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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生产 

 “碳”路者：中国电力生产行业                                               
——顶层设计，逐日追风  

 

 

                                                                                       
1 发电量（含增速）源自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快报，与统计局披露有所差异 

火电装机占主导地位，在电量结构中执牛耳优势稳固；新

能源装机增量主体角色明确，容量权重进一步提升 

2021 年，中国电力累计装机容量 23.8 亿千瓦，同比增长 7.9%。

其中，火电在装机结构中占据近 55%的主导权重，水电装机占比

次之达 16%。“碳达峰”、“碳中和”承诺促使新能源新增装机

主体角色更加明确。2021 年，中国风电、光伏分别实现新增装机

4,757 万千瓦、5,493 万千瓦，合计增量占比 58%，累计装机增速

各达 16.6%、20.9%，新能源装机容量权重升至 27%，较 2020 年

增加 2.4 个百分点。 

 

资料来源：Wind，惠誉博华整理 

2021 年，中国发电量合计 83,768 亿千瓦时1，同比增长 9.8%。其

中，火电、水电、核电、风电、光伏发电量分别为 56,463 亿千瓦

时、13,401 亿千瓦时、4,075 亿千瓦时、6,556 亿千瓦时、3,270

亿千瓦时，火电占全电源电量比重 67.4%，较 2020 年微降 0.5 个

百分点，电量结构执牛耳优势稳固。因水电出力不足电量同比下

滑 1.1%、核电与新能源电量基数相对较小而出力有限，火电于

2021 年承担了绝大部分增量供电任务，发电量同比增速达 9.1%，

与全电源发电量一道，增速创近九年新高。 

 

资料来源：Wind，惠誉博华整理 

压舱电量刚性需求与当前系统重要性使得中国火电装机于“十四五”

期间存在 1.5 亿千瓦~1.8 亿千瓦的增量空间。中国抽水蓄能电站规划

增量五年翻一番，“十四五”期间核电核准面临提速。集中式新能源电

站以基地发展为特色，装机向三北省区逐步聚集；分布式电站占比高

是前四大光伏装机省份的共同特点，在政策推动下，分布式光伏将巩

固并逐步强化其在新增装机中的地位。“十四五”期间中国新能源装

机增幅或不低于 7 亿千瓦，2025 年末风光装机权重将达 39%，基本可

与火电装机平分秋色。 

伴随经济增长减速，全社会用电增速面临放缓；电气化率提高为用电

需求注入长期动能，用电量增速较经济增长更具韧性，而政策设计将

推动电力需求向新能源端倾斜。 

双碳目标将加快“计划电”向“市场电”的转型步伐，交易价格在用

户可承担基础上的溢价是电力行业在新形势下保持健康、可持续发展

的必要前提。市场化改革举措推动煤电中长期交易价格几近顶格上

涨，基础电源价格向其价值进一步靠拢是还原煤电商品属性、以供需

关系决定市场价格进而降低“煤电压抑”的重要标志。陆上风电与光

伏电站成本控制已适应平价要求，绿电中长期交易予以新能源运营商

更高回报。现货交易实现全网余缺互济，能源资源动态调配，有助于

提升火电保供能力与调峰服务经济性，进一步促进新能源电力全局消

纳。 

2021 年火电与新能源电力盈利冰火两重天。2022 年火电资产负债表

将获得修复，大型综合能源供应商得益于其资源、资金与技术优势将

成为中国新能源装机拓展的中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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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力装机结构向实现双碳目标迈进，“十四五”末新

能源装机容量基本可与火电平分秋色 

压舱电量刚性需求与当前系统重要性使得中国火电装机于“十四

五”期间存在 1.5 亿千瓦~1.8 亿千瓦的增量空间 

中国承诺将对煤电项目实施严控，但并未剥夺其增量空间。立足

以煤为主的国情，火电及时、充分出力牵涉国家能源安全。2021

年，中国多省因电力供需矛盾而被迫实施有序用电，经济发展遭

受电力供给冲击。在水电、新能源电力受自然条件制约出力不足

或难以提供稳定输出情境下，火电厂因煤价高企导致生产意愿消

极是引发本轮供给冲击的关键原因。 

除确保能源稳供给外，火电为电网提供了庞大的低成本灵活性资

源，这对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至关重要，特别是

在其他储能技术存在经济性瓶颈或规模缺乏的现状下。2021 年 10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与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开展全国煤电机组

