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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文義另有所指者外，本節的以下資料來自多份政府和私營刊物或通過與多個中國政
府機關溝通，並未由我們或承銷商或它們任何各自的附屬機構或顧問撰寫或獨立審查。本
資料與中國境內或境外所編製的其他資料未必一致。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概況

中國自一九七八年進行經濟改革以來，經濟顯著成長。一九七八年至二零零二年，中

國的國內生產總值複合年增長率為9%，使中國成為世界上經濟增長最快的經濟體之一。二

零零二年，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達到人民幣102,390億元，較二零零一年的實際國內生產總

值增長8.0%。根據第十個五年計劃，中國政府預計，二零零一年至二零零五年國內生產總

值年平均增長率為7%。電力行業增長一般與中國的經濟增長相若。一九九六年，中國的電

量增長了7.2%，一九九七年為5.1%，一九九八年為2.1%，一九九九年為6.5%，二零零零年

為11.0%，二零零一年為8.4%及二零零二年為11.5%，而同期的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分別為

9.8%、8.6%、7.8%、7.2%、8.4%、7.0%和8.0%。

電力行業

中國的電力供求

二零零零年、二零零一年及二零零二年，中國的全年總發電量分別達1,368.4百萬兆瓦

時、1,483.9百萬兆瓦時及1,654.2百萬兆瓦時。下表列載一九九八年至二零零二年期間，中

國裝機容量、年裝機容量增加百分比、發電量、年發電量增加百分比及利用小時的數字。

裝機容量 發電量 利用
年份 裝機容量 增加百分比 發電量 增加百分比 小時 (1)

（兆瓦） (%) （百萬兆瓦時） (%) （小時）

一九九八年 ................................... 277,289 9.1 1,157.7 2.1 4,175.1

一九九九年 ................................... 298,768 7.7 1,233.1 6.5 4,127.4
二零零零年 ................................... 319,321 6.9 1,368.4 11.0 4,285.6

二零零一年 ................................... 338,612 6.0 1,483.9 8.4 4,382.2

二零零二年 ................................... 356,570 5.3 1,654.2 11.5 4,639.2

資料來源：二零零二年中國電力工業：二零零三年春季中國電力市場研究與分析報告

附註(1)： 發電量除以裝機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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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二年底，中國發電的總裝機容量約達357吉瓦，佔全球第二位。儘管如此，中

國發電廠的裝機容量仍然不足以應付現有及預期未來電力需求。自二零零零年以來，中國

總發電量增長率較其裝機容量高，導致利用小時增加。此外，下表指出，雖然中國的經濟

增長率為所述國家中最高者，其人均裝機容量及電力消耗量均屬最低。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一年
人均裝機 人均 人均國內

國內生產總值實質增長率 (2)

容量 (1) 用電量 (1) 生產總值 (2) 一九九九年 二零零零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二年

（瓦） （千瓦時） （美元） (%)

美國 .......................... 2,973 13,086 35,367 4.1 3.8 0.3 2.2

日本 .......................... 2,061 7,557 32,766 0.8 2.4 (0.3) (0.5)

新加坡 ..................... 1,868 7,219 20,953 6.9 10.3 (2.0) 3.6
香港 .......................... 1,711 5,513 24,190 3.0 10.4 0.2 1.5

南韓 .......................... 1,075 5,449 8,855 10.9 9.3 3.0 6.3

中國 .......................... 265 987 911 7.2 8.4 7.0 8.0

資料來源：

(1) 世界銀行、香港統計月刊、中國統計年鑑（2002）、EIA、APEC能源數據庫、中電控股和香
港電燈的二零零一年年報、新加坡能源市場權威報告。長期電力供求第一份基本計劃（二
零零二年至二零一五年），韓國電力交易。

