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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7-9月煤炭市场数据

煤炭供需偏紧，电煤价格持续高位运行

7月份，全国生产原煤3.1亿吨，同比下降3.3%，降幅比上月减小1.7个百分点，比2019
年同期下降6.9%，两年平均下降3.5%，日均产量1013万吨；进口煤炭3018万吨，同比增
长15.6%，比2019年同期下降8.2%[1]。8月份，全国生产原煤3.4亿吨，同比增速由上月下降
3.3％转为增长0.8％，比2019年同期增长0.7％，两年平均增长0.3％，日均产量1081万吨。
进口煤炭2805万吨，同比增长35.8％，比2019年同期下降14.9%[2]。9月份，全国生产原煤
3.3亿吨，同比下降0.9%，比2019年同期下降1.8%，两年平均下降0.9%，日均产量1114万
吨。进口煤炭3288万吨，同比增长76.0%，比2019年同期增长8.6%[3]。在煤炭供给端，一
方面国内煤炭产能正处于周期下行的背景中；另一方面虽然7-9月煤炭进口量有所回升，然
而受国际关系与海外疫情的影响，我国2021年从蒙古和澳大利亚进口的煤炭累计量整体减
少。多种因素叠加之下，9月底国内煤电企业煤炭库存遭遇一定的压力。

1、煤炭供应能力收缩

图1  2021年1-9月原煤生产及进口图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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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随着我国疫情后经济复苏，在宏观政策推动之下，经济增长速度持续加快。1-8
月我国工业累计增加值同比增长13.1%。传统基建行业稳定提升，1-8月累计钢材和水泥产
量同比增长7.3%和8.3%。新能源产业快速发展，短期内高耗能行业主要产品产量呈现大幅
度反弹的趋势。1-8月十种有色金属、化学纤维、塑料制品以及乙烯累计产量同比增长分
别为9.1%、15.6%、11.4%和25.0%。另一方面，我国疫情控制情况良好，加速经济出口恢
复，对其他国家出口处于需求高峰状态。高耗能制造业方面，1-8月黑色金属冶炼、有色金
属、橡胶和塑料制品、化学纤维制品、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累计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分别为
47.5%、58.0%、20.5%、44.6%以及31.7%。煤炭作为电力和热力供应的主要能源，钢铁、水
泥和化工生产的主要原材料，在“新基建”拉动内需、出口替代拉动外需的双重刺激下，其
需求量短期内呈现骤增态势[4]。

2021上半年，我国多省份出现缺电现象，电煤价格不断上涨。1-7月份动力煤累计销量
同比增长13.4%，但原煤产量同比仅增长6.5%，7月的同比产量甚至出现负增长。供给不及需
求，形成了煤炭供应短缺的市场预期。7-9月进入我国夏季末的用电高峰期以来，情况并未
得到缓解。煤炭的供需不平衡也导致电煤价格持续飞涨，中电联发布的价格指数显示，截止
到9月中旬，5500大卡和5000大卡动力煤价格分别上涨到1086元/吨和971元/吨，进口煤规
格品7000上涨到1283元/吨，对燃煤发电企业造成了极大的成本压力[5]。

2、煤炭需求骤增

3、电煤价格持续飞涨

图2  2021年7-9月中国电煤价格指数图

数据来源：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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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2021年1-9月分电源类型累计发电量（分省）图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截至2021年9月底，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达到9.94亿千瓦，占总装机容量的比重
为43.4%。1-9月，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达1.75万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的比重为
28.68%。可再生能源保持高利用率水平，1-9月，水能、风能、太阳能平均利用率分
别达到97.6%、96.9%和98.0%。沙漠、隔壁、荒漠地区大型风电、太阳能基地项目加
快建设，第一批装机容量约1亿千瓦的项目已有序开工。

前三季度，全国新增水电并网容量1436万千瓦；风电新增并网装机1643万千
瓦，其中陆上风电新增装机1261万千瓦、海上风电新增装机382万千瓦；光伏新增装

电力供需偏紧，多地实行有序用电

截至2021年9月底，全国发电装机容量达到22.9亿千瓦。水电3.8亿千瓦，核电
5326.0万千瓦，风电3.0亿千瓦，太阳能发电2.8亿千瓦。火电12.8亿千瓦，其中，燃
煤发电11.0亿千瓦，燃气发电10657.0万千瓦，生物质发电3536.0万千瓦[6]。

