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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回顾 

 能源财经 

能源财经一周要闻回顾 

本周是 2012 年的第一周，中国能源网全体编辑在此向读者朋友致以新年的

问候。伴随着 2011 离去的脚步声，中能网周迅也辞旧迎新换了新的装扮。全新

的资讯体系，全新的风格页面，希望能带给大家一些耳目一新的体验。 

2011 年，中国在海外购买能源与矿产的活动仍在大规模进行，据 Dealogic

统计数据显示，2011 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金额前十名中，能源占 8 起，矿产资

源 2 起。国企仍是主角。8 个能源行业并购案例中，石油、天然气并购占 6 起，

煤炭 1 起，电力 1 起。 

10 大并购案例涉及的并购金额总和高达 277.43 亿美元，其中单笔并购金额

在 20 亿美元以上的占 7 起。据投中集团预计，2012 年由资源类央企与国企主

导的海外并购仍将维持高位，而能源行业的并购交易规模仍将居各行业之首。 

而 2012 年才刚刚开始，中国能源企业在页岩气收购领域便再次祭出大手

笔。1 月 3 日，中石化集团宣布斥资 22 亿美元收购美国德文能源公司在美国的

部分页岩油气区块权益。对于页岩气，不仅海外收购频频，国内政策也暖风频

吹。此前中国国务院刚刚批准页岩气为中国新的独立矿种，成为中国第 172 种

矿产。 

同时，2011 年 12 月 28 日，《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11 年修订）》由国

家发改委、商务部联合下发，其中页岩气的勘探和开发（限于合资、合作）被

列入鼓励类。凸显中国欲借外资“东风”进军高新技术领域，实现从“世界加

工厂”向“世界工厂”转型的渴望。 

中国强调页岩气开发，恰逢中国《天然气“十二五”规划》征求意见稿中

将天然气使用量计划翻番之际。而在国内天然气下游分销市场，也可谓“热火

朝天”。自 2011 年 12 月 13 日新奥能源联手中国石化宣布拟出资至多 167 亿港

元收购中国燃气所有流通股后，中国燃气股东韩国 SK 集团、刘明辉，以及德意

志银行和在伦敦上市的富地石油公司（Fortune Oil）都已加入“抢购”中燃股份

的行列。从已公布信息来看，上述“参战者”抢筹的价格几乎都不低于新奥和

中石化开出的每股 3.50 港元要约收购价。此外，它们都公开声称无意搅局新奥

和中石化对中燃的收购战。而据推测，众多公司和机构抢筹中燃，是希望抬高

股价，以逼迫新奥和中石化提高收购价。 

能源财经一周数据分析 

中国能源网•能源指数是中国能源产业发展状况的风向标，具体分为综合能

源指数、油气指数、电力指数、煤炭指数和新能源指数五个部分，旨在秉承价

值投资、主动投资的基础上，主动配置资产，系统有效控制风险，为指数化投

资产品提供最佳跟踪标的，与投资者分享能源专业发展浪潮下，资产的长期稳

定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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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数名称 4 日 5 日 6 日 

能源综合指数 810.06 809.1 818.98 

油气指数 595.88 599.14 607.62 

煤炭指数 1198.59 1183.61 1190.98 

电力指数 2902.15 2856.96 2892.86 

 表一：能源各项指数一周变化情况 

  4 日 5 日 6 日 

上证指数 2169.39 2148.45 2163.4 

深证指数 8695.987 8600.26 8634.42 

人民币汇率（美元） 6.3001 6.3115 6.3166 

 表二：沪深指数与人民币汇率一周变化情况 

 电力煤炭 

电力煤炭一周要闻回顾 

2011 年是“十二五”的开局之年，在年末 12 月 31 日这天，发改委能源局

正式发布《煤层气（煤矿瓦斯）开发利用“十二五”规划》。《规划》指出，到

2015 年，煤层气（煤矿瓦斯）产量达到 300 亿立方米，其中地面开发 160 亿

立方米，基本全部利用，煤矿瓦斯抽采 140 亿立方米，利用率 60%以上；瓦斯

发电装机容量超过 285 万千瓦，民用超过 320 万户。“十二五”期间，新增煤

层气探明地质储量 1 万亿立方米，建成沁水盆地、鄂尔多斯盆地东缘两大煤层

气产业化基地。其中：沁水盆地“十二五”期间，建成寺河、潘河、成庄、潘

庄、赵庄项目，加快建设大宁、郑庄、柿庄南等项目，新建马必、寿阳、和顺

等项目。项目总投资 378 亿元，到 2015 年形成产能 130 亿立方米，产量 104 亿

立方米。鄂尔多斯盆地东缘“十二五”期间，建成柳林、韩城－合阳项目，加

快建设三交、大宁－吉县、韩城－宜川、保德－河曲等项目，新建临兴、延川

南等项目。项目总投资 203 亿元，到 2015 年，形成产能 57 亿立方米，产量

50 亿立方米。《规划》中指出，我国煤层气行业发展存在 6 大问题，一是勘探

投入不足；二是抽采条件复杂；三是利用率低；四是关键技术有待突破；五是

扶持政策需要进一步落实和完善；六是协调开发机制尚不健全。 

此外，备受关注的 2012 年全国重点煤炭合同汇总会于 12 月 26－30 日在昆

明召开。截至 1 月 4 日，2012 年合同煤网络汇总已告完成。据初步统计，2012

年重点合同汇总量约 12 亿吨，比国家发改委 8.346 亿吨的框架量超订约 44％。

不过，业界对超订现象历来持相当谨慎的态度。2011 年，合同煤签订规划为 9.32

亿吨，实际签约量高达 11 亿吨，超过规划 66%，但最终兑现率不足 50%。尽管

上证指数与能源指数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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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重点合同煤的签订量较 2011 年增加了约 1 亿吨，但根据国家发改委发布