改造升级的通知》，要求对煤电进行节煤降耗改造、供热改造与

灵活性改造制造，“十四五”期间改造机组规模不低于 6.0 亿千瓦，

灵活性制造规模达到 1.5 亿千瓦，进一步扩展火电辅助服务提供能

力。因此，基于压舱电量刚性需求与当前系统重要性，惠誉博华

预期，即使增速有所下滑，火电于“十四五”期间仍存 1.5 亿千瓦

~1.8 亿千瓦的增量空间。 

资料来源：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惠誉博华整理 

中国抽水蓄能电站规划增量五年翻一番，“十四五”期间核电核

准面临提速 

水电是符合减碳承诺且具备调峰能力的传统零碳电源。中国水电

开发程度不足 40%，但环境保护、移民安置、上游电站建设成本

抬升等因素对大规模水电开发构成挑战，现阶段可开发水电资源

并不充裕。在减碳路径下，抽水蓄能将成为减轻火电辅助服务提

供压力的重要选项。截至 2021 年 8 月，中国抽水蓄能电站已投产

3,249 万千瓦，在建 5,513 万千瓦。根据国家能源局发布的《抽水

蓄能中长期发展规划（2021~2035 年）》，中国抽水蓄能电站

2025 年投产总规模 6,200 万千瓦以上，至 2030 年投产总规模约

1.2 亿千瓦，规划增量每五年翻一番，是水电在减碳承诺下发展的

首要方向。 

 

 

                                                                                       
2 包括西北地区、华北北部和东北地区 

 

资料来源：国家能源局，中国核能行业协会，惠誉博华整理 

安全有序是另一大传统零碳电源核电在减碳时代的发展原则。中

国政府已于 2019 年重启核准新增核电项目。截至 2022 年初，中

国已并网核电机组 53 台，总装机容量 5,464 万千瓦；在建核电机

组 16 台，总装机容量 1,751 万千瓦。根据中国核能行业协会 2021

年 4 月发布的《中国核能发展报告（2021）》蓝皮书，中国核电

至 2025 年在运装机约 7,000 万千瓦，在建约 5,000 万千瓦；至

2030 年在运装机达 1.2 亿千瓦。核电已有在建项目投产即达成

“十四五”在运发展目标，而直接关联 2030 年“碳达峰”的“十

五五”装机目标则预示着中国核电核准在未来五年将有所提速。 

集中式新能源电站以基地发展为特色，装机向三北省区逐步聚集 

风电与光伏是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的主角，集中

式电站于“十四五”期间将以基地化发展为特色。充分利用沙漠、

戈壁、荒漠及其他土地资源，融合区域火电资产打造多能互补的

一体化基地是集中式新能源电站在减碳时代发展的明确方向。集

中式供给将向具备资源禀赋、土地条件并配套低成本火电的三北

省区2逐步聚集。 

2021 年 11 月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与国家能源局先后发布两批

以沙漠、戈壁、荒漠地区为重点的大型风电光伏基地目录。内蒙

古因区内沙漠、戈壁、荒漠资源丰富，电站规划量一骑绝尘。陕

西、山西、宁夏综合利用采煤沉陷区亦收获大量电站规划。中国

将于“十四五”时期建设风光基地总装机约 2 亿千瓦，其中外送

1.5 亿千瓦、本地自用 0.5 亿千瓦；“十五五”时期规划建设风光

基地总装机约 2.55 亿千瓦，其中外送 1.65 亿千瓦、本地自用 0.9

亿千瓦。外送功率接近总规划的 70%，这与绝大部分基地处于风

光资源丰富但远离负荷中心的三北省区密切相关。 

 

注：各省风光基地装机规模根据公开资料整理，系不完全统计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惠誉博华整理                     

分布式电站占比高是前四大光伏装机省份的共同特点。在政策推

动下，分布式光伏将巩固并逐步强化其在新增装机中的地位 

截至 2021 年 9 月末，风电装机前五省份内蒙古、新疆、河北、山

西、山东风电总装机占全国比重为 42%，风资源是影响装机地理

“十四五”期间中国煤电机组改造升级方案目标

改造/制造项目 要求 “十四五”规模目标 绩效目标

节煤降耗改造

 

按特定要求新建机组，原则上采用超超临
界且供电煤耗低于270克标准煤/千瓦时的
机组。设计工况下供电煤耗高于285克标准
煤/千瓦时的湿冷煤电机组和高于300克标
准煤/千瓦时的空冷煤电机组不允许新建 

