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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将比 2005 年下降 65%以上，非化石

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将达到 25%左右，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

量将达到 12 亿 kW 以上。 

电力行业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占能源行业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

42.5%左右，煤电的角色将从工业粮食转向兜底保供。 

双碳背景下，煤炭消费量将逐步下降，动力煤的多样化需求将得

到分开考核，技术上将以清洁用煤为主。短期内我国经济增长仍然离不

开煤炭，当前能源保供仍具有重要地位。 

下游电厂加入碳排放交易体系，电价市场化改革以及峰谷分时电

价等举措都表明我国正在用市场化手段上下游联动逐步推进双碳目标的

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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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政策背景 

2016 年 4 月，由全球 178 个缔约方共同签署的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协定签署，长期目

标旨在将全球平均气温较前工业化时期上升幅度控制在 2 摄氏度以内，并努力将温度上升

幅度限制在 1.5 摄氏度以内。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发布的《排放差距报告 2020》

报告显示，中国温室气体排放占全球的 26%。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世界第二大经

济体国家以及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第一的国家,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碳排放控制压力。2020

年 9 月 22 日，习近平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宣布了中国碳中和目标，提

出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 2030

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2020 年 12 月 12 日，习近平在气候雄

心峰会上进一步宣布，中国到 2030 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将比 2005 年下降

65%以上，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将达到 25%左右，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

量将达到 12 亿 kW 以上。 

碳排放峰值，指一个经济体二氧化碳的最大年排放值，碳排放达峰指二氧化碳排放量

在某个时间达到峰值，通常是碳排放增速持续降低直至负增长的过程。碳中和，指一个经

济体在一定时期内温室气体的消除量等于排放量，人为排放源与通过植树造林、碳捕获与

封存技术等人为吸收汇达到平衡。 

2020 年，中国能源消费产生的二氧化碳占总排放量的 88%左右，而电力行业产生的

二氧化碳排放占能源行业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 42.5%左右。电力行业的‚碳达峰、碳中和‛

的进度，将会直接影响双碳目标实现的进度，要实现双碳目标，最重要的是实现能源体系

的低碳转型。 

 

图表 1 我国电力结构  

 

 

资料来源：Wind，东海期货研究所  

2.以煤为主仍将是我国能源发展的基调 

2.1 煤电角色逐步转变 

我国能源资源禀赋为富煤、少气、贫油，形成以火力发电为主的能源结构，2021 年全

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发电量 8.11 万亿千瓦时，全口径煤电发电量 5.03 万亿千瓦时，占全

口径总发电量的比重为 60%。火力发电原材料供给主要以燃煤为主，我国燃煤发电量基本

占火力发电量的 90%以上，煤电依旧占据供电‚压舱石‛和‚稳定器‛的主体地位。 

‚双碳‛背景下，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能

源蓝皮书：中国能源发展前沿报告（2021）》预测到 2025 年，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约为

38%，全国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占比将达到 52%。煤电在我国整个能源结构中的地位正在

逐步转变，煤电作为电力系统安全运行的稳定器作用将被打破，煤电在电力系统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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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从主体供给逐步向辅助兜底转变。我国发电技术将以煤电的超低排放、灵活性改造等技

术为主，并同时配备大量的可再生能源替代技术，逐步削弱传统煤电在电力系统中的主体

地位。 

一方面是新增煤电项目将受到严格限制。2021 年以来，《关于加强高耗能、高排放建

设项目生态环境源头防控的指导意见》《完善能源消费强度和总量双控制度方案》等政策文

件对煤电在内的‚两高‛项目建设提出了实质性约束，对节能‚双控‛提出了新的明确要

求。《2030 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明确指出，要加快推进煤炭消费替代和转型升级，严格

控制新增煤电项目，有序淘汰煤电落后产能。从全国火电装机容量占总装机容量比例变化

可以看出，火电装机容量迅速下降，新能源投资迅速攀升。全球电力市场投资中，可再生

能源投资占比逐年增加，国家持续加大对可再生能源的投资，风电、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

的投资规模占比逐渐增加。 

另一方面是存量煤电项目将面临转型升级与落后产能的淘汰。国务院公布《‚十四五‛

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提出，推进存量煤电机组节煤降耗改造、供热改造、灵活性改造

‚三改联动‛，持续推动煤电机组超低排放改造。同时，稳妥有序推进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

域燃料类煤气发生炉、燃煤热风炉、加热炉、热处理炉、干燥炉（窑）以及建材行业煤炭

减量，实施清洁电力和天然气替代。推广大型燃煤电厂热电联产改造，充分挖掘供热潜力，

推动淘汰供热管网覆盖范围内的燃煤锅炉和散煤。加大落后燃煤锅炉和燃煤小热电退出力

度，推动以工业余热、电厂余热、清洁能源等替代煤炭供热（蒸汽）。到 2025年，非化石

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重达到 20%左右。‚⼗四五‛时期，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长三角地区

煤炭消费量分别下降 10%、5%左右，汾渭平原煤炭消费量实现负增长。 

图表 2 各能源累计装机量 

 
 图表 3 各能源发电量 

 

 

 

资料来源：Wind，东海期货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东海期货研究所 

 

 

2.2 动力煤由燃煤转原料 

动力煤的定位不再是传统单一的燃料用途，不同用途的动力煤将逐步分开考核碳排放，

减少煤燃料用途增加煤原料用途、给化工品留存原料用煤空间的政策导向已得到明确。

2021 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关于完善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体制机制和政策措施的意

见》明确提出‚新增可再生能源和原料用能不纳入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原料用煤和燃料用

