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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湖南省新田县三井镇茂家光伏
发电站，一排排太阳能光伏电板随山势起
伏，给山岭披上了“银装”。

刘贵雄摄（中经视觉）

图② 在海拔 1200 多米的江西省赣
州市安远县九龙山风力发电场，风力发
电机在云雾中随风转动，若隐若现，宛如
仙境。 陈地长摄（中经视觉）

图③ 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一处综合
供能服务站，供电工人正在对新能源汽车
充电桩进行调试检查。

谭云俸摄（中经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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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能源
安全直接影响到国家安全、可持续发展以及
社会稳定。在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和能源地缘
政治态势大变动，以及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的
大背景下，国际油市的大动荡再次给中国能
源安全敲响了“警钟”。

对于中国而言，能源安全矛盾集中体现在
油气安全问题上，即国内油气资源不能有效地
支撑经济持续发展。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
原油进口量 50572 万吨，增长 9.5%，石油对外
依存度达 70.8%；天然气进口量 9660 万吨，同
比增长6.9%，对外依存度达43%。不断攀升的
石油对外依存度带来的后果是，一旦国际石油
供应出现动荡,将对中国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
产生严重的影响。

要筑牢能源安全这道“闸门”，首先要多措
并举保障油气安全，继续在油气投资、储量、产
能和产量等方面聚焦用力。要做大渤海湾、四
川、新疆、鄂尔多斯四大油气上产基地，巩固增
储上产良好态势，坚决防止滑坡。加快推动天
然气管网建设，多措并举增加储备能力。在油
气体制改革上，要推动完善油气勘查开采管理
体制，配合制定相关准入条件，积极推动制定
勘查区块竞争出让、退出办法，健全油气管网
运营机制，健全管道业务利益共享机制。

其次，要充分发挥我国的先天资源优
势，大力推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从我国

的实际情况来看，煤炭作为保证国家能源
安全稳定供应的主渠道短期内还难以改
变。在发展清洁能源的同时，必须最大限
度减少煤炭资源开发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摒弃过度开采等落后开采方式，改变技术
落后、能效低下、环境污染
严重的落后利用方式，依靠
科技创新、强化监管，降低煤
炭利用污染物排放，推进煤
炭全产业链的绿色安全开采
和清洁高效利用。

再次，要从国家可持续发
展和能源安全的战略高度优先
发展清洁能源。近年来我国清
洁 能 源 虽 然 取 得 了 快 速 发
展，但“弃风”“弃光”“弃
水”等限制产业发展的关
键问题仍然存在。在今后
工作中，一方面要加大
特高压电力外送通道建
设，加强区域互联，扩
大消纳范围；另一
方面还要探索新能
源基地就地利用方
式 ， 并 在 用 电 密
集、用电负
荷 较 高 的
东部地区
大 力 发
展分布
发电。

随着度电成本的快速下降，光伏正成为全
球能源转型的主要选择之一。近日，国内光伏
组件龙头晶科能源控股有限公司受邀出席由
全球气候组织与联合国、纽约市共同举办的纽
约气候周大会并发表主旨演讲。晶科能源控
股有限公司副总裁钱晶在会上表示：“能源是
重启经济的CPU，而以光伏为代表的可再生
能源已成为最具竞争力的能源。”

早 在 2019 年 9 月 ，晶 科 能 源 加 入
RE100，该组织由全球气候组织发起，是一项
全球性的合作倡议球性的合作倡议，，与碳信息披露项目与碳信息披露项目(Car(Car--
bon Disclosure Project)bon Disclosure Project)合作合作，，联合了苹联合了苹
果果、、谷歌谷歌、、微软等全球微软等全球极具影响力的跨国企

业，共同承诺将在尽可能短的时间（最迟到
2050年）实现全球范围内100%使用可再生
电力，要求成员企业每年披露用电数据和目
标进展，为全球低碳经济发展及气候目标承
担更大责任。目前全世界有242家全球最大
的跨国公司、科技企业、金融机构等都响应了
倡议并做出了承诺。

