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糾正「一刀切」減碳 可再生能源不納入能控

強化能源保障保障 港企港企免受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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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限電短信通知是在去年7月。突如其來的
限電政令，不僅使該企業無法正常開工，零配件
供應商也無法按時供應配件，企業生產排期頓時
陷入混亂。港籍高管溫光明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
稱，「『限電』僅有少量電力配額，只能維持一
些如裝配環節等耗電少的工序在白天進行。」溫
光明說，由於生產所用的大型注塑機器只能在夜
間開工，「因此生產效率會降一些，但公司仍然
要給員工每小時8元至 10元人民幣的夜班補
貼。」

停產放假還是就地過年？
浙江紹興柯橋，有近200家印染廠，產能佔全

國近40%。受東南亞等國疫情影響，大批歐美訂
單回流，柯橋印染紡織企業紛紛「搶」單趕工。
企業主陳峰卻高興不起來。自去年9月開始，他
經歷了當地「停氣停產、開六停四、疫情防控、
限氣縮產」的全過程。「早上8點接到通知，6個
小時後就要停氣了。廠裏連廚房和行政人員全員
出動，把染缸裏的布料全部用塑料紙包上，完全
顧不得是否會影響染布的質量，進而遭客戶退貨
或壓價。打好的印花漿也只能整桶整桶地倒
掉。」他說，一般客戶都有截單時間限制，一旦
延誤就要賠付數額不菲的誤工費，還會造成客戶
流失。印染企業又是紡織和服裝企業的中間節點
環節，「牽一髮而動全身」使整條產業鏈陷入困
頓。雖然當地政府緊急研究了新方案，企業隨後
能勉強開動起來，但陳峰依然憂心忡忡。「春節
快到了，按照『能耗雙控』（『總量』和『強
度』）要求，我應該早日停產放假；按照『疫情
防控』要求，我應該鼓勵員工就地過年加班。我
該怎麼選？」

專家：盲目緊縮能源拖累產業鏈
各地拉閘限電措施，引起高層關注。10月8

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主持國務院常務會議，
「要求做好有序用電管理，糾正有的地方『一刀
切』停產限產或『運動式』減碳，反對不作為、
亂作為。」本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出，
「要正確認識和把握碳達峰、碳中和。要堅持全
國統籌、節約優先、雙輪驅動、內外暢通、防範
風險的原則。傳統能源逐步退出要建立在新能源
安全可靠的替代基礎上。」
國家發改委能源經濟所原所長周大地接受香港

文匯報記者採訪時表示，在新能源發展尚不足彌
補傳統能源退出缺口的情況下，對以煤炭為主的
傳統能源供給進行收縮，將直接拖累電力、石
化、鋼鐵、非金屬礦、化工、有色金屬等對傳統
能源依賴較大行業的生產。而這些行業往往又是
中下游行業生產原料的主要提供者，進而拖累整
個產業鏈。

適度放鬆地方能耗考核要求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也適度放鬆了對地方

能耗的考核要求。指出「要科學考核，新增可
再生能源和原料用能不納入能源消費總量控
制，創造條件盡早實現能耗雙控向碳排放總量
和強度雙控轉變。」平安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鍾
正生則認為，此舉措有更鮮明的控碳、降碳導
向，不會直接約束經濟增長對能源的需求，加
之新增可再生能源等不再納入整體能耗控制，
在滿足碳排放「雙控」的前提下，可不受限制
地通過發展非化石能源擴大總的能源消費規
模，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單位GDP能耗考核難
度，使企業擺脫因能耗「雙控」而被限產的困
擾。

儘管目前實現「碳中和」
的技術路線仍有分歧，但中
長期觀之，大幅度降低化石
能源總量、盡可能實現完全
非化石能源供給，是未來中

國能源結構總的演進趨勢。國家發改委能源
經濟所原所長周大地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
訪時表示，從傳統化石能源過渡到新能源必
須循序漸進，要在 2030 年前實現碳達峰，
則需從產業結構和動力轉換方面下工夫。

一刀切減碳不符合國情
周大地介紹，在中國「多煤、少油、缺

氣」的資源結構中，石化能源尤其是煤炭佔
比高，能源轉型壓力大。在當前以煤炭為主
的能源體系裏，煤炭消費總量最高，佔比
58%左右。第二產業（即工業）特別是重工
業能源消費及碳排放的佔比持續居於高位。
僅 2019 年 第 二 產 業 能 源 消 費 佔 比 便 達
68.1%，碳排放佔比約為 85%，主要集中在
與煤炭、石油相關的電力、熱力、鋼鐵、非
金屬礦、運輸倉儲、石油加工、化工等行
業。

周大地認為，在當前階段，從傳統化石能
源過渡到新能源是個循序漸進的過程，不可
能一蹴而就。他指出，過去運動式減碳，是
將長期化、系統化的雙碳（碳達峰與碳中
和）目標短期化、碎片化。一些地區制定的
減碳時間表與路線圖超前，部分地區在雙碳
約束下突擊加強能耗雙控，對高碳行業實施
限產、停產，甚至一刀切關停，這並不符合
中國實際國情。

周大地強調，到 2035 年中國人均 GDP 要
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必須要有能源保