2021年1-9月全国累计发电60721.2亿千瓦时，累计同比增长10.7%。分电源结
构来看，累计火力发电量为43273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的71.3%；水力发电量为
9029.9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的14.9%；风力发电量为4025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的
6.6%；太阳能发电量为1362.2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的2.2%。分省发电情况来看，上
半年累计发电量排名前十的省份：广东4614.6亿千瓦时、内蒙古4398.9亿千瓦时、江
苏4353.1亿千瓦时、山东4316.4亿千瓦时、新疆3424.3亿千瓦时、浙江3035.2亿千瓦
时、四川2986.4亿千瓦时、云南2763.7亿千瓦时、山西2747.6亿千瓦时和河北2472.4
亿千瓦时[6]。

1、电力供应

2、可再生能源整体发展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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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创碳投统计，2021年1-9月，16个省份新增煤电项目93853MW。其中，规
划中的煤电机组总装机14544MW，已获得批复和开工建设中的总装机容量分别为
52619MW和26690MW。从装机容量等级来看，机组装机容量在1000MW及以上的总
装机容为59000MW，占1-9月新增煤电装机的63%，600MW及以上1000MW以下总装
机容量为27320MW，占新增总装机的29%，300MW-600MW和300MW以下的装机容
量分别为6520MW和1013MW，总计仅占全国1-9月新增煤电装机的8%左右，较前两
个季度下降2个百分点[8]。

图4 2021年1-9月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与总装机容量图

图5 2021年1-9月新增煤电机组项目状态图 图6 2021年1-9月新增煤电机组类型图

数据来源：国家能源局

数据来源：北极星电力网

3、新增煤电机组装机容量大型化趋势明显

机2556万千瓦，其中，光伏电站915万千瓦、分布式光伏1641万千瓦；生物质发电新
增装机554.7万千瓦[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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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电力消费量高速增长

分地域来看，1-9月份新增煤电装机容量排名前十的省份为：山西10700MW、湖
南9320MW、广东8760MW、陕西7940MW、湖北7690MW、安徽7073MW、内蒙古
7040MW、江西5320MW、浙江5000MW和广西4350MW[8]。

2021年以来，国内电力需求持续高速增长。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2021年1-9
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达到6.17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2.9%。第一产业用电量758亿
千瓦时，同比增长18.9%，两年平均增长14.2%。第二产业用电量达到4.10万亿千瓦
时，占总用电量的66%，同比增长12.3%，两年平均增长6.9%。第三产业用电量1.08万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0.7%，两年平均增长9.7%[9]。

分地区看，2021年1-9月份，已有16个省份全社会用电量增速超过全国平均水
平，依次为：西藏22.8%、湖北19.2%、浙江18.1%、江西17.9%、青海17.2%、福
建16.8%、陕西16.7%、广东16.5%、四川16.1%、宁夏16.0%、江苏14.9%、广西
14.9%、重庆14.7%、安徽14.5%、贵州13.7%和湖南13.5%。前三季度中，东、中、西
部和东北地区全社会用电量均有超过8%的增幅：东部地区13.6%、中部地区13.8%、西
部地区12.1%和东北地区8.2%，两年平均增速分别为7.8%、6.5%、8.1%和4.3%[10]。

分行业看，2021年1-9月份，高耗能行业用电需求也不断拉高。化工行业用电量
374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8.9%，增速比上年同期提高9.5个百分点；建材行业用电量
308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2.3%，增速比上年同期提高11.4个百分点；黑色金属冶炼行业
用电量48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0.6%，增速比上年同期提高8.3个百分点；有色金属冶
炼行业用电量499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7.3%，增速比上年同期提高3.9个百分点[10]。

图7  2021年1-9月新增煤电总装机容量与机组数量（分省）图

数据来源：北极星电力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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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全国出现大范围缺电