作为全球首个加入 RE100 的太阳能企
业，晶科能源承诺到2025年100%使用可再生
能源。据钱晶介绍，目前晶科能源所有工厂和
全球运营使用可再生能源的比例约为30%，
晶科能源有信心在2025年实现100%使用可
再生能源。

“十四五”时期是中国推动能源革命的关键
阶段。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生产与消费
国，尽管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发电装
机国，但整体能源体系中传统化石能源所占比
重仍然过大，要全面实现绿色低碳发展还面临
诸多挑战。

钱晶表示，“十四五”是光伏从量变到质变
的关键期，因为从此光伏开始进入无补贴时代，
可再生能源指标已不合时宜，消纳水平成为决
定市场容量的新指标。

钱晶认为，光伏与建筑的结合将是未来的
重要方向。“所有的建筑都会尽量用屋顶和外
墙面铺设光伏系统，成为一个小型发电站，建
筑不仅是能耗单元，也将是发电单元。”钱晶表
示，在未来，原本毫不相干的分散电站资产和
楼宇，将因为能源而互动、联动甚至共享起来，
光伏独一无二的特点，
让创新有了意义，让科
技有了价值，让融合有
了可能。

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
局性、战略性问题，对国家繁荣发展、人民
生活改善、社会长治久安至关重要。

“十三五”期间，我国大力推动能源消
费改革、能源供给改革、能源技术改革、能
源体制改革，全方位加强国际合作，不断完
善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我国能
源事业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迈出了新步伐。

能源保障能力不断提升

“设备全部符合送电要求，送电！”现
场项目负责人一声令下，10千伏军运一、
二回环网柜向雷神山医院供电，26台配电
箱和2个环网柜几乎同时发出均匀的“嗡
嗡”声，正式开始带电运行。1月29日18
时23分，连接湖北武汉雷神山医院的电网
主动脉架通，雷神山医院通电了。原本15
天的工期，3天全部完成，彰显了中国能源
保障的实力。

“十三五”期间，通过内外挖潜，中国
能源保障能力迈上新台阶。石油、天然气
作为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战略物资，历来

是各国政治、军事、外交领域的核心关
切。面对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国内
原油产量 2019 年达到 1.91 亿吨，扭转了
2016年以来的持续下滑态势，对一段时间
以来我国原油对外依存度过快上涨趋势形
成遏制，为坚守国家油气供应安全底线提
供了有效保障。

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油气增储上产态
势良好。预计完成上游勘探开发投资3321亿
元，同比增长21.9%；石油和天然气新增探明
储量分别达到12亿吨、1.4万亿立方米，同比增
长25%和68%；天然气产量（不含煤制气）达到
1733亿立方米，连续3年增产超100亿立方
米，页岩气、煤层气、煤制气全面增产。

同时，天然气产供储销体系建设成效显
著。加快构建“全国一张网”，全力推进29
项互联互通重点工程，日供气能力提升
5000万立方米。布局若干个区域地下储气
库基地，3家石油企业储气能力达153.6亿立
方米，比去年增加约13.8亿立方米。积极推
动LNG接收站布局建设，实施罐箱多式联
运示范工程，压实上游供气企业、城镇燃气
企业和地方政府的应急储气责任，加快推进

多元进口体系建设，天然气供应保障总体
平稳。

下一步，我国将继续在油气投资、储
量、产能和产量等方面聚焦用力。国家能源
局局长章建华表示，要做大渤海湾、四川、
新疆、鄂尔多斯四大油气上产基地，巩固增
储上产良好态势，坚决防止滑坡。同时，着
力提高煤炭供给质量，推进煤矿智能化发展
和安全绿色开发，保障煤炭市场稳定供应，
并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利用。

