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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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农
村生活方式革命的重要内容。记者在各地
采访了解到，各级政府将推进北方清洁取
暖作为治理大气污染及改变农村生活方式
的重要措施，大力推进，近一年时间已经取
得明显成效。

清洁取暖推进顺利

截至今年9月底，国家电网公司
共计推广实施清洁电采暖项目1.8万
个，推广电采暖面积约5亿平方米

“以前一到冬天整个院子里全是煤，家
家户户的烟筒都往外冒黑烟，因为怕炉子灭
火，家里都不敢离开人。现在好了，院里干净
了、自己也干净了，出去干活也不用担心了，
家里随时都是暖暖的。国家对我们的电费有
补贴，夜里享受低谷电价，省了不少钱。”北京
通州地区崔家楼村的张万宗大爷家去年完成
了“煤改电”改造，一个供暖季下来，他对家中
的电采暖设备赞不绝口。

记者在张大爷家看到，这个建筑面积90
平方米的房子里，采用了空气源热泵采暖，功
率为5匹，采暖季可以全天使用。改造前，张
大爷家采用燃煤取暖，每年刚一入秋就得计
划今年要买多少煤，还要对比煤商，挑选优质
煤、放心煤。对于老人来说，早晚添煤、清理
煤灰可是个体力活，每天早上天不亮就要起
来把煤块敲碎，做好一天的添煤准备。白天
要定时添煤、清理煤灰，每次弄完，整个人身
上都蒙了一层灰，半夜还要起来“伺候”炉子，
生怕一不小心炉火灭了。

除了环境焕然一新、生活更加便捷，张
大爷说电采暖支出也没有增加。他认真对
比了一下：2016年完成“煤改电”改造，采
暖季用电 5646 千瓦时，总电费 2350.78
元。谷段电量2157千瓦时，电费补贴金额
是431.4元，整个采暖季实际支出1919.38
元。这些钱里还包含了正常的生活用电电
费，折算下来，电采暖的实际费用不到
1500元，这笔费用与原来购置燃煤相比差
不多，而“煤改电”后带来的生活品质提升
却是显而易见的。

事实上，今年我国北方地区已经有更
多的群众享受到了电采暖带来的实惠。数
据显示，截至今年9月底，国家电网公司共
计推广实施清洁电采暖项目1.8万个，推广
电采暖面积约 5 亿平方米。针对中小学
校、各类营业场所等间歇性供暖场所，因地
制宜推广碳晶、电热膜等分散电采暖技术，
累计完成3066个项目、954万平方米改造
任务。结合政府取缔燃煤小锅炉工作，在
北方1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医院、商场、
企事业单位等场所，大力推广电锅炉、热泵
等集中电采暖技术，累计实施1.5万个项
目，推广4.3亿平方米实现电采暖，替代1.8
万台、33万蒸吨取暖小锅炉。

其中，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居民“煤改
电”累计完成5763个村175万户的改造任

务，供暖面积超过1亿平方米。国家电网
北京电力公司提前一个月率先完成2017
年40.5万户改造任务。

电采暖具有多重效益

电采暖不仅节能减排，还给百姓
生活品质带来大幅提升，同时促进了
电采暖行业健康快速发展

电采暖的推广带来了显著的社会效
益，首当其冲就是节能减排。“公司自推广
实施电采暖以来，已累计完成替代电量
277亿千瓦时，相当于减少散烧煤1551万
吨，按照每节火车车厢载重60吨计算，可
装满25万节车厢。”国家电网公司对外联
络部副主任、专职新闻发言人王延芳说。