2021年8月下旬以来，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已有超过20个省（区、市）实行了不
同程度地停、限电措施，影响广泛而深远，不仅工业生产受到限制，对居民生活也造
成不便。有序用电已累计覆盖天津、河北、山东、江苏、浙江、辽宁、黑龙江、吉
林、内蒙古、陕西、广东等超过20个省份，国网区域内单日最大错避峰达到 3905.6
万千瓦[11]。东北多地甚至出现了拉闸限电的情况。一方面疫情防控和经济复苏成效显
现，三产用电需求不断增加；部分地区由于气候原因，城乡居民用电量不断攀升、风
电出力不足，增加了供电压力。另一方面，煤炭供给不足、价格上涨，导致煤电企业
亏损，发电积极性不高。多重因素叠加，造成有序用电甚至拉闸限电情况的发生。较
为典型的有广东地区与东北地区。

9月上旬开始，广东省出现电力供应不足，组织企业、居民实施有序用电、节约
用电。受到副热带高压和“康森”、“灿都”双台风的影响，广东省出现持续的高温
干旱天气，较往年同期偏高3-4℃。单从9月用电数据来看，广东省全社会用电量增长
较快，同比增长11.26%，两年平均增长10.49%，城乡居民、第三产业是电量增长的主
导力量[12]。截至9月23日，广东全省统调最高负荷需求达1.41亿千瓦，同比增加11%，
负荷已七创历史新高[13]。客观的气候影响并不是造成电力供应不足的唯一原因。2021
年，广东省疫情后经济复苏势头强劲，电力需求高速增长。制造业用电量占工业用电
量的八成以上，同比增长12.23%[14]。除此之外，根据《2021年上半年各地区能耗双控
目标完成情况晴雨表》[15]，广东省能耗强度和能耗总量控制均被列入红灯预警，“能
耗双控KPI”的压力，也是限电的原因之一。9月23-25日，东北多地也出现拉闸限电
的情况，然而东三省并不在“能耗双控”的红色预警名单中。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

图8  2021年1-9月累计用电量（分地区）

数据来源：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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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9月，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的火力发电量分别为66.6亿千瓦时、48.1亿千瓦
时和112.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7.1%、-8.8%、5.2%。而风力发电量分别为7.3亿千瓦
时、6.4亿千瓦时、8.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3.2%、-20.6%、-27%。据悉，用电紧张
期间，辽宁火电出力仅为装机容量的一半左右，风电出力远不足装机容量的10%[16]。
东北电网通过鲁固、高岭直流外送华北、山东的线路已经不具备调减空间，全网频率
调整手段已经用尽。综上诸多原因，为保证电网安全运行，居民用电也被迫拉闸。

综合来看，煤炭供应不足和价格飞涨使得煤电企业发电能力受到限制是造成本轮
全国大面积缺电的主要原因。从煤炭和电力增速来看，2021年1-10月，全社会用电量
同比增长12.2%，规模以上火电发电量同比增长11.3%，而原煤产量增速仅为4%[17]，
远低于火电发电量增速，导致煤炭出现供应缺口，电厂存煤持续下降。“市场煤”、
“计划电”的市场机制尚未理顺，企业上升的燃料成本无法通过电价向终端传导，则
是导致火电企业出力意愿不足的更深层次原因。这一问题在国家发改委10月份出台的
燃煤市场化电价新规中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

在国家发改委等部委的指导与调控之下，煤炭保供能力持续增强，国有煤炭企业
积极承担政治责任，全力增产保供，煤炭市场逐步回归理性，火电企业缺煤和经营压
力得到缓解，电力供需形势恢复正常。10月中下旬以来，全国煤炭日均产量连续数日
保持在1150万吨以上，比9月底增加了近110万吨。煤炭期货价格快速下降，动力煤主
力合约10月29日报收于970元/吨。截至10月底，全国电厂存煤达到1.1亿吨，可用天
数达到20天[18]。通常12天是电厂存煤可用天数的正常水平[19]，这意味着到10月底电厂
存煤已经高于安全水平，缺煤风险基本解除。11月4日，南方电网自5月10日启动有序
用电以来，首次全网无错峰运行[20]。截至11月6日，国网区域内，除个别省份、局部
时段对高耗能、高污染企业采取有序用电措施外，全网有序用电规模接近清零[21]。至
此，本轮全国性缺电基本结束。

