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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南方多省限电”话我国 

电力市场改革
＊
 

近期我国“南方多省限电”事件，不仅反映出我

国存在局部地区电力供需不均衡问题，也突显了我国

电力市场深化改革的迫切性。我国电力资源与负荷中

心分布不平衡；在“碳中和”目标下，新能源发电比

例将不断提高，对电力跨区域调配能力、电力系统灵

活性和稳定性等方面都提出更高要求。加快推进适应

“碳中和”目标的电力市场改革，需要进一步完善电

力市场建设，从提高电力系统灵活性、完善市场化价

格形成机制、加强特高压、智能电网、新能源接入等

技术和工程实践、建立低碳减排激励机制等方面入

手。 

 

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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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南方多省限电”话我国电力市场改革 

近期我国“南方多省限电”事件，不仅反映出我国存在局部地区电力供需不均衡

问题，也突显了我国电力市场深化改革的迫切性。我国电力资源与负荷中心分布不平

衡；在“碳中和”目标下，新能源发电比例将不断提高，对电力跨区域调配能力、电

力系统灵活性和稳定性等方面都提出更高要求。加快推进适应“碳中和”目标的电力

市场改革，需要进一步完善电力市场建设，从提高电力系统灵活性、完善市场化价格

形成机制、加强特高压、智能电网、新能源接入等技术和工程实践、建立低碳减排激

励机制等方面入手。 

一、近期我国南方多省限电措施及其原因 

近期南方地区湖南、江西、浙江等多省采取限制用电措施，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

注，甚至有舆论误导称“中国禁止进口澳大利亚煤炭，导致南方缺电”。事实上，

2020 年 1-11 月，中国原煤累计产量 34.8 亿吨，煤炭进口量 2.6 亿吨；其中，从澳大

利亚进口煤炭约 7760 万吨，仅占中国用煤总量的 2%左右。并且，澳大利亚对华出口

以焦煤为主，主要用于炼钢而非火力发电厂所需的动力煤。所以，南方限电与“澳煤”

的相关性很低。事实上，近期南方多省限电的原因各异，需要具体分析。 

（一）“需求旺盛+供给吃力”造成湖南、江西等地电力供应偏紧 

一是用电需求旺盛。一方面，工业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受疫情影响，2020 年国内

大量工业订单推迟到下半年并延续至年底，叠加下半年国外对我国工业订单大幅增加，

导致下半年工业生产繁忙。据统计，2020 年 11 月，湖南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

长 7.4%；江西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9%。工业生产增加造成工业用电需求大

幅增长。湖南工业用电量累计同比自 5 月起转负为正，到 11 月达年内最高值 3.3%。

广东、内蒙、江西等地工业用电量累计同比也在 11 月达到高峰（图 1）。另一方面，

居民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受“拉尼娜现象”
1
影响，2020 年我国冷空气活动较以往年

                                                                 
1 指太平洋中东部海水异常变冷的情况，是“厄尔尼诺现象”的反相，此时我国易出现冷冬热夏、南旱北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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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增多，寒冬提前来临，居民采暖用电需求的高峰较往年提前。据统计，2020 年 11

月我国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加 9.4%，居民生活用电量同比增加 7.3%，以往年份通常要

到 12 月之后才会达到这一增速（图 2）。另外，从电力消费结构来看，湖南居民用电

量占比在国网经营区内排名第一，接近 30%，受降温影响，今冬居民采暖需求增长尤

为突出。 

图 1：主要限电省份工业用电量累计同比变化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行研究院 

图 2：全社会电量及居民生活用电量同比变化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行研究院 

二是电力供给吃力。湖南电力供给与需求的矛盾尤为突出。首先，本地煤电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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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缺。一方面，为了淘汰落后产能，符合安全生产要求，近年来湖南本地煤矿大量关

