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墨西哥参议院近日通过能源改革二级法案袁旨在打破国有石油公司垄断
经营局面袁正式向私人和外国投资开放能源领域袁总统签署后即生效遥 可再生能源证
书是其中一个提案遥

近日袁 丹麦行业咨询机构 BTM预
测袁2014~2018五年间袁全球风电累计装
机量将以每年平均 12.1%的速度递增
(含海上风电)遥 中国将继续保持每年新
增容量榜首的位置袁 美国紧随其后遥
2014~2018年袁 各大洲装机占比分别是
亚洲 48.2%袁欧洲 27.4%袁美洲 18.8%袁其
他 5.6%遥

根据 BTM的预测数据袁2014~2016

三年间袁欧洲的年平均新增装机可达到
1200万千瓦袁 之后海上风电将发力袁帮
助欧洲风电装机以更快的速度增长遥
德国和英国仍然是欧洲主要的风电市
场遥 新兴市场如土耳其尧罗马尼亚尧波
兰尧瑞典尧芬兰尧奥地利等国的风电装
机将持续发展遥数据显示袁中国弃风限
电问题将在 2017尧2018年得到解决遥

渊朱 怡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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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TM:今后五年全球风电装机增速将达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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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来源院彭博新能源财经冤

将终端能效视作资源 纳入电力规划
姻本报记者 朱 怡

6月上旬袁 美国环保署提出了一项温
室气体减排法草案要要要野清洁电力计划冶遥
因美国国会中有人反对立法限制温室气
体排放袁所以美国环保署只能在叶清洁空
气法案曳赋予的监管权限范围内提出该草
案遥 美国环保署预计袁到 2030年袁该计划
的实施可使美国电力行业比 2005年减少
30%的二氧化碳排放遥 本报在 6月 13日
的本版也对该草案的部分内容进行了编
译遥
美国要实现这一目标袁发电企业每年

需要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 5亿吨遥 为此袁
该计划被认为是有史以来美国联邦政府
在对抗全球变暖问题上做出的最大举动遥
无论如何袁这一草案规划值得我们密切关
注遥 就此袁本报记者近日对全球能源和环
保政策咨询机构要要要睿博能源智库(RAP)
的 中 国 和 美 国 项 目 主 任 金 珂 瑞
渊Christopher James冤以及高级经济师和项
目主管戴翎松渊Max Dupuy冤进行了专访遥
他们一致认为袁 尽管该草案尚存不足袁但
其中的很多设计特点袁特别是将能效作为
资源的概念以及通过调整电厂调度减少
排放的实践做法袁可以给我国能源行业提
供一些借鉴遥

草案未涵盖哪些内容钥
野各州指标的设定以碳排放强度计

算渊即每兆瓦时的碳排放量冤遥 冶金珂瑞
向记者介绍袁美国环保署开发了一套方
法袁可以利用这套方法折算各种控制措
施产生的效果袁以实现碳强度减排的目
标遥 换言之袁就是美国环保署允许各州
采取多种方式实现各自的指标遥 各州可
将各种资源组合在一起袁形成一套最具

成本效益的组合方案渊或称之为野最低
成本冶方案冤遥

记者从草案中了解到袁 上述组合方
案包括的野基本措施冶有投资终端能效
取代热电厂尧投资可再生能源尧调整调
度渊按照可变成本的逻辑袁对燃气发电
厂调度多些 ,煤电厂相对少一些袁优先利
用可再生能源冤尧 改善热耗率以及核电
等遥 作为计算州减排总量的一种方法袁
美国环保署估算了每一 野基本措施冶的
影响遥 每一措施的影响程度袁在各州之
间差别较大遥 但就全美而言袁美国环保
署预测三大措施袁即能效尧可再生能源
和再调度袁将发挥最大作用遥 根据美国
环保署的预测袁 改善既有电厂耗热率袁
或者延长现有核电厂使用寿命产生的
影响袁都比三大措施要小些遥
美国环保署的计算表明袁从整个社会

