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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万斯琴/文
一年一度的“电荒”潮，又如约

而至，资源匮竭与煤电矛盾的呼声
再起，然而今年却大为不同。
“以前是季节性电荒，今年一

开工就电荒，而且很可能贯穿全
年。”江苏姜堰市李庄村一个小企
业主无奈地说，这个年产值接近 4
亿元的汽配专业村，一过春节之后
就恢复了每周两天的限电措施，对
企业生产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而同样的电荒，也发生在江
西、浙江、广东等地。江西省自 3 月
份就实施有序用电，浙江一季度用
电量同比增长 15%，广东省也于数
日前启动限电措施、安排八大类高
耗能行业错峰生产。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日前发
布“2011 年第一季度全国电力供
需与经济运行形势分析预测报告”
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全社会用电
量高达 10911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2.7%，有比较明显的回升。报告
还预计在 2011 年全国全社会用电
量将会高达 4.7 万亿千瓦时左右，
同比增长 12%。

一季度就已经爆出的淡季电
荒，预示着 2011 年将成为我国近
几年来电力最为紧缺的一年。随着
夏季用电高峰的来临，今年的电荒
已经基本确定不仅会像往年那样
卷土重来，而且时间更早、势头更
猛，将可能蔓延至整个南部地区。

电荒时间提前

电荒的到来，在 2、3 月份已经
初显苗头，最早的广东佛山实施限
电措施的时间，居然是 2 月 15 日。
进入 4 月份，预警持续不断升温。

3 月 25 日，国家电监会展开
了新一轮的火电企业摸底调查；4
月 15 日，国家发改委发布通知，今
年大部分地区电力供需形势偏紧，
预计夏季高峰期华东、华北、南方
供需缺口较大。
在上述通知中，发改委要求，

各地于 5月底前必须将“有序用电
方案”上报发改委经济运行调节局
备案。与此同时，发改委在 4 月初
率先针对 16 个用电紧张的省市提
高了上网电价，调高了部分亏损严
重的火电企业上网电价。
“每年到了 6、7 月份，社会用

电量就上来了，但是这次比往年都
来得更早了一些。”华南理工大学
电力学院原院长、中国南方电网公
司专家组成员张尧表示。
根据 4 月 22 日国家能源局召

开的一季度能源经济形势发布会
的报告数字，今年一季度，全口径
全社会用电量累计 10911 亿千瓦
时，同比增长 12.7%。其中，1 月份
和 3 月份的全社会用电量，已经相
当于去年 7、8 月份夏季高峰时段
的用电量。
而业内专家认为，全国电网牵

一发而动全身，受工业负荷恢复、
电煤价格、机组停机以及电力跨区
输送能力等影响，部分地区出现限
电的状况，有可能造成全国范围内
的负荷紧张。

国家能源局预计，2011 年全
年，全社会用电量将高达 4.61—
4.69 万亿千瓦时，比上年增长
10%—12%；上半年用电量将达
2.2 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1%左
右。虽然全年能新增发电装机容量
8000 万千瓦，但上半年只有不到
3000 万千瓦。供需关系偏紧已成
定局。

“2011 年结构性缺电频繁，华
东和华北将进入持续紧张的状态，
未来可能会蔓延到全国。”华泰联
合电力行业分析师穆启国说，“由
于沿海地区装机供给增长受限，特
高压电网建设滞后，煤价、电价严
重倒挂现象等继续存在，今年到明
年出现用电紧张将持续存在。电力
供需的变化是趋势性的，具有区域
特征，发达地区及产业转移地区，
用电紧张将愈加明显。”
国资委 25 日曾透露，国家电

网公司的华北电网特高压工程建
设已经全面启动，先期投资就高达
315 亿元，而整个全国的特高压工
程总投资将超过 5000 亿元。
“发电资源在西北、西南，主要

用电地区却在东部沿海，长期来看
这样的能源运输系统迟早都要建

立的，但建什么、怎么建，都还需要
广泛讨论。”一位业内电力专家指
出，目前的特高压输电工程，如果
能够达到将西北的煤电、西南的水
电、北部的风电和未来的核电能源
全部大规模、长距离、跨区域输送
的目的，将对缓解局部地区电荒大
有好处。

煤电通胀压力

煤电之争由来已久。除了经济
增长带来的用电量上升之外，今年
的电荒根源，还和宏观经济通胀背
景下的煤炭市场存在紧密关系。

2010 年，火电企业亏损面达
43.2%，2011 年来受成本高企影
响，全国火电企业的亏损问题更加
严重，企业经营越发艰难。“火电
仍旧占发电总量的 70%。2011 年
一季度淡季电荒现象的出现是由
煤炭供应紧张、用电负荷加重等多
种因素共同作用造成的，现在依然
是燃煤之急。”张尧对本报记者表
示。
“煤炭形势，是越来越复杂，价