煤是不同的，区分考核是用煤背景下的一种减碳路径。燃料用煤是指化石能源作为生产、

生活的燃料或者动力，主要排放二氧化碳；原料用煤则转化为产品或下游产品的原料，其

排放仅为燃料煤排放的 20%，且做原料还可获得更高附加值。煤化工领域将煤制成塑料、

化肥等，在生产加工过程中，消耗⼀部分煤炭作为燃料，也有⼀部分煤炭作为原料被带进

了工业产品，绿色能源可以替代化石能源的燃料功能，但却无法替代化石能源在生产各种

化工品中的原料功能。新增原料用能不纳入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充分考虑了我国煤炭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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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的基本国情，有利于促进原料用煤产业发展，调动企业清洁高效利用煤炭资源的积极

性。 

在这样的政策导向下，企业用煤有了更大的空间。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

全国能源消费总量同比增长 2.4%，从能源消费结构看，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稳步推进。非

化石能源消费占能源消费总量⽐重较上年同期提高 0.8 个百分点，但煤炭比重也增加了 0.4

个百分点。按照《2022 年能源⼯作指导意见》，今年要稳步推进结构转型，煤炭消费比重

要稳步下降，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提高到 17.3%左右，新增电能替代电量 1800

亿千瓦时左右，风电、光伏发电发电量占全社会⽤电量的⽐重达到 12.2%左右。 

 

2.3 “双碳‛目标应科学有序推进 

双碳目标下，煤炭消费量总体将逐步下降，但在短期内电力仍是我国最可靠的电力能

源，去年煤炭经历了过山车价格及部分地区的运动式减碳后，国家高层多次做出指示为减

排纠偏，明确科学有序的减碳路径。 

2021 月 12⽉中旬召开的中央经济⼯作会议明确指出，传统能源逐步退出要建立在新

能源安全可靠的替代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绿色转型是⼀个过程，不是⼀蹴而就

的事情。要先立后破，而不能够未立先破。富煤贫油少气是我国的国情，以煤为主的能源

结构短期内难以根本改变。实现‘双碳’目标，必须立足国情，坚持稳中求进、逐步实现，

不能脱离实际、急于求成，搞运动式‘降碳’、踩‘急刹⻋’。不能把手里吃饭的家伙先扔

了，结果新的吃饭家伙还没拿到手，这不行。既要有⼀个绿色清洁的环境，也要保证我们

的生产生活正常进行。 

中国仍处于全球产业价值链的中低端，产品能耗高、附加值低。国内单位 GDP 能耗

为世界平均水平的 1.3 倍、发达国家的 2 倍；传统产业减排的同时，还要考虑保持经济的

正常增长，要在 GDP 增长中转型难度确实比较高。2013 年以来，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

展阶段，经济增长和化石能源消费增长逐步脱钩，但仍呈现同步增长的态势，可见我国目

前的经济增长还离不开煤炭等化石能源。若盲目减碳丢了经济，则得不偿失，可以预见到

我国煤炭消费将呈现先增后减，循序渐进的过程，能源保供目前仍处在更重要的位置上，

这一点可从国家能源局发布的《2022 年能源工作指导意见》上得到印证。总体来看，今年

在国际能源局势动乱的大背景下，《意见》核心思想为在能源领域最重要的、最核心的主旨

就是增强能源保障能力，包括供应能力和储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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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4 社会用电量 

 
 图表 5 新增发电装机容量 

 

 

 

资料来源：Wind，Mysteel，东海期货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Mysteel，东海期货研究所 

 

 

3.上下游联动推动双碳目标实现 

随着我国经济增长，用电需求还会持续稳健增长。据专家预计到 2030 年，全社会用

电量将达到 11.5 万亿度，年均复合增速 4.6%。2060 年，全社会用电量将达到 20 万亿度，

是现在用电总量的 2 倍多，接近于 3 倍。虽然火电比重会像煤炭一样呈缩减趋势，但煤电

产能会与优质煤炭一样，因承担能源保障使命而持续存在较长时间。 

随着生态环境部《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的颁布，以及《2019-2020 年全

国碳排放权交易配额总量设定与分配实施方案（发电行业）》的印发，全国碳市场正式启动。

生态环境部首选电力行业，向 2225 家发电企业下达碳排放配额，碳成本逐步纳入煤电发

电成本中，从而进一步推高煤电成本及煤电价格。碳价反映了燃烧化石燃料的环境成本，

是推动节能减排、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手段。从欧洲碳市场发展经验看，市场建立初期，

碳排放配额分配较为宽松，但随着市场逐步成熟，配额分配趋紧，留出缺口，以倒逼企业

实现减排。 

《中国‚十四五‛电力发展规划研究》报告显示，我国光伏发电、陆上风电将在 2022

年左右进入平价时代，2025 年光伏和陆上风电度电成本将降至 0.3 元/(kW·h)左右，风、

光电角色将加速从当前的补充能源向替代能源转型。碳排放市场提升煤电价格，而新能源

进入平价时代，成本之间的此消彼长将推动煤电在总电量中占比的下降，也导致煤电价格

对总体平均电价影响有所减小，传统煤电价格“定价之锚”的作用将会减弱。 

我国正在持续推进电力交易市场化, 采取的‚基准价+上下浮动‛的市场化定价机制, 

有利于缓解‚计划电+市场煤‛的局面,减轻煤电企业因价格传导机制不通所造成的经营负

担, 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煤电企业经营困境, 提升煤电企业现金流增强煤电行业长期健康发

展能力。同时国家发展改革委优化峰谷分时电价机制，通过价格指导方式，大力推动拉大

峰谷价差，通过最有效的方式为调峰电源和储能的市场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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