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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6月 3日
我省今年统调最高负荷已达 343.9万千瓦

如果不采取错峰手段
用电负荷将达到 366万千瓦

比去年增加 50万千瓦

错峰
今年前 5个月

我省已实施错峰限电 97天
累计错峰 760小时

最大错峰电力 60万千瓦
参与错峰用户达到 13.3万户

在最高峰的 5月 25日
全省共有 2790户被迫错峰用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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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仲夏，注定会不寻常。
6 月 3 日，乐东黎族自治县莺歌海镇，当落日的余晖洒落在桩机林立的中国国电集团公司海南西南部

电厂工地，上百名工人仍在此坚守。 暮晚的霞光拉长了他们的身影，湿润的海风给他们送去了夏日的清
凉，也时不时将砂地上的尘土抛向了空中。

“即日起，我们要打一场超常规战役。 ”国电海南分公司党组书记、副总经理陈大兵说：“按照省里面的
要求，我们正全力以赴加快建设，确保电厂明年 5 月按期发电。 ”

“海南正迎来近年来供电形势最为严峻的一年，西南部电厂建设将极大缓解我省电源建设滞后，电力
供应不足等突出问题。 ”省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说。

海南已有水电等新能源、核电也正在建设，为何还要新建
火电机组，这其中有怎样的考虑？目的和意义何在？对于上述疑
问，省发改委副主任霍巨燃进行了解答。

省发改委副主任霍巨燃谈解决当前海南缺电问题：

新建火电机组是唯一选择

“这个问题，分三个层次回答。
一是新建主力电源的紧迫性和重要
性。 二是新建火电机组是目前解决
海南缺电问题的唯一选择。 三是我
们建设的西南部电厂，排放标准、环
境指标世界一流。 ”他说。

从 2011年开始，我省就出现电
力缺口问题。到今年，电力供需形势
极为严峻，出现严重缺电问题。

“这主要是因为电源装机不
足， 西南部电厂没有按计划于
2013 年投产， 加上国家要求火电
机组集中脱硝改造的叠加影响，导
致出现严重的电源性缺电问题。 ”
霍巨燃说，今年全省统调电力供应
能力仅为 235 万千瓦，全年电力负
荷将以近 14%的速度增长，预计全

年最高负荷需求将达到 360 万千
瓦， 我省最大电力缺口将达到 125
万千瓦。 所以，加快西南部电厂建
设，迫在眉睫。

新建火电机组是目前解决海南缺
电问题的唯一选择。霍巨燃介绍，我省
新建火电机组，主要基于以下考虑：可
再生能源方面。 海南省水电资源可开
发量 89.77万千瓦， 目前开发程度已
达 80%，没有更多开发潜力。 风电、太
阳能发电装机 35.1万千瓦， 为全省统
调装机的 10.3%， 但从实际调度情况
看， 平均可调电力不超过 10万千瓦。
由于海南电网小，调峰能力有限，太阳
能和风电属于间歇性电源， 具有不可
控性，难以承担主力电源。生物质能发
电受资源量限制，规模也难以扩大。

核电方面。 因其前期工作和建
设周期较长， 即使从现在开展前期
工作，最早也只能在“十四五”初投
产。

气电方面。 目前海南有 3 座燃
气发电厂，分别为洋浦电厂、南山电
厂、清澜电厂，发电用气均来自于海
上天然气田。 目前天然气无法满足
气电满负荷出力。今后洋浦 LNG站
线项目建成投产，气源问题解决了，
但由于气价高，导致气电电价高，预
计上网电价每度达到 0.80 元，而煤
电标杆电价每度 0.48 元，如果靠气
电解决电力缺口，将拉高全省电价。
因此， 目前新上燃气发电机组解决
电力缺口是不可行的。

霍巨燃表示：“对于西南部电
厂的建设， 我们环保标准的要求是
十分严格的。 这既是我们对保护好
海南生态环境的担当， 也是科学发
展、实现海南绿色崛起的责任。 ”

（本报莺歌海 6 月 8 日电）

国电西南部电厂建设将极大地缓解我省电力供需紧张局面，
优化电源点布局，带来经济效益

海南电力加装强劲引擎
■ 本报记者 梁振君 特约记者 孙体雄 通讯员 蔡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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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电
53.7%

