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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党中央国务院在新形势下的重大战略决策部署，是一项重大国家战略。本文通过分析京津冀三地能
源生产、消费和结构比例的演变过程，认为京津冀地区的能源供需总体呈现偏紧的局面，虽然区域内可再生能源资源相对丰
富，但是能源消费以化石能源为主，能源效率总体有待提升。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提出六年多来，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但形
势仍然严峻。能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来源和血液，同时又与环境密切相关，推动能源革命势在必行。为更好推进京津冀
区域能源革命，研究建议：要继续做好节能增效，控制能源消费总量；抓好存量提升增量优选，优化能源供给结构；推进能
源技术革命，打造经济增长新动能；推动体制革命，构建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市场环境；加快推进农村能源革命，强化农村
点源污染防治，以便为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生态环境率先突破提供咨询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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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eijing–Tianjin–Hebei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is a major national strategy of China. This study first analyzes the evolution
process of energy production, consumption, and structure proportion in Beijing, Tianjin, and Hebei, indicating that the overall energy
supply in this region is less than consumption; although the region is rich in renewable energy resources, its energy consumption is
mainly fossil energies and the overall energy efficiency requires further improvement. Since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strategy was proposed six years ago,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this region has continuously improved, but the
situation remains grim. As energy is the power source and blood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it is also closely related to
the environment, the promotion of energy revolution becomes imperative. To promote energy revolution within the Beijing–Tianjin–
Hebei region, energy efficiency should be further improved to control the total amount of energy consumption; the energy supply
structure should be optimized to provide a solid material foundation for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the energy technology revolution
should be promoted to create a new driving force for economic growth; the existing energy system should be revolutionized to impr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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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arket environment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the rural energy revolution should be accelerated to strengthen the
prevention of point source pollution in rural areas.
Keywords: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energy revolution;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ecological environment; economic
development

一、前言

地的能源状况正在逐步改善 [3~5]。
1. 北京市

京津冀三地地域面积为 2.16×105 km2，总人口
超过 1 亿人，地缘相近、人缘相亲，地域一体、文

从能源生产总量来看，总体起伏不大，2010—
2017 年的生产总量始终保持在 3.5×107~4.2×107 tce

化一脉，有天然的合作优势。2013 年 5 月，习近平

的区间内，具体趋势走向见图 1 [3]。

总书记在天津调研时提出，要谱写新时期社会主义
现代化的京津“双城记”。同年 8 月，习近平总书

在能源消费方面，2010—2017 年，北京市能
源消费总量不断上升，2017 年北京市能源消费总
量增长到 7.132 84×107 tce，同比增长 2.4%，创历

记在研究河北发展问题时，又提出要推动京津冀协
同发展。2014 年 2 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座谈

年来最高水平。在能源生产总量大致保持稳定的

会，强调指出：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是面向未来

情况下，能源消费总量却不断增加，能源供给压

打造新的首都经济圈、推进区域发展体制机制创新

力增大。

的需要，是探索完善城市群布局和形态、为优化开

在消费结构方面，由图 2 可以看出 [3]，天然

发区域发展提供示范和样板的需要，是探索生态文

气和非化石能源等清洁能源消费比重不断上升，超
过总体能源消费的 60%，这表明北京市的能源消费

明建设路径、促进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需要，
带动北方腹地发展的需要，要坚持优势互补、互利

结构逐渐优化，目前以消费清洁能源为主。
2. 天津市

共赢、扎实推进，加快走出一条科学持续的协同发
展路子来 [1,2]。

在 2010—2014 年，天津市一次能源生产总量
从 5×107 tce 下降到 4.7×107 tce，但在 2015 年一次

在京津冀区域迅速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生态环
境持续恶化、城镇体系发展失衡、区域与城乡发展

能源生产量又出现小幅增加，达到峰值，随后产量
又出现下降趋势，到 2017 年，天津市一次能源生

差距不断扩大、能源效率水平存在显著差异等突出

产总量为 4.87×107 tce。总体来看，如图 3 所示 [4]，

是实现京津冀优势互补、促进环渤海经济区发展、

问题。能源经济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和动力来源，
要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推进能源革命实现能源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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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长期统计数据，京津冀不同城市能源的供
求特征及变化存在明显的时空差异，但总体来看各