的 《关于做好 2012 年煤炭产运需衔接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在对

电煤的铁路运力支持方面，所安排的铁路运力为 7.7506 亿吨，比 2011 年 7.69

亿吨仅增加了 606 万吨。基于此，铁路运力仍是煤炭企业以及煤炭消费企业争

抢的重点。从实际情况来看，煤电双方签合同定量不定价，也就是在签运力。

铁路运输紧张或将成为未来影响整个煤炭供应的最大瓶颈。目前维系运输主力

的大秦、朔黄等线路运力已近饱和，加之“十二五”煤炭开发重心加速西移，

如果没有新的铁路线及时修成，将更加重运输瓶颈。业内认为，铁路运力的配

置可能会成为影响今年电煤合同量能否兑现的又一变量。 

电力煤炭一周数据分析 

环渤海动力煤平均价格本期：797 上期：808 环比：-1.36% 同比：2.00%  

            发热量 

港口 

5800K 5500K 5000K 4500K 

秦皇岛 845-855 790-800 690-700 590-600 

黄骅 845-855 800-810 700-710 595-605 

天津 855-865 795-805 695-705 590-600 

曹妃甸 845-855 790-800 685-695 590-600 

国投京唐港 830-840 790-800 690-700 585-595 

京唐港 835-845 795-805 695-705 595-605 

 环渤海动力煤价格指数（BSPI）（单位：元/吨）  发布时间：2012 年 01 月 05 日 

 石油天然气 

油气行业一周要闻回顾 

本周油气行业的一件大事是发生在 1 月 5 日本周四晚。石油企业呼吁多时

的提高石油特别收益金起征点终于一锤定音。中国石化 1 月 5 日晚在港交所公

告，公司收到财政部关于提高石油特别收益金起征点的通知。依据通知财政部

决定从 2011 年 11 月 1 日起，将石油特别收益金起征点提高至 55 美元。起征点

提高后，收取标准延续了此前的五档，每档上升幅度为 15 美元一桶。 

所谓石油特别收益金，又被称为“暴利税”。是指在国内原油销售价格超过

一定水平时，国家按一定比例从石油开采企业销售国产原油所获得的超额收入

中征收的特别收入。起征点提高意味着石油公司将向政府少交税。 

值得关注的是，上调石油特别收益金追溯到的 2011 年 11 月 1 日，正是中

国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资源税改革之时。这不难让人把此次暴利税起征点的

上调与日前资源税改革给企业带来的负担联系起来。有分析认为，之所以上调

至 55 美元一桶，也正是为了抵消资源税改革全面推广为油气企业盈利带来的负

面影响。 

此番上调对于油企来说，当然是重大的利好。据计算，就特别收益金一项，

就可以为中石油和中石化每年减少近 400 亿的税赋。此前媒体曾多次报道油企

抱怨税收过重，并认为这是造成如今“油荒”的罪魁祸首之一。此举也被解读

为国家为缓解目前愈演愈烈的“油荒”的一步切实举措。 

同样是一个利好的消息发生在非常规天然气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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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1 年的最后一天，页岩气正式批准成为中国新的独立矿种。以一个“新

能源”的身份傲立在能源领域的舞台上。这或许是我国非常规油气行业的一小

步，却可以看作是中国能源行业的一大步。页岩气以其独有的、分散的、平面

的性格，必将在中国能源行业这个集权，集源的体制中掀起轩然大波。而在这

个新的战场上打响开年第一炮是中石化。 

1 月 3 日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宣布，其所属全资子公司国际石油勘探开发有限

公司与美国德文能源公司日前签署协议，以 22 亿美元价格收购德文公司在美国

内布拉斯加奈厄布拉勒、密西西比、尤蒂卡俄亥俄、尤蒂卡密歇根和塔斯卡卢

萨 5 个页岩油气资产权益的三分之一。 

与之前的收购相同，此次收购的意图同样明显的指向页岩气的开采技术。页

岩气作为新兴学科，研究和发展起来并非易事。受勘探开发理论和技术上的瓶

颈制约。在此背景下，寻求技术正是中国能源企业频频走出海外的部分原因。

中石油财务总监周明春 2011 年在上海曾直言，“我们在海外发展过程当中也关

注非常规资源项目，目的之一是要学习这方面的技术经验。” 