的角度看袁规划产生的效益要远远超过规
划成本袁能效措施的成本也比其他电力资
源和减排方案的成本低得多遥 野规划成本
包括新建可再生能源容量和能效措施上
的投资袁收益则包括减排带来的气候和健
康效益以及节能产生的经济效益 渊例如
不需要建造电厂的可避免成本冤遥 重要的
一点是袁美国环保署的计算不仅包括碳减
排的效益渊缓解的气候变化影响冤袁还体现
了减少的耶常规爷污染物渊例如二氧化硫等
空气污染物冤排放袁包括减少的臭氧前体
物尧微颗粒和汞排放遥 冶戴翎松告诉记者袁
这些常规减排并不是项目的核心目标袁但
效益渊特别是对人类健康的影响冤非常显
著遥实际上袁美国环保署的计算表明袁即使
不考虑缓解气候变化措施产生的效益袁单
论改善空气质量带来的公众健康影响就

值得实施这一政策草案遥
野美国环保署的草案在设计上很完

善袁 但并未以最大化社会净效益的方式
设定各州的指标遥 冶金珂瑞对该草案存
在一些改进建议遥 他认为袁对能效项目
应设定更高的指标遥 野现已有多个州表
明可实现比细则设定目标高得多的年
节能目标要要要除这些成果外袁 还可以在
更大范围内推广袁比如针对家庭和设施
开展更加全面的节能改造遥 能效项目通
常要比供电侧方案 渊如建设新电厂冤的
成本低得多袁可减少用户的平均电费开
支遥 在减少碳排放的同时袁还可以产生
巨大的环境效益袁改善空气质量遥 冶金珂
瑞说遥

此外袁金珂瑞指出袁该草案还可以就
建筑节能规范严格化尧 开展需求响应项
目尧采取减少输配电线损耗措施等方面进
行改进遥

改进调度对减排有潜在作用

野尽管该草案尚存不足袁但其中的很
多设计特点值得中国能源行业借鉴遥比如
将终端能效视作资源袁纳入电力行业规划
中的做法遥 冶戴翎松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
候表示袁我国可以从电力行业规划流程中
入手袁对需求侧和供电侧资源方案加以直
接对比袁考虑不同方案的总体社会成本和
效益遥

戴翎松指出袁美国很多州都有着几十
年的综合资源规划经验袁美国环保署的草
案是基于这些经验而设计的遥综合资源规
划和能效作为资源这两个并行概念袁对帮
助我国渊及地方政府冤设计低成本电力行
业规划尧同时减少碳排放和实现空气质量

目标尤其有用遥 野中国通过能效电厂项目
已经积累了相关经验袁只是有待于将其完
美纳入电力行业规划中尧作为抵制空气污
染的有效和低成本措施得到广泛认可遥 冶
戴翎松说遥

在金珂瑞看来袁全面尧详细和透明的
成本效益分析是该草案的一个亮点遥其计
算不仅涵盖了缓解气候变化的影响袁还考
虑了改善空气质量对公众健康产生的相
关野衍生效益冶遥美国环保署在在线公开资
料中详细介绍了成本效益法尧指标开发方
法和方式的考虑袁还详细介绍了不同情景
下对电力行业的预估遥 金珂瑞说院野在中
国袁提升透明度和数据可得性将不仅有助
于加强对温室气体排放管控的经济尧监管
和政策分析袁还有助于对其他重要政策问
题渊如分布式发电尧创造有效的需求响应
项目尧可再生能源并网等等冤进行分析遥 冶

金珂瑞特别强调袁该草案中意识到了
改进电厂调度对减排的潜在重要作用袁这
一点对于我国也是特别重要遥他向记者解
释说袁美国环保署草案背后的理念是渊几
乎所有国家也是如此冤院 应根据可变成本
构成进行电厂调度袁最好能够涵盖环境成
本袁以便于系统运营商可以首先调度运营
成本最小化渊包括排放成本冤的发电厂遥简
言之袁美国环保署草案在调度决策中强调
了对排放成本的考虑遥

野中国的电力调度方法却不大一样袁
在燃煤发电厂通常使用平均调度的方式袁
而电力系统的总成本尧环境绩效和排放情
况也因此受到了一定的影响遥改进调度做
法不失为中国实现碳减排和改善空气质
量的耶良策爷袁同时会降低电力系统成本遥 冶
金珂瑞说遥

连日来袁天津市
电力公司积极配合
正在紧张建设中的
津保高铁工程袁对涉
及高铁的部分线路
进行迁改工作袁全力
确保津保高铁按时
建成通车遥 据了解袁
津 保 高 铁 全 长
156.989千米袁 全线
桥梁地段占线路长
度的 65.4%袁通车后
时速将达到 250 千
米袁天津至保定 1小
时内直达袁实现京津
冀地区的城际交流
联系遥图为天津电力
检修公司进行线路
迁改工程袁全部工程
将新建 8基铁塔遥

