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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通过互联网搜索“河南雾霾天气”，你会
发现“PM2.5指数爆表”、“人间仙境”、“雾都郑州”
等成为关键词，这与建设“美丽河南”格格不入。

为服务美丽河南、生态河南建设，2013 年 8
月 29 日，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正式印发了电能
替代实施方案，全面拉开了电能替代工作的序
幕……

利用电能代替煤、油等常规能
源，可大大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减少
污染物排放、调整能源结构

在河南的能源消费中，煤炭消费一直占据
着一次能源消费比重的 83%以上。当前，我省
已由煤炭净输出省转为煤炭净调入省，能源供
需与消费的格局急需发生转变。

在此情况下，河南电力全面推行电能替代
工作。所谓电能替代，主要指利用电能代替煤、
油等常规能源，通过大规模集中转化来提高能
源使用效率、减少污染物排放，进而达到改善终
端能源结构、促进环保的目的。

目前的“电能替代”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以电代煤”，将工业锅炉、居民取暖、厨炊
等从用煤改为用电，减少污染排放总量；二是

“以电代油”，积极服务新能源汽车、轨道交通，
同时，发展农村电力灌溉，减少石油依赖；三是

“电从远方来”，通过特高压电网把我国西北部
电力大规模输送到东中部地区，把风能、太阳
能等清洁能源远距离输送到负荷中心。

加快实施电能替代，政府部门也在积极作
为。根据《河南省蓝天工程行动计划》，到 2015
年，各县(市)将完成集中供热供气覆盖区内 2 蒸
吨/时及以下燃煤锅炉清洁能源改造或拆除，
2017 年基本取消产业集聚区内分散燃煤锅炉，
这将成为河南推广“以电代煤、以电代油、电从
远方来”能源消费新模式的加速器。

河南电力紧跟省政府“美丽河南”、“生态河
南”的绿色发展战略，认真排查潜在电能替代项
目，建立了项目储备库；前移业扩报装服务关
口，实现电能替代工程“一站式”服务。目前，全
省已建立潜在电能替代项目 24119 个，电能替
代 潜 力 32.75 亿 千 瓦 时 。 按 照 有 关 规 划 ，到
2015 年我省将累计实现替代电量 70 亿千瓦时，

到 2020 年这个数字将扩大至 700 亿千瓦时。

发展特高压，把清洁的电能从
遥远的能源大省“请”了过来，大大
减轻了省内环境压力

“我家已有 5 年没开过窗户了。听说要把这
个电厂搬到市郊，大家甭提多高兴了！”家住郑
州新力电厂附近的王新梅说。

地处郑州市中原区的新力电厂附近是人口
密集的生活区。这家电厂每年要排放 1005 吨烟
尘、14008 吨氮氧化物，冬季供暖期间排放的烟
尘会更多。

“郑州市搬迁电厂和我省加快特高压工程
建设的思路是一致的。”谈及特高压输电工程，
郑州市发改委主任李书峰如是说。

2011 年，1000 千伏晋东南—南阳—荆门特
高压交流试验示范工程扩建工程投运，我省首次
体会到了特高压工程带来的好处，而更大规模的

“外电入豫”则伴随着哈郑特高压工程投运而
来。2014年初，哈郑特高压工程正式向我省输送

清洁电力。“最多时，哈郑特高压工程每年可向河
南输送 480 亿千瓦时电量，这相当于我省去年用
电量的 1/6，是 8座 100万千瓦大型发电厂全年的
发电量。”河南电力发展策划部负责人说。

11 月 4 日，标志着我国特高压电网进入全
面大规模建设的“两交一直”特高压工程正式开
工，这是国家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12 条重点
输电通道中首批获得核准并率先开工建设的特
高压工程。其中，过境河南的宁东线已完成首
基基础浇筑。

可再生能源迅速发展，正在成
为“美丽河南”建设的得力助手

初冬的豫北平原，蓝天白云下，麦苗正吐露新
绿。11月中旬，鹤壁首家大型风力发电项目——
浚县火龙岗风电场的 33 台风力发电机组正式并
网发电。

风力、水力、太阳能、潮汐均可用来发电，而
在这些新能源中，风能发电项目目前规模最大、
发展的最好。据了解，我国清洁能源发电量占

全社会发电量的比重正逐年提高。在信阳，规
划的 4 个风电场目前已投运 2 个，总容量达 1700
千瓦。

积极服务新能源发展，正在成为全省各地
供电员工的光荣使命。2013 年 6 月 21 日，开封
市大宏世纪新城居民王勇的光伏发电项目顺利
并入国家电网，成为河南省首个将居民家用光
伏发电系统并入国家电网的客户。

与此同时，全省不少地方都在持续推进太
阳能、风能等新能源的发展。对此，省电力公司
除积极争取新能源的环保、价格政策外，还主动
吸纳并专门制定了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等新
能源并网管理工作规定，为新能源的并网发电
提供接入系统方案制订、并网检测、调试等一条
龙服务。今年前三季度，全省并网新能源发电
用户 225 家、容量 18 万千瓦；完成电能替代电量
39 亿千瓦时，超额完成了全年计划；跨区跨省交
易电量 198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92%。

