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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能源发展“十四五”规划

能源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 “清洁低碳、

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不仅是实现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保

障，也是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持续、健康运行的基本条件。“十

四五”时期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础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第一个五年，是全面推进 “四个革命、一个

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的机遇期，是实现 “３０·６０”双碳目标、

强化能源安全保障和加快绿色转型的关键期。科学合理开展全省

能源发展 “十四五”规划，对于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东北振兴的重要指示精神，加快推进吉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

助力生态强省建设，切实保障全省 “十四五”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章　发展基础与面临形势

第一节　资源禀赋

吉林省能源资源种类较为齐全，传统化石能源储量不足，风

能、生物质能、太阳能等新能源发展潜力较大。

煤炭资源。到２０２０年底煤炭保有资源储量约２８亿吨，可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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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储量约７亿吨，主要分布在长春、吉林、白山和延边地区。

石油、天然气资源。到２０２０年底原油探明储量累计１７６２

亿吨；天然气探明储量累计２３０９亿立方米。“十三五”期间，原

油新增探明储量累计１４３亿吨；天然气新增探明储量累计６２３

亿立方米。

油页岩资源。油页岩查明储量１０８６亿吨，占全国查明储量

８０％左右，主要分布在松原、延边和吉林地区。

风能资源。潜在开发量约２亿千瓦，可装机容量约为６９００

万千瓦，主要分布在白城、松原、四平双辽等地区，占全省可装

机容量８０％以上。

太阳能资源。太阳能资源总体属于二类。西部地区太阳能资

源最为丰富，年日照时数为２８００－３０００小时。全省地面光伏电

站潜在开发容量为９６００万千瓦，可装机容量约为４６００万千瓦。

生物质能资源。农作物秸秆产出量约为４５００万吨／年，可收

集量约为３５００万吨／年，可能源化利用的资源总量约为１２００万

吨／年。林业剩余物资源约为１０００万吨／年，可能源化利用量约

为４００万吨／年。垃圾量约为５４０万吨／年，可能源化利用量约为

４００万吨／年。

水电资源。水资源丰富，主要分布在东部松花江、鸭绿江、

图们江各水系，抽水蓄能理论蕴藏量装机容量超过３０００万千瓦。

可开发常规水电装机容量５７４４万千瓦，目前已开发４８０５万千

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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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热能资源。我省地热资源丰富，浅层地热资源主要分布在

长白山天池温泉群、抚松县、临江市、长春双阳区、四平伊通县

等地，如全部开发每年可节约标煤约３６５４万吨。中深层地热资

源普遍存在于全省各个地区，分布不均。深层地热 （干热岩）资

源相关研究处于起步阶段。

第二节　发展现状

“十三五”以来，深入践行新发展理念，全省能源产业稳步

发展，能源保障能力逐步增强，能源转型升级持续推动，项目投

资力度不断加大，累计完成投资约１２００亿元。特别是２０２０年以

来，全省能源发展紧紧围绕 “六稳”工作和 “六保”任务，积极

推进新基建 “７６１”工程建设，克服疫情影响，实现破瓶颈、扩

总量、调结构、降成本、惠民生，全省能源产业链和供应链保持

稳定，“十三五”能源发展取得较好成绩，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

和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用能提供了重要保障。

１电力保障能力稳步增强。截至２０２０年底，全省电力装机

容量３２７７６万千瓦，年均增长４６％。其中，煤电装机容量

１７７１８万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１５０４６万千瓦 （常规

水电４８０５万千瓦，抽水蓄能３０万千瓦，风电５７７１万千瓦，

光伏发电３３７８万千瓦，生物质发电７９２万千瓦），年均增长

１１５％，占总装机容量的４５９％，比２０１５年提高１２４个百分

点。２０２０年全省发电量９９０亿千瓦时，年均增长７０％，为全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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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充足的电力保障，其中水电、风电、光伏发

电和生物质发电等非化石能源发电量达到３０１９亿千瓦时，年均

增长１７２％，占总发电量的３０５％，比２０１５年提高１１１个百

分点，在能源结构调整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２化石能源产量总体下降。２０２０年，全省煤炭产量９５４６

万吨，比２０１５年下降１３４１４万吨，年均下降１６１％；原油产

量４０４４万吨，比２０１５年下降７６６万吨，年均下降３４％；天

然气产量２０亿立方米，比２０１５年增加０３亿立方米，年均增长

０３％。

３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２０２０年，全省能源消费总量

７１８６万吨标煤，年均增长０４７％；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 “十

三五”累计下降１６９６％，超额完成能耗强度目标。其中：煤炭

消费量８４８９万吨，占比６０６６％，较２０１５年降低８６１个百分

点，煤炭消费量得到有效控制；石油消费量９９２７４万吨，占比

１９８８％，较２０１５年提高０１９个百分点；天然气消费量３１７３

亿立方米，占比５７６％，较２０１５年上升１８５个百分点；非化

石能源消费量９８７２万吨标煤，占比１３７％，较２０１５年提高

６１个百分点。全省全社会用电量８０５４亿千瓦时，比２０１５年

增加１５３４亿千瓦时，年均增长４３２％；全社会最大发电负荷

１４８６万千瓦，比２０１５年增加３７０万千瓦，年均增长５９％。

４重大能源项目扎实推进。

电力设施建设有序推进。电力保障和调节能力不断增强，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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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水电站新建６台机组全面投入运行，长春东南热电厂、大唐长