李津 摄

9月 3日袁 秦皇岛海运煤炭交易市场
发布的环渤海动力煤价格指数报收于 482
元/吨袁本报告期渊8月 27 日至 9月 2日冤
比前一报告期上涨了 4元/吨遥

本报告期环渤海地区主流动力煤品
种交易价格的运行情况如下院

发热量 5500大卡/千克动力煤院在秦
皇岛港尧曹妃甸港尧国投京唐港尧京唐港尧
天津港和黄骅港主流成交价格分别报收
475 ~485 元/吨尧475 ~485 元/吨 尧480 ~490
元/吨 尧480 ~490 元/吨 尧470 ~480 元/吨和
480~490元/吨袁其中袁在秦皇岛港尧国投京
唐港和京唐港的交易价格区间比前一个
报告期上涨了 5元/吨曰在其他三个采集港
口的交易价格区间与前一个报告期持平遥

从对环渤海六个港口交易价格的采
集计算结果看袁 本报告期袁24个港口规格
品中袁价格持平的港口规格品由前一期的
19个减少到了 16个曰 价格上涨的港口规

格品由前一期的 3个增加到了 8个曰没有
价格下降的港口规格品遥

本报告期环渤海动力煤价格指数的
运行结果表明袁渊1冤本期袁价格持平的港口
规格品数量占三分之二尧价格上涨的港口
规格品数量明显增加尧价格下降的港口规
格品消失袁表明该地区动力煤交易价格整
体呈现回升态势曰渊2冤本期袁价格指数在经
历此前连续十三周下降尧累计下降 59元/
吨之后袁终于出现回升曰渊3冤从不同质量规
格品的价格走势方面看袁8个价格上涨的
港口规格品中袁 有 6个来自 5500大卡和
5000大卡两个主流动力品种袁价格回升迹
象更为明显曰渊4冤上期 478元/吨的价格指
数水平袁 暂时成为 2010年 10月 13日价
格指数发布以来的最低记录遥

分析认为袁支持煤炭企业脱困相关政
策措施不断加码给动力煤市场带来的良
好预期袁主要发运港口库存水平逐渐趋向

合理对煤炭交易价格的减压袁特别是神华
集团提高 9 月份动力煤销售价格的积极
影响等等袁是促使本期环渤海地区动力煤
交易价格和价格指数回升的主要原因遥

秦皇岛海运煤炭交易市场 9月 2日
发布的海运煤炭运价指数渊OCFI冤显示袁本
报告期 渊8月 27日至 9月 2日冤 报收于
657.73点袁 周环比下行 21.52点袁 降幅为

3.17%袁环比降幅有所扩大遥具体到部分主
要船型和航线袁9 月 2 日与 8 月 26 日相
比袁秦皇岛至广州航线 5~6万吨船舶的煤
炭平均运价下降 0.9元/吨至 30.2 元/吨曰
秦皇岛至上海航线 4~5万吨船舶的煤炭
平均运价下降 1.0 元/吨至 22.6 元/吨曰秦
皇岛至张家港航线 2~3万吨船舶的煤炭
平均运价下降 0.9元/吨至 27.8元/吨遥

环渤海动力煤价 13周后首次上涨
姻李学刚

环渤海动力煤价格指数每周四与读者见面袁敬请关注遥 发布日期院2014-09-03

环渤海动力煤平均价格本期院482上期院478环比院0.84%同比院-11.00%
国投京唐港
渊元/吨冤
520~530
480~490
420~430
370~380

秦皇岛
渊元/吨冤
520~530
475~485
420~430
370~380

低位
发热量

5800K
5500K
5000K
4500K

黄骅
渊元/吨冤
525~535
480~490
415~425
370~380

天津
渊元/吨冤
525~535
470~480
420~430
375~385

曹妃甸
渊元/吨冤
520~530
475~485
415~425
370~380

京唐港
渊元/吨冤
515~525
480~490
420~430
375~385

每周煤评

全球 12个国家近期风电政策汇总
渊截至 2014年 8月底冤

一个国家的风电政策对该国风电产业发展有着直接的促进或者阻碍作用袁以
下是截止到今年 8月底袁全球主要风电发展国家的风电政策介绍遥

德国可再生能源法 2014(EEG 2014)最终得到欧盟的批准袁已于 8月 1日开
始生效遥 新政策规定所有超过 500千瓦新建项目将必须直接销售给电力交易市场
(directmarketing scheme), 同时新政策也将岸上风电的资助额度下调遥德国每年新增
装机量将控制在 240至 260万千瓦区间内袁以新换旧的项目(repowering)不计入新增
装机量遥 在 2014年 1月 23日之前获得审批同时在 2014年底之前建成的风电项目
仍符合可再生能源法 2012(EEG 2012)的补贴政策遥

