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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Summary] 投资要点: 

 

►  “能耗双控”的历史进程 

“能耗双控”的概念本身最早于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中提

出，全称为实行能源消耗总量和强度“双控”行动。 

经过十一五至十三五循序渐进地发展，“十四五”规划进

一步提出完善能源消费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重点控制化石能

源消费，2025 年单位 GDP 能耗和碳排放比 2020 年分别降低

13.5%、18%，国务院将全国“双控”目标分解到了各地区，对

“双控”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 

 

►   近期“能耗双控”进展 

8 月 12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了《2021 年上半年各地

区能耗双控目标完成情况晴雨表》，表中显示目前不及半数省

（区）能耗强度降低进展总体顺利。在能源消费总量控制方

面，仍有 8 个省（区）为一级预警（形势十分严峻），5 个省

（区）为二级预警（形势比较严峻）。 

9 月 16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了《完善能源消费强度和

总量双控制度方案》，提出严格制定各省能源双控指标，国家

层面预留一定指标；推行用能指标市场化交易；以及完善管理

考核制度等方面。 

 

►   全国各地区“能耗双控”举措 

为积极响应能耗双控政策，全国各省份纷纷出台了一系列

举措促进能耗减排。例如，江西、江苏等地调整用电价格机

制，内蒙古、青海等地推行限电政策，陕西、新疆等地提出工

业品产量上限，浙江等地安排集中检修等。 

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主要工业品产量中可以观察到“能耗

双控”政策趋严对高耗能工业品生产的影响。例如，8 月全国

发电量出现环比下降，焦煤、粗钢以及水泥产量同比明显回

落，铝产量同样出现环比收缩。同时由于供给收缩，近期高耗

能工业品价格普遍出现明显上涨。 

 

风险提示 
宏观经济或产业政策出现超预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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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能耗双控”的历史进程 

“能耗双控”的概念本身最早于 2015 年 10 月 26 日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中提

出，全称为实行能源消耗总量和强度“双控”行动，旨在按省、自治区、直辖市行

政区域设定能源消费总量和强度控制目标，对各级地方政府进行监督考核；把节能指

标纳入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等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引导转变发展理念；对重点用能单

位分解能耗双控目标，开展目标责任评价考核，推动重点用能单位加强节能管理。 

能耗双控的发展进程是循序渐进的。“十一五”规划把单位 GDP 能耗降低作为约

束性指标。“十二五”规划在把单位 GDP 能耗降低作为约束性指标的同时，提出合理

控制能源消费总量的要求。“十三五”时期实施能耗总量和强度“双控”行动，明确

要求到 2020 年单位 GDP 能耗比 2015 年降低 15%，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在 50 亿吨标准

煤以内，国务院将全国“双控”目标分解到了各地区，对“双控”工作进行了全面部

署。“十四五”规划进一步提出完善能源消费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重点控制化石能

源消费，2025 年单位 GDP 能耗和碳排放比 2020 年分别降低 13.5%、18%，国务院将

全国“双控”目标分解到了各地区，对“双控”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 

 

2.近期“能耗双控”进展 

近期关于“能耗双控”政策频出。8 月 12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了《2021 年

上半年各地区能耗双控目标完成情况晴雨表》，表中显示目前不及半数省（区）能耗

强度降低进展总体顺利。在能源消费总量控制方面，仍有 8 个省（区）为一级预警

（形势十分严峻），5 个省（区）为二级预警（形势比较严峻）。国家发改委要求确保

完成全年能耗双控目标，特别是能耗强度降低目标，因此上半年一二级预警地区在下

半年有压力。 

通知中还要求，对能耗强度降低为一级预警的省（区），对能耗强度不降反升的

地区（地级市、州、盟），2021 年暂停“两高“项目节能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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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21 年上半年各地区能耗双控目标完成情况晴雨表 

 

资料来源：发改委，华西证券研究所 

 