(2) IMF 數據庫，中國統計年鑑（2002）。

根據經修訂的第十個五年計劃，中國計劃每年新增裝機容量約25吉瓦，到二零零五年

使總容量達到430吉瓦。新電廠的類型和地理分佈，將主要按照中國自然資源的地理分佈情

況和中國政府的經濟發展政策來規劃。

重組

一九九七年一月，中國電力行業根據中國政府關於政企分開的政策進行了重組。由於

這項重組，於一九九七年一月成立了國家電力公司承繼了電力部的發電資產，以及過去屬

於電力部的幾乎所有高壓輸電網和地方配電網路。國家電力公司負責大型電廠的投資、開

發、建設、管理、運行和擁有、跨省和跨區域電網的互聯，以及跨區域輸電。

根據一九九八年三月第九屆全國人大通過的決議，電力部於一九九八年三月解散，國

家經貿委承擔過去由電力部行使的政府和管理職能。國家經貿委內設立電力局，負責改革

政策與法規的推進、制定發展戰略、確定技術規範和行業標準，以及監督電力行業的運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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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中國電力行業經過進一步重組後，於二零零二年十二月，國家電力公司擁有約200吉

瓦的發電資產，相當於總發電容量約56%，與差不多所有全中國的高壓輸電網及地方配電

網，重組為兩家電網公司及五個大型獨立發電集團。這兩家電網公司是國家電網公司和中

國南方電網公司。中國南方電網公司擁有及管理廣東、廣西、貴州、雲南和海南省的跨省

高壓輸電網和地方配電網。國家電網公司擁有及管理五個區域電網公司，即中國東北、華

北、華東、華中和西北電網公司，這些電網公司又各自擁有並運行跨省高壓輸電網和地方

配電網。國家電網公司還管理西藏電網。

五個大型獨立發電集團擁有及管理中國現時可供使用總發電容量約45%，而國家電網公

司和中國南方電網公司則擁有約3.2%。餘下51.8%主要由省及地方電力公司擁有。下表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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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中國電力行業重組之後，中國的五大獨立發電集團及其他公司於中國

控制的預期發電容量：

發電集團 可控發電容量 權益容量

（吉瓦） （吉瓦）

華能集團 ............................................................................................. 36.3 19.4

大唐集團 ............................................................................................. 32.3 20.4

華電集團 ............................................................................................. 31.1 20.9
國電集團 ............................................................................................. 30.4 20.4

中電投集團 ......................................................................................... 28.9 22.0

其他 ...................................................................................................... 197.6 －
總計 ...................................................................................................... 356.6 －

