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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nergy supply-side reformation promotes energy structure change from “heavy” to “light”, guides
the excess capacity from “traditional energy” into “green energy”, promotes low-carbon development, and improves the efficiency of energy resource allocation. Energy supply-side reformation is
promoted from four aspects: making use of institutional advantages to better play the role of government regulation and control, building “Internet+” wisdom energy, improving energy finance
system, and the energy market trading system etc, achieving conversion of new and old kinetic
energy, and injects new kinetic energy into China’s new normal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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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能源供给侧改革推进能源结构由“重”变“轻”，引导产能过剩由“传统能源”转变为“绿色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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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低碳发展，提高能源资源配置效率。能源供给侧改革从利用体制优势更好地发挥政府调控职能、构
建“互联网+”智慧能源、完善能源金融体系和能源市场交易体系等方面，实现新旧动能转换，为中国
新常态经济注入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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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我国奉行凯恩斯主义，强政府推动下的经济发展采取财政货币政策、过度依赖投资、资源能源型产
业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和扩大内需拉动消费的需求侧管理方式。目前，凯恩斯主义失灵，经济下行，煤炭
等能源领域产能过剩严重、可再生能源发展瓶颈制约、能源系统整体运行效率不高等能源供给侧结构性
缺陷凸显。在能源消费增长减速换挡、结构优化步伐加快、发展动力开始转换的新常态下，推进能源供
给侧改革势在必行[1]。

2. 能源供给侧改革促进低碳发展
能源活动是温室气体的主要排放源，是造成气候变暖的最主要“贡献者”。能源供给侧改革，将改
变中国高碳能源消费活动引起的高耗能、高污染能源消费结构，构建清洁低碳现代能源体系。
中国高耗能、高污染的产业体系，主要是高碳能源活动引起的，其中，煤炭是碳排放强度最高的化
石燃料。中国的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消费比例从 2005 年的 72.4%下降到 2016 年的 62% (见图 1)，煤炭
依然是最主要的能源消费产品(见图 2)。煤炭消耗主要集中在冶金、电力、焦炭、煤化工、建材等行业，

备注：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7。

Figure 1. China’s coal consumption ration of total energy consumption in 2015-2016 years
图 1. 2005~2016 年中国煤炭消费占能源消费总量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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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7。

Figure 2. China’s energy consumption ratio in 2016
图 2. 2016 年中国能源消费比例图

也是我国产能过剩主要行业。针对产能过剩行业，国家先继出台有关化解举措，比如，从 2016 年开始到
2020 年，压缩粗钢产能 1~1.5 亿吨、焦炭产能 1 亿吨；严控煤电总量规模以及各地煤电新增规模，严格
煤化工准入、建材能耗标准等。能源供给侧改革减少了煤炭延伸产业链的能源消费总量，从源头上减少
高碳能源产品供给，降低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引领低碳发展，重塑发展动力。

3. 能源供给侧改革加快推进能源结构优化
中国能源供给结构畸重，能源主体是传统能源。能源供给侧改革将把能源结构由“重”变“轻”，
引导产能过剩“传统能源”转变为“绿色能源”。
中国能源供给结构不合理，煤炭、火电等传统能源所占比重过高，水能、风能、光能等清洁能源发
展不足，弃风、弃水、充光现象严重。2016 年，能源生产构成中，原煤所占比例高达 69.6%，原油占 8.2%；
发电装机容量结构中，火电占全国发电量的六成以上、达到 64.3%，水电占 20.1%，核电、风电和太阳能
仅分别占 2.04%、8.93%、4.62% (见图 3)。
化解煤炭、煤电等传统能源行业产能过剩，是能源供给侧改革的重点领域。2015 年，全国煤炭产能
过剩 17.48 亿吨，90%的煤炭企业亏损；火电发电设备平均利用小时 4239 小时，是 1978 年以来的最低水
平。为此，国家坚持化解产能与转型升级相结合、市场倒逼与政府支持相结合的原则，发布《关于煤炭
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从 2016 年开始，用 3 至 5 年的时间，退出产能 5 亿吨左右、
减量重组 5 亿吨左右，3 年内原则上停止审批新建煤矿项目、新增产能的技术改造项目和产能核增项目。
以就近消纳为主发展风电、光伏、生物质能、地热能，着力解决弃水、弃风、弃光问题。经过两年，到
2017 年底，我国化解煤炭过剩产能 5.4 亿吨，产能利用率回升明显。2017 年，我国煤炭产能利用率同比
提高 8.7 个百分点，达到 68.2%；化解煤炭过剩产能 2.5 亿吨[2]，超过目标任务 1 亿吨 1。进入新时代，
煤炭行业将继续化解过剩产能，并从总量去产能转向结构性去产能，全面推动实现煤炭行业的提质增效
和转型升级。能源供给侧改革着力化解传统能源产能过剩，提高清洁能源比例，调整和优化能源结构，
实现绿色转型发展。
1

2017 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我国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的目标任务是 1.5 亿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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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7。

Figure 3. China’s capacity structure of power generation installed in 2016
图 3. 2016 年中国发电装机容量结构图

4. 能源供给侧改革有利于提高能源资源配置效率
能源供给侧改革，通过调整能源经济结构，转变依靠能源资源和要素大规模、高强度投入驱动经济
增长的方式，使经济增长更多依靠内生动力实现更健康、更高效、更可持续的增长。从生产角度看，能
源供给侧改革优化能源结构，化解产能过剩，促使传统能源占比下降、清洁能源占比上升；从资本配置
和企业成本看，能源供给侧改革降低能源原材料成本，减税降费加速折旧降低财税成本。清除“僵尸企
业”、兼并重组，减少企业成本，提升企业盈利；从政府方面看，通过打破垄断、简政放权，降低制度
性交易成本，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从市场机制和体制看，通过加快推进电改落地、稳步推进石油天然
气体制改革，加快建立电力市场实现直接交易和油气改革试点；从能源系统整体运行效率来看，优化高
耗能产业和能源开发布局，降低对远距离能源输送的依赖。推动能源协调发展和互补利用，提高能源系
统的智能化水平和运行效率。能源供给侧改革通过增加有效供给，促进要素有序合理流动，从而提高能
源资源配置效率。

