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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为何
“拉闸限电”
？

两大原因：
经济复苏强劲电力需求大增、煤炭价格大涨电企发电不足
限电停产是当下热词。在电力供应
紧张背景下，全国多地发布限电通知，
大部分地区则将重点放在企业上，部分
企业错峰生产或者停产。
这些地区的供电情况到底怎样？为何
限电？后续电力供应能否得到保障？针对
这些问题，
“新华视点”
记者进行了调查。

现象
多地限电企业停产
严重者甚至“开一停六”
近期，辽宁、吉林、江苏、浙江、
广东等地相继发布有序用电或限电通知。
截至 28 日，已有 20 余家上市公司
发布了限电停产相关公告，分别有蒙娜
丽莎、帝欧家居、晨化股份、中农联
合、利民股份等。
有的严重地区出现企业“开二停
五”
、甚至“开一停六”现象。
东北三省一些城市也出现停电现
象，给百姓生活造成影响。
“9 月 23 日下午 5 点突然停电，导致
很多人家都没做准备。”吉林珲春一位市
民告诉记者，停电正值下班高峰期，红
绿灯没电后，交通秩序一度陷入混乱，
电梯停运、做饭洗漱受影响。沈阳市部
分地区有道路因信号灯没电产生拥堵。

原因
疫情后用电量大幅增长
“复苏”
“缺煤”等因素叠加
业内人士指出，造成多地限电的主
要原因有两点：一是沿海省市疫后经济
复苏强劲，电力需求快速增长；二是煤
炭价格大涨，煤炭供应紧张，火电企业
亏损，发电出力不足。
广东省能源局有关负责人表示，今
年夏季广东省内普遍高温。工业生产和
高温天气带来用电需求旺盛，叠加部分
区域水电供应不及预期等因素，导致电
力供应紧张。
“经济复苏势头强劲，带动电量需求
高速增长，1 月和 3 月广东省用电负荷突
破 1 亿千瓦，用电量增速达 30%以上。”
这位负责人说，目前正是“金九银十”
订单高峰期，尤其是二产、三产用电需
求持续旺盛。目前，广东省统调最高负
荷需求已七创新高，达到 13513 万千瓦。
北京大学能源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杨

富强认为，用电量大幅增长反映的是疫
情之后国内经济和社会运行加速回温。
“部分国家受疫情影响，导致国外供给受
阻，全球市场对中国制造的需求大幅增
加，拉动部分沿海城市的电力消费。
”
来自国家电网的监测数据显示，
2021 年上半年，国家电网经营区内每月
用电量同比快速增长，6 个月累计全社会
用电量比 2020 年同期增长 15.83%，比
2019 年同期也增长 14.97%。从三大产
业用电量看，一、二、三产业上半年占
比分别为 1.26%、78.66%、20.08%，比
2020 年 同 期 分 别 增 长 20.13% 、
16.39%、25.21%，与 2019 年同期相比
增长均超过 14 个百分点。
同时，一些省份发电能力下降。天然
气、煤炭价格高涨，资源供应紧张，上网电
价维持不变，火电企业大面积亏损，发电
积极性不高，停机检修机组明显增多。
广东一家发电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
现在火电每发一度电就要亏损七八分，如
果机组全开，电厂一天亏损上百万元。
东北三省也出现“缺煤”现象。9 月
26 日，辽宁省召开电力保障工作会议。
会议指出，7 月份以来，由于发电能力大
幅下降，辽宁省电力短缺。9 月 23 日至
25 日，电力供应缺口进一步增加至严重
级别。为防止全电网崩溃，东北电网调
度部门依照有关预案，直接下达指令执
行“电网事故拉闸限电”，用电影响范围
扩大到居民和非实施有序用电措施企业。
火电在能源结构中占据重要地位，以
发电量计算，占比约七成。所以，电“缺”
或“不缺”，和煤炭的供应量有很大关系。
近期，动力煤、焦煤、焦炭这煤炭“三兄弟”
价格创下历史新高。据生意社监测数据
显示，9 月 26 日 5500 大卡以上的高热值
动力煤港口市场均价为 1535 元/吨左右。