不低于3.5 亿千瓦

 

至2025年，全国火电
平均供电煤耗降至300

克标准煤/千瓦时以下 

供热改造

 

鼓励现有燃煤发电机组替代供热，积极关
停采暖和工业供汽小锅炉 

5,000 万千瓦 —

灵活性改造制造

 

新建煤电机组纯凝工况调峰能力一般化要
求为最小发电出力达到35%额定负荷，采
暖热电机组在供热期运行时要通过热电解
耦力争实现单日6h最小发电出力达到40%

额定负荷的调峰能力 

改造：2.0亿千瓦
制造：1.5亿千瓦

十四五”期间增加系统调
节能力3,000—4,000 

万千瓦

http://www.fitchbohu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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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的决定性因素；而光伏装机前五省份山东、河北、江苏、浙

江、青海光伏总装机占全国比重为 38%，分布式电站占比高是前

四大光伏装机省份的共同特点。其中，山东、浙江分布式光伏装

机权重接近 70%。因此，相较光照强度，消纳条件对光伏装机分

布更具支配性，这也正是分布式光伏电站在经济发达地区大规模

投运的关键驱动因素。 

资料来源：全国新能源消纳监测预警中心，惠誉博华整理 

资料来源：Wind，惠誉博华整理 

2030 年实现“碳达峰”前，分布式电站对中国新能源装机扩容影

响举足轻重。因地处负荷中心无需长距离输电，分布式装机于屋

顶资源丰富且经济发达的东部省份推广迅速，助力山东、江苏、

浙江光伏总装机规模暂跻身全国前列，尽管其集中式电站容量并

不突出。2019 年以来，中国新增分布式光伏电站规模逐年扩增，

至 2021 年已达 2,928 万千瓦，占当年光伏增量装机比重 53%，首

度超过集中式电站，成为新增光伏容量的主要贡献方。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Wind，国家能源局，惠誉博华整理 

2021 年 6 月，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报送整县（市、区）屋顶分

布式光伏开发试点方案的通知》，推动开展整县（市、区）分布

式光伏项目申报工作，明确党政机关、公共建筑、工商业厂房、

农村居民（建筑）屋顶总面积可安装光伏发电比例分别不低于

50%、40%、30%、20%。至申报截止日，共 676 个县（市、区）

报送试点意愿。其中，山东、河南、江苏各申报70 个、66个、59

个试点区域，申报数量居各省区前三位。整县分布式光伏在降低

电网调度压力的同时，可实现集约开发降低成本，预计政策推动

将促使分布式电站巩固并逐步强化其在新增光伏装机中的地位。 

“十四五”期间中国新能源装机增幅或不低于 7 亿千瓦，2025 年

末风光装机权重将达 39% 

减碳承诺促使中国集中、分布式电站并举，大规模拓展风光项目。

已明确公布“十四五”风电、光伏新增容量规划省份新能源预增

装机合计 42,730 万千瓦 ，2020 年新能源装机权重接近 65%，具

有广泛代表性。惠誉博华基于公布数据并考虑规划保守性，假设

各省新能源装机权重于“十四五”期间基本保持稳定，预测

2021~2025 年中国新能源装机容量增幅或不低于 7 亿千瓦。结合

各电源装机增量预期，中国新能源装机权重至 2025 年末将达 39%，

基本可与火电装机平分秋色。 

 

资料来源：Wind，惠誉博华 

 

*新疆“十四五”新增装机含部分水电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各省区发展改革委，惠誉博华整理                                                        

中国部分省区“十四五”新能源装机规划

风电
（万千瓦）

光伏
（万千瓦）

合计
（万千瓦）

内蒙古 9.3 5,115                 3,262                        8,377                    

河北 8.4 2,026                 3,210                        5,236                    

山东 7.5 766                     3,428                        4,194                    

新疆 6.8 -                            -                                   3,931*

江苏 6.1 -                            -                                   3,069                    

河南 5.1 1,000                 1,000                        2,000                    

宁夏 4.8 373                     2,053                        2,426                    

甘肃 4.4 2,480                 3,203                        5,683                    

浙江 3.2 450                     1,200                        1,650                    

辽宁 2.6 1,000                 600                            1,600                    

江西 2.4 190                     824                            1,014                    

湖北 2.3 498                     1,502                        2,000                    

黑龙江 1.9 1,000                 550                            1,550                    

合计 64.7 -                            -                                   42,730                 

省区

“十四五”新能源新增容量规划2020年新能源
装机占全国比重

（%）

http://www.fitchbohu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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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誉博华 
工商企业 