与此同时，电采暖还累计减少二氧化
碳排放2762万吨，减少二氧化硫、氮氧化
物和粉尘污染物排放878万吨。随着今年

“煤改电”清洁取暖各项工程的顺利投运，
预计2017年至2018年取暖季，电采暖电
量将超过 180 亿千瓦时，比 2016 年至

2017年取暖季增长50%以上。
“煤改电”带来的效益不仅限于环保贡

献，还给百姓生活品质带来大幅提升。国
家电网公司营销部副主任杜蜀薇说：“这主
要体现在老百姓家里不用再堆散烧煤了，
不用再处理煤灰了，无论是家庭生活小环
境、还是村镇大环境都得到根本改善。此
外，以往燃煤取暖造成的煤气中毒、火灾等
安全事故也明显减少。”

中电联电能替代产业发展促进联盟秘
书长郭炳庆表示，清洁供暖的效益不仅仅
体现在低碳方面，更在于能够提高清洁能
源消纳力度。比如，国网甘肃公司在金昌、
瓜州等光伏基地推广电采暖 244 万平方
米；吉林公司利用弃风电量，推动建成全球
最大的32万千瓦取暖电锅炉。2016年至

2017年取暖季，青海、新疆、吉林、辽宁等
地通过清洁取暖消纳弃风弃光电量近3亿
千瓦时。

“电采暖还带动电采暖行业健康快速
发展，近年来电采暖设备和关键技术不断
取得进步和突破，电采暖设备类别不断增
加，市场规模持续扩大。仅北京地区2016
年‘煤改电’市场规模就超过50亿元。”王
延芳说。

采暖成本有效降低

在国家电价政策允许范围内，依
法合规降低电采暖电价水平，通过实
施峰谷分时电价政策、采取市场化手
段有效降低电采暖用电成本

推广电采暖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电
网强度、百姓接受度都是挑战。“实施‘煤改
电’清洁取暖，居民户均用电容量将大幅提
高，对电网供电能力是个巨大挑战。”王延
芳说，为此，国家电网根据地方政府确定的
改造范围和规模，评估电网供电能力，调整
电网规划，加大配套电网建设力度，全面保
障了“煤改电”负荷用电需求。

在调增电网建设年度计划上，国家电
网2017年安排310.8亿元专项资金，用于

“煤改电”配套电网建设，新建、扩建106座
35千伏及以上变电站，新增变电容量1206
万千伏安，新建、改造10千伏配电变压器
2.27 万台、10 千伏及以下线路 4.42 万公
里。同时，制定印发了《国家电网公司配电
网“煤改电”建设改造技术原则》，明确户均
用电容量标准提高到5千瓦至7千瓦，“煤
改电”地区用户年平均停电时间不超过3
小时，从而保障电采暖用电安全可靠。

取暖成本是影响用户使用电采暖的关
键因素，降低电采暖成本，需要从市场机
制、完善价格政策和技术创新等多方面发
力。杜蜀薇表示，国家电网通过在清洁能
源富余地区、电力供大于求地区组织电采
暖用户“打捆”，与清洁能源、高效环保发电
企业开展直接交易、市场化竞价交易，建立
长期稳定且价格较低的供用电关系，利用
市场化手段降低电采暖用电成本。累计共
组织完成交易电量10亿千瓦时，降低客户
成本3150万元。

与此同时，充分利用峰谷分时电价政
策，鼓励用户选择应用蓄能电采暖设备、适
当延长低谷时段用电、推行建立上网侧峰
谷分时电价等措施，在国家电价政策允许
范围内，依法合规降低电采暖电价水平，并
协助政府合理确定居民区电采暖电量，争
取电采暖电量执行居民第一档电价的政
策，减轻居民“煤改电”取暖负担。

不过，郭炳庆说：“在清洁取暖的推广
过程中，设计端没有标准，导致建设无依
据，造成一些混乱。因此，推广清洁取暖必
须尽快完善相关标准和规范。”

供暖季到来，北方地区清洁取暖加快推进——

有了“煤改电”生活更洁净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王轶辰

从河南省淅川县大
石桥乡沿丹江口水库一
路向北，只见碧波荡漾、
青山逶迤，一株株松柏铺
排至山顶，在黑石缝中挺
拔屹立，绿意盎然。而在
以前，这里曾是荒山一
片，石漠化严重。