2011 年 2 月，中国石油曾尝试以 55 亿美元收购加拿大峻岭油区

（CutbankRidge）一处页岩气资产权益，后因不能在资产估值和程序等方面达成

一致而最终放弃。 

再往前推，2010 年 10 月 12 日，中海油宣布购入美国第二大天然气生产商

——切萨皮克能源公司（Chesapeake Energy）位于美国得克萨斯南部鹰滩页岩

油气项目共 33.3%的权益。这是中国国有石油企业首次对美国陆上能源资源进

行大规模投资，而其背后的关键词仍然是页岩气。 

事实上，看上页岩气技术的不仅仅是中国。就在中石化收购的同日，法国

道达尔称，其将向与切萨皮克能源公司和美国的 EnerVest 组建的俄亥俄州一家

油气合资企业注资 23 亿美元。 

油气行业一周数据分析 

日期 WTI 布伦特 OPEC 

2012-1-3 103 112.1 109.4 

2012-1-4 103.2 113.7 111.74 

2012-1-5 101.8 112.7  

 国际原油价格表 

 

 国际油价柱形图 

地区 93#（元/吨） 跌涨值 0#（元/吨） 跌涨值 

北京 9450 0.00 8400 0.00 

天津 9070 0.00 8185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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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 9118 0.00 8185 0.00 

山西 9267 0.00 8276 0.00 

山东 8910 0.00 8195 0.00 

江苏 9297 0.00 8284 0.00 

 国内部分城市一周汽柴油批发价变化情况 

 新能源 

新能源一周要闻回顾 

新能源行业终于在磕磕绊绊中送走了 2011 年，在过去的一年，对于新能源

行业里的太阳能光伏产业及风电产业来说，可谓艰难备至。美国对出口自中国

的太阳能光伏产品的“双反”调查终于像最后的一根稻草压跨了中国太阳能光

伏行业虚晃的盛景，欧债危机更是雪上加霜，于是产口出口受阻，产品积压导

致各地厂商不堪重负，破产之声不绝于耳，即使是光伏大佬无锡尚德也是岌岌

可危。然而，经过 2011 年惨重的行业调整，2012 年对于太阳能光伏行业总算

是迎来一丝希望的曙光。进入新年以来，多硅晶组件价格持续上涨，有消息称，

国内几个主要的厂商订单又如雪片般纷纷飞来。此外，光伏发电与光热应用却

方兴未艾。5 日，赛维 LDK 宣布，国家开发银行批准了其总产能为 8 兆瓦的两

处太阳能电站，15 年的项目贷款，这两个电站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为赛维 LDK

全资所有。财政部近日发布《关于组织实施 2012 年度太阳能光电建筑应用示范

的通知》，就申请 2012 年度太阳能光电建筑应用示范项目的有关事项进行通知。

对于 2012 年太阳能光电建筑应用示范具体的补助标准，财政部则表示对建材型

等与建筑物高度紧密结合的光电一体化项目，补助标准暂定为 9 元/瓦，今年补

助标准比去年提高了 3 元。而对与建筑一般结合的利用形式，补助标准暂定为

7.5 元/瓦。2012 年对于太阳能光伏行业是继续沉沦还是择时待飞，我们将拭目

以待。然而，台湾富商郭台铭与李嘉诚重资逆市投资新能源行业，似乎给多灾

多难的新能源行业一些积极的利好消息。 

2012 年新能伊始，对于风电来说，最大的新闻莫过于继去年美国对中国风

电行业的 301 调查后，今年又老调重谈。从商务部获悉，美国风电塔联盟近日

已向美商务部及美国际贸易委员会提出申请，要求对出口自中国及越南的应用

级风电塔产品发起反倾销和反补贴合并调查。涉案企业总共有四家，分别为天

顺金属(苏州)制品有限公司、江阴澄西船厂、上海泰胜电力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重山风电设备(连云港)有限公司。依据美调查程序，美商务部预计将于 2012 年

1 月 18 日前决定是否接受该申请。1 月 5 日，包括金风、华锐等十多家中国风

电企业集聚北京，共同商讨美国“双反”的应对之策。在产能严重过剩，风电

并网事故频频发生的这个背景下，美国这个“双反”调查对于风电行业不啻是

一个重磅消息。 

德班会议之后，低碳环保越来越引起重视，这对于新能源汽车的推动与发

展大有助益。不仅资本趋之若鹜，政策更是频频倾斜。2012 年 1 月，新的《外

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增加了新能源汽车关键零部件等条目；首批免征车船税

新能源汽车车型公布，明确了首批 49 个产品型号的新能源汽车免征车船税；有

消息称作为行业战略规划的《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11-2020)》也

将不日公布。 

几家欢乐几家愁，2012 年对于新能源行业来说，又将注定是不平静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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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行业一周数据分析 

产品 高点 低点 均价 涨跌幅 

多晶硅 28.00 20.00 25.1 3.68% 

多晶硅硅片(156mm x 156mm) 1.25 1.00 1.142 0.18% 

单晶硅硅片(156mm x 156mm 1.75 1.50 1.568 -0.13% 

电池 0.65 0.49 0.505 0 % 

多晶硅电池(156mm x 156mm) 2.06 1.84 2.04 0 % 

单晶硅电池(156mm x 156mm) 2.36 2.19 2.286 0 % 

晶硅组件 1.30 0.7 0.851 -1.16% 

薄膜光伏组件 1.20. 0.7 0.8 -3.5% 

聚光型光伏组件 2.55 2.09 2.303 0% 

光伏逆变器 0.35 0.17 0.235 0% 

 国际太阳能现货价格 (单位：美元)

 