电力生产 

伴随经济增长减速，全社会用电增速面临放缓；电气化率

提高为用电需求注入长期动能，用电量增速较经济增长更

具韧性，而政策设计将推动电力需求向新能源端倾斜 

2021 年，中国全社会用电量 83,128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0.3%。

其中，第二产业用电量 56,131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9.1%，占全社

会用电量比重 68%。中国自身经济迅速复苏，以美国为代表的发

达经济体消费强劲回升、海外订单转移带来的出口超预期为工业

用电增长注入了强劲动力，驱使 2021 年全社会用电量增速创近八

年新高。 

 

资料来源：Wind，惠誉博华整理 

当前，中国经济正面临“需求收缩、供应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

经济增速将明显放缓；发达经济体为对抗经济过热与高通胀，紧

缩政策箭在弦上，耐用品消费增速大概率走低；全球疫苗接种普

及率不断提高带来的疫情缓和可能引发部分订单回流至发达国家

与东南亚诸国，中国出口高增长难以维系，这将使全社会用电增

速面临放缓。2022 年 1~2 月，中国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 5.8%，

较 2021 年同比增速 10.3%与过去两年复合增速 6.8%均有所回落。

然而，电气化率持续提高将为用电需求注入长期动能，IDC 规模不

断扩张、5G 基站密度日渐加大、新能源汽车渗透率迅速攀升便是

这一趋势的有效例证。2020 年，中国电能占终端能源消费比重为

26.5%，较 2019 年提高 1.4 个百分点。在新兴高耗能负荷不断扩

张壮大加持下 ，中国用电量增速较经济增长更具韧性。 

政策设计将推动电力需求向新能源端倾斜。2021 年 12 月，中央

经济工作会议明确创造条件尽早实现能耗“双控”向碳排放总量

和强度“双控”转变，防止简单层层分解，新增可再生能源不纳

入能源消费总量控制。这推动地方政府在向区域经济发展目标冲

刺过程中更多消纳新能源电力，加强需求侧对低碳电源的支撑作

用。 

顶层设计下的电力市场化交易与价格激励是中国构建新型

电力系统以实现双碳目标的重中之重 

双碳目标将加快“计划电”向“市场电”的转型步伐，交易价格

在用户可承担基础上的溢价是电力部门在新形势下保持健康、可

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 

市场化交易电量规模权重快速增长是中国电力市场化改革的突出

成果。2021 年，中国各电力交易中心组织完成市场交易电量合计

37,787.4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9.3%。其中，省内与省间交易电量

分别为 30,760.3 亿千瓦时、7,027.1 亿千瓦时，各占 81.4%、

18.6%。省内直接交易在成交结构中居主导地位，占比逾 75%。

2021 年，中国市场化交易电量占全社会用电量比重为 45.5%，较

2017 年提升约 20 个百分点，市场化电量几近占据全社会用电量

半壁江山。 

为适应双碳目标下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发展要求，

国家发展改革委与国家能源局于 2022 年 1 月发布顶层文件《关于

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的指导意见》，要求健全多层次

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并完善（健全）其功能与交易机制。至 2030 年，

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基本建成，国家市场与省（区、市）/区域

市场联合运行，新能源全面参与市场交易，电力资源在全国范围

内得到进一步优化配置。“统一市场、两级运作”模式是中国电

力部门应对新能源大规模并网引发的电源结构变革与消纳挑战的

关键，其必将加快“计划电”向“市场电”的转型步伐。 

相较计划电量，低碳理念与供需关系对市场电交易与价格形成具

有更为明确的导向作用。在新能源大规模并网、电能质量维系难

度加大、调峰储能服务引发电力综合成本抬升的背景下，市场电

量较计划电量增长将使得中国电力价格上行预期愈发显著。无论

是中长期合约抑或现货交易、传统火电抑或新能源发电，交易价

格在电力用户可承担基础上的溢价是中国电力部门在减碳路径下

保持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惠誉博华整理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惠誉博华整理     