完善煤炭市场价格形成机制对于促进煤、电上下游行业协调发展，保障电力安全
可靠供应十分重要。在2022年全国煤炭交易会上，《2022年煤炭中长期合同签订履
约工作方案(征求意见稿)》（下称《意见稿》）发布。《意见稿》将煤炭中长期合同
5500大卡动力煤基准价由此前的535元/吨调整至700元/吨，并设定浮动范围为550元/
吨-850元/吨。《意见稿》扩大了中长期合同覆盖范围，有助于保障煤炭消费高峰期的
供应。要求发电供热企业扣除进口煤后实现中长期合同全覆盖，所有核定产能30万吨/
年以上的煤矿企业签订的中长期合同数量达到自有资源量的80%以上[22]。



关注 7-10 月能源领域政策趋势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是利用市场机制控制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落实碳达峰、碳中和
目标的核心政策工具。2017年末，《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方案》印发实施，要求建设
全国统一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2021年7月16日，全国碳排放交易体系正式启动，国务院副
总理韩正、国务院常务副秘书长丁学东、生态环境部党组书记孙金龙、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
秋、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等人出席了全国碳市场上线交易启动仪式。首批参加全国
碳市场的为2162家电力企业，覆盖碳排放量约45亿吨[23]，覆盖排放规模已超过欧盟，成为全
球“覆盖碳排放量”最大的碳市场。全国碳市场首日成交较为活跃，开盘价48元/吨，最高
价52.80元/吨，最低价48.00元/吨。首日成交量410.40万吨，成交额逾2.1亿元，成交均价
51.23元/吨[24]。截至2021年11月10日，全国碳市场共运行77个交易日，配额累计成交量达到
2344.04万吨，累计成交额突破10亿元，达到10.44亿元[25]。

2021年9月7日，全国首批绿色电力交易开市，首批交易电量79.35亿千瓦时[26]。绿色电力
成交价格较当地电力中长期交易价格增加0.03元/千瓦时-0.05元/千瓦时[27]。通过开展绿色电
力交易，可以将有意愿承担更多社会责任的一部分用户区分出来，与风电、光伏发电项目直
接交易，以市场化方式引导绿色电力消费，体现出绿色电力的环境价值，产生的绿电收益将
用于支持绿色电力发展和消纳。绿电交易已经初步建立了与绿证的衔接机制，采用“证电合
一”的交易方式，有利于避免环境权益重复计算。9月底，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正式批复
了国家电网公司、南方电网公司编制的《绿色电力交易试点工作方案》，首次提出了绿色电
力产品的定义：绿色电力产品主要为风电和光伏发电企业上网电量，条件成熟时，可逐步扩
大至符合条件的水电。初期，绿色电力交易将优先组织未纳入国家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补助
政策范围内的风电和光伏电量参与，电力用户主要选取具有绿色电力消费需求的用电企业。
随着全社会绿色电力消费意识的形成，逐步引导电动汽车、储能等新兴市场主体参与[28]。

2021年7月，国家发改委和国家能源局印发《关于加快推动新型储能发展的指导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提出到2025年，实现新型储能从商业化初期向规模化发展的转变，
装机规模达3000万千瓦以上；到2030年，装机规模基本满足新型电力系统相应需求。明确鼓
励储能多元发展，积极支持用户侧围绕其他终端用户，探索储能融合发展新场景；鼓励聚合
利用分散式储能设施，依托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结合体制机制综合
创新，探索多种商业模式。坚持储能技术多元发展，推动技术进步，实现从创新技术研究、

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与绿电交易市场相继启动

新型储能和抽水蓄能规划相继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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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时期，我国建立了能源消费强度和总量双控（以下简称能耗双控）制
度，在全国设定能耗强度降低、能源消费总量目标，并将目标分解到各地区，进行严
格考核，并且每季度发布能耗双控“晴雨表”。