深度分析 

告别超载 准备减负 

中国能源网主编  秦京午 

冬至阳生春又来，一年之计在于春。岁末多回顾、评价，而年初多展望，

展望往往来自回顾。岁末国内外媒体热衷于评年度字、词，中国有“限”、马里

是“加拿大的微笑和非洲的眼泪（或指加退出京都议定书）”，俄罗斯别出心裁

提出“严重超载”（美国当年将重启美俄关系误译为超载、超负荷），这与中国

“限”有异曲同工之处，显示了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笔者最早听到超载一词，是 1990 年采访大运河徐州至扬州段，当年中央政

府投巨资改造这段运河和苏南运河，同时投资建设张家港港口，即旨在缓解铁

路运煤能力不足和为上海港疏港。当时运河上运煤、建材等等大宗物资就出现

超载，船民也很无奈，因为过坝、过闸收费多，不超载就亏损。随后公路运煤

超载已是公开秘密，多年治超载年年超，去年还发生了天价过路费奇案，终审

判决被告人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 7 年，罚金 5 万，而不是初审时“用假军

车牌照，8 个月里，免费通行高速公路 2361 次，偷逃过路费 368 万余元、被判

处无期徒刑，罚金 200 万元。”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经济超载。 

回顾 2011 年中国经济，政府出台了限价、限购、限贷、限娱乐等众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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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可到了 11 月 30 日出台了上网电价上调的政策，这反映了中国经济超载，

政府也开始微调“减负”。交通部、发改委等五部委严查公路乱收费，发改委限

制涉煤收费等等，即是微调减负，新年后中国经济特别是能源行业希望什么？ 

中国经济增长速率高，多是超额完成，而相比之下节能减排、环保指标往

往难以圆满完成。年终这类指标未公布，专家猜测，多半未能完成。面对金融

危机、欧债危机和应对气候变化，中国提出调整结构、科学发展、节能减排、

循环经济、发展新兴战略产业等对策，据统计，2010 年中国大陆一次能源消费

总量高达 32.5 亿吨标煤，而《“十一五”能源专项规划》中，国家能源消费量

控制目标是 27 亿吨标煤，超 5.5 亿吨。今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能源总消

费量尚未公布，但不可能少于去年，据中国煤炭工业协会预测，中国煤产量占

世界 35%，全年煤炭供给能力进一步增强，整体不存在缺煤，预计全年煤炭产

量将超过 35 亿吨，比上年增加 3 亿吨，净进口将达 1.5 亿吨。但据媒体透露，

煤炭从井口到用户，物流成本、税金、各种收费加价，占终端价格超过 50%。

煤不缺，缺什么？ 

专家认为，中国煤、石油、天然气进口不断增长，显示中国经济发展已患

上了“能源资源依赖症”，中国消耗了世界 20%的能源，创造了不到世界 10%的

经济总量，石油、铁矿石进口比重超过 50%，这影响中国经济安全，说明中国

缺少建设节约型社会、低碳经济转型的总体统筹兼顾、顶层设计。近代中国在

殖民列强船坚炮利下，被迫打开国门开始近代工业化，追溯到洋务运动、北洋

时代建设现代能源交通是一体设计，如开滦路矿局等，铁路与矿山一体设计。

而新中国成立之初为赶超发达国家采用计划经济，曾分别设立为燃料化学、铁

路、交通、电力等部门，利益职能交错扯皮，造成国家人民整体利益受损，1964

年前后中央曾提出建立托拉斯公司，因文革中断。能否通过系统改革特别是发

展煤电运一体化，改变这一状况？这无疑面临着以下障碍：电网、铁路等天然、

行政垄断。 

中国能源产业面临着政策、市场、经营、环境等风险，能源需求刚性增长

的同时，还面临着进口能源竞争、海外基金炒作等风险。中国迅速发展的新能

源，遇上美国“双反”调查和欧债危机，许多新能源企业暴露出产品市场依赖

西方政府补贴的致命弱点。与 2007 年相比，风电、太阳能单位装机容量价格下

跌超过 70%，部分企业股票下跌更是超过 70%。这从另一侧面来说，新能源危

机中有机遇。 

中国经济调结构，首先要调什么？去年初宏观调控目标之一是财税收入增

长 8%，而实际增长超过 26%，从 1994 年税收改革以来，财税增长年年超过经

济增长，而部分企业、个人收入增长远低于经济增长，政府能否部分让利于企

业、个人？能否结构性减税？从而使企业能增加就业岗位？能否动用财政收入

强制安装风能太阳能发电并强制上网？能否出台更优惠政策发展非常规天然气

以保证中国能源安全进而保证中国经济安全？ 

据调查中国暴利企业集中于金融、房地产、路桥企业，能否改革调整？中

国一年期存款银行利率低于 CPI2 至 3 个百分点，等于实体企业每百元存款额一

个补贴银行 2 至 3 元，银行存贷利差超过 80%，是否暴利？银行家利润“高得

不好意思”，在国家发展实体经济的大政下，能否采取措施此虚拟经济向困境中

的实体经济特别是能源企业让利？ 

能否成立节约能源部？或成立能源部首要职责是节约能源？建立节约型社

会本是国家战略之一，中国大陆以世界 20%能源创造不到 10%经济总量，既说

明中国能源效率低下，也说明节能潜力巨大，中国经济发展面临能源资源和气

候变化双拘束，能否给节能企业更多政策鼓励？节能是一种不需要资源的“开

源”，不需要投资建设煤矿、油气田发电厂，就地创造能源、不需输送设备设施，

立竿见影，节能效益好，基本无污染、无新增碳排放，可以促进技术进步、管

理水平提高，节能途径广、方法多，节能就是节成本、增效益、可调动各行各



信息速递 

 

www.china5e.com 

10 / 17 

 

