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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现新的煤电热潮 
新燃煤电厂的审批和规划在加速 

概要 

据全球能源监测以及能源和清洁空气研究中心对中

国燃煤电厂在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15 日进行的

调查发现，经过多年对新规划和新核准燃煤电厂的

限制之后，中国再次将加速发展该行业提上日程。 

 

中国目前处在开发中的燃煤发电装机容量为 249.6 吉

瓦(GW)，其中在建 97.8GW，规划 151.8GW，比

2019 年底(205.9GW)增长 21%。中国正在开发的装

机容量 (249.6GW)超过了美国(246.2GW)或印度

(229.0GW)现有的煤电装机。 

 

从 2020 年初到目前为止，中国电力行业规划了

40.8GW 的新燃煤电项目——相当于整个南非的燃煤

装机(41.4GW)。自 2019 年中央政府开始放松对新建

燃煤电厂的限制以来，新规划燃煤电厂的数量一直

在增加。 

 

中国同时也在推进更多燃煤电厂的审批进程。今年

1 月 1 日至 6月 15 日，中国核准了 17.0 GW 煤电，

超过了 2018 年和 2019 年新增装机容量的总和

(12.0GW)。新开工的煤电有 11.0GW。这表明，至少

在目前，大量增加的新项目大多处于规划阶段。 

 

就连曾在 2019 年表示要退出煤炭行业的中国国有控

股企业国家开发投资集团，也在 2020 年规划了

3.2GW 的新燃煤电厂——这似乎是一种未经宣布的

政策逆转。 

 

据报道，2020 年批准的 17.0GW 中，有近一半

(7.9GW)是从西部到沿海需求中心的长距离特高压输

电线路的支撑电源项目。这意味着其余的煤电项目

只会加剧中国的煤电产能过剩危机。 

 

2020 年 6月 18 日，包括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

家能源局在内的 6 个中央政府部门表示，燃煤电厂

的建设必须根据需求，并优先考虑清洁能源、外地

输电和灵活响应项目。 

 

这份文件表明，中央政府已注意到最近省级煤电规

划和许可的激增，并希望加以控制，不过尚未提出

在“煤电规划建设风险预警”之外的具体措施。而

最新的“风险预警”政策已经对全国大部分地区的

煤电建设开了绿灯。 

燃煤电厂作为经济刺激手段  

煤电开发的复苏是由一系列错误的激励措施推动的，

而不是出于对更多煤电产能的需求。 

各地区争夺发电和煤炭开采的市场份额，以及试图

通过大型项目提振 GDP 数据，再加上国有银行向国

有公用事业企业发放贷款时，很少进行尽职调查，

导致了中国的煤电行业扩张失控。地方贷款额度的

增加以及为抵消新冠疫情对经济的影响而增加支出，

可能会使问题变得更糟。 

尽管总体资本支出下降了 6%，但 2020 年 1 月至 5

月对公用事业的投资仍比 2019 年同期高出 14%。这

https://ieefa.org/first-chinese-major-joins-over-100-global-financial-institutions-restricting-coal-finance/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tz/202006/P020200618375022908090.pdf


简报：2020 年 6 月 

 

表明在新冠疫情危机期间，电力行业在帮助提振经

济方面处于相对强势的地位。这种投资导向显然对

能源和排放有着长远影响。 

可再生能源行业对前景表示乐观，投资增加将重振

去年大幅下滑的风能和太阳能装机容量：在项目因

新冠疫情而中断之前，太阳能光伏装机预计将同比

增长 50%，恢复到 2019 年因太阳能电价下调导致装

机容量下降时的水平。在因新冠疫情实施封锁后，

业界仍预计装机容量将增加 15-30%至 35-40 GW。

到 2020 年，风能和太阳能的新增装机容量将攀升

25%，达到约 70GW。

然而，由于地方领导者急于利用现成的信贷和中央

政府对刺激支出的支持，煤炭仍占据能源项目规划

的重头。绿色和平组织东亚分部的研究发现，2020

年 1 月至 4 月，有 48GW 的新煤电项目出现在地方

政府今年的“重点项目清单”上。 

 