图1

能源消费

北京市能源生产和消费总量

025

100

9000

90

8000

80

7000

70

6000

总量/×104 tce

能源消费结构占比/%

京津冀地区推进能源革命的思考与对策

60
50
40

5000
4000
3000

30

2000

20

1000

10

0

0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时间/年
煤炭
天然气；
石油；
非化石能源；

图2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时间/年
能源消费
能源生产；

图3

天津市能源生产和消费总量

北京市能源消费结构比例
100
90

7

天津市能源消费结构日趋良好，但总体来看，
天津市能源结构中消费量最多的依然是煤炭和石
油。煤炭消费占比逐年下降，到 2017 年年底，煤
炭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 35%，较 2010 年下降
15 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天然气和非化石能源的消
费占比不断增加，2017 年，两者合计消费占比为
35.33%，较 2010 年增加 19 个百分点，具体如图 4
所示 [4]。
3. 河北省
在 能 源 生 产 方 面， 河 北 省 能 源 资 源 比 较 丰
富， 煤 炭、 石 油、 天 然 气 都 有 相 当 的 储 量。 如
图 5 所 示 [5]，2017 年， 河 北 省 能 源 生 产 总 量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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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仅占 4% 和 4%。

7

6.779×10 tce，基本与 2016 年能源生产量持平。在
2012 年，能源生产量曾达到 9.56×107 tce，之后又
7

迅速下降，维持在 7×10 tce 的生产水平以下。
在 能 源 消 费 方 面， 河 北 省 能 源 消 费 总 量 总
体 呈 缓 慢 上 升 趋 势，2017 年 的 能 源 消 费 总 量 为
3.038 5×108 tce，首次突破 3×108 tce 的界限，是北
京市和天津市能源消耗总量的 3 倍多。
在消费结构方面，河北省的能源结构一直以煤

（二）京津冀能源发展的主要特点
1. 化石能源资源贫乏，可再生能源开发潜力大
在化石能源方面，京津冀地区累计探明煤炭储
量约为 2.5×1010 t，主要分布在河北省和北京市，油
气资源较丰富，主要分布在天津市，其拥有渤海和
大港两个国家重点开发的油气田，已探明的石油
地质储量达 4×109 t，油田面积超过 100 km2 [6~8]。

炭为主，天然气等清洁能源的比重过低。河北省
煤炭在能源消费中的比重一直高达 90% 左右，而

在可再生能源方面，京津冀地区风能技术可开发
量约为 8×107 kW，主要分布在张家口、承德坝上

石油、天然气、非化石能源消费只占很小一部分。
如图 6 所示 [5]，2017 年，在河北省能源消费构成

地区；太阳能资源在全国处于较丰富地带，仅次

中，煤炭占 84%、石油占 8%，天然气和非化石能
026

于青藏及西北地区，其中河北北部张承地区年日
照 小 时 数 为 3000~3200 h， 为 太 阳 能 资 源 二 类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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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近年来京津冀地区能源消费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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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仍较低，有待进一步提升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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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能源利用方式粗放，清洁高效利用水平较低，
单位能源产出效率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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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京津冀每万元地区生产总值能耗约为
0.56 tce，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与同时期的珠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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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相比，差距明显。尤其是河
北省，2017 年每万元地区生产总值能耗为 1 tce，

20

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近一倍 [10]。此外，农村量
0

大面广且低空排放、无任何环保措施的散煤燃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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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严重。据不完全统计，京津冀地区每年散煤
7
燃烧量超过 3.5×10 t，其中灰分、硫份超标的劣

质 散 煤 占 比 高 达 90% 以 上， 据 估 计，1 t 散 煤 直

河北省能源消费结构比例

燃的污染物排放量是 1 t 工业燃煤污染物排放量的
区；北京、天津及河北中东部地区年日照小时数为

10 倍左右。

2200~3000 h，为太阳能资源三类地区；生物质资
源丰富，秸秆年产量超过 4.1×107 t，树木枝条年可
6

8

利用量约 2×10 t，人畜禽粪便年产量约 1.435×10 t；

三、京津冀地区推进能源革命面临的问题和
挑战

地热能储量可观，仅河北省地热能资源量就相当于
9.4×109 tce [9]。
2. 能源消费结构以化石能源、特别是煤炭为
主，清洁能源消费比重低

（一）能源资源供给及消费结构有待优化
近年来，京津冀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能
源需求总量持续增长，然而该区域整体能源消费

在京津冀地区能源消费总量中，根据最新统计

结构偏重，且化石能源尤其煤炭的资源储量很有

年鉴数据（见图 7），化石能源消费占比长期在 88%

限，不能满足快速发展的需求，从而加剧区域能

以上，其中煤炭消费占比超过 70%，尤其是河北省，

源供应对外依赖程度，主要通过外部能源调入以

2017 年煤炭消费占比为 84%，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及进口来弥补能源的需求缺口，总体呈现能源资

近 24 个百分点。另一方面，近几年由于“煤改气”

源偏紧的局面。此外，以可再生能源为代表的优

等政策的执行，区域清洁能源消费占比在持续增加，

质能源在能源消费中所占比例不高，对区域生态
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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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造成严重影响，制约了京津冀经济社会的可持
续发展。