水电
18.6%

气电
16.6%

生物质发电 0.8%
风电 6.9%
光伏发电 3.4%

电荒

■ 本报记者 梁振君

6月 4日，国电海南西南部电
厂施工工地现场，#2 主厂房土石
方工程动工。

本报记者 武威
特约记者 孙体雄 摄

国电海南西南部电厂建设火热推进，一场超常规战役正在拉开。 本报记者 武威 特约记者 孙体雄 摄

人物专访

效益显著：促进经济拉动就业
西南部电厂建设不仅将填补国

电集团在海南发展火电的空白，同时
还将给当地带来巨大的社会效益和
经济效益。

“在经营期内，按项目机组年利
用小时为 5500 小时计算，项目年发

电量约为 38.5 亿度，年产值约 20 亿
元， 上缴销售税及附加税 2 亿元左
右，将有力地支持当地财政收入的增
长和社会收入分配，拉动周边经济发
展。 ”陈大兵说。

此外， 西南部电厂建设将同时带

动和拉动当地上下游与产业链的进一
步发展，如：运输业、建材业、餐饮业、旅
游业等， 可以直接解决项目当地 500
人左右（包括安保、绿化、后勤等）就
业，项目建设高峰期，现场施工人员高
达七八千人，需要大量的技工及普工，

间接解决当地 2000多人的就业。
“我们都期盼着西南部电厂早

日建成投产发电。 ”乐东莺歌海镇镇
长陈卫华说。

可以预见，西南部电厂明年投运
后，以热带高效农业著称的乐东产业
结构将发生显著变化，乐东也将在海
南能源区位布局中占据重要一席。

（本报莺歌海 6 月 8 日电）

定址乐东：有助优化电源点布局
“为打破电源建设滞后局面，保

障国际旅游岛建设，2007 年，西南部
电厂项目根据‘十一五’电力规划编
制初步可行性研究报告，该项目也被
纳入海南‘十二五’重点基础设施建
设项目。 ”国电乐东发电有限公司总
经理厉云蓬说。

受囿于多重因素，西南部电厂推
进速度进展缓慢。 忧中带喜的是，西
南部电厂项目日前终于获国家发改

委核准通过，项目正以超常规速度建
设中。

西南部电厂定址乐东莺歌海镇，项
目总投资 37.84亿元， 拟建 2台 350
兆瓦超临界凝汽式燃煤发电机组，建
成后每年可发电约 38.5亿度。 项目由
国电海南分公司投资建设，该公司是国
电集团在海南地区的二级分支机构。

省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解释说，目前
海南电厂布局仍集中在北部、西部，其

装机比重高达 90%，而南部、东部长期
以来缺乏主力电源支撑，三亚、乐东所
在的南部地区依靠电网长距离输送电
力， 供电可靠性较低、 抗风险能力较
弱， 且长距离大容量送电也导致线路
潮流较重、 南部 /东部地区电压水平
较低、供电可靠性相对较差。

“海南省南部地区一直缺少电
源， 主要依靠西部电源支援， 根据预
测，‘十二五’期间海南省西南部地区

特别是三亚地区的负荷增长将保持较
高水平，电力缺口逐年增大。 西南部电
厂投运后， 不但可满足本地区负荷需
求， 而且可以为海南电网南部地区提
供强有力的支撑。 ”厉云蓬说。

另据国电海南分公司党组书记、
副总经理陈大兵介绍，西南部电厂在
南部沿海地区进行了多厂址比选，对
沿海码头建设条件进行了充分研究，
考虑台风登陆对电厂安全性的影响，
最终通过了中国电力规划设计总院
主持的评审，认为选址于乐东西部沿
海是科学合理的。

严重缺电：上千企业参与限电
这个炎炎夏日，缺电的日子实在

不好过。
“缺水、缺电齐齐袭来，而且持

续多日，谁受得了！ ”6月 3日中午，
住在三亚市南边海路南海山庄的李

霞抱怨道。
数据显示， 今年迎峰度夏期间，

我省用电最高负荷需求将达 360 万
千瓦，同比增长 13.78%；预计全年总
售电量达 188 亿度 ， 同比增长

9.30%。 严重缺电已成定局，预计下
半年最大电力缺口达 60万千瓦。

“2月起，海南电网已开始实施错
避峰用电。”海南电网调度控制中心负
责人说， 受多台燃煤机组集中进行脱

硝改造及用电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影
响，海南供电形势严峻，其中，5月至 7
月缺电最为严重。 截至今年 5月中旬，
全省已有 1200多家小钢铁、 小水泥、
小造纸、采石等“七小企业”参与限电。