9 月 16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了《完善能源消费强度和总量双控制度方案》，

提出严格制定各省能源双控指标，国家层面预留一定指标；推行用能指标市场化交易；

以及完善管理考核制度等方面。 

该方案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指导节能降耗工作、促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制度性

文件，对确保完成“十四五”节能约束性指标、推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任务具有

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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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8 月发电量及各高耗能工业品产量（亿千瓦时，万吨） 

 
8 月产量 同比增速 环比增速 

发电量 7,383.5 0.2% -2.7% 

原煤 33,524.0 0.8% 6.7% 

焦炭 3,967.4 -5.0% 2.3% 

粗钢 8,323.9 -13.2% -4.1% 

铝材 509.7 4.6% -2.1% 

水泥 21,516.7 -5.2% 4.5% 

资料来源：WIND资讯，华西证券研究所 

 

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主要工业品产量中可以观察到“能耗双控”政策趋严对高耗

能工业品生产的影响。例如，8 月全国发电量出现环比下降，焦煤、粗钢以及水泥产

量同比明显回落，铝产量同样出现环比收缩。 

同时由于供给收缩，高耗能工业品价格普遍出现明显上涨：螺纹钢价格在今年 5

月达到高点；今年 3 月起煤价大幅上升，且呈现增速加快趋势；铝价在近一年来持续

上涨；水泥价格自今年 7 月起同样快速上升。 

 

图 1  螺纹钢价格在 5 月达到高点  图 2  今年 3 月起煤价大幅走高 

 

 

 
资料来源：WIND 资讯，华西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 资讯，华西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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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近一年来铝价持续上涨  图 4  7 月起水泥价格快速上升 

 

 

 
资料来源：WIND 资讯，华西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 资讯，华西证券研究所 

 

3.全国各地区“能耗双控”举措 

为积极响应能耗双控政策，全国各省份纷纷出台了一系列举措，通过限制高耗能

企业用电总量、提高电价、限制用电时段等方式促进能耗减排，具体执行措施见下表。 

 

表 3 全国各省份“能耗双控”政策 

地区 能耗双控举措 

内蒙古 内蒙古工信厅下发《关于明确蒙西地区电力交易市场价格浮动上限并调整部分行业

市场交易政策相关事宜的通知》，提高电价，并开始执行高峰期限电要求，限电时间

为每天晚上 7点至 10点。受限电政策及能耗双控等原因，多家代表性合金企业纷纷

发布减供公告，本月供应量为日常计划量的一半左右。 

浙江 浙江省杭州市发改委发布《2021年全市有序用电和电力需求响应工作方案》，引导企

业有序开展错峰、避峰，严格有序用电执行程序，用电高峰来临且用电趋紧时，组

织一批高能耗、高污染企业在 7-9月安排集中检修。同时，落实有序用电限额指

标，各区、县（市）发改部门根据企业分类综合评价情况，按照“分档有序用电”，

优先满足社会综合效益好的企业用电，控制高耗能、高污染企业用电。 

江西 江西省能源局发布关于进一步完善电力分时段交易机制的通知，拟于 2021年 7月-

12 月试行电力分时段交易“基准上限价格+浮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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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江苏省发改委发布《2021年夏季尖峰电价调整政策》，从 7月 15日至 8月 31日，日

最高气温达到或超过 35℃时，针对 315千伏安及以上大工业用户，尖峰段（10点到

11 点，14点到 15点）在峰段电价基础上，每千瓦时加价 0.1元，实施季节性尖峰

电价。 

 

