生能源司副司长梁志鹏透露，为了缓解我国北方地
区冬季风电并网运行困难，我国从 2011 年起开始加大风电
清洁供热的推进力度。

近年来，我国先后要求吉林、内蒙古、辽宁、黑龙江、河
北、新疆、山西等省区编制风电清洁供暖年度工作方案，并将
内蒙古自治区作为风电清洁供暖示范区，目前国家已批复内
蒙古供热方案，新增风电供暖面积470万平方米，到2020年
累计达到 800 万平方米。同时，新疆、吉林、河北都规划了上
百万平方米的风电供暖面积。

在地热能供热方面，目前北京、天津、河北、陕西等地已
有一定规模的地热直接集中供热利用。截至2015年底，我国
地热能直接利用等效装机容量约为 2250 万千瓦，位居世界
首位。其中，浅层地热能供暖面积达到 3.92 亿平方米，相当
于 1400 万千瓦的等效装机容量；中深层地热供暖面积达到
1.02亿平方米，相当于500万千瓦的等效装机容量。

虽然可再生能源供热发展快速，但记者在采访中也发现
还存在不少问题和困难，对行业进一步发展形成了阻力。以
风电供暖为例，目前风电供热在我国已经进入推广应用阶
段，但是在供电方式和商业模式等方面仍然存在一些障碍，
特别是风电供热锅炉的供电方式难以确定。风电供热企业向
用户提供供热服务，与传统热网运营企业存在配合问题，双
方在协调风电供热价格问题上仍然存在一定的分歧。

国家能源局副局长李仰哲表示，按照优先利用、经济高
效、多能互补、综合集成的原则，我国将选择适宜地区开展规
模化的可再生能源供热示范工程。到2020年，各类可再生能
源供热和民用燃料可替代化石能源约1.5亿吨标准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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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 林 ：秸 秆 供 暖 尚 难 盈 利
本报记者 李己平

目前，在吉林出现了玉米秸秆供暖的新技术，即把玉米秆儿收集起来，压成颗粒，再通

过特制的锅炉燃烧，可以完全替代燃煤。从实际情况来看，这一新技术的推广并不顺利

内蒙古：

风电供暖仍有三道关
本报记者 陈 力

风电供暖具有占地面积

小、供暖效果好、温控易操作等

优势，社会效益与环保效益显

著，但还需突破“三道关”

左图 内
蒙 古 通 辽 扎
鲁 特 旗 河 北
新区风电供热
站的高电压固
体蓄热锅炉。

下图 河
北雄县地热供
暖换热站一角。

上图 内蒙古通辽扎
鲁特旗河北新区风电供热
站的工作人员在调试锅炉
炉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