草场退化，生态用水被挤占，导致湿地萎缩、功
能退化，现存白洋淀、北大港等 8 大湿地均面临
干涸及水污染的困境。地区荒漠化土地面积达到
4.4×104 km2，占区域面积 20.4%。水土流失面积为

（二）外部约束的生态环境因素依然趋紧
京津冀地区作为我国重要的经济发展引擎和能
源消费中心之一，同时，也是大气和水污染最严

5.8×104 km2，虽然近年来采取了一些治理措施，但
是边治理边破坏现象相当普遍 [17]。

重、资源环境与发展矛盾最尖锐的地区。近年来，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自部署、亲自谋划下，推进

（三）三地经济社会发展依然不平衡

京津冀协同发展五年多以来，京津冀地区生态环

相比于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地区，京津

境在水资源、水环境、大气污染协同治理等方面
总体显著改善（见图 8 [11~15]），在取得可喜成绩

冀地区的区域发展差距主要体现为河北省与北京

的同时，也要认识到京津冀地区的生态环境形势

河北省人均地区生产总值（4.62 万元）分别为北
京市的 28.13%、天津市的 51.16%；2019 年河北城

仍然严峻。
一是大气质量改善任务仍然艰巨。2019 年，京
津冀及周边区域（“2+26”区域）二氧化硫（SO2）、

市、天津市的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的差距。2019 年

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5 738 元）相当于北京的
48.39%、天津的 77.49%。与此相关，由于公共服

氮氧化物（NOx）和细颗粒物（PM2.5）的单位面积
排放强度分别是全国平均水平的 1.36 倍、1.48 倍和

务水平以及各种优质资源的结合，北京、天津集聚

2.77 倍。根据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评价，2019 年

明专利和创新人才，同时由于资源的集聚效应，能

环境质量较差的 20 个城市中京津冀 13 个地级及
以上城市有 6 个排在污染最重的前 20 位，且其中

够更加有效地汇聚更多的市场化要素。相比之下，

5 个排在前 10 位 [12]。

匮乏。

了京津冀地区绝大多数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发

河北省的人才资源尤其是高端人才资源则显得十分

二是水资源状况堪忧，已突破水资源的供应红

由此带来的表观现象就是：京津冀地区的紧密

线。京津冀两市一省以全国 2.3% 的国土面积、不

化程度相对较低，北京对周围地区的辐射带动效应

足 1% 的水资源，承载了全国 8% 的人口、9.5% 的

不明显，而且更多地凸显了虹吸效应，“京津冀贫

工业增加值、近 26% 的钢铁产量，水资源长期处
于严重超载状态，是我国最缺水的区域之一 [16]。

困带”就是一个明证。

2017 年，京津冀三地的人均水资源量仅相当于全国
平均水平的 6.85%、5.16%、11.8% [16]。

（四）农村能源协调发展亟需改善
近年来，农村的能源消费总量稳步增加，对

三是生态系统退化问题严重。森林质量下降，

于清洁能源的利用也已经引起了社会上极高的重

污染物浓度/(μg·m–3)

视， 但 在 农 村， 清 洁 能 源 的 利 用 还 是 较 为 欠 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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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较低，另一方面是农村的能源消费存在分散
性，散煤使用起来更加便捷，使得农村居民仍会
继续使用散煤。
虽然京津冀地区对于使用清洁能源，如太阳能
的行为进行了一定的补贴，但综合考虑用能经济性
和技术服务便捷性等因素仍不足以调动农民改用清
洁能源的积极性。一些散煤的煤质较差，对空气的
污染较为严重，这也是导致京津冀大气污染严重的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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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居民仍会选择燃煤。一方面是由于散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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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原因之一。同时，农村的除尘装置较为缺乏，
也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影响，甚至会危害人们
的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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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推进能源革命将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

战略部署要求，以习近平总书记能源安全新战略为
指引，进一步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树立红线（生

6 年多来，京津冀协同发展取得了显著成绩，

态红线）意识和底线（环境质量底线）思维，推进

但也面临特殊的难题，尤其是资源环境与发展的矛

能源领域供给侧改革，始终将做好煤炭清洁高效利

盾仍比较突出，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究其原因，

用作为能源转型的立足点和首要任务，控制能源消

可以发现：能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京津

费总量，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改善，

冀地区长期的钢铁冶金等高能耗工业粗放型发展方

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

式以及能源结构不合理、利用效率偏低、消费总量
大等问题，是造成京津冀地区大气、水资源、土壤
等生态环境严重失衡、经济发展质量效益不高的直

（一）继续做好节能增效，控制能源消费总量
建议各级领导和政府部门率先垂范，通过政策

接原因。总的来看，京津冀能源结构调整的关键在

激励和舆论宣传，引导社会各界转变传统用能理念，

河北，难点也在河北，能源结构存在“一煤独大”