海南最需要能源支撑起发展大
局的时候， 国家五大电力巨擘之
一———国电集团来了。

国电海南西南部电厂施工工地现
场，旋挖钻孔机械正在施工。

本报记者 武威
特约记者 孙体雄 摄

电荒在蔓延
■ 本报记者 郭嘉轩

很多企业从年初开始， 就感觉到本
轮电荒不同以往：2 月错峰限电 23 小
时，3月达到 75.5小时。 受此影响，全省
3000多家工商企业无法充分发挥产能，
直接拉低工业增速 2个百分点以上。

更严峻的是， 随着用电高峰的到
来，电荒还在蔓延：4 月错峰限电达到
247小时，5月达到 392.5小时。

数据显示，今年前 5个月，我省已实
施错峰限电 97天，累计错峰 760小时，
最大错峰电力 60万千瓦， 参与错峰用
户达到 13.3万户。 在最高峰的 5月 25
日，全省共有 2790户被迫错峰用电。

“电源装机不足是制约我省发展
的长期问题。 ”海南电网公司负责人
日前算了一笔账：“目前海南全省统调
总装机为 435.4 万千瓦， 受综合新能
源发电不稳定、 发电供气不足和水库
季节来水不均等因素影响， 扣除负荷
备用后， 全年统筹最大电力供应能力
只有 291万千瓦。 ”

一方面电力供应偏紧，另一方面
需求迅猛增长。

近年来随着国际旅游岛建设提
速，我省电力需求几乎每 5 年就会翻
一番。 据测算，“十二五”发电装机将
缺口 55 万千瓦， 约占全省总需求的
10%；“十三五”发电装机将缺口 400
万千瓦，约占全省总需求的 50%。 不
仅装机缺口巨大，电源布局也很不均
衡：约 90%的统调装机在北部、西部
地区，三亚、乐东等南部仅占 4%。

（本报海口 6 月 8 日讯）

目前我省发电装机
总容量 505.7万千瓦

其中统调装机 435.4万千瓦

特写

国电项目给当地居民带来
就业机会

在家门口上班
还能领养老金

■ 本报记者 黄媛艳

在国电乐东发电有限公司（下称国
电）的员工食堂里，乐东黎族自治县莺
歌海镇莺三社区村民梁振军刚下班，正
在和同事们一起用晚餐。

红烧茄子、 西红柿炒蛋、 紫菜汤
……梁振军吃得津津有味。 这放在一年
前，他可不敢想象。

“我之前在县里的一家网吧打工，
也是做保安，特别辛苦，经常很少准点
吃过饭，一个月的工资也才 1300 元，”
梁振军说，“现在近海鱼少， 打鱼根本
赚不到钱。 我很幸运， 还能有一份工
作。 ”

从去年 7 月开始，生活又给予梁振
军惊喜， 他成为了国电的一名保安，不
仅月收入达到 2000 元，一天管三顿饭，
还有三险一金。

“现在每天我只用上班 8 小时，
工资却比以前多， 更重要的是， 我不
用担心养老了。 ”梁振军今年已经 50
岁了，再过 10 年就到了退休年龄，因
为国电帮他缴纳的三险一金中含有养
老保险， 他的晚年生活又将多一道保
障。

“国电项目很注重生态保护，你看
总经理的办公室里、公司的会议室里都
摆满了很多花草，这样热爱花草的管理
者会忍心让项目破坏我们的环境吗？在
这里工作，安全健康都有保障，还离家
近。 ”梁振军从细节里看出了些门道。

“孩子现在都在海口打工，以后国
电建好了， 就会需要许多的劳动者，到
那时，我希望儿子们都能回这里上班。”
说到此，梁振军呵呵笑了。

目前国电项目中， 由国电方招聘
使用的乐东当地劳动者已达到 58 人，
还有大量的当地百姓正从承揽项目的
相关建筑零活中分享项目发展的成
果。 （本报莺歌海 6 月 8 日电）

“现在每天我只用上班 8 小时 ，工
资却比以前多 ，更重要的是 ，我不用
担心养老了。 ”

———莺歌海镇莺三社区村民、国电
保安梁振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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