蓝天碧水不是梦。在不远的将来，清洁能
源将越来越好地为全省人民服务，“美丽河南”
的建设步伐将更加铿锵有力！

我国首次公布战略石油储备

本报讯 近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消息称，国家石油
储备一期工程已经建成投用，这也是我国首次公布战
略石油储备的详细信息。

据悉，国家石油储备一期工程包括舟山、镇海、大
连和黄岛等 4 个国家石油储备基地，总储备库容为
1640 万立方米，储备原油 1243 万吨。其中：舟山国家
石油储备基地库容为 500 万立方米，储备原油 398 万
吨。镇海国家石油储备基地库容为 520 万立方米，储
备原油 378 万吨。大连国家石油储备基地库容为 300
万立方米，储备原油 217 万吨。黄岛国家石油储备基
地库容为 320 万立方米，储备原油 250 万吨。（郭 戈）

国内首个大型页岩气项目
将实现智能生产

本报讯 瑞士 ABB 集团日前宣布与中石化达成协
议，将在未来 3 年内为中石化在重庆涪陵的页岩气田
项目提供自动化解决方案和工程服务，这标志着我国
首个大型页岩气田有望率先实现高效智能生产。

根据 2012 年发布的页岩气发展规划，我国正在积
极推进页岩气等非常规油气资源开发利用，以缓解天
然气供需矛盾、调整能源结构和促进节能减排。作为
中国首个大型页岩气田，涪陵页岩气田储量高达 2.1
万亿立方米，开发潜力巨大。 （朱 文）

煤炭消费总量将控制在42亿吨

本报讯 近日，记者从国家能源局获悉，未来一段
时期，煤炭在我国能源消费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将进一
步下降。2020 年这一比重将降至 62%以内，一次性能
源消费总量将控制在 48 亿吨标准煤左右，煤炭消费总
量控制在 42 亿吨左右。

近年来，我国的能源结构不断优化，供电煤耗比
重逐步降低。过去“遍地开花”式的分散煤电生产今
后将逐步集中为大基地、大通道。国家能源局有关负
责人表示，我国将重点规划建设 12 条“西电东送”输电
通道，建成后可基本满足京津冀鲁、长三角、珠三角地
区 2020 年前的外来电力需求，每年可减少这些地区标
煤消费 1 亿吨以上。 （张倩怡）

热点

前三季度，郑煤集团的经济形势“忧”中有
“喜”。

“忧”的是，1 至 9 月份，郑煤集团煤炭产量、
销售收入“双下降”，同期原煤售价同比下降
46.81 元/吨；“喜”的是，郑煤集团深化企业改革，
坚定走依法治企兴企发展道路，强化内部管理
降本增效，原煤单位成本同比下降 3.6 元/吨。

这一“忧”一“喜”的背后，是郑煤集团这家
有着 56 年历史的大型煤企，面对严峻的市场形
势，再一次站在了历史的十字路口，此时，“脱
困”求发展成了当前最重要的目标。

11月25日，郑煤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王连

海坦言，面对严峻形势，郑煤集团全面落实依
法治企兴企、从严管企治企基本方略，用制度
管权管事管人，完善从严治企管理机制，跟进
脱危解困重大举措，确保“保安全、保生存、保
稳定、促发展”总目标与 26 项改革和加强管理
举措稳步推进。

依法治企 塑造务实重干作风
11 月 24 日下午，省委宣讲团第八宣讲组组

长、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校长、博士生导师华小
鹏为郑煤集团 380 名干部职工宣讲党的十八届
四中全会精神，台下座无虚席。郑煤集团总经
理张明剑告诉记者，公司还通过举办法律知识
培训班、知识竞赛，组织人员到生活小区、矿区
发放法律学习资料，提高干部职工运用法制思
维和法制方式推进改革发展稳定的能力。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召开后，郑煤集团广大
干部职工对坚定走依法治企兴企发展道路有了更

加深刻的认识。“四中全会精神实质就是全面推进
依法治国。在当前煤炭需求减少、库存高企、价格
下跌、煤企巨亏、利益多元的严峻形势下，郑煤集
团只有做到依法治企、从严治企，才能实现‘三保
一促’的总目标！”王连海深有体会地说。

记者在郑煤集团采访时感触最深的是，强
化作风的“螺丝帽”越拧越紧，党员干部务实重
干的工作作风进一步加强。机关干部驻矿蹲点
盯现场解决实际问题成为“新常态”，发文数量
和会议费用同比分别减少 10%和 65%，处理执
行不力、安全责任落实不严、工作不作为等案件
18 起，63 人被追责。

从严治企 26项举措激发活力
企业越是困难，越要从严治企。如今，郑煤

集团一线职工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重视。“在煤
炭市场持续低迷的情况下，集团公司力保我们
一线职工收入不降，我们没有理由不努力工