5. 推进能源供给侧改革路径
创新发展动能，利用体制优势更好地发挥政府调控职能，探索构建“互联网+”智慧能源生态新模式，
完善能源金融体系和能源市场交易体系，在能源供给侧改革中寻求经济发展新动能。
(一) 更好发挥政府调控职能
我国煤炭过剩的本质是煤电路港能源整个供应体系的严重过剩。按照经济学原理，当煤电过剩时，
一方面由于能源价格较低，激发能源消费需求量增加；另一方面抑制过剩行业供给价格，淘汰成本高效
率低的能源产能。市场驱使能源供需达到基本平衡状态。但中国能源行业市场化程度偏低。煤炭之所以
出现产能过剩，一定意义上是市场机制已经不能充分发挥作用，单纯靠市场机制的作用不能解决产能过
剩的问题[3]。因此，在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决定性作用的同时，要更好地发挥政府调控职能，这是中国加
快化解煤炭等产能过剩突出矛盾的一种体制优势。在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的基础上，政府通过分类制定保
护先进产能、淘汰落后产能、引导退出产能等煤电领域的政策措施，特别是退出产能的职工安置、企业
DOI: 10.12677/jlce.2018.73009

80

低碳经济

陈新风 等

债务处理等，实现能源经济结构优化重构、动能转换。
(二) 探索构建“互联网+”智慧能源生态新模式
构建“互联网+”智慧能源是能源供给侧改革的重要一环，“互联网+”智慧能源，是经济发展新旧
动能转换的重要驱动力。通过互联网理念、先进信息技术与能源产业深度融合，为提升能源综合效率，
推动能源市场开放和产业升级，形成新经济增长点，提升能源国际合作水平具有重要意义。推进“三化
一融合”，即智能化、低碳化、多能协同综合化以及能源和信息深度融合。以“互联网+”为手段，以智
能化为基础，围绕构建绿色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加强多能协同综合能源网络建设，促进能
源与信息深度融合，为实现我国从能源大国向能源强国转变和经济提质增效升级奠定坚实基础。开展大
规模“互联网+”智慧能源试点示范，攻克一批重大关键技术与核心装备，初步建立“互联网+”智慧能
源的市场机制、市场体系、技术标准体系，催生一批能源金融、第三方综合能源服务等新兴业态，培育
一批有竞争力的新兴市场主体。
(三) 完善能源金融体系
我国能源金融化不足严重制约能源供给侧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催生一批能源金融等新兴业态，对
于避免落后的虚拟经济制约能源供给侧实体发展、完善能源价格信号的产生与传递、规避能源市场风险、
摆脱中国在国际能源金融市场的落后困境有着重要意义。中国是世界上第二大石油消费国，近年来中国
石油对外依存度屡创新高，2015 年首次超过 60%、2016 年升至 65.4%、2017 年达到 67.4%，预计 2018
年将逼近 70%2。但是遗憾的是，中国作为最大的原油进口国，在国际能源金融市场上，没有制定规则权
和话语权，是被动的价格接受者，只有“中国需求”，没有“中国价格”。“中国需求”，有时也成为
国际金融投机资本炒作和国际能源价格上涨的一个重要因素。2018 年 3 月中国首个国际化原油期货在上
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挂牌成立。但基于中国能源金融发展与欧美差距尚大，要想成为国际化的标杆原油
期货，与美国纽约商品交易所(NYMEM)和英国伦敦国际石油交易所(IPE)形成竞争，无论是外汇制度还是
金融机构，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为此，中国要加快完善石油储备和原油期货市场，鼓励国内能源企业
更多参与国际能源金融市场，推动能源交易中人民币结算份额，扩大“能源–人民币”国际认可度，改
变能源金融中以美元作为全球货币结算机制的历史。快速推进新能源金融开发和碳金融，抢占新能源金
融发展的战略制高点，争取在新一轮能源金融化浪潮中获得主动。
(四) 完善能源市场交易体系
开展能源供给侧改革，必须充分发挥市场优化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更有效地提高能源效率，实
现提质增效。我国能源行业市场化程度偏低，这是由于能源属性和我国体制特点造成的。一方面，能源
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具有战略性和公益性，有些属于垄断行业，市场建设步伐相对落后；另一方面，
能源价格是有效能源市场的最重要的要素，但中国能源定价机制，具有计划经济、经济体制转轨、市场
化调控等多重特点，中国能源价格不能准确反映市场供求关系，价格杠杆的调控效用低，能源价格市场
化改革滞后。
建立公平竞争、开放有序的能源市场交易体系，还原能源商品属性。首先是加快推进能源定价机制
的市场化进程，突破能源定价市场化的“制度性困境”。加快推进电力、石油天然气行业市场体系建设，
建立市场化交易机制和价格形成机制，使价格信号能从时间、空间上反映实际成本和供需状况，有效引
导供需；其次是健全准入制度，鼓励第三方资本、小微型企业等参与能源市场，促进各类所有制企业的
平等、协同发展；第三是最大限度地激发市场活力，逐步建设以能量、辅助服务、新能源配额、虚拟能
源货币等为标的物的多元交易体系。
2

中国石化副总经理、中国工程院院士马永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预计 2018 年石油表观需求量将首次突破 6 亿吨，达到 6.15
亿吨，对外依存度将逼近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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