資料來源：國家電力公司的網站：二零零三年春季中國電力市場研究與分析報告

為了電力行業的持續改革，國務院於二零零二年十二月成立新的業界監管機構國家電

力監管委員會。國家電力監管委員會主要負責確保電力行業能公平競爭，監察發電廠的生

產質量和標準、管理電力商業許可證，以及處理電力市場的糾紛。

二零零三年三月之前，主要由前國家發展計劃委員會負責審查和批准所有重大電力項

目的項目建議書和可行性研究報告及其上網電價。二零零三年三月，根據第十屆全國人大

通過的決議案，前國家發展計劃委員會和前國家經貿委轄下的前電力局合併到新組建的國

家發改委，該委員會與國家電力監管委員會一起接管前國家發展計劃委員會和前國家經貿

委轄下的電力局在電力行業監管方面的全部職能。

上網電價制定機制

計劃電量、超發電量及競價電量適用的上網電價各有不同。一般而言，我們每年都會

向省物價局申請，釐定計劃電量和超發電量的上網電價。該等電價報國家發改委或國家發

改委指定權力機關內的省物價局批准。省有關政府部門每年將會根據預測經濟增長、用電

量及供電量預測區內電力需求，以釐定總電量，包括估計計劃電量和超發電量的總電量。

根據此項估計，每座發電廠和購電方就當年的計劃電量和超發電量達成協定。額外電量須受

競價上網電價或經由省物價局審定的超發電量電價所限制。

一九九六年施行的電力法規定了制定電價的基本原則，即成本的合理補償加合理回

報、公平分擔費用並促進電力項目建設。二零零一年四月之前，外資電廠一般被允許對計

劃電量收取的上網電價，能使電廠收回所有經營和償債成本，及賺取以固定資產淨值計算

的固定回報率或一筆合理的利潤。但自二零零一年四月以來，國家發改委的前身前國家發

展計劃委員會發出一份通告，當中載有電價改革指導原則。基於收回所有經營和償債成

本，以及一筆合理利潤或以固定資產淨值計算的固定回報率的計劃電量上網電價，已被新

的上網電價制定機制所取代，新的機制根據發電廠的經營期及同類發電廠的平均成本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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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從而使本公司的發電廠賺取計劃電量的合理利潤和減低超發電量的利潤。該等平均成

本通常考慮多種因素，例如(i)建設成本，它取決於單個發電廠的容量；(ii)運營和行政支

出，譬如勞動力和燃料成本；(iii)發電廠維護和維修的費用；及(iv)未償還債務的利率。新

的電價制定機制已導致上網電價總體下降。

一九九八年底，中國政府開始在幾個省試行競價售電。由於中國電力行業不斷改革，

我們相信，上網電價的競價電量部份將會與日俱增。就此而言，正好可把握機會在更傾向

市場導向、具競爭力及發展成熟的中國電力市場上佔一席之地。然而，另一方面，透過競

價售電的上網電價一般會低於預先批准的計劃電量上網電價。如果本公司競價電量的比例

大幅增加，本公司的收益和利潤可能會受到不利影響。根據國務院批准的電價改革方案，

長遠而言，上網電價將由市場競爭釐定。

輸電與調度

中國生產的電力，除了非上網機組，全部由電網進行調度。我們每年都會與中國有關

政府機關商討，釐定將調度的電量。電網擁有並運行的調度中心（「調度中心」）向每個電網

進行電力調度。

中國的電力調度、輸配電主要系統由國家電網公司擁有的五個現有跨省電網和中國南

方電網公司擁有的一個新組建的跨省電網組成。下表列出了二零零一年併入電網的電廠總

裝機容量，以及這些電網的發電總量。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一年
電網 裝機容量 總發電量

（兆瓦） （百萬兆瓦時）

國家電網
　華東電網 ........................................................................ 59,322 282.4
　東北電網 ........................................................................ 39,157 159.7
　華中電網 ........................................................................ 49,367 196.5
　華北電網 ........................................................................ 45,835 224.1
　西北電網 ........................................................................ 23,032 100.6
　山東電網 ........................................................................ 20,119 106.5
　四川及重慶電網 ........................................................... 19,696 71.8
　福建省電網 .................................................................... 12,523 44.3
中國南方電網
　廣東省電網 .................................................................... 33,048 143.3
　廣西省電網 .................................................................... 7,342 29.7
　雲南省電網 .................................................................... 7,050 32.7
　貴州省電網 .................................................................... 5,589 33.0
　海南省電網 .................................................................... 1,918 4.6
西藏自治區電網 ............................................................... 206 0.6
新彊自治區電網 ............................................................... 2,891 14.7

資料來源：中國電力年鑒(2002)