开展 2021 年年综合能耗 5 万吨以上企业专项节能监察行动，本次专项节能监察范

围包括全省年综合能耗 5 万 吨标准煤以上 323 家企业，综合能耗 5 万吨标准煤

以上 29 家“两高”项目，2020 年以来投产的综合能耗 5000 吨标准煤以上存量

“两高”项目。涉及石化、化工、煤化工、焦化、钢铁、建材、有色、煤电、纺

织、造纸、酿酒等行业。 

云南 云南省已开始要求一些当地金属生产商在三个月内第二次降低电力消耗，云南的锌

和锡冶炼厂已收到要求降低 25%用电量的通知。7月 15日起多数企业实行错峰生

产，只有晚上可正常或低负荷开工。 

广东 强化节能降耗工作措施，依法依规压减违规“两高”项目能耗，确保完成今年能耗

强度下降目标任务。 

 

广东电网公司发布通知：根据区政府批复的有序用电方案，从 9月 16日起执行每周

“开二停五”的五级有序用电方案。在错峰日，保安负荷保留在总负荷的 15%以下。

错峰时间为 7:00至 23:00。 

广西 广西电网发布电力供应预警通报，要求个供电局做好有序用电，提前通知客户合理

安排生产，科学避峰，确保错峰避峰执行到位，有序用电时段严禁超标用电。广西

南宁市发布文件，要求各级机关、企事业单位、大量使用空调的场所和城市亮化工

程实行有序用电。 

福建 严格开展“两高”项目节能审查和环评，严禁产能严重过剩行业新增产能；严控新

增“两高”项目规划建设；大力推进能耗“双控”考核预警，按季度通报各地能耗

“双控”指标完成情况，对 100 家“十四五”期间拟投产、达产的高耗能项目和部

分在建、拟投产项目开展节能审查专项监察。 

青海 8 月 20日部分青海省内电解铝企业收到国网西宁的限电预警通知，其中提到由于今

年黄河上游来水偏低，火力发电机组出力不足，外送电力吃紧，造成西宁电网电力

供需不平衡，提醒企业提前做好有序用电准备，目前具体限电时间及限电方案尚未

通知。目前青海电解铝总产能 283万吨/年，其中西宁市电解铝产能 231万吨/年，

除青海海源绿能铝业有限公司(原青海鑫恒)24万吨/年产能外，均满负荷运行。 

新疆 8月 25日，新疆昌吉州发改委下发《关于严管严控电解铝产能产量工作的提醒函》，

明确提出：昌吉州合规电解铝产能 305万吨，其中：东方希望 80万吨、神火 80万

吨、其亚 80万吨、嘉润 40万吨、天龙矿业 25万吨。根据今年 1-7月电解铝调度数

据，1-7月，昌吉州电解铝产量共计 185.11万吨，按照合规产能生产要求，自 8月

份开始，全区 5家企业月产量合计不得超过 23.8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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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 9 月 10日，贵州省能源局发布《2021年贵州省有序用电方案》，为保证当地电网运

行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根据省内电力缺口规模分红、橙、黄、蓝 4个等级进行预

警。出现不同等级的预警，启动相应级别的响应。当省内电力供应出现缺口，需启

动实施有序用电的，应报经省人民政府同意后方能实施。电网企业按预警响应等级

和有序用电响应企业序位表，并结合实际情况合理安排有关企业错、避峰生产。贵

州五家电解铝厂均位列其中，总建成产能 136万吨，总运行产能 130万吨，占全国

运行产能 3.36%。贵州省下发的此次方案与其他省份不同，并非因能耗双控而实施的

限电限产，而是基于电力资源可能出现紧张状况而进行的预警措施。 

陕西 9 月 13日，陕西榆林市发改委发布关于确保完成 2021年度能耗双控目标任务的通

知，要求新建成“两高项目”不得投入生产，本年度新建已投产的“两高”项目，

在上月产量基础上限产 60%。其他“两高”企业实施降低生产线运行负荷、停运矿热

炉限产等措施，确保 9月份限产 50%。据统计，陕西榆林拥有的电解铝产能为 60万

吨，按压降 50%计算，运行产能下降 30万吨。调控时间：2021年 9月-2021年 12

月。 

资料来源：各地发改委网站，华西证券研究所整理 

 

4.风险提示 

宏观经济或产业政策出现超预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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