2021年8月，国家发改委公布了《2021年上半年各地区能耗双控目标完成情况晴
雨表》。能耗强度降低方面，青海、宁夏、广西、广东、福建、新疆、云南、陕西以
及江苏9个省（区）上半年能耗强度不降反升，为一级预警；能源消费总量控制方面，
青海、宁夏、广西、广东、福建、云南、江苏和湖北8个省（区）为一级预警。对于
能耗强度降低预警等级为一级的省（区），根据《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办法》
（国家发展改革委令第44号），对能耗强度不降反升的地区（地级市、州、盟），
2021年暂停“两高”项目节能审查（国家规划布局的重大项目除外）[31]。

在能耗双控制度由建立到实施的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不完善的问题。2019年8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要求对于能耗强度达标而发展较
快的地区，能源消费总量控制要有适当弹性。2020年底，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上提出完善能源消费双控制度。2021年9月，国家发改委印发《完善能源消费强
度和总量双控制度方案》（下称《方案》），《方案》明确提出，要差别化分解能耗
双控目标，鼓励可再生能源使用，重点控制化石能源消费。具体政策方面，对超额完
成激励性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责任权重的地区，超出最低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责任权
重的消纳量不纳入该地区年度和五年规划当期能源消费总量考核。《方案》创新性地
提出多种方式，增加能源管理的精细化程度，并加强管理弹性。一是国家层面预留一
定总量指标，二是能源产出率为重要依据优化双控目标分解，三是实行基本目标和激
励目标双目标管理。此外，《方案》提出要加快建设全国用能权交易市场，推动能源
要素向优质项目、企业、产业及经济发展条件好的地区流动和集聚[32]。

2021年9月21日，在中国提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一周年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第76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宣布，中国将大力支持发展中国家能源绿色低碳发
展，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据中国海外电力资产数据库（CGP）统计，2000-2018
年，中国在境外83个国家投资了777个发电项目，总装机容量达186.6 GW，其中106.2 

示范应用到商业化规模应用的发展。另外，《意见》提出完善政策机制，健全新型储
能价格机制、健全“新能源+储能”项目激励机制[29]。8月，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公布
了关于征求对《抽水蓄能中长期发展规划（2021-2035年）》（征求意见稿）意见的
函。9月，该文件正式印发，提出了三阶段的发展目标：到2025年，抽水蓄能投产总
规模较“十三五”翻一番，达到6200万千瓦以上；到2030年，抽水蓄能投产总规模较
“十四五”再翻一番，达到1.2亿千瓦左右；到2035年，要形成满足新能源高比例大规
模发展需求的，技术先进、管理优质、国际竞争力强的抽水蓄能现代化产业，培育形
成一批抽水蓄能大型骨干企业[30]。

能耗双控制度迎来调整

中国宣布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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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以来，国内电力、煤炭供需形势紧张，多地实行有序用电，部分地区甚至
触发了拉闸限电。随着各地陆续进入供暖季，煤炭和电力的需求进一步增长，给煤炭
供应保障带来更大挑战，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举措重点保障电煤供应。

重点保障国内煤炭供应

GW已投入运营。以装机容量计算，中国投资的境外发电项目中有40%是煤电项目，
装机容量达74 GW[33]。此次宣布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是中国提出“双碳”目标
之后的又一重要表态，进一步表明中国落实自身“双碳”目标的决心，也展现了中国
积极引领全球气候治理的责任担当。这个宣示也是一个明确的政策信号和风险投资信
号，也向煤电设备制造商、项目建设运营承包商、投资商等发出了明确的政策预期信
号：是时候停止海外新建煤电项目，加速转型至绿色低碳能源市场。对于置身海外煤
电产业链的各个企业而言，必须尽快主动转型，才有可能持续发展[34]。

1、多措并举加强供需调节

2、推进电煤中长期合同全覆盖

3、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

9月29日，国家发改委经济运行调节局负责同志就能源保供工作答记者问时指出，
将多措并举加强供需调节，重点从六个方面采取措施，确保能源稳定供应，确保居民
用能安全。一是多渠道增加能源保供资源。二是发挥好中长期合同“压舱石”作用。
三是进一步做好有序用能工作。四是发挥好能源储备和应急保障能力的重要作用。五
是合理疏导用能成本。六是有效控制不合理能源需求，坚决遏制“两高”项目不合理
的用能需求[35]。