關 於 中 國 電 力 行 業 的 資 料

– 51 –

中國的能源資源，如煤炭和水電資源主要位於華北、華中和西南內陸省份，但是用電

量高的卻是東部和南部沿海地區。因此在能源集中地區開發大電廠的規劃，擴大中國的輸

電能力非常重要。中國計劃擴大聯網的電網，以便長距離輸送坑口電廠和水電站生產的電

能。

為了更加高效和合理地進行電力調度，國務院發佈了《電網調度管理條例》（「調度條

例」），自一九九三年十一月一日施行。根據調度條例，設立五級調度中心：國家調度中

心、跨省電網的調度中心、省級電網的調度中心、省轄市級電網調度中心和縣級電網的調

度中心。調度中心負責確定並網電廠的發電量。根據預計的需求量，天氣和其他因素，各

個電廠每天從當地調度中心收到一份翌日的逐小時發電計劃。

調度中心的電力調度必須根據用電計劃，該等計劃主要取決於以下因素：(i)電網與大

型或主要電力用戶簽訂的供電協定，此類協定應考慮中國政府每年制定的發電和用電計

劃、(ii)調度中心與供調度的各電廠簽訂的協定（「調度協定」）、(iii)電網之間的並網協議和

(iv)電網的實際狀況，包括設備能力和安全備用容量。

高峰和季節性需求量

每天或其他週期的電力需求量是可以比較準確地進行預測的。中國的用電高峰期是從

清晨到傍晚，這時的工業、商業和住宅用電量最大。雖然電廠在非高峰期不是滿負荷運

行，實際上幾乎所有的現有電廠，扣除全網安全備用容量，在高峰期都是滿負荷運行的。

近年來，在中國大多數地區，空調已取代冬天的傳統取暖方式和夏季的傳統降溫方式，因

此，冬夏季的電力需求量更大了。

西電東送計劃

中國的電力需求日增，已對部份地區的供電造成沉重壓力，特別是較為發達的沿海地

區如上海及廣東。為解決供電問題，中國於九零年代末期推出西電東送計劃，旨在主要將

水利發電從資源豐富的西部地區輸往經濟較為發達的華東地區。輸電計劃為中國能源開發

的主要策略之一，亦為開發西部地區的重要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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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力來源

下表列出了二零零零年、二零零一年和二零零二年中國各種類型電廠的絕對發電量，

以及在全部毛發電量中所佔比例，發電內部所用電量及與輸配電相關的損耗。

實際

二零零零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二年

百萬兆瓦時 % 百萬兆瓦時 % 百萬兆瓦時 %
火力 (1) .................. 1,107.9 81.0 1,204.5 81.2 1,352.2 81.7

水力發電 (2) ......... 243.1 17.8 261.1 17.6 274.6 16.6
核能及其他 (3) ..... 17.4 1.2 18.3 1.2 27.4 1.7

總發電量 ............ 1,368.4 100.0 1,483.9 100.0 1,654.2 100.0

內部使用 (4) ......... 不適用 6.3 不適用 6.2 不適用 不適用
輸配電虧損 ........ 89.5 不適用 94.8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電力供應 ............ 1,146.8 － 1,255.6 － － －

資料來源：中國電力年鑒(2001, 2002)：二零零三年春季中國電力市場研究與分析報告

(1) 全部火電廠的估計總發電量。

(2) 包括抽水蓄能發電設施，非高峰期利用電網電能把水抽入水庫。需求高峰期間內，放水發
水電。

(3) 核能發電廠包括大亞灣及秦山一期。

(4) 該等百分比針對的是裝機容量至少為6兆瓦的電廠。

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煤炭生產國，根據中國政府的初步統計數字顯示，二零零二年的

產量約為1,380,000,000噸。二零零二年，煤炭滿足中國約66%的能源需求，該比例高於大多

數發達國家。由於中國國內煤炭資源分佈甚廣，而且，中國期望減少對外國能源供應的依

賴，在可預見的將來，煤炭將繼續是中國發電的主要燃料。

發電使用的部份煤炭和石油由中國政府按照國家計劃進行分配。近年來，中國嘗試煤

價的多種確定方法。一九九六年，政府開始允許煤炭價格在國家計劃分配發電用煤的參考

價格的一定幅度內波動，並設定發電用煤產煤區的最高限價。由二零零二年起，中國政府

消除發電時使用的煤價指引。此後，發電時使用的煤價受市場力量影響。

中國電力行業使用的大部份煤炭必須從內陸煤礦通過鐵路運輸到位於內陸省份的電廠

或運到沿海，再轉運到中國沿海地區的人口和工業中心。鐵路的運力一般難以滿足中國的

工業和商業運輸需求。因此，鐵路運輸由中國政府調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