清洁能源发展跨越重大关口

能源保障能力不断提升的同时，我国大
力推进能源发展绿色低碳转型。“十三五”
时期，我国加快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
能源消费结构不断优化，能源绿色低碳转型
深入推进，清洁能源消费比重持续提高，可
再生能源装机快速增长。

数据显示，“十三五”以来，我国非化
石能源消费增量占到一次能源消费增量的
40%，较“十二五”期间的增量占比上升了
14个百分点。

近年来，我国非化石能源发展速度和投
资力度引领全球。2019年，非化石能源占
一次能源消费比重为15.3%，非化石能源发
电装机容量占比为42%、非化石能源发电量
占比为32.7%。

据统计，中国连续多年成为全球可再生
能源最大投资国。我国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
专利数位列全球第一,可再生能源装机和发
电量连续多年稳居全球第一。

2019年5月，我国印发了第一批风电、
光伏发电平价上网项目名单，涉及 16 个
省份，总装机规模 2076 万千瓦。截至目
前，已核准的风电项目容量260万千瓦，已
开工170万千瓦，已建成0.75万千瓦；已备
案光伏发电项目容量1288万千瓦，已开工
477万千瓦，已建成13万千瓦。

“我国积极推进风电、光伏发电无补贴
平价上网，新能源发展正跨越重大关口，进

入新时期。”章建华表示，推动清洁能源发
展，必须在建设和管理上同向发力，既要建
好也要用好。要有序发展风电光伏，合理把
握发展规模和节奏，积极推进陆上风电和光
伏发电平价上网，2021年实现陆上风电全
面平价。

未来，我国将继续加快能源结构调整速
度，持续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在确保
能源安全供应、满足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和
人民生活水平提升的同时，大力提升能源利
用效率，加快能源结构向清洁低碳方向
转型。

破除障碍推进体制机制改革

山西的煤层气资源非常丰富，储量约占
全国的三分之一，但矿权设置不合理、区块
投资强度低等问题制约了增储上产。为解决
该问题，国家授权山西制定煤层气勘查开采
管理办法，率先试点煤层气、致密砂岩气、
页岩气“三气”共采，将煤层气开发项目备
案权下放山西省管理，一些长期存在的体制
性障碍、机制性梗阻得以破除。

只有推动能源体制改革，还原能源商品
属性，构建有效竞争的市场结构和市场体
系，形成主要由市场决定能源价格的机制，
才能打通能源发展快车道。“十三五”期
间，我国能源体制机制创新获得新突破。

电力体制改革方面，持续推动电力市场
化交易，规范开展中长期市场交易，稳步推
进增量配电业务改革和电力现货市场建设试
点，不断扩大电力辅助服务市场范围。油气
体制改革方面，持续推进上中下游改革，配
合组建国家油气管网公司，制定出台《油气
管网设施公平开放监管办法》，推动油气改
革进入新阶段。同时，经过大力优化电力营
商环境，我国“获得电力”（企业获得电力
服务质量）指标进一步提升至全球第12位。

“当前，能源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
区，部分领域和环节改革面临一些现实难
题，遇到了很大阻力。”章建华指出，在电
力体制改革上，要持续深化电力市场建设，
深入推进电力中长期市场和辅助服务市场建
设，扎实推进电力现货市场建设试点正式运
行，加快推进电力交易机构独立规范运行，
进一步规范增量配电网改革试点，积极培育
配售电企业。

在油气体制改革上，章建华表示，要推
动完善油气勘查开采管理体制，配合制定相
关准入条件，积极推动制定勘查区块竞争出
让、退出办法，健全油气管网运营机制，重
点配合做好管网资产有序交接，推动国家油
气管网公司平稳运营，健全管道业务利益共
享机制。

记者还了解到，在能源技术革命方面，
将加强重大能源科技基础设施建设，优化国
家能源研发中心和重点实验室，推动科研设
施及验证平台开放共享。积极探索区块链等
新兴技术在能源领域的融合应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