市场化改革举措推动煤电中长期交易价格几近顶格上涨，基础电

源价格向其价值进一步靠拢是还原煤电商品属性、以供需关系决

定市场价格进而降低“煤电压抑”的重要标志 

各省火电所长期执行的具有计划色彩的上网电价较市场煤价反应

极不敏感。2021 年，短期供需严重失衡及市场非理性情绪引发煤

价飙升，火电生产商遭受重大亏损，能源供给安全面临严峻挑战。

2021中国电力市场化交易结构

项目
交易量

（亿千瓦时）
占比
（%）

1.省内交易（仅中长期） 30,760.3                                                              81.4

     1.1 电力直接交易 28,514.5                                                              75.5

     1.2 绿色电力交易 6.3                                                                          0.0

     1.3 发电权交易 2,038.8                                                                 5.4

     1.4 抽水蓄能交易 117.6                                                                    0.3

     1.5 其他交易 83.0                                                                       0.2

2.省间交易（中长期及现货） 7,027.1                                                                 18.6

     2.1 电力直接交易 1,890.1                                                                 5.0

     2.2 省间外送交易 5,037.5                                                                 13.3

     2.3 发电权交易 99.5                                                                       0.3

3.全部交易 37,787.4                                                              100.0

http://www.fitchbohu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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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誉博华 
工商企业 

电力生产 

为减少电力供给冲击、呵护基础电量压舱角色并发挥市场对资源

配置的关键作用，国家发展改革委于 2021 年 10 月发布《关于进

一步深化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的通知》，要求燃煤发电

电量原则上全部进入电力市场，将市场交易价格浮动范围由“上

浮不超过 10%、下浮原则上不超过 15%”变更为“上下浮动原则

上均不超过 20%”，高耗能企业市场交易电价不受上浮 20%限制。

同时，取消工商业目录销售电价，有序推动工商业用户全部进入

电力市场，扩充电力市场化交易参与主体。 

保障基础能源价格稳定、降低工商业用电成本一向是中国政府促

进经济增长的有效手段之一，但这也促成了煤电价格长期受压、

交易较基准价浮动“只下不上”，价格信号完全偏离供需关系的

现状。以江苏电力交易中心 2021 年 1 月~2022 年 3 月执行的中长

期电力交易合约为例。尽管煤价屡创新高，电力市场月度集中竞

价与挂牌交易成交价格仍不及省燃煤基准价 391 元/兆瓦时，下浮

比例为 1%~10%，直至 2021 年 10 月煤电深化改革通知出台，成

交价格上浮比例陡然跃升至 19%以上，较政策约定的 20%浮动上

限几近顶格上涨。除月度交易外，已公开数据的江苏、广东、河

北三省 2022 年度交易电价较各省基准分别上浮 19.36%、9.72%、

19.99%。基础电源价格向其价值进一步靠拢是还原煤电商品属性、

以供需关系决定市场价格进而降低“煤电压抑”的重要标志。 

 