“石漠化荒坡土地退
化、贮水能力差、岩层漏
水性强，由此引起缺水干
旱，水土流失严重，陷入
山穷、水枯、林衰、土瘦的
恶性循环。”淅川县林业
局局长武建宏说，淅川石
漠化土地面积达 125 万
亩，其中，55 万亩为重度
石漠化区域。

如何让石漠化荒山
绿起来？在石头山上栽
树，咋栽？能活吗？

“能！关键要有土、
有水。”大石桥乡护林员
石俊侠说，从 2013 年起，
他和 5 位同事开始在这
片石头山上造林。没有
土，他们组织群众肩挑人
抬，一袋土一袋土往山上

搬运；没有水，他们在山上用石头围堰，铺上塑料
布，分级提灌……

石漠化荒山水源涵养能力差，为了增加土壤的
储水能力，石俊侠发明了“酒瓶滴灌”浇水法，即为
每一棵树浇透后，把一个装满水的酒瓶倒插在树根
旁的土壤里，让水慢慢渗入地下。“一来保墒抗旱，
二来通过瓶内水位就能判断树苗是否渴了。”石俊
侠说。4年来，他承包了5000亩石漠化荒山，绿化
了6个山头。

淅川县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渠首所在地和核
心水源区，担负着一库清水永续北送的历史重任。

“丹江水清不清，关键看淅川的山绿不绿。”淅川县
委书记卢捍卫说，为了绿化荒山，涵养水源，该县
创新造林机制，采取市场化运作、合同化造林模
式，与企业和造林大户签订造林合同，按成活率兑
付造林资金，大大提高了造林成活率。统计数据显
示，近年来，淅川实行合同化造林治理荒山 53.2 万
亩，封山育林 21 万亩，森林覆盖率由 8 年前的
32.8%增加到现在的45.3%。

“三分栽种，七分管护。”护林员翁建民说，他每
天都要巡山，看看有没有盗树的、砍柴的，有没有
火情隐患。

造一片、护一片，林子才能活一片、绿一片，丹
江水才能清一点、甜一点。在淅川，像翁建民一样
的 400 多名专业护林员深知这个道理。毛堂乡护
林员总队长靳建成一年中有 300 多天都在山上和
林中度过；马蹬镇山南片护林队长胡道法已经 64
岁，一年四季都在林区巡逻，一干就是 40 年；荆紫
关林场护林员李学绪和同伴们用 10 年时间，硬是
把一个濒临报废的林场变得郁郁葱葱，保住了丹江
口水库边4万余亩、绵延150公里的林带。

造林专业队和护林员们的带动激发了当地百
姓植绿、爱绿、护绿热情，越来越多的人主动投入
到植树播绿的行列，染绿了渠首，改善了水质。丹
江口水库水质最新检测评价结果显示，库区水体均
达到Ⅱ类水质及以上标准，完全符合调水要求。

近年来，经过不懈地植树造林，淅川的石漠
化荒山渐渐绿了起来。图为新栽上的柏树苗。

本报记者 夏先清摄

本报讯 记者杨学聪报道：北京 4
大燃气热电中心的最后一个项目——东
南热电中心三期燃气机组项目，目前正
在开展 168 小时满负荷试运行，计划今
冬供暖季前正式投运。

记者从北京市发展改革委获悉，随
着东南热电中心建成，北京 4 大燃气热
电中心实现收官，今冬城六区集中供暖
全部采用燃气。

东南热电中心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王四
营，一期是燃煤发电机组，二期、三期
工程由华能国际新建 4 台燃气热电联产
机组，其中三期是一期燃煤机组替代工
程。东南热电中心建成后，将新增清洁发

电能力192.1万千瓦，新增清洁供热能力
约2800万平方米。其中二期燃气机组工
程已于2011年底竣工，一期燃煤发电机
组于2017年3月停备，三期项目建设2台
燃气热电联产机组，装机容量99.8万千
瓦，供热面积约1500万平方米，其配套
工程尽量充分利用现有配套工程实现接入
送出。