格也越来越高。”浙江桐乡一位专
门替电厂采购煤炭的能源商人告
诉本报记者，通胀的宏观经济环境
已经对煤炭价格的上涨形成了心
理预期，煤炭的价格近期普遍上涨
了 10—20 元一吨，再加上运输过
程中运费、油价的同时上涨，煤炭
总成本已经提高了超过 10%。

4 月 27 日，环渤海动力煤价格
指数上涨 1.13%，已经保持了六个
星期的上涨势头。发热量为 5500
大卡的市场动力煤的市场平均价
格，已经从原来的 760 元上涨到了
815元每吨。
“我知道发改委也曾经找过煤

炭企业进行过约谈，但是煤炭成本
和运输费用的上涨是客观的。”这
位煤炭商人告诉记者，4 月底，全
国的华东、华中地区电煤库存水平
又下降到了 10 天左右的水平，但
与此同时，山西、内蒙古等煤炭资
源大省的资源整合进程也在同步
进行中，煤炭价格的调控体制还没
有能够完全建立。
“电荒的根本，在于煤电的供

给矛盾。通胀带来煤炭涨价，电力
企业发电意愿不足，但反过来由于
通胀，电价又不可能大幅度上调。
这就是目前的两难局面。”
“全中国的所有中小发电机组，

不管是储备、用电量和预测的指
数，都还是以火电为主。现在的发
电企业，尤其是 3000 千瓦以下的
机组，都是高耗煤的，达到了每度
电要消耗 350 克煤, 甚至 370 克煤
的能耗标准。现在每吨煤是 850 元
左右，如果价格被带到 1000 元每
吨的话，成本就由原来的 3 毛 4 上
涨到 3 毛 6，而入网价格一直没
变。其实明着来看，很多发电就光
是煤炭成本这一块已经是实质性
亏损了，还没有加上员工的开支、

运费和油价等等。”张尧指出，现在
中国的所有发电机组，只有为数不
多的几家电厂有盈利，其他全属于
在亏损阶段，而新增的发电装机容
量，也很难跟得上全社会用电需求
的增长步伐。

困局短期难解

利用价格杠杆，实行差别电价
是各方的呼声。
“其实对于现在的拉闸限电，

对于一季度就出现的用电高峰，不
仅对于企业有难处，对于国家也是
有压力的。至今为止，工业用电大
幅提高，国家也在想办法去解决这
事。”张尧表示，“国家只能是通过
调控来缓解当前的电力困境，深化
电力改革，推进电力价格市场化和
煤电联动改革，但是就经济发展过
热的势态来说，我预计，在 2011 年
下半年，用电量会达到 20%增长。”
针对第二季度，甚至今明两年

的用电高峰，业内专家普遍认为，
“政府需要做好迎峰度夏安全保
障，加强煤矿、运输协调管理，加大
‘治超’力度的同时，建立高效、快
捷的煤炭运输通道，确保电煤供应
。”

东方证券电力行业分析师杨
宝峰认为，根本解决方案就是特高
压实现跨区域送电，在严控碳排放
以及核电安全性遭到严重质疑的
时代背景下，尤其是在经济发达、
环保要求更严的长江三角洲地区，
火电和核电项目的审批可以预见
将非常缓慢，依赖特高压实现西电
东送目前看来是惟一解决办法，预
计最快 2012 年相关特高压线路可
实现首批投运。
而被寄予高度期望的特高压

电网工程，虽然已经正式开工建
设，却依然处于风波和争论之中。
以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原秘书长
陈望祥，电力规划总院原规划处
长、国家电网建设公司顾问丁功扬
等为主的一批专家学者，坚持认为
没有必要在现有 500 千伏的主干
电网上再建设 1000 千伏级的特高
压电网。
对于此次的电荒，不少社会民

众对此提出了好的建议。一位来自
安徽的网友就表示，“解决电荒的
方案就是结构性电价上调，全国火
电商的盈利水平历来是东边高、西
边低。微观到华东地区，‘皖电东
送’的安徽，作为华东电网内重要
电量输出大省，这两年的电力新增
固定资产投资也出现停滞，这一部
分和当地火电商普遍亏损有关，为
了缓解用电紧张的局面，未来将通
过上调此类重要电量输出省份的
上网电价，来实现产能的稳定增
长。”
“理性增加供给，在充分发挥