资料来源：江苏电力交易中心，惠誉博华整理                                                       

注：2021 年 10 月集中竞价交易未成交；2021 年 10 月后挂牌交易以下旬

成交电量与电价为基础 

陆上风电与光伏电站成本控制已适应平价要求，绿电中长期交易

予以新能源运营商更高回报 

2021 年，新核准陆上风电、新备案集中式光伏电站与工商业分布

式光伏项目中央财政不再予以补贴，实施平价上网。国家发展改

革委于 2021 年 6 月发布《关于 2021 年新能源上网电价政策有关

事项的通知》，要求新建项目上网电价按当地燃煤发电基准价执

行，并可自愿参与市场化交易形成上网电价，以更好体现风电、

光伏的绿色电力价值。 

得益于风机大型化、光伏电池效率提升及其他科技进步带来的成

本削减，中国陆上风电与光伏电站成本控制能力已适应平价要求。

陆上风电加权平准化度电成本（LCOE，2020）为 0.2552 元/千瓦

时；光伏电站在 1,500 利用小时数下平准化度电成本（2021）为

0.2500 元/千瓦时。按区域煤电基准价执行的平价项目如可达到前

述成本控制指标，在几乎所有省份均可实现盈利。而海上风电平

准化度电成本仍较高，平价上网尚不具备经济性。 

资料来源：国家发展改革委，IRENA，CPIA，惠誉博华整理 

顶层设计支持新能源电力参与市场化交易并获得较燃煤基准价更

高的绿色溢价电价。2021 年 9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与国家能源局

批复《绿色电力交易试点工作方案》，暂针对风电与光伏作为独

立绿电交易品种，开展以年度（多月）为周期的中长期交易，鼓

励市场主体签订 5~10 年长期购电协议。绿电在中长期合约交易组

织、交易执行与交易结算方面具备优先性。 

2021 年 9 月 7 日，中国启动首次绿电交易。北京电力交易中心与

广州电力交易中心分别执行 68.98 亿千瓦时、10.37 亿千瓦时绿电

交易，初步预估减少标煤燃烧 243.6 万吨，减排二氧化碳 607.18

万吨，成交电量收获 0.03 元/千瓦时~0.05 元/千瓦时的环境溢价。

2021 年 12 月，江苏、广东两省 2022 年度电力交易分别成交绿电

9.24 亿千瓦时、6.79 亿千瓦时，较省燃煤基准价各上浮 18.38%、

13.44%。绿电中长期交易在满足电力用户减碳诉求并提升用户声

誉与市场形象的同时，向风电、光伏运营商给予了更高回报。虽

然当前交易比重极低，但随着试点逐步铺开、电-碳交易协调融合，

新能源电力在市场激励下将获得更多交易与消纳机会。 

 

资料来源：江苏电力交易中心，广东电力交易中心，惠誉博华整理                                         

注：广东绿电成交披露口径为可再生能源电量 

现货交易实现全网余缺互济，能源资源动态调配，有助于提升火

电保供能力与调峰服务经济性，进一步促进新能源电力全局消纳 

现货交易是对中长期合约电量的逐时精细化调整，两者有效衔接

对促进中国电力部门践行双碳承诺意义重大。2021 年 11 月，国

家电网有限公司经批准发布《省间电力现货交易规则（试行）》，

计划构建省间省内完整统一现货市场体系，涵盖多电源与多市场

参与主体，开展省间日前与实时现货交易。2022 年 3 月，国家发

展改革委与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加快推进电力现货市场建设工

作的通知》，要求南方（以广东起步）、蒙西、浙江、山西、山

东、福建、四川、甘肃等八大第一批试点地区原则上 2022 年开展

现货市场长周期连续试运行，上海、江苏、安徽、辽宁、河南、

湖北等六大第二批试点地区原则于在 2022 年 6 月底前启动现货市

场试运行。 

中国电力现货市场尚处于探索完善阶段，但试点地区电力现货试

运行结果已充分反映日间/瞬时电能供需波动所产生的市场价值：

现货成交价格较中长期合约更具波动性，尖峰时刻可获得更高溢

价。以山东电力交易所现货交易执行数据为例，2021 年 12 月典

型日用电侧实时现货小时级电价峰值为 704.9 元/兆瓦时，较省燃

江苏、广东2022年度绿电交易概览

省份
总成交电量
（亿千瓦时）

成交价格
（元/兆瓦时）

绿电成交电量
（亿千瓦时）

绿电成交价格
（元/兆瓦时）

绿电交易占比
（%）

绿电价格上浮
（%）

江苏 2,647             467                  9.24                 462.9 0.35 18.38               

广东 2,542             497                  6.79                 513.9 0.27 13.44               

http://www.fitchbohu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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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生产 

煤基准价提高 79%；2022 年 3 月典型日用电侧实时现货小时级电

价峰值为 844.36 元/兆瓦时，较省燃煤基准价提高 114%。 

 

资料来源：山东电力交易中心，惠誉博华整理                                                                                                      

注：小时级电价未包含山东省容量补偿电价 99.1 元/兆瓦时 

在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目标推动下，中国电力现

货市场已将火电纳入交易范围。因不受中长期合约价格 20%的上

浮限制，现货交易可激励基础电源顶峰发电，提高电网保供能力。

同时，由于火电调峰与现货交易存在一定等效性，在辅助服务对

价不足情境下，现货交易可为调峰服务提供更具经济性的回报。

电力现货短周期交易机制与新能源发电特性相适应，有助于进一

步促进新能源电力全局消纳，特别是在跨省跨区现货市场打通条

件下，西北送端省区风电、光伏电站可实时支撑东南受端省区电

力需求，进而实现全网电力余缺互济，能源资源动态调配。 

2021 年火电与新能源电力盈利冰火两重天。2022 年火电资

产负债表将获得修复，大型综合能源供应商得益于其资源、

资金与技术优势将成为中国新能源装机拓展的中坚力量 

2021 年，中国电力生产商财务表现分化明显，火电（为主）企业

因煤价飙升与成本传导不畅，所辖电厂大面积亏损，预告扣非净

利润降幅多在 300%以上。随着燃煤发电全部进入电力市场、火电

价格顶格上浮形成常态，预计 2022 年中国火电生产商资产负债表

将获得修复。 

新能源电力生产商免疫于大宗商品价格暴涨，2021 年盈利规模随

新建机组陆续并网而有所扩大，样本企业扣非净利润同比增幅位

于 24%~78%区间。虽已处于风头正劲的蓝海赛道，但新能源大规

模、高比例并网所诱发的辅助服务资源不足对其快速扩张构成挑

战。2021 年 7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与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鼓励