业积极性，政府何乐不为呢？ 

据清华大学气候政策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低碳发展报告（2011—2012）》

指出，“十一五”期间，中国扭转了“十五”时期能源强度快速上升的趋势并实

现 19.1%的下降，节能 6.3 亿吨标煤；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下降 20.8%，减碳 15.5

亿吨。成绩固然可观，但问题是“排放总量增长较多”。面对气候变化挑战和中

国政府代表在德班表态，中国将在 2020 年后实质性碳減排，留给中国以碳为基

础的能源产业的时间，可能不多了。衷心希望中国节能的春天早日到来。 

（秦京午：资深能源评论员，原人民日报高级编辑。1951 年出生， 1977 年冬参加高考，次

年春入南京师范学院（现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专业学习，1982 年获得文学学士，同年进入

人民日报，并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1985 年获得法学硕士，参与创办人民

日报海外版部，负责地矿、能源、机械、环保、海洋、国土等领域报道。2011 年底进入中

国能源网。） 

信息速递 

 电力煤炭 

国家能源局布局低热值煤发电产业发展 

国家能源局日前发布《关于促进低热值煤发电产业健康发展的通知》提出，

力争到 2015 年，全国低热值煤发电装机容量达到 7600 万千瓦，年消耗低热值

煤资源 3 亿吨左右，形成规划科学、布局合理、利用高效、技术先进、生产稳

定的低热值煤发电产业健康发展格局。 

《通知》提出，在“十二五”期间，重点在主要煤炭生产省区和大型煤炭

矿区，紧邻 600 万吨/年及以上总规模的炼焦煤（无烟煤）洗煤厂（群）或 1000

万吨/年及以上总规模的动力煤洗煤厂（群），规划建设 2×15 万千瓦级及以上

的高效低热值煤发电项目，鼓励具备条件的地区建设 2×30 万千瓦机组。同时，

项目布局兼顾热值满足发电要求的存量矸石资源。矿区内洗煤规模不足的，其

低热值煤资源应由临近具备条件的大型坑口电厂掺烧实现就近消纳。 

《通知》认为，低热值煤发电项目原则上采用煤矿、洗煤厂、电厂为同一

投资主体控股的“煤电一体化”模式。鼓励有低热值煤发电运行管理经验的企

业，以及周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电力、热力用户参股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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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动力煤三港价格再现上涨 

本周，国际动力煤三港价格再现上涨。据环球煤炭交易平台数据显示，12

月 30 日澳大利亚纽卡斯尔港动力煤价格指数在上周末 112.85 美元/吨基础上上

涨 2.62 美元/吨至 115.47 美元/吨，涨幅为 2.32 %；南非理查德港动力煤价格指

数在上周末的 106.36 美元/吨基础上上涨 0.21 美元/吨至 106.57 美元/吨，涨幅

为 0.20 %；欧洲 ARA 三港市场动力煤价格指数在上周 111.58 美元/吨基础上上

涨 0.81 美元至 112.39 美元/吨，涨幅为 0.73%。 

陕煤化与大唐合作推进煤电一体化 

12 月 24 日，陕西煤业化工集团与大唐集团签署 2 个合作协议。陕煤化集

团将参股大唐集团三门峡 2×1000 兆瓦级火电项目，并参与重组大唐集团在河

南信阳的 2 个电厂。双方将加大煤、电产业优势互补力度，实现互利共赢。 

这次陕煤化集团将以30%的持股比率参股三门峡2×1000兆瓦级火电项目。

同时，双方将重组大唐集团在河南信阳的 2 个电厂，由陕煤化集团持有新公司

51%的股权。 

国家核电预计“十二五”期间将整体上市 

1 月 4 日，从国家核电技术公司获悉，“十二五”期间公司将全面掌握第

三代先进非能压水堆核电技术，力争实现公司整体上市。目前国家核电整体上

市各项准备工作正在稳步推进，将在 2012 年底前具备上市条件。 

据了解，“十二五”期间国家核电将完成国产化 AP1000 全厂标准设计，自

主化 CAP1400 标准设计；建成投产 AP1000 自主化依托项目 4 台机组，开工建

设示范项目 CAP1400 机组，形成国际先进水平的工程总承包能力；核级锆材、

先进核电数字化仪控，一体化堆顶组件等形成规模化生产能力，核电站高端运

行技术服务体系基本形成。 

2011 年国家电网完成投资 3303 亿元 

1 月 5 日，从国家电网公司 2012 年工作会上获悉，2011 年，国家电网公

司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3303 亿元，同比增长 13.5%，其中电网投资 3019 亿元；

