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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煤与节能“双控”形势严峻 

——2017年前三季度张家港市能源消费简析 
 

今年以来，工业经济形势好转，冶金行业受市场价格上

涨影响增长明显，工业企业生产加快，能耗显著增长，特别

是三季度能源消耗反弹较快，对全年削煤任务的完成以及能

源消耗总量和强度“双控”目标的完成带来巨大压力，节能

形势严峻。 

一、前三季度规上工业能源消耗情况 

（一）能耗增幅持续扩大 

前三季度，全市 1078 家规上工业企业的综合能源消费

量为 1645 万吨标煤，同比增长 4.6%，与前两季度相比，同

比增长速度分别高 1.6 和 3.4 个百分点，自 2015 年以来，

能耗增长速度首次超过 4%。究其原因，主要受钢材等产品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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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快速上涨影响，企业产能发挥充足，产量增长较快。而上

半年，大型企业机组检修较频繁，能耗未完全释放，如沙钢

5800 m³高炉检修，沙洲电力 1#机组检修。从 7 月开始，沙

电二期投产，钢材价格进一步上扬等影响，能耗同比增长较

快。按苏州下达目标，全年规上工业能耗需控制在 2165 万

吨标煤内，前三季度的能耗总量已超 21 万吨标准煤，从目

前趋势看，完成全年节能目标压力巨大。 

（二）煤炭消耗总量下降 

今年以来，全市上下全面贯彻 “263”专项行动部署，

狠抓落实，加快推进减煤工作，煤炭消费量下降显著。1～9

月，全市规上工业企业煤炭消费总量为 1327.9 万吨，同比

减少 20.4万吨，同比下降 1.5%。尽管煤炭同比下降量较大，

但根据全年需削减 75 万吨的目标看，远远没有达到序时进

度目标，全年完成削煤目标存在严重困难。全市 35 家规上

工业高耗煤企业中，主要集中在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

业，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三大行业，1～9 月这三大行业煤炭消费量合计为 1282.9 万

吨，占规上工业的 96.6%，同比减少 10万吨。 

（三）高耗能行业耗能比重上升 

2017 年 1～9 月六大高耗能行业能耗“一降四升”，除化

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同比下降 1.1%之外，其余各行业均

呈不同幅度增长。其中：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综合能源消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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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比增长幅度最大，为 9.4%；其次增长幅度较大的是黑色金

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为 5.8%；第三是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

加工业，为 5.7%；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为 5.0%，该四

大高耗能行业能耗增长幅度均超过 5%，直接拉动规上工业能

耗增长 4.4个百分点。从占比看，高耗能行业占规上能耗的

比重同比上升。1～9 月，六大高耗能行业综合能源消费量

1522.1 万吨标煤，同比增长 5.0%，占比 92.5%，比去年同期

上升 0.3 个点。 

 

2017 年 1～9月规上工业六大高耗能行业能耗 

单位：万吨标煤 

行业 
2017 年 1-9

月 

同比增幅

（%） 

占规上能耗

比重（%） 

同期占规上

能耗比重（%）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155.8 -1.1 9.5 10.0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3.5 9.4 0.2 0.2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1224 5.8 74.4 73.6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3.6 5.7 0.2 0.2 

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 0.0 -- -- -- 

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 135.2 5.0 8.2 8.2 

合计 1522.1 5.0 92.5 92.2 

 

（四）高耗能产品产量增长影响能耗 

工业品价格的上涨特别是钢材价格不断攀升，冶金行业

的粗钢、钢材产量也日益走高，1～9 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粗

钢产量 2263 万吨，同比增长 6.9%，生铁产量 1982万吨，同

比增长 2.9%，钢材产量 2675 万吨，同比增长 4.3%，所以能

耗也出现较大增长趋势。从目前看沙钢和永钢的产能没有缩



 