2020 年允许建设的 17.0GW 燃煤发电装机容量中，

有四分之三(12.7GW)由地方公司开发，其中许多正

在快速推进：蒙能呼和浩特市金山煤电厂 Hohhot 

Jinshan coal plant3-4 号机组从项目列入规划到开工建

设仅用了 3 个月的时间。 

煤电产能过剩 

新煤电规划出炉之际，中国仍在继续应对燃煤发电

产能过剩的危机。 

与确保稳定电力供应所需的产能相比，中国目前估

计有 400GW 的燃煤发电过剩产能。1 

2015-2019 年，全国新增过剩产能 140GW。 由于燃

煤发电新增 160GW，非化石能源新增 300GW，燃

气发电新增 40GW。然而，电力峰值需求只增加了

180GW。 

从 2015 年到 2019 年新增了 360 台燃煤发电机组，

仅就建设成本而言，就浪费了至少 800 亿美元的投

资。这些成本意味着我们错过了投资低碳、日益便

宜的可再生能源的机会。 

从中国庞大的煤电利用率可以清楚地看出经济浪费

的程度：2019 年，火电厂的平均利用率为 49%，低

于 2015 年的 50%和 2011 年的 60%。

 
1 该分析是基于 2015 年和 2019 年中国六个电网地区冬、夏高峰负

荷和发电量的报告作出。根据电力需求高峰时的可用性，为每种

类型的发电设定容量值。15%的容量裕度被认为已然足够，这表

示可用的容量应该比当年的最高峰值负荷高出 15%——更多就意

味着产能过剩。中国目前的平均容量裕度为 40%，远高于确保稳

定供应所需的水平。 

https://www.in-en.com/article/html/energy-2284160.shtml
http://www.idacn.org/news/40695.html
http://news.cnpc.com.cn/system/2020/05/29/001776934.shtml
http://news.cnpc.com.cn/system/2020/05/29/001776934.shtml
http://webcache.googleusercontent.com/search?q=cache:5n42r3elpAEJ:www.inengyuan.com/kuaixun/2522.html+&cd=1&hl=en&ct=clnk&gl=us
https://www.gem.wiki/Hohhot_Jinshan_power_station
https://www.gem.wiki/Hohhot_Jinshan_power_station
https://www.gem.wiki/Hohhot_Jinshan_power_station
https://ember-climate.org/project/global-power-2020/
http://www.raponline.org/wp-content/uploads/2016/05/rap-coalcapacitychina-2016-feb.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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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电厂复兴 

近年来，新燃煤电厂的发展有所放缓，因为中央政

府在 2014 年底至 2016 年初各省核准了 245GW 燃煤

电厂之后进行了干预。 

 

2016 年，中央政府开始限制新建燃煤电厂的规划和

许可，因为要处理已获核准的燃煤电厂的积压问题。

最突出的限制措施是“煤电开发建设预警”政策，

它限制了大多数省份发放新的煤电建设许可。 

 

尽管新装机的核准受到限制，但数百座在省级政府

煤电核准潮期间核准的新电厂仍然得以继续建设并

陆续投产。2018 和 2019 年，中国投产的燃煤发电装

机超过世界其他地区的总和。 

由于 2014-2016 年核准潮时期获批的燃煤电厂，有

许多已经投产或处于建设的后期阶段，中国开始规

划增加新的燃煤电厂。 

 

2019 年，中国中央政府开始放松“煤电开发预警”

政策。允许新建燃煤电厂的地区从 2016 年的 3 个增

加到 2019 年的 15 个，2020 年增加到 19 个。 

 

中央政府还在讨论，在 2020 年之后，在中国煤电装

机上限 1,100 GW 的基础上，再增加 100 至 300GW。 

中国与世界步调不一致 

在中国以外的世界大部分地区，新规划的燃煤发电

装机容量都在下降。在东南亚，2016 年至 2019 年，

新开工项目下降了 85%，而南亚处于开发中的产能

自 2015 年以来下降了近四分之三。自 2017 年以来，

印度投运的太阳能及风电装机已超过煤电。 

 

那些仍有新煤电项目在推进的地方，它们往往由中

国的金融机构提供资金，这使中国除了面临国内严

重的产能过剩外，在世界其他地方也面临产能过剩

风险。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发现，要将全球

变暖控制在低于 1.5°C 的水平，煤炭发电需要在

2030 年前减少 80% 。即使世界其他国家在 2030 年

之前逐步淘汰所有燃煤发电，中国对新建燃煤电厂

的持续追求，也可能使 IPCC 减少燃煤发电的目标难

以实现。 

背景介绍：全球能源监测 

全球能源监测(Global Energy Monitor)是一家非营利

性研究机构，致力于开发有关全球化石能源项目的

信息。自 2015 年以来，全球能源监测每年两次更新

其全球燃煤电厂跟踪(GCPT)数据库。GCPT 数据被

国际能源署(IEA)、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环境理事会、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美国财政部和世界银行所采用。

GCPT 数据已获彭博资讯和瑞银证据实验室许可，

并被经济学人智库和彭博新能源财经使用。 

背景介绍：能源和清洁空气研究中心 

能源和清洁空气研究中心(CREA)是一家新的独立研

究机构，致力于揭示空气污染的趋势、原因、健康

影响以及解决方法。CREA 认为有效的研究和交流

是政策、投资决策和宣传工作成功的关键。因此，

该机构通过科学数据、研究和证据提供来支持世界

各国政府、公司和活动组织推动发展清洁能源和清

洁空气。CREA 于 2019 年 12 月在赫尔辛基成立，

员工遍布亚洲和欧洲多个国家。 

 

https://www.gem.wiki/China's_Restrictions_on_Development_of_Coal-Fired_Power_Capacity
https://endcoal.org/wp-content/uploads/2019/11/Out-of-Step-English-final.pdf
https://www.gem.wiki/China's_Restrictions_on_Development_of_Coal-Fired_Power_Capacity
https://endcoal.org/wp-content/uploads/2019/11/Out-of-Step-English-final.pdf
https://endcoal.org/global-coal-plant-tracker/reports/boom-and-bust-2020/
https://endcoal.org/wp-content/uploads/2020/03/BoomAndBust_2020_English.pdf
https://endcoal.org/wp-content/uploads/2020/03/BoomAndBust_2020_English.pdf
https://endcoal.org/wp-content/uploads/2020/03/BoomAndBust_2020_English.pdf
https://endcoal.org/wp-content/uploads/2020/03/BoomAndBust_2020_English.pdf
https://ieefa.org/ieefa-china-lender-of-last-resort-for-coal-plants/
https://www.carbonbrief.org/analysis-why-coal-use-must-plummet-this-decade-to-keep-global-warming-below-1-5c
https://www.carbonbrief.org/analysis-why-coal-use-must-plummet-this-decade-to-keep-global-warming-below-1-5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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