发电企业与煤炭企业签订中长期煤炭采购合同并严格落实是发电企业保障煤炭供
应和控制用煤成本的重要手段。据国家发改委9月13日消息，国家发改委办公厅向各地
方和有关企业发出通知，就抓紧做好发电供热企业直保煤炭中长期合同全覆盖工作做
出安排，要求推动煤炭中长期合同对发电供热企业直保并全覆盖，确保发电供热用煤
需要，守住民生用煤底线；发电供热企业和煤炭企业在2021年已签订中长期合同基础
上，再签订一批中长期合同，将发电供热企业中长期合同占年度用煤量的比重提高到
100%。9月29日，国家发改委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联合发布《关于做好发电供热企业
直保煤炭中长期合同全覆盖铁路运力保障有关工作的通知》，提出6个方面的要求，旨
在加强产运需衔接，为中长期合同的签订履行提供运力保障，加快推进发电供热企业
直保煤炭中长期合同，做好采暖季居民用能保障[36]。

为发挥电力价格调节电力供需的关键作用，缓解近期煤电价格倒挂现状，并进一
步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国家发改委10月11日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深化燃煤发电上网电



- 12 -

10月份，中国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的两个核心文件正式印发。10月24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
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38]，10月26日，国务院印发《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
方案》（以下简称《行动方案》）[39]。《意见》是“1+N”政策体系中的“1”，是纲
领性文件，对中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进行了中长期系统谋划。《行动方案》是“N”中
为首的政策文件，聚焦2030年前碳达峰目标，提出碳达峰十大行动。《意见》和《行
动方案》在2025年、2030年和2060年三个时间节点设定了具体目标。《意见》和《行
动方案》的出台意味着我国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中最核心的部分已经完
成，标志着我国“双碳”行动迈入了实质性落实阶段。

为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统筹推进非化石能源和化石能源高质量发
展是《意见》和《行动方案》中都提及的重要议题。《意见》和《行动方案》中均明
确提出加快煤炭减量步伐，“十四五”期间严格合理控制煤炭消费增长，“十五五”
期间逐步减少的发展目标。要统筹煤电发展和保供调峰，严控煤电装机规模，加快现
役机组节能升级和灵活性改造，推动煤电向基础保障性和系统调节性电源并重转型。
大力推动煤炭清洁利用，合理划定禁止散烧区域，逐步减少直至禁止煤炭散烧。《行
动方案》还对工业领域碳达峰行动做出指导要求，提出钢铁行业要推行全废钢电炉工
艺；石化行业要严控新增炼油和传统煤化工生产能力，稳妥有序发展现代煤化工。引
导企业转变用能方式，调整原料结构，控制新增原料用煤。

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核心文件印发

价市场化改革的通知》。此次改革，有四项重要内容：一是燃煤发电电量原则上全部
进入电力市场，通过市场交易在“基准价+上下浮动”范围内形成上网电价；二是将
燃煤发电市场交易价格浮动范围由现行的上浮不超过10%、下浮原则上不超过15%，
扩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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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是有序推动尚未进入市场的工商业用户全部进入电力市场，取消工商业目录销售电
价，对暂未从电力市场直接购电的工商业用户由电网企业代理购电；四是保持居民、
农业、公益性事业用电价格稳定[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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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意见》和《行动方案》提出的主要目标

时间 主要目标

2025 年

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初步形成，重点行业能源利用效率大幅提升；
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比 2020 年下降 13.5%；
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 2020 年下降 18%；
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 20%左右；
森林覆盖率达到 24.1%；
森林蓄积量达到 180 亿立方米。

2030 年

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 2005 年下降 65%以上；
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 25%左右；
风电、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达到 12 亿千瓦以上；
森林覆盖率达到 25%左右；
森林蓄积量达到 190 亿立方米；
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峰值并实现稳中有降。

2060 年
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和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全面建立，
能源利用效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 8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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