停；另一方面受重庆矿难影响，近期周边省份煤矿纷纷停产。此外，由于淘汰落后小

机组等原因，湖南火电装机容量从 2016 年的 2322 万千瓦下降到 2019 年的 2300 万千

瓦以下。多方因素共同作用下，湖南面临煤电供应短缺。其次，外部电力供给不足。

截至 2020年 12月 15日，承担着湖南近五分之一的输电任务的祁韶特高压直流输电工

程，年度输送电量为 200.8亿度，远不及其 400 亿度的设计年送电量。 

三是湖南清洁能源发电占比较高，用电高峰时期的供需矛盾更加凸显。水电、风

电和光伏发电等清洁能源受季节、气候等自然因素影响较大，调峰能力存在天然缺陷。

湖南的清洁能源发电量占比在全国排名第四；截至 2019 年底，清洁能源装机规模为

2594 万千瓦，占全省总发电装机容量的 54.8%，其中水电装机 1744 万千瓦。冬季受枯

水期水位下降影响，水力发电供给下降，加剧了湖南电力的供需矛盾。 

（二）能源“双控”导致浙江限电限产 

与湖南和江西的电力供应偏紧不同，浙江的电力供应能够保障全省电力需求，近

期限电限产主要是为了达到能源“双控”
2
的目标。根据《浙江省进一步加强能源“双

控”推动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2018-2020 年）》的要求，到 2020 年浙江将建立能源

“双控”倒逼转型升级体系，累计腾出用能空间 600 万吨标准煤以上。实际上，受疫

情影响，国外企业仍处于关停状态，大量以化纤、化工、印染、纺织等高耗能产业为

主的圣诞节、新年制造订单转移到国内浙江、广东等地。据统计，2020 年 11 月，浙

江省出口总值达 2381.6 亿元，同比增长 20.8%。外贸火热，订单饱满，企业加班加点

生产的同时，也给浙江完成 2020年的“双控”目标和“减煤”工作造成巨大压力。因

此，义乌市、温州市等地推出措施，在一定条件下限制机关单位、公共场所、部分企

业等用电，限制措施截止到 12 月 31日。 

                                                                 
2 能源“双控”是指控制能源消费强度和消费总量。 



  

 

4 

 2021年第 4期（总第 327期） 

二、从南方限电看我国电力市场改革存在的问题 

自 2002 年国家正式启动电力体制改革
3
以来，我国电力市场化改革取得显著成就，

初步形成了协调运行的“计划（管制）+市场”的“双轨制”，运用市场机制迅速解

决了电力供应短缺问题，并改善了电源结构（例如，出台可再生能源补贴政策引导可

再生能源开发等）。2020 年，习近平主席提出新的国家自主贡献减排目标和“碳中和”

愿景。作为减排的关键领域，电力行业清洁低碳发展的目标将更加清晰。近期“南方

多省限电”事件，不仅体现了局部地区短期供需不均衡的问题，更暴露出“碳中和”

目标下，随着新能源发电比例不断提高，我国电力市场改革亟待解决的深层次结构性

问题。 

（一）电力市场稳步发展，绿色转型趋势明显 

一是电量供需稳定增长。2002 年至 2019 年间，全国发电量由 1.65 万亿千瓦时增

长至 7.50万亿千瓦时；全社会用电量由 1.64万亿千瓦时增长至 7.23万亿千瓦时，曾

经因发电能力不足造成大面积、长时间缺电的现象已成历史。整体来看，电量的供给

和需求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保持稳步增长（图 3）。二是清洁电力生产比重明显提高。

近十年来我国清洁电力生产比重实现稳步提升。2020 年 10 月，一次电力中的水电、

核电产量和风电发电量
4
占比合计为 33.6%，较上年同期提高 3.9 个百分点，相比 2010

年 10 月提升 11.2 个百分点。三是电力消费结构不断优化。2019 年，全社会用电量为

7.23 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4.47%，较 2010 年 14.76%的增速有大幅下降；一、二、

三产和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分别同比增长 4.5%、3.1%、9.5%和 5.7%。与 2010 年相比，

2019 年我国第三产业和居民生活用电的占比均有所提升，合计已超过总用电量的 30%，

第二产业用电量占比下降 6.56 个百分点（图 4）。总体而言，电力消费结构的变化与

当前我国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优化、增长动力转换的社会经济现状相适应。 

                                                                 
3 2002 年 12 月，国务院下发《电力体制改革方案》，推进电力管理体制、厂网分离、电价机制等一系列市场化改革，

促使电力行业整体生产水平迅速提高，用电需求得到保障。 
4 火电、水电、核电产量统计口径为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0 万及以上的工业企业，风电发电量统计口径为 6000 千瓦