牢固树立节能意识，抑制不合理能源消费。在京津

问题，电、天然气、煤均依赖区域外供应。京津冀

冀地区，可主要从交通、工业、建筑等领域入手。

协同发展作为重大国家战略，区域传统能源发展方

一是积极倡导“绿色出行”理念。积极鼓励

式已经到了必须加快根本性变革的关键阶段，推动

单位发班车、学校发校车，鼓励合乘，完善各类骑

能源革命势在必行。

行设施，进一步提高公共交通出行比例。开展将排

推动能源革命有利于京津冀地区改善生态环境

气量和上一年行驶里程数作为车船税征收依据的试

水平。能源与环境密切相关，能源生产、消费全过

点，利用经济杠杆引导公众少开车。二是继续做好

程直接或间接对生态环境产生重大影响，推进能源

工业节能效提升工程。切实提高工业能效标准，改

革命可推动能源生产和利用方式的变革，推广节能

造存量，继续做好现有工业锅炉和电机的综合性节

技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将有效控制化石能源消

能技术改造工程，优化增量，积极推广高能效锅炉

费总量，同时，优化能源供给结构，从根本上减少

和电机产品，推进工业企业余热余压和废弃资源循

环境污染来源。

环利用，提升终端用能产品能效和高耗能行业能效

推动能源革命有利于京津冀地区转变经济发展

水平。三是大力实施建筑能效提升工程。根据京津

方式，实现产业结构优化，促进经济发展提质增效。

冀气候特点，制定城乡建筑节能标准，通过加装保

一方面，推进能源消费革命，促进区域能源生产和

温层等措施，大力推进既有建筑节能改造。考虑城

消费结构的改善将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及关联产业的

乡差异性，建议要对河北和京津远郊住房进行节能

发展，激发发展新动能；另一方面，推动能源技术

改造、加盖保温层等给予适当补贴，从源头上有效

革命，加大科技创新要素投入，将有助于实现经济

压缩农户取暖对散煤的需求。

发展方式由资源依赖型、粗放扩张的高碳发展方式
向技术创新型、内涵提高的低碳发展方式转变，打
造“高精尖”的产业结构。

（二）优化能源供给结构，夯实协同发展物质基础
一是立足煤炭作为资源和能源的双重属性，继

推动能源革命有利于形成经济社会和生态环保

续做好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同时，要加强张北地区

发展的良好外部环境。当前，我国能源行业体制约束

风电基地建设，发挥冀北地区可再生能源优势，提

日益显现，深化改革势在必行。能源产业行政垄断、

高区域内清洁能源的供应规模，优先支持区域内清

市场垄断和无序竞争现象并存，价格机制不完善。

洁和可再生能源如风电、光电、地热和核电的开发、

迫切需要坚持深化改革、充分发挥市场作用，理顺

消纳和输出。二是加强能源合作，进一步加大内蒙

价格机制，构建有利于能源可持续发展的体制机制。

古、山西等区域外清洁能源的输送力度，加快特高
压大容量输电通道、天然气供气管道等能源基础设

五、京津冀地区推进能源革命的对策建议

施建设。针对京津冀地区尤其是河北省压煤、节煤、
替煤的现实困难，应尽量把煤炭限在区域外，把清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总体

洁能源送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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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推进能源技术革命，打造经济增长“新引擎”。
坚持创新驱动，统筹能源技术革命的“三个一

煤质量标准，强化加工生产、储运、配送、销售等
各环节监管，斩断低质烟煤进入京津冀的流通渠道，

批”（应用推广、示范试验、集中攻关），应用推广

保障清洁煤供应；因地制宜发展户用光伏、大中型

相对成熟的能源新技术，如燃煤电厂超低排放技术、

沼气等清洁能源，鼓励建设地源、空气源热泵以及

分布式能源技术、秸秆综合利用技术以及储能技术

生物质采暖工程，从根本上变革农民用能结构。二

等，抓住“互联网 +”的重要机遇，打造能源互联

是要加强农村综合能源服务体系建设，加快农村电

网和互联网能源“双引擎”，促进各要素的科学合

网改造，建立健全农村能源统计体系，强化农村能

理配置。同时，也要依托京津在国家工程技术研究

源技术培训体系建设，为提升农村清洁能源开发利

中心、国家能源研发中心和国家重点实验室等的科

用水平提供服务体系支撑。

技资源优势，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积极推
进“产学研用”的创新联合体建设，在煤层气开发
利用、油气资源高效开发、高效清洁发电、特高压
输电、大规模间歇式发电并网、智能电网、核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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