障，也必須要處理好發展與減排、短期與中
長期的問題關係。把「碳達峰」、「碳中
和」納入經濟社會發展全局。而中央經濟工
作會議上提到的「新增可再生能源不納入能
源消費總量控制」，對風電、光伏發電的發
展有鼓勵作用，給各地新增新能源項目的落
地開了口子。

處理好短期與中長期關係
周大地認為，2030 年前要實現碳達峰，

必須從產業結構和動力轉換方面下工夫，清
理不合格的高耗能高污染項目，堅持優化調
整產業結構，嚴格控制高能耗產業盲目擴
張，限制大宗高能耗產品出口，切實加大節
能降耗力度，充分利用節能潛力，加快化石
能源發展速度，同時要加快發展電動車、空
氣源熱泵、超低能耗建築等已有所成就的低
耗能產業。

能源，是維繫一國經濟、民生和國防正常運行所必須的重要資源，屬國家安全範

疇。對在內地投資的港商而言，能源的供應是安身立命之本。受煤炭等大宗商品價

格上漲及民用峰值疊加因素的影響，去年夏天開始，內地多省收緊對企業能耗限

制，極大影響了企業正常生產與經營，東北部分城市甚至波及民用領域，出現醫

院、學校乃至市政交通均因限電而一度癱瘓。本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正

確認識和把握碳達峰、碳中和。要堅持全國統籌、節約優先、雙輪驅動、內外暢

通、防範風險的原則。傳統能源逐步退出要建立在新能源安全可靠的替代基礎

上。」這意味着，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已對下年度的能源供應進行定調，港企亦將遠

離被限電限產的困擾。 ●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俞晝、敖敏輝、盧靜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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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中國發電量結構
能源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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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電

風電

核電

太陽能發電

其他

來源來源：：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相關報告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相關報告

整理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海巖

佔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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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

6.1%

4.8%

3.4%

0.1%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增加新能源消納能
力，推動煤炭和新能源優化組合。」有港企也從
中找到了發展良機。港青梁子斌創建的埃星智能
科技有限公司，以人工智能等高新科技升級工業
數字化系統，幫助用電企業建設光伏發電項目優
化用電方案。他認為，在國家強調能源安全及綠
色發展背景下，企業用電智能化升級，是不可逆
轉的趨勢。

助企業安裝光伏發電設備
梁子斌說，「去年以來，我們發現不少企業經

常需要應對停電問題。我們就在想，能不能為企
業搭建發電渠道、升級用電系統，以達到用電、
節電目標？」他們通過對接光伏發電設備企業，
幫助用電企業在廠房頂部安裝太陽能發電設
備。
梁子斌說，和多年前相比，現時的光伏設

備與技術，均已改進良多，使企業免除發電
效率不穩定、總體效能會逐年衰減的後顧之
憂。「現在的設備，只要每年進行清潔檢
查，基本 5年內不會有什麼發電效率損
耗。」
梁子斌團隊還通過智能化軟件、硬件集

成，幫助企業製作用電、節電方案。搭建
用電智能化管理系統，讓用電需求、發電
能力與機器產能形成匹配，使企業生產遭
遇電力供應不足時，能夠及時獲得補充，
電力供應有餘時能夠及時把控並避免浪
費，若所發電力有剩餘，還能賣給電網公
司獲得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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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0年中國發電量結構預測
火電

核電

水電

風電+光伏

來源：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相關報告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

60%

6.1%

12.3%

21%

嘗試飲新能源頭啖湯
在上一輪的限電

大潮中，港資企業東莞
思朗食品有限公司通過嚴

控非生產用電、工人錯峰上班
等措施，減少限電對工廠生產的影
響。雖然不處於生產旺季，限電影響
有限，但管理層開始思考，公司在未
來如何通過優化用電去更環保、節能
生產。

精準用水節約電量
東莞思朗食品有限公司常務副總經

理翟偉業介紹，去年限電期間，他們
和很多企業一樣，嚴格限制辦公室空
調、宿舍空調開啟時間等非生產用
電，以盡量讓出電力給生產線。同時
啟用自備發電設備補充非生產線用
電。但限電及疫情影響，使產業鏈上
下游均受到波及，也進一步推高了原
材料上漲，給企業帶來深遠影響。

翟偉業說，能耗雙控政策對企業而
言不可控，但企業可以檢視如何優化
能耗節約成本。「在限電期間，我知
道有很多企業嘗試在同樣產能情況
下，如何把用電量降到最低，比如，
我朋友的印染企業，通過水泵智能監

控精準用水，不僅節約了40%的用水
量，也節約了不少電量。」翟偉業相
信，未來企業通過智能化升級，優化
用電流程，達到綠色生產、節能生
產，是大勢所趨。經營者需早做打
算，盡快進行轉變。

反思企業用能流程

●●東莞思朗食品有限公司是一家生產餅東莞思朗食品有限公司是一家生產餅
乾的食品公司乾的食品公司。。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埃星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為企業提供智能
升級服務。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 攝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下年度保障能源供應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下年度保障能源供應，，港企亦將遠離被限電限港企亦將遠離被限電限
產的困擾產的困擾。。圖為珠三角一家港企車間圖為珠三角一家港企車間，，員工在忙碌生產員工在忙碌生產。。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國家發改委能源經濟所原所長周大地
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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