110（66）千伏及以上交流线路开工 5.49 万公里，投产 5.48 万公里；变电容量

开工 2.64 亿千伏安，投产 2.56 亿千伏安。完成售电量 30925 亿千瓦时，增长

13.7%；国家电力市场交易电量 3999 亿千瓦时，增长 11.5%。 

日本所有核电站 2012 年 4 月或停运 

日本全国 54 座商用核电机组于明年 4 月全部停运的可能性进一步增强。目

前正在运行中的 6 座核电机组将于明年 1 月以后逐个停运，北海道电力公司泊

核电站的 3 号机组将最后于明年 4 月下旬停运。由于正在定期检查的核电站目

前还没有重启计划，如果日本政府不能够打破现状，将面临所有核电站停运的

状况。 

自日本原子能发电公司东海核电站于 1966 年首次开始商业运行以来，除初

创期以外，所有核电站停运的状况极其罕见。自 1980 年代各大电力公司争相推

进核电站业务以来尚属首次。 

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引发安全隐患，加之日本政府应对不力，

导致核电站所在地方政府对重启核电站的动作迟缓。如果事态长期化，电力供

应依赖于火力与水力发电的紧张状况将会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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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电网：今年确保 7 条特高压开工 

国家电网公司 1 月 5 日表态称，2012 年确保一批特高压工程获得核准或开

工建设。其中有四条是特高压交流，而该技术在经济性与安全性上一直处于争

议中。 

国家电网总经理刘振亚在 5 日公司年度工作会议上说，一批特高压输电项

目的国家审批工作推进困难，成为制约电网发展的瓶颈，2012 年国家电网将加

快以特高压电网为骨干网架的坚强智能电网建设，集中力量推进特高压前期工

作，确保 4 项特高压交流工程和 3 项特高压直流工程获得国家核准并开工。 

依据国际惯例，1000 千伏交流或 800 千伏直流输电被称为特高压输电项目。

在电流一定的情况下，电压等级越高，传输功率越大，同时损耗越小。国家电

网公司认为，特高压建设有助于中国能源的大规模、远距离输送，使煤炭产区

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石油天然气 

石化双雄原油成品油产销破亿吨 

1 月 4 日，中国石油和中国石化分别刊登了其过去一年的产销数据。数据

显示，2011 年，中国石油实现原油产量 1.0754 亿吨，比上年净增 213 万吨；中

国石化成品油年零售量达 1.001 亿吨，首次突破亿吨大关。 

这是中国石油自 1995 年以来原油产量稳住“1 个亿”的第 17 个年头。与

此同时，中国石油探明油气储量当量超过 10 亿吨，这是中国石油实施油气储量

增长高峰期工程以来，储量当量连续 5 年保持在“10 字头”。 

除了原油和油气储量当量增长外，中国石油天然气增长成明显态势。 

数据显示，2011 年，中国石油全年完成天然气产量 755 亿立方米，同比增

长 30 亿立方米，连续 7 年实现两位数增长。短短 10 年间，中国石油天然气年

产量从 183 亿立方米上升到目前的 755 亿立方米，产量箭头逐年上升；油气当

量中天然气比例从 12.4％上升到目前的 35.9％。 

随着煤层气和页岩气规划逐步公布并进入实质实施阶段，天然气业务已成

为中国石油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效益贡献点。目前，中国石油天然气年产量已占

国内总量的近 80％。 

在销售端，中国石化表示，2011 年中国石化深入挖掘县域潜力，着力培育

零售新的增长点，销售企业万吨站比上年增长 13%，零售骨干网络已初具规模。 

据悉，自 1998 年以来，中国石化销售企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成品油销售

量从 4176 万吨增加到 1.51 亿吨，零售量从 806 万吨增加到 1.001 亿吨。 

目前，中国石化有 3 万多座加油站、1.8 万个便利店、700 多个直分销营业

厅、500 多个润滑油门店、400 多座油库和 8600 公里成品油管道。 

质检总局：全国车用汽柴油抽样合格率超过 98% 

国家质检总局近日发布全国车用汽油、柴油、胶合板和冷轧带肋钢筋等四

种产品质量联动监督抽查公告。通报显示，这四种产品抽样合格率分别为 98.3%、

100%、89.9%和 52.0%。 

此次车用汽油的抽查检验了包括研究法辛烷值、抗爆指数、铅含量、锰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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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在内的 21 个项目，柴油产品检验了氧化安定性、硫含量、机械杂质等 21 个

项目。总体上看，生产领域车用汽油和柴油质量状况较好，98 家企业生产的 121

批次车用汽油中，合格产品 119 批次，产品抽样合格率为 98.3%；柴油产品抽

样合格率达 100%。 

有分析认为，随着我国原油加工深度不断提高，成品油质量标准逐步与国

际接轨，加氢精制工艺已成为炼油企业提高成品油质量的核心工艺，这为成品

油质量提升提供了技术支撑。个别炼油企业生产规模小、工艺水平低、企业质

量管理体系不健全等问题，是导致成品油质量不达标的原因之一。 

中石油全资控股加拿大阿萨巴斯卡油砂项目 

加拿大阿萨巴斯卡油砂公司 1月 3日宣布，将以 6.8亿加元（1美元约合 1．01

加元）向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中石油）转让该公司位于艾伯塔省麦

肯河油砂项目的 40％剩余股权。交易完成后，中石油将全资控股麦肯河油砂项

目。 

2011 年 12 月 28 日，加拿大监管部门批准中石油收购阿萨巴斯卡公司位于

该国艾伯塔北部地区的麦肯河油砂项目 60％的开采权益。 

麦肯河油砂项目位于加拿大西部油气资源丰富的艾伯塔省北部，艾伯塔省

拥有世界上 85％的油砂资源，换算成为石油储量，仅次于沙特阿拉伯，居世界

第二位。预计麦肯河项目投产后，最大日产量可达 15 万桶。该项目第一阶段定

于 2014 年投产，日产量为 3.5 万桶。 

油砂是一种含有原油的砂状矿藏，其所含原油黏度较高，属重油。由于油

砂开采成本和风险高于一般原油，当国际油价较高时，其开采和使用将具有一

定的经济性。 

中国石油拟出资设立自保公司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1 月 4 日晚公告称，已与母公司中国石油天