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自建或购买调峰能力增加并网规模的通知》，

鼓励发电企业市场化参与调峰资源建设，超过电网企业保障性并

网以外的规模初期按照功率 15%的挂钩比例（时长 4 小时以上）

配建调峰能力，按照 20%以上挂钩比例进行配建的优先并网。 

资料来源：Wind，各公司年报，惠誉博华整理 

惠誉博华于 2021 年 8 月发布特别评论《利好政策频落地，中国储

能迎“井喷”》，认为当前较高的电化学储能成本尚难以给予大

部分配置储能的新能源电力生产商满意的投资回报。在初始投资

面临提升压力下，大型综合能源供应商得益于其自身掌控的大规

模调峰资源与雄厚的资金、技术实力，必将成为中国新能源装机

拓展的中坚力量。“十四五”期间，五大电力集团与中国三峡集

团、中国广核集团规划新增新能源装机规模合计近 4.5 亿千瓦，按

照不少于 7 亿千瓦的新能源装机增幅预测，上述七家大型综合电力

供应商新能源新增装机贡献度超过 60%，成为双碳目标下中国电

力生产转型的核心实践者。 

 

1. 因披露原因，国家电投集团新能源装机包含部分核电                                              

2. 中国三峡集团采用截至 2021 年 9 月末数据                                                                                                

3. 中国广核集团境外新能源装机采用截至 2021 年 9 月末数据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各公司年报，惠誉博华整理                                                                                 

部分中国上市电力生产商2021年财务业绩预告/快报

公司简称
火电装机权重
（%，2020）

预告扣非净
利润上限
（百万元）

预告扣非净
利润下限
（百万元）

预告扣非净利
润同比上限
（%）

预告扣非净利
润同比下限
（%）

江苏国信 100 (497)              (629)          (122)               (128)               

京能电力 100 (3,292)          (3,694)       (342)               (372)               

华电能源 100 (3,020)          (3,020)       (160)               (160)               

宝新能源 99 744               564            (59)                  (69)                  

粤电力 97 (3,000)          (3,600)       (296)               (335)               

华能国际 90 (12,100)       (14,000)    (375)               (418)               

华电国际 86 (7,900)          (8,700)       (315)               (337)               

国电电力 76 (2,800)          (4,100)       (389)               (617)               

上海电力 65 (1,837)          (2,037)       (326)               (351)               

龙源电力 8 5,592           6,039        25                   35                   

浙江新能 0 432               367            78                   51                   

三峡能源 0 5,332           5,102        53                   47                   

节能风电 0 756                                      25                                               

中国部分综合性电力生产集团“十四五”新能源装机目标

水电 新能源 合计 水电 新能源 合计

国家能源集团 1,861 4,772 6,633 7     19    26   

中国华能集团 2,756 3,175 5,932 14  16    30   

国家电投集团 2,401 6,747 9,147 14  38    52   

中国华电集团 2,741 2,436 5,177 17  15    31   

中国大唐集团 2,709 2,070 4,779 18  14    32   

中国三峡集团 7,400 2,094 9,494 74  21    95   

中国广核集团

”十四五”新能源
发展目标

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达到7,000~8,000万
千瓦

公司名称

至2025年实现清洁能源装机1.3亿千瓦以
上

力争新增新能源装机7,500万千瓦，非化
石能源装机占比达到50%以上

至“十四五”末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50%以
上

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
（2020，万千瓦）

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
（2020，%）

新增新能源装机8,000万千瓦以上，至20

25年清洁能源装机1.5亿千瓦以上

至“十四五”末新能源装机规模有望达到7,0

00万~8,000万千瓦

力争新能源装机增加3,000万千瓦以上，
至“十四五”末，境内新能源在运装机总容
量将突破4,000万千瓦

2,426                                       32                              

http://www.fitchbohu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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