北京市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介
绍，2010年，北京市政府出台《关于加
快构建本市安全高效低碳城市供热体系
有关意见的通知》，首次提出建设4大燃
气热电中心。4大燃气热电中心及其配套
水、电、气、热市政工程项目共涉及 8

个主要建设单位，40个工程项目，总投
资约477亿元。

长期以来，北京本地电力支撑和热
力供应以 4 个燃煤热电厂为主，“十一
五”时期，为优化调整城市供热结构，
北京陆续投产了太阳宫、郑常庄等 5 座
燃气热电厂，但存在机组规模小、布局
不合理的问题。4大燃气热电中心在北京
城的四面构建 4 个热电源点，形成对中
心热网和城市电网的主力支撑，使北京
能源基础设施布局更为合理。4大燃气热
电中心实现对燃煤热电厂的替代，全面
建成后可实现城市中心热网供热和本地
电力生产全部清洁化。

随着 4 大燃气热电中心全面建成，
北京实现新增清洁发电能力 724 万千
瓦，替代燃煤装机287.5万千瓦，相应每
年减少燃煤920万吨。

随着城市的发展，预计未来一段时
期内，北京最大电力负荷需求仍将保持
每年6%至7%的增长。4大热电中心的建
设可有效缓解供热瓶颈，增强本地电源
支撑，满足城市的快速发展需要，保障
热电能源的安全供应。4大热电中心全面
建成后，新增本地清洁发电能力 724 万
千瓦，约占全市用电负荷的三分之一；
新增清洁供热能力 1 亿平方米，约占中
心集中热网供热的50%。

按照预期目标，4大燃气热电中心建
成、燃煤电厂关停后，北京热电联产机
组能源利用效率可提高 20%，相比同等
规模燃煤机组每年可节约标煤约 300 万
吨，相比现有燃煤机组污染物排放每年
可减少二氧化硫排放 1 万吨，减少氮氧
化物排放 1.9 万吨，减少粉尘排放 3000
吨，节能减排效果显著。

四大燃气热电中心建成——

今冬起北京城六区供暖不再烧煤

清洁取暖技术包括电、天然气、地
热、太阳能取暖等。其中电取暖主要利
用电能转化为热能的原理为用户提供供
暖服务。电取暖以其清洁、便捷、高
效、安全等特点，已成为我国北方地区
替代化石燃料取暖的主要方式之一。

电取暖技术又分为直热式和蓄热式两
大类型。二者可根据应用场景的取暖特点
混合搭配，具有灵活的配置能力与广阔的
发展前景。电供暖技术对建筑物的保温结
构要求较高，在既有建筑进行电供暖改造
时一般要同步进行外墙保温改造，以提高
电供暖的应用效果。

具体来看，直热式电取暖技术是指将

电能由电热设备转换为热能并直接供热的
一类技术，具有调节灵活、分散控制、节
约能源的特点，易于实现分区、分时控
制，在学校、军营、厂房等间歇性供暖的
场合有较大的市场潜力。直热式电供暖包
括电制热、电热泵等技术类型。

蓄热式电取暖技术是指将电能转换
为热能并存储于蓄热介质中，并由蓄热
介质释放热能以满足用户用热需求的技
术。蓄热式电取暖技术设备可充分利用
夜间低谷时段电力蓄热，降低用电及供
热成本，促进电力系统削峰填谷与清洁
能源消纳。热源与蓄热介质是蓄热式电
取暖技术的核心部分。 （王轶辰整理）

发展电取暖需因地制宜

国家电网员工对“煤改电”配套工程进行施工。 本报记者 王轶辰摄

为保障煤改电
工程，电网公司河
北省廊坊市东兴村
内的配电网项目进
行了改造升级。

本报记者
王轶辰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