然气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石油集团”）签署一份出资协议，双方将据此设

立一家自保公司。根据协议，自保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0 亿元。其中，中国

石油集团出资人民币 25.5 亿元，占注册资本的 51%，中国石油出资人民币 24.5

亿元，占注册资本的 49%。 

所谓自保公司，即自营保险公司，是由非保险企业拥有或控制的保险公司，

其主要的目的是为母公司及其子公司的某些风险提供保险保障。目前，国内尚

未有自保公司。 

公告称，合资企业将主要经营中国石油集团内的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

信用保险、保证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

以及法律、法规允许的保险资金运用业务。 

中国石油董事会临时会议于 2012 年 1 月 4 日形成有效决议，审议通过了上

述议案。但中国石油独立非执行董事陈志武投出了反对票。陈志武称，希望中

国石油进一步研究其他的保险方式。 

北海炼油异地改造项目成功投产 

北海炼油异地改造项目是中国石化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的重点工程。项目于

2009 年 7 月筹建，2010 年 3 月土建开工，2011 年 9 月底主装置陆续中交，2011

年 12 月 26 日，催化裂化辅助燃料炉点火，开始全厂性开工工作。 

2012 年 1 月 1 日，原料预处理、催化裂化、延迟焦化、连续重整、柴油加

氢、汽油加氢、产品精制、硫黄等装置相继开车成功，各装置产品均于投料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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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合格，这标志着全厂炼油装置打通全流程，一次投产成功，实现项目建设既

定总目标。 

东营建设世界一流石油装备基地 

从元旦前召开的山东省装备产业大会上获悉，“十二五”期间，山东省东营

市将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设东、西两大石油装备产业板块，打造全国最大的

石油装备产业基地，力争到 2015 年石油装备制造业工业产值达到 1500 亿元，

成为“东方休斯敦”。 

该市提出的石油装备制造业“十二五”目标是，实现石油装备产业的园区

化、集群化、国际化，建设真正参与世界分工的产业园区。 

据介绍，石油装备产业是东营的主导产业和特色优势产业。山东省石油装

备销售收入连续两年位居全国首位，其中 80%以上的石油装备制造业集中在东

营，目前，东营的石油装备总产值已占到全国总量的 1/3。 

目前东营石油装备业集群效应已初步显现，以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胜利

经济开发区、垦利经济开发区、河口经济开发区为依托，4 个石油装备产业集

聚区正在崛起，规模以上石油装备企业 60%以上集中在 4 个园区。同时，国际

化经营步伐加快，众多企业通过自营出口、油田工程技术服务及海外石油钻采

工程分包等方式，积极寻求国际合作，业务范围覆盖了 110 多个国家和地区。 

 新能源 

英利衡水一期 150MW 光伏组件项目投产 

日前，衡水英利新能源有限公司一期 150MW 太阳能光伏组件项目在衡水

市开发区举行投产仪式。该项目采用英利集团最新研发成果新一代高效率低成

本 N 型单晶硅光伏电池，将目前的单晶硅光伏电池的效率从 16%~17%提高到

18.6%以上，将引导光伏行业向高效光伏电池发展。 

据了解，衡水英利光伏产业园项目于 2 月 28 日签约奠基，总规划建设年产

能 1GW 多晶硅铸锭、硅片、光伏电池、光伏组件全产业链项目，项目总投资

52 亿元，占地 2000 亩，项目建成后可实现销售收入 108 亿元，利税 23.5 亿元。

一期项目投资 14 亿元，占地 500 亩，建成年产能 150MW 电池光伏组件项目，

将实现年销售收入 16 亿元，利税 3.2 亿元。 

普尼太阳能常州 3.1MW 屋顶光伏电站并网 

2011 年 12 月 29 日，普尼太阳能位于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的 3.1MW 屋顶

光伏电站建成并网。该项目建于武进经济开发区智慧园 7 座厂房屋顶上，采用

分布式发电、阶梯控制、集中并往的形式。该电站预计年发电量超过 300 万千

瓦时，年减排二氧化碳 3325 吨。这座电站将获得江苏省 2.4 元/千瓦时的上网电

价补贴。 

普尼太阳能在建设中对系统配置进行多次优化设计，以使之具有较高的性

价比。该电站采用了普尼太阳能生产的光伏组件，并自行完成可行性研究、电

站设计、项目申报、施工及统筹方面的工作。该电站一次性通过验收，并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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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地方政府、电网公司及合作伙伴的可定。 