 - 4 - 

减迹象，预计完成节煤和节能目标任务存在一定困难。 

二、节能工作中面临的问题 

（一）能耗增长的企业家数较多 

全市 1078 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1～9 月能耗同比增

长的企业为 598家，占比 55.5%。特别是 91家重点耗能企业

中（年耗能超 5000 吨标准煤），有 54 家企业能耗同比增长，

增长的企业比例为 59.3%。91 家企业能耗总量为 1583 万吨

标煤，占规上工业比重 96.2%，同比增长 4.6%。 

（二）煤炭消费比重高、用电量增速快 

从能源消费品种看，我市仍以煤炭消费为主，能源消费

结构在短期内难以改变。1～9月，煤炭消费量 1327.9 万吨，

占所有能源品种的 37.1%，焦炭消费量占 28.6%，煤炭和焦

炭总量就占能源总量的 65.7%。虽然电力消费仅占 8.7%，但

从今年年初开始结束了 2016 年以来下跌的趋势，每月均以

较快的速度增长，张家港市的用电量占苏州全市的比重接近

四分之一，所以用电量增速过快增长，在一定程度上也对能

耗目标的完成产生了压力。 

（三）煤炭与总能耗的潜在增量较大 

沙洲电厂和华兴电力两大电厂的发电量增长也将在很

大程度上影响全市总能耗目标的完成。上半年沙洲电厂 1#

机组停产检修 2 个半月，7 月初已投入生产，8 月二期“上

大压小”项目投产，三台机组并网运行；华兴电力 1～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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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电量 20.8 亿度，同比增长 57.6%，能耗同比增长 56.6%，

预计全年发电量 27.3亿度，全年能耗将达 29 万吨标煤，同

比增长 62%。 

而化工行业的能耗占规上工业的比重逐年上升，从 2013

年的 8.1%提高到 2016年的 10.1%，今年 1～9月占比为 9.5%，

比重虽有所下降，但后期反弹压力不容忽视。主要原因在于

华昌集团 6月份汽化炉故障非计划性检修，8月计划性大修，

所以后期若正常生产，化工行业能耗将反弹。同时，去年 7-8

月为保障 G20峰会环境质量，部分企业实施限产措施，所以

今年 7-8 月能耗增长较快。 

（四）高耗能行业的产能扩张带来节能压力 

高耗能行业的投资比重进一步增加，将给节能降耗带来

一定压力。1～9月，高耗能行业投资项目有 186个，同比增

加 83 个，本年完成投资 117.84亿元，同比增长 2.7%，占工

业投资额的 40.3%，占比比同期高 4.4 个百分点。计划总投

资为 27.9 亿元的华兴电力 2 台热电联产机组扩建项目将动

工，预计 2018 年底投产，投产后将增加 2 台机组年利用小

时数 5000以上（目前仅 3500），预计将会带来总能耗的增加，

对完成“十三五”节能减排任务带来不利影响。 

三、几点建议 

（一）严控能源消费总量，健全节能长效机制 

进一步健全完善节能降耗长效机制，严格落实各项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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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将节能降耗政策和产业发展政策、国家宏观调控政策

紧密结合，不折不扣落到实处，从源头上控制落后产能增量。

强化企业能源管理，进一步落实节能责任，及时掌握和监督

企业节能工作进展情况。加强重点耗能企业审计，完善能源

监测体系，对高耗能企业的设备进行排查，加大对企业节能

降耗的检查力度。 

（二）严控高耗能项目审批，促进合理用能 

随着工业企业节能空间的不断缩小，在做好主要耗能企

业能效测评和节能监察工作的同时，加强审批、核准、备案

项目的监管力度，严把新建项目能源消费准入关，尤其是控

制大型耗煤耗能项目上马。从源头上杜绝能源浪费，提高能

源利用效率，促进项目合理用能。 

（三）加强重点企业跟踪，做好监测预警 

及时关注工业生产形势及能耗变动情况，特别是针对节

能进度缓慢的区镇以及重点能耗企业，做好跟踪监测，发现

上升苗头及时调度，警惕能耗随生产形势好转而反弹，必要

时对高耗能、高排放、低效益的企业，落实停限产等调控措

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