及以上电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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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电量供需增速、GDP增速和煤炭价格指数对比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行研究院 

图 4：电力消费结构变化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行研究院 

（二）短缺的不是电量而是电力供应 

一是我国发电量和装机容量持续增长，能源利用率显著提升，整体电量供应充足。

2019 年，我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 20.1 亿千瓦、发电量 7.50 万亿千瓦时，同比分别增

长 4.6%、5.8%；较 2010 年分别增长 78.1%、108.9%。从能源利用率来看，2019 年，

全国主要流域弃水电量约 300 亿千瓦时，水能利用率 96%，同比提高 4 个百分点；全

国平均弃风率 4%，同比下降 3个百分点；全国平均弃光率 2%，同比下降 1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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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水、弃风、弃光状况明显缓解。二是电力供应短缺的季节性、时段性、区域性特征

明显。受自然因素与社会因素的共同影响，我国电力供给与需求的暂时性不平衡事件

时有发生，华中、华东地区“迎峰度夏”“迎峰度冬”备战特征明显。例如，2011 年

夏季，由于高温、少雨、少煤、缺水，南方电网所涵盖的广东、广西、贵州、云南、

海南等五省区电力供应严重短缺；2012 年冬季，受缺煤少水影响，一季度南方电网电

力供应形势紧张。 

（三）电力资源与负荷5中心分布不平衡，跨区域调配需求较大 

我国电力资源与电力负荷呈逆向分布。用于火力发电的煤炭资源呈现明显的“北

多南少”分布态势，水电资源“西多东少”。然而我国经济格局整体“东强西弱”、

“南强北弱”（图 5）。例如，作为能源大省，内蒙古 2019 年的发电量达 5495.08 亿

千瓦时，占全国总发电量的 7.3%，而 GDP仅有 13612.7亿元，只占全国 GDP的 1.4%；

作为经济中心城市之一，上海市2019年的GDP占比为3.9%，而发电量占比仅为1.1%。

通常情况下，经济发达地区的用电需求相对较高，我国电力负荷中心主要分布在华东、

华中及南方地区，需要通过跨区域调配实现电能的供需平衡。 

图 5：2019 年各省发电量和 GDP对比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行研究院 

                                                                 
5 电力负荷，又称用电负荷，指电能用户的用电设备在某一时刻向电力系统取用的电功率的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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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联网建设与输电技术不完善，电力跨区调度有难度 