泗洪开发区 2.9MW 太阳能光伏电站顺利并网 

近日，山亿新能源与大唐新能源携手在江苏宿迁市泗洪开发区高新技术产

业园屋顶建成一座 2.9MW 太阳能光伏电站，顺利通过质量验收并成功并网。 

该项目位于江苏省宿迁市，总投资 6000 万元人民币，由山亿新能源承建，

其中产品包括： 6 台 SolarOcean500TL 大功率逆变器，支架、组件、系统配件

等相关配套产品。 

2011 年 11 月初开工建设，2011 年 12 月 20 日顺利通过省电力质检站验收，

2011 年 12 月 29 日成功并网，可以节省煤炭资源，减少二氧化碳、二氧化硫、

烟尘等污染物排放，实现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协调统一。预计年

发电量达 292 万千瓦时，此项目将进一步提升宿迁市太阳能利用水平，对宿迁

市乃至江苏省发展新能源产业起到积极的示范和带动作用。 

光伏、风电发电配额制有望春节后实施 

随着可再生能源“十二五”规划目标的公布，有消息称，光伏、风电等可再

生能源发电配额制度可能在 2012 年初（春节后）实施。 

制度以立法为基础，对光伏、风电等可再生能源发电的市场份额作出强制

性规定，要求发电企业承担可再生能源发电义务、电网公司承担购电义务。此

举可保证光伏、风电等可再生能源市场开发。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副理事长孟宪淦指出，配额制是落实《可再生能源法》

的重要手段，尤其是在落实可再生能源“十二五”规划目标时，必须将光伏、风

电等发电量分解、落实。 

新疆风电工程规划总规模达 1100 万千瓦 

新疆风能资源总储量 8.9 亿千瓦，约占全国的 20.4%，是我国重要的可再生

能源战略储备基地。近日，自治区发改委又批复哈密三塘湖、淖毛湖等 5 个风

区的风电工程规划，自此新疆编制、审批的风区风电工程规划达 12 个，总规模

已达 1100 万千瓦。 

大唐郏县云阳风电场获河南省发改委核准 

元旦节前，大唐郏县云阳风电场获得河南省发改委核准批复，标志着大唐

河南分公司加快电源结构调整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郏县云阳风电场位于郏县东南部，与襄城县交界，风电场距平顶山市市区

约 10 公里，距省会郑州市约 110 公里。该风电场项目建设规模为装机容量 34

兆瓦，拟安装 17 台单机容量为 2000 千瓦的风电机组。项目建成后，每年上网

电量为 6750 万千瓦时，等效满负荷年利用小时数为 1985 小时，具有良好的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浙江最大规模穿山风电项目并网供电 

浙江宁波穿山风电项目近日并网成功，开始为北仑地区供电。本期投运 1.5

兆瓦风力发电机组八台，总装机容量达 12 兆瓦。 

穿山风电项目作为浙江省最大规模的风电场，它位于北仑区白峰镇穿山半

岛，项目总用地面积约四十五亩，计划安装三十台 1.5 兆瓦风力发电机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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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建设 110 千伏升压变电站 1 座，规划总装机容量 45 兆瓦，该风电项目总投资

4.8 亿元，年发电量达 10264 万千瓦时，足够一个普通乡镇用电。 

49 款新能源车免征车船税 

2012 年 1 月 1 日起，我国新的车船税法正式实施，据了解，为鼓励电动车

等新能源车，49 款新能源车将免征车船税。 

据悉，49 款车型中，除了上海通用的赛欧电动车和上海大众的帕萨特混合

动力车属于合资品牌，其余均为自主品牌的新能源车，其中众泰、北汽福田、

长安、哈飞、吉利、奇瑞、比亚迪、上海汽车等免税的车型居多。 

据车船税法，乘用车税额从原来的按辆征收改为按排气量计征，并依照排

气量从小到大递增税额，共分七档，改变了原来“一刀切”的征税标准。 

10 亿新能源电动车项目落户海陵 

新能源产业园区与江苏林海动力机械集团公司近日举行新能源电动车项目

签约仪式。该项目总投资 10 亿元，计划一期新建厂房 3.3 万平方米，今年底建

成投产后产能将达 50 万辆电动车及 30 万辆摩托车规模。林海集团去年 6 月从

雅马哈引进电动车项目，经与雅马哈公司多次洽谈，决定在泰州省级新能源产

业园区投资建设新工厂。 

6 项新能源智能电网试点工程全部通过验收 

日前，大规模风电功率预测及运行控制试点项目－新疆工程顺利通过国家

电网公司科技部和国调中心组织的项目验收。至此，由中国电科院承担的吉林、

甘肃、西北、青海、宁夏、新疆 6 个大规模风电/光伏并网运行项目全部通过验

收。大规模风电/光伏并网运行试点项目的研究成果能够满足电力调度机构对风

电/光伏优化调度、功率预测、运行监视、运行控制等各方面功能的需求，起到

了良好的示范作用。 

2010 年底，国家电网公司智能电网试点工程--大规模风电功率预测及运行

控制试点项目、大规模光伏发电并网运行试点项目正式立项，中国电科院承担

了风电试点项目中西北、吉林、甘肃和新疆工程，光伏发电试点项目中宁夏和

青海工程。完成了试点项目中风电、光伏发电优化调度技术、数值天气预报优

化技术、风电/光伏信息监视以及风电/光伏功率预测等各项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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