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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伦燃气董事局主席张瀛岑：

河南推进气化乡村建设正当时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裴熔熔 文 朱哲 摄影
的重要内容，气化乡村不仅关
乎能源结构改善和环境治理，
更事关民生福祉。所以说，目
前在河南大力推进气化乡村
建设是正当时。
大河财立方：天伦燃气以
“免收燃气接驳费”的方式大
范围进军乡村燃气市场，考量
是什么？计划达成什么样的
目标？
张瀛岑：最大的考量是
气化乡村建设符合国家乡村
振兴战略，随着未来乡村经
济逐步繁荣，村民生活条件
逐渐提高，乡村使用管道燃
气将成常态。通过免收接驳
费的方式快速进入乡村燃气
市场，也正是因为我们相信
河南的农村市场将来一定有
广阔的发展空间，我们买的
是“未来”
。
与此同时，农村和城市相
比，居民间的跨距比较大。我
们也希望县市政府能够通过
市场化的方式，将特许经营权
交给有实力、真正能给老百姓
带来实惠的燃气公司，将资源
充分整合，只有集中起来做，
才能有效降低管网铺设和维
护成本，进而让村民得到更多
实惠。
我们的计划分“两步走”，
首先是计划在 3 年内，让河南
省实现村村通气；同时要逐步
在其他省份复制推广，目前已
在甘肃等地顺利推广。

随着大气污染防治的
从严治理和美丽乡村建设
的现实需求，乡村广阔的
燃气市场开始进入众多燃
气公司视野，加速推进气
化乡村建设也被多地政府
提上日程。天伦燃气和豫
资控股携手以“免收燃气
接驳费”的方式进军乡村
燃气市场，好似搅动“一池
春水”。
推进气化乡村的初衷
是什么？
“豫天样本”具备
哪些特征？如何看待气化
乡村这一命题？近日，围
绕这些问题，中国天伦燃
气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
席张瀛岑接受了大河报·
大河财立方记者专访。

乡村居民使用天然气
是未来趋势
大河财立方：你认为气化
乡村的意义体现在哪些方面？
对于河南来说，推进气化乡村
的迫切性与重要性是什么？
张瀛岑：乡村居民使用天
然气是未来的发展趋势，原因
有三个方面。
第一，天然气是清洁能源，
干净、安全、便捷，能够保护乡
村环境。最初乡村家家户户烧
煤，进而过渡到液化气罐，烧煤
污染大，罐装液化气搬运不便，
而天然气的主要成分是清洁能
源甲烷，随开随用。城市用了
这么多年，证明天然气是现有
能源中最实用的一种。
第二，随着乡村居民逐渐
富裕起来，提升农村生活水平、
改善农民生活质量就成为必
然，天然气由于清洁、安全的特
征，也将成为必需品。
第三，河南地处平原，人口
较为集中，天然气管道铺设和
维护都比较方便，难度相对较
小，具备气化乡村的条件。
11 月 3 日，
“ 十四五”规划
和 2035 年远景目标建议正式
公布，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完善
乡村水、电、路、气、通信、广播
电视、物流等基础设施，被摆在
重要位置。作为美丽乡村建设

“豫天样本”具有其
他公司无法比拟的优势
大河财立方：在推进气化
乡村的过程中，天伦燃气能够
提供的助力有哪些？你认为
相对其他大型燃气公司，豫天
新能源的优势在哪里？
张瀛岑：这是一项重大的
民生工程，也是我们必须要做
的，所以在合作伙伴的选择上
要求的是强强联合。
天伦燃气从事燃气经营
已经 18 年，拥有丰富的燃气
专业建设运营经验和强大的
气源保证能力，很多县域原本
就是我们的经营范围，管道铺
设也会比较方便。豫资控股
则是河南省政府为支持全省
新型城镇化建设，促进城乡一
体化发展，批准成立的省级投
融资公司，在资金运作、项目
推进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
势。天然气刚好是基础设施
的一部分，双方相互契合、优
势互补。
由此诞生的豫天新能源
背靠两大股东优势，在经验和
实力方面都具有强大的竞争
力。项目推进速度就是最直
接的体现。
比如台前县，政府承诺只
要豫天新能源能在 2019 年底
前为当地 4 万户乡村用户免
费安装天然气设施，就授予其
特许经营权。结果台前豫天