作！”郑煤集团超化矿的一名职工感慨道。今年
以来，郑煤集团加强工资分配监督，杜绝与职工

“争利”，停发各级管理干部的一切奖金、加班工
资，并规范各类津补贴发放，确保把有限的资金
用于保安全生产和一线职工工资发放。

为激发企业活力，郑煤集团制定 26 项举
措。这些措施包括：严格成本控制，推进节支降
耗，全面压缩非生产性开支，节俭办一切事情；提
高单产单进，优化采掘部署，强抓机械化、自动
化、信息化建设，加快合理集中生产，走高产高效
之路；实行“两瘦身一精减”，优化队伍组合，压减
领导职数，减少管理人员；实行货款回收终身负
责制，强化货款回收，做到谁销售、谁负责、谁回
收，提高货款回收率，保证资金及时回笼等。

任重道远，更须策马加鞭。“4 万郑煤人正在
以钉钉子精神，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
综合施策，共同发力，争取早日脱危解困，为建
设‘四个河南’增光添彩！”王连海最后说。

前10个月我省社会用电量同比略增

本报讯 日前，记者从国家能源局河南监管办公
室获悉，今年 10 月，我省全社会用电量 221.02 亿千瓦
时，同比减少 3.94%；全省发电量 186.35 亿千瓦时，同
比减少 15.14%。截至 10 月底，我省全社会用电量累计
2415.22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07%；全省发电量累计
2215.42 亿千瓦时，同比减少 4.03%。

分行业来看，10 月份，第一产业完成用电量 3.08
亿千瓦时，同比减少 41.69%；第二产业完成用电量 180
亿 千 瓦 时 ，同 比 增 长 3.51% ；第 三 产 业 完 成 用 电 量
15.48 亿千瓦时，同比减少 20.63%；全省城乡居民生活
用电 22.44 亿千瓦时，同比减少 28.5%。 （郭 戈）

郑州：增容改造保障供电

本报讯 11 月 20 日，随着郑州供电公司 110 千伏
莱茵变电站增容改造工程安装完毕，该站扩建增容工
程已接近尾声。今后，110 千伏莱茵变电站的供电能
力和可靠性将得到大幅度提升。据了解，该变电站于
2011 年建成投运，位于郑州 107 国道与商都路北交叉
口，担负着郑州高铁站、物流大道等多家重点客户的
供电任务，是省公司建立的首个智能化变电站。本次
对该站进行二期扩建，也为满足郑东新区新增用电负
荷需求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师章玲 高迎春）

豫北首家大型风力发电项目投运

本报讯 11 月 13 日，鹤壁市浚县火龙岗风电场 33
台风机全部并网发电。该项目总装机 49.5 万千瓦，是
豫北首家投运的风力发电项目。据悉，浚县屯子镇火龙
岗是一个天然风口，该区域年平均风速达 5.96 米/秒，
完全能够满足风力发电要求。并网后，浚县火龙岗风
电场年可发电 9745.4 万千瓦时，与燃煤电厂相比，每
年可节约标煤 29900 吨，减少二氧化硫排放 30 吨，氮
氧化物 140 多吨，二氧化碳约 8 万吨，还可以减少灰渣
排放量 1.3 万吨。 （寇宝刚 申军伟）

虞城：积极服务光伏电站并网

本报讯 近日，虞城县城郊乡殷楼村村民刘建立
投资兴建的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装机容量为 40
千瓦的光伏电站顺利通过了县供电公司的验收，成功
并网发电。

家庭光伏电站的推广是我国在新能源应用领域
的新探索。刘建立投资的光伏电站利用了自家 300
多平方米的屋顶及房前搭建的大棚，共安装 176 块光
伏太阳能板，由两台逆变器将光伏板接收太阳能所
产生的直流电转换为交流电，然后通过计量装置送
入配电网。 （田建章 田腾飞）

电能替代：能源消费新模式

□本报记者 谭 勇 本报通讯员 张智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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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 上 开 往 春 天 的 列 车
—— 郑 煤 集 团 战 危 机 促 发 展 掠 影

读图

11 月 25 日，记者从国网河南省
电力公司了解到，为积极应对今年冬
季用电高峰的压力，省电力公司根据
电网运行及负荷增长情况，在认真分
析今冬用电形势的同时，周密安排，
超前部署，详细制定了电力供应实施
方案，确保迎峰度冬期间全省电网供
电安全可靠。目前，全省各地电网迎
峰度冬的各项工作已全面展开。

图① 11月 20日，滑县电业管理
公司的施工人员在35千伏桑村变电站
使用起重机吊装电气设备。杨宁 摄

图② 11 月 24 日，淮滨县电业
局的工作人员对 110 千伏主变保护
装置进行升级改造。 吕玲 摄

图③ 11月 21日，固始县电业局
的工作人员对35千伏变电站12组10
千伏的隔离开关进行更换。高伟 摄

迎峰度冬迎峰度冬
保电忙保电忙

③③

愈加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引起了全社会的高度关注，创新
能源消费模式已势在必行——

观察

开封市电力部门的工作人员开封市电力部门的工作人员为居民检测光伏发电板为居民检测光伏发电板。。孙家宽孙家宽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