英国电力市场改革已经接近于全面实施阶段遥 第一批差价合同(CfDs)将在
10月完成分配袁同时第一批的容量市场竞标将在 12月开始遥这些都标志着英国将近
3年的电力市场改革进入尾声遥

法国在 2008年法案即将过期之前袁 于 6月 6日推出了新的风电项目补贴
法案遥 此新法案除了一些为了符合欧盟国家补助规定而作的修饰之外袁与旧法案如
出一辙遥

保加利亚 7月袁保加利亚能源和水利规划委员会(DKEVR)要求欧盟宣
布该国的可再生能源的补助为野多余的国家补助冶袁来获得下一轮对于已经运行的可
再生能源项目的利润追溯遥目前保加利亚已经通过对于太阳能的大规模开发达到了
该国 2020年可再生能源目标遥

波兰可再生能源法案已经通过政府审核袁最终于 7月 22日进入议会审批遥
此法案有可能在今年正式生效袁将逐渐淘汰绿色能源证书政策而以反向竞标政策取
而代之遥

西班牙 7月袁西班牙最终通过了野特殊再分配措施冶遥这个新措施规定袁风
场开发商将不再收到固定上网电价的补贴袁取而代之的是年固定补偿款遥 此补偿款
只保证开发商能获得 7.4%的税前利润袁 利润估算主要基于政府对于风电项目平均
开发成本及特定地区的发电量遥

芬兰正在将风电项目审批流程简化袁同时提供一个具有吸引力的固定上网
电价政策来改善芬兰的风电投资环境遥

中国于 6月推出海上风电固定上网电价政策袁近海项目和潮间带项目上网
电价分别为 0.85元/千瓦时及 0.75元/千瓦时遥

印度发电量激励政策于今年重启袁 中断两年的加速折旧优惠政策将于
2015年恢复袁这两个政策将大大推动印度市场回暖遥

哈萨克斯坦于 6月推出了新的风电固定上网电价 (0援园92欧元/千瓦
时),支付期为 15年袁该上网电价随通货膨胀变化遥

阿尔及利亚类似于芬兰袁推出溢价购买价格遥

———美国“清洁电力计划”亮点点击

2014~2018年全球风能市场预测渊单位院万千瓦冤

渊上接第一版冤
习近平强调袁事实就是事实袁公理就

是公理遥 在事实和公理面前袁一切信口雌
黄尧指鹿为马的言行都是徒劳的遥 黑的就
是黑的袁 说一万遍也不可能变成白的曰白
的就是白的袁 说一万遍也不可能变成黑
的遥 一切颠倒黑白的做法袁最后都只能是
自欺欺人遥 日本方面应该本着对历史尧对
人民尧对未来负责的态度袁从维护中日友
好尧 维护亚洲地区稳定与发展的大局出

发袁以慎重态度严肃对待和妥善处理历史
问题袁认真记取历史教训袁坚持走和平发
展道路遥
习近平指出袁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69年来袁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遥 实
现我们的奋斗目标袁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
同富裕袁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袁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
的伟大斗争遥 在前进的征程上袁必须坚定
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袁必须坚定

不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袁
必须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袁必须坚定不
移走和平发展道路遥

刘云山在主持会议时说袁习近平总书
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了中国人民抗日
战争的伟大历史进程袁系统总结了中国人
民抗日战争胜利的伟大历史意义袁深刻分
析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历史原因袁
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弘扬伟大抗
战精神袁不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

利袁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行了全
面阐述袁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尧思想性尧指导
性和现实针对性遥 一定要认真学习领会袁
深入贯彻落实袁引导和激励全党全国各族
人民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
的党中央周围袁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
精神袁铭记民族光荣袁增强民族自信袁凝聚
民族力量袁为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更加广阔的前景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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