举措
确保发电供热用煤需要
守住民生用煤底线
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向各地方和有
关企业发出通知，要求推动煤炭中长期
合同对发电供热企业直保并全覆盖，确
保发电供热用煤需要，守住民生用煤底
线。
25 日，东北地区发电采暖用煤中长
期合同全覆盖集中签约仪式在京举行，
签署的煤炭中长期合同涉及国内主要煤

炭生产企业、保供煤矿和东北地区重点
发电供热企业，此举将发电供热企业中
长期合同占今冬用煤量的比重提高到
100%，确保东北地区采暖季民生用煤和
人民群众温暖过冬需求。
按照供暖季增产保供工作部署，国
家能源局近期有关业务司已分别赴京津
冀、蒙东、黑龙江、湖南等地督导煤
炭、天然气保供工作，现场协调解决制
约增产增供的突出问题，指导地方和企
业落实能源保供各项举措，努力增加能
源供应，全力以赴保障今冬明春重点地
区民生用能需求。
9 月 23 日至 25 日，
国家能源局副局长
任京东带队赴宁夏、
陕西，
深入生产建设一
线，
对煤炭、
天然气增产保供进行现场调研
督导，
要求地方和企业压实保供责任，
进一
步挖掘增产潜力，
突出保障发电、
供暖等民
生用煤，
促进经济社会平稳运行。
国家电网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将
综合施策、多措并举，打好电力保供攻
坚战；强化全网统一调度，合理安排运
行方式，服务好发电企业，做到应并尽
并；统筹调配资源，发挥大电网平台优
势，挖掘跨区跨省通道送电潜力；加强
用电情况监测，做好居民生活用电保
障；严格执行政府制定的需求响应与有
序用电方案，及时做好沟通协调工作，
维护供用电秩序稳定；加强电网运行应
急值守，确保安全可靠用电。
广东省正全力采取措施，积极应对
电力供应紧张状况。广东省能源局督促
电厂做好发电燃料和辅料储备工作，确
保高峰时段机组稳定可靠运行，统筹协
调西电增加供应，按最大能力送电广东。
辽宁省要求确保有序用电实施到
位，最大可能避免出现拉闸限电情况。
电网公司要延长有序用电负荷缺口预测
时间和预警等级发布时间，扩大告知范
围，便于用户提前安排用电计划。
吉林省要求全力保障基本民生用电
需求，最大可能避免出现拉闸限电情况。
业内人士表示，部分地方政府为遏制
高耗能、高排放项目盲目发展，组织开展
高耗能企业用能预算管理、有序用电和错
峰生产等措施，这是对原有忽视节能减排
工作的纠偏措施，但必须注意方式方法，
避免“一刀切”等做法。特别是在采取有
序用电的同时，要加强精细化管理，确保
民生用电不受影响。
（据新华社北京 9 月
28 日电 记者戴小河、朱涵、吴涛、方问禹）

广东正全力采取有效措
施，积极应对电力供应紧张状
况。
（据南方都市报）

广告

减资公告
广告热线电话：
66810111 66810671

本栏目信息
35 元/行，
每行 15 字

低价格 高效率

园林绿化

海 南 优 加 网 络 有 限 公 司（代 码
91460200324186737W）经 股 东 决
定，
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
册资本由人民币 500 万元整减少
至人民币 100 万元整，
原债权债务
不变，
请债权人自登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供
相应的担保请求，
特此公告。
电
话：
18889518333，
任亚亮

便民信息
温馨提示：
信息由大众发布，
消费者谨慎选择，
与本栏目无关

▲花卉出租 花木种植13322027316
草坪修剪 树木锯枝13322027316

有机肥料

▲自产自销，原料鸡屎，椰康菌种花生饼，肥
量足，
保水，
通养，
500元/吨13976031369

定安建筑材料检测中心
公章损坏，
现声明作废。

欢迎在南国都市报刊登广告
征婚交友
▲思达圆婚介：有各行业成功人士、部队

兵哥、公务员等优秀会员。资料真实 可
鉴 、来 就 约见面、缘到成功。66500706、
18976082986，
龙华路41号（椰树厂门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