一是跨区联网建设不完善，缺电与窝电
6
现象并存。我国尚未建立统一的电力能源

市场，跨区域电力输送与消纳发展滞后，能源丰富地区窝电问题严重，经济发达地区

缺电时有发生，缺少完整统一的跨区域输电网规划。例如，西部水光风电资源丰富，

但由于用电需求增长放缓、调峰能力有限、外送通道不畅等原因，近年来频频出现弃

水、弃风、弃光问题。二是智能电网技术应用的规模、范围和深度不够。虽然我国是

特高压领域主要国际标准的发起和牵头制定者，理论技术水平遥遥领先其他国家；但

对于电力资源相对短缺的华东、华中和南方地区而言，当前外来输电通道建设尚且不

足，导致冬、夏季用电紧张时缺乏后备力量。例如，湖南的主要外来电通道“祁韶直

流”多年来送电量不达预期，近年来线路利用小时数不到 3000小时；江西目前没有重

点外来电通道，仅以三峡、葛洲坝、四川等地的零星电量为主。 

（五）新能源发电对电力系统灵活性的要求更高 

新能源发电受自然因素影响大，随机波动性强。随着新能源并网比例不断提高，

发电波动将大幅增加，导致电力平衡难度加大。据统计，2019 年国家电网有限公司经

营范围内新能源日最大功率波动已超过 1 亿千瓦，山东、山西、宁夏、新疆等地区日

最大功率波动已超过 1 千万千瓦。在电源跟随负荷变化调节的运行要求下，其他常规

电源须跟随新能源波动调节，对电力系统的灵活性提出更高要求。 

（六）实现减排目标的方式需科学合理 

“限产限电”、“能源双控”等措施的最终目的，是通过倒逼的方式引导企业、

社会和个人自觉形成低碳减排的生产和消费模式。为完成减排目标而限电停产，实际

上并不科学。浙江许多企业断电之后，为了完成订单生产，被迫购买或租赁柴油发电

机自行发电。由此带来的污染物（包括一氧化碳、氨氧化物、二氧化硫等）不仅破坏

环境而且损害健康，单位能耗和碳排也更高。事实上，2010 年部分省份为了完成“十

一五”的节能目标，就采取过拉闸限电“一刀切”的做法，同时引发了一场柴油发电

                                                                 
6 指由于发电机组、发电厂或局部电网因联结元件的限制，造成部份多余电力不能向系统输送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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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国家发改委、工信部随即明确指出“靠拉闸限电节能减排是错误做法”“绝不允

许为节能减排拉闸限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落实自主减排目标和“碳中和”愿景，

是我国实现可持续的发展的内在需要，应通过持续提升能源利用效率，加快能源消费

方式转变等科学的规划和合理的路径实现。 

三、政策建议 

在“碳中和”愿景下，我国电力市场在实现低碳转型的同时，也需要以经济性可

承受的方式保障电网安全、满足社会用电需求。可以从以下方面加快推进适应“碳中

和”目标的电力市场改革。 

一是完善电力市场建设，优化跨区域电力调配。我国电力资源与电力负荷逆向分

布的现状，需要通过进一步完善电力市场建设，实现电力资源跨区域大范围优化配置

来解决。而目前各省电力市场建设目标不一致、市场规则和交易品种不统一，省间市

场协调难度较大。未来，要逐步完善中长期与短期相结合的完整市场体系建设，根据

市场发展需要逐步开设辅助服务市场、容量市场、输电权交易、金融衍生品交易等，

优化跨区域电力资源调配。 

二是提高电力系统的灵活性，提升调峰效率。“碳中和”愿景下，随着能源低碳

转型的有序推进，风光电的占比将进一步提升，对电力系统的稳定性造成冲击。未来，

可以通过优化煤电布局，提高电力系统应对冲击的灵活性，提升调峰效率，为新能源

电力的发展提供更广阔的空间。例如，对现有煤电机组进行合理改造，在满足碳减排

要求的前提下，将煤电装机相对过剩的省份的部分机组转为备用，在新能源占比较高

的地区优化煤电装机布局，为电力系统稳定提供更好的备用保障。 

三是完善市场化价格形成机制，引导煤电机组自主完成后备角色转变。随着新能

源的高比例接入，常规燃煤发电机组将更多承担调峰、备用责任。市场化价格形成机

制有利于引导煤电机组自主完成后备角色转变。通过设置调峰电价，调峰补偿金等措

施，一方面，使煤电机组获得合理的发电收益，以保障基础的投资回报率；另一方面，

确保在尖峰时刻煤电备用机组可以发挥及时响应的特性，完成保供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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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加强特高压、智能电网、新能源接入等方面的技术和工程实践。目前我国跨

区域电力调配技术尚不完善。可以在技术应用和工程实践中，通过加强特高压输电建

设，提高输电效率，减少输电成本，增加输电距离；通过组建智能电网，实现跨区域

输电网络优化，解决跨区域电力调配的问题；推动新能源发电接入现有电网，为跨区

域输电网络中的电力调配提供更多方案和选择。 

五是建立节约用电、低碳减排激励机制，引导全社会形成绿色低碳意识。节能减

排目标的制定应符合客观规律，强调科学合理。通过建立碳排放权交易、阶梯电价等

市场驱动为核心的激励机制，更有利于“自下而上”引导企业实现生产行为的低碳转

变。此外，政府通过加强排放监管、开展低碳宣传教育，能够规范和引导企业和居民

的形成长期的绿色低碳发展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