从 开 工 到 2019 年 12 月 20
日，短短三个月内就为全县
6 万多户乡村用户基本全部
免费装上了天然气，远超预
期目标。这一速度其他公
司很难达到，这种模式很多
公司也做不来，我们就是希
望让每一户河南居民都能
早日用上天然气。
大河财立方：在推进气
化乡村的过程中，安全、气
源供应等问题都是需要考
虑的关键因素，天伦燃气是
如何予以保障的？
张瀛岑：在这些方面我
们从不担心，因为天伦燃气
在燃气行业已经经营近 20
年，全国有 64 个城市燃气项
目 ，有 丰 富 的 运 营 管 理 经
验、优秀的人才储备和专业
的建设技术，能充分保障工
程质量和安全。
同时天伦燃气在行业
内深耕多年，跟气源单位保
持长期良好关系，在气源协
调、统一规划上具备优势。
为了保障居民用气供应，天
伦燃气会将规划前置，提前
统计居民年度用气量，然后
进行统一协调，可以解决供
气紧张问题。

天时、地利，需要政
府再加“一把火”
大河财立方：气化乡村
的实现是一项系统繁杂的
工程，相较城市燃气市场，
你认为农村燃气市场的不
同在哪里？这对公司来说
提出了哪些挑战与要求？
要 做 好 这 项 工 作 ，需 要 政
府、公司等各方面如何发挥
合力？
张瀛岑：不同在于农村
集中度比城市低，建设具有
一定难度，投资强度更大。
一般的燃气公司只看眼前
短期利益的话，很难承受这
么大的投资。因此要求企
业用专业的技术管理来规
范化运营，各级政府则需要
统一规划、统一协调，给予
项目大力支持。
例如，燃气特许经营
权是要政府的协调与授
予；企业各项手续、证照
的办理，需要政府协调各
级部门积极配合；在项目
推进过程中，更要政府及
时协调各乡村基层，协助
做好群众思想工作，确保
项目顺利推进。这些单靠
企业一家之力，顺利推进
是有较大难度的。
大河财立方：你认为目
前河南省的气化乡村处于
哪种阶段，还存在哪些需要
破解的问题？
张瀛岑：从规模上讲，
河南气化乡村还处于刚刚
开始的阶段，很多县域还没
有 开 展 ；但 从 客 观 条 件 上

讲，河南已经具备了统一
规 划、全 面 推 进 的 条 件 。
除了上述提到的政策、经
济条件外，河南具备一个
非常大的基础优势，即中
国三大天然管线均从河南
经过，能够充分保障河南
天然气供应。所以河南推
进气化乡村属于天时地
利，下一步需要政府加大
支持力度，
再添
“一把火”。
其中很关键的一点，
是要合理解决燃气特许经
营权问题。由于气化乡村
项目投资大、回报慢，多数
燃气企业发展乡村气化的
积极性并不高，造成部分
县市乡村煤改气存在“圈
而不开”
“开而不建”
“建而
不通”的现象。有实力的
企业进不去，当地居民用
不上气，这是一个亟待解
决的问题。
如今海南已经先行一
步，率先打破特许经营限
制，让真正有实力、有投
资气化乡村意愿的燃气企
业能够参与乡村市场开
发。在这方面，目前河南
需要多加创新与探索，希
望对于已经授予但是燃气
公司迟迟未开发的区域，
当地政府能够出台规定予
以收回，重新授予有实力
的公司开发，用更加市场
化的手段推动气化河南的
实现。
大河财立方：对于气
化乡村的全面实现，你有
何意见或建议？
张瀛岑：我更多的还
是希望各级政府能够给予
项目大力支持，统一规划、
统一布局，快速实现气化
乡村，然后让河南的模式
在全国得以推广，成为其
他省份学习的对象。
以“豫天样本”为例，
免收燃气接驳费的方式，
在改善村民人居环境的同
时，还降低了村民的生活
负担，是一项实实在在的
民生工程。除此之外，也
有助于当地产业的发展。
随着国家大气污染防治的
趋严推进，
“ 煤改气”已经
成为企业运转的必然要
求，因此成熟的燃气管道
建设对区域招商和产业发
展也能起到较好的吸引和
集聚效应。
“ 十 四 五 ”规 划 和
2035 年远景目标建议提
到，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全面绿色转型，建设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同时要让民生福祉达到新
水平，乡村振兴战略全面
推进。这些目标如何实
现？气化乡村将是其中关
键的一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