现有设施能力的同时，积极争取外
购电力。同时，要充分认识当前经
济局部过热对电力需求的影响，理

性考虑地方与全国电力的协调发
展，确保电力供给增长与经济发展
相适应，防止电力建设上的盲目扩
张。”张尧说。

经济全局影响

“去年实施的限电措施，实际
上是压抑了企业生产经营的能源
需求，现在这种势头反弹上来了。
再加上经济还在高速发展，工业产
能和新增投资项目还在迅速增加，
导致用电量一过春节就持续迅猛
增长。”一位电力系统专家对本报
记者说。
而企业面临的这种时常限电

的局面，很可能会成为近年来的常
态。东方证券电力行业分析师杨宝
峰认为，地区用电紧张缘于供给结
构性失衡，全国新增装机地区性差
别显著，呈现华东、华中少，东北、
华北多的格局。考虑到常规电力项
目需要两年建设周期，目前电力产
能供给的结构性失衡，决定了华东
用电紧张可能在未来两 年内成为
常态。
“对于企业来说，节能是惟一

不变的法则，对于现在的环保来
说，要想尽办法达到节能，减低成
本，关键在于靠自己去有序有机制
地发展电力。”张尧认为，解决长
期的电荒问题，还是在调整经济发
展结构和模式，不能永远陷入“水
多加面、面多加水”的困境当中。
“短期内，企业要积极配合，缓

解电力供需矛盾，电力企业应合理
安排检修时间，避开用电高峰期，
加强设备维护和运行监测，确保发
输电设备的正常、安全运行，以提
高设备利用率；加强优化调度和电
能交易，加大峰谷余缺调剂力度，
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事实上，不少企业以及行业分

析人士已经在调研限电措施对经
济发展将可能造成的深层次影响。
“限电措施往往都是针对高耗

能的钢材、水泥、电解铝等工业企
业，这对产业发展存在多重的影
响。由于限电措施限制产能，缓解
了这些产业的过剩的产能压力；但
另一方面，限电的高峰期，往往也
是煤炭、焦炭等的需求高峰期，市
场价格一般都会有 10%以上的上
涨波动，这就又增加了企业的原材
料成本压力，使得生产成本增加。
产能减少了、成本增加了，在宏观
政策压力减弱与上游成本的支撑
下，钢材、水泥、电解铝等等的价
格有可能会步入上升的通道。”一
位证券行业分析师说。
而中国华能集团公司相关负

责人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也表
示，虽然目前集团一些南方电力企
业还没有反馈严重的电荒问题、整
体电力还处于比较平稳的状态，但
钢铁、水泥、电解铝、铁合金等部
分重点高耗能企业以及产能过剩
企业已经被安排错峰生产。

“电荒”升级

郑青，毕业于东北大学资源与土木工程专业，2000
年以优异的毕业成绩加入北京市政集团四处。他在坝
河、凉水河污水截流工程、北京地铁 4号线和南水北调
等工程中刻苦钻研新技术，在生产实践中曾获得诸多荣
誉：先后获得北京市《无水砂卵石地层盾构隧道关键施
工技术研究》一等奖、《提高盾构施工速度 QC（质量管
理）成果》全国市政行业优秀 QC成果一等奖、北京市优
秀项目经理称号、北京市轨道交通 2009年度安全质量
管理先进个人、北京市优秀青年突击队等荣誉称号。

郑青管理的第一个工程是北京市南水北调工程，

南水北调工程是从河北省 4 座水库筹集 3 亿立方米
水，通过建造的管涵把水源调入北京市第九水厂，以确
保奥运会期间有充足的备用水源。工期非常紧，任务量
大，对郑青及整个项目团队来讲可谓是一个巨大的考
验，而这又是他第一次管理工程。面对这么大的压力他
并没有畏惧，而是在施工前期就做好了精心的组织工
作和施工筹划。在施工过程中严格控制节点，保证施工
质量。通过他和团队日日夜夜的不懈努力，2008年 7
月 15日南水北调工程正式竣工，并荣获了北京市结构
长城杯金奖。 苏民/文

郑青：创盾构施工创纪录的北京市优秀项目经理

随着夏季用电高峰的来临，今年的电荒已经基
本确定不仅会像往年那样卷土重来，而且时间更
早、势头更猛，将可能蔓延至整个南部地区。

图为安徽电网 2011年迎峰度夏一号工程“濉五线”220千伏输变电线路技术改造施工现场。CFP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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