春三热背压机组等项目建成投运，敦化抽水蓄能电站稳步推进，

蛟河抽水蓄能电站开工建设。电网供电能力和网架结构进一步加

强，５００千伏主网架初步形成，２２０千伏电网覆盖全省９个市

（州），各市 （州）均形成多层６６千伏环网。扎鲁特－昌盛、延

吉、昌盛、平包东等工程建成投运，敦化抽水蓄能电厂送出、吉

林中部电网完善、甜水及向阳变增容扩建等工程稳步推进。至

２０２０年，全省共有５００千伏变电站１７座，变电容量２６８６万千

伏安，线路长度５７４０公里；２２０千伏变电站９７座，变电容量

２５８６万千伏安，线路长度１２９６５公里；６６千伏变电站９２８座，

变电容量２５８４万千伏安，线路长度２００４４公里。

新能源加快发展。新能源装机和发电量占比不断提升，生物

质能源化利用步伐加快。１００万千瓦光伏领跑者项目相继投产，

１１９万千瓦平价风电和鲁固直流配套１００万千瓦风电开工建设，

签订鲁固直流３００万千瓦配套风电项目送受电框架协议，先后分

５批实施了光伏扶贫项目建设，合计建设光伏扶贫电站１６４８个。

“十三五”期间，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净增６３０万千瓦，非化石

能源发电量净增１６５亿千瓦时。生物质非电能源化利用加快推

进。２０２０年，秸秆成型燃料加工利用规模达到１００万吨，燃料

乙醇１２０万吨升级改造项目完成９０万吨，累计产能达到１５０万

吨。

油气管道和储气设施建设稳步推进。油气骨干管网初步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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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工程北段 （黑河－长岭）和中段 （长岭

－永清）吉林省境内段通气投运，域外天然气补充气源成功引

进；沈阳－长春、四平－白山、长岭－长春－吉林等天然气支线

管道建成投运。到２０２０年底，省内油气管道总里程达到５２２９公

里，其中原油管道１４８０公里，成品油管道１６０公里，天然气干

线管道３５８９公里，覆盖省内７个市 （州）、１５个县。天然气储

气调峰设施建设加快推进，长岭县双坨子储气库、长春１０万立

方米应急储备站等项目已开工建设。成品油库布局不断完善，中

石油、中石化等成品油销售企业不断完善全省成品油销售网络布

局，优化一次物流配送格局，进一步提高油库利用效率，到

２０２０年底，全省成品油总库容１３７５６万立方米。

５节能减排工作成效显著。

积极加强煤炭消费总量控制。印发 《吉林省煤炭消费总量控

制规划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吉能规划 〔２０１８〕２３０号）、《吉林省

煤炭消费总量控制工作方案 （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吉节减 〔２０１８〕

５号），明确我省控制煤炭消费总量责任主体，规范煤炭消费减

量替代管理，严格控制新增耗煤项目审批、核准、备案，从源头

上控制煤炭消费增量；“十三五”期间，严格限制大型煤电机组

建设，煤电装机规模净增加仅３１８万千瓦。

积极推进煤炭去产能工作。严格按照 “安全、环保、质量、

技术、能耗”五大综合标准，持续推动落后产能和不安全产能有

序退出。印发 《吉林省３０万吨／年以下煤矿分类处置工作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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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能煤炭联 〔２０２０〕４１号），根据我省实际情况，有序推进煤

矿企业规模化、机械化、智能化改造升级。截至２０２０年底，累

计完成煤炭去产能２７７６万吨，超额完成国家下达的目标任务。

加快煤电产能提质增效。积极推进煤电落后产能淘汰工作，

相继关停大唐长山、桦甸热电、蛟河热电、浑江电厂和白山煤矸

石电厂等机组，累计容量１１０７万千瓦，超额完成 “十三五”期

间火电组关停任务。按照国家能源局、生态环境部相关要求，推

进燃煤电厂超低排放改造，累计完成超低排放改造机组１３５３万

千瓦，超额完成国家下达的目标任务。

有效推进电能清洁供暖。“十三五”期间，积极落实国家及

省政府关于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的重要精神，积极推广清洁采

暖技术。在电采暖领域，２０１７年我省出台了 《关于推进电能清

洁供暖的实施意见》 （吉政办发 〔２０１７〕４９号），省能源局会同

省财政厅制定印发了 《吉林省电能清洁取暖奖补资金管理办法》

（吉财建 〔２０１９〕８８８号），通过市场化方式，引导企业和社会加

大投入。２０２０年全省电能清洁供暖面积累计达到３５３４万平方

米，占全省总供暖面积３９３％，每年可消纳电力２８亿千瓦时。

６改革创新取得积极进展。

电力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完善电力市场交易规则，出台 《吉

林省售电公司准入与退出管理实施细则》《吉林省电力中长期交

易规则》《吉林省售电侧市场化交易实施细则》《吉林省电力市场

交易售电公司履约保函管理办法》等制度规则。加快放开发用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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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提高市场化电量交易规模，２０２０年市场交易电量累计达

到２８２亿千瓦时，省内经营性用户全面放开。引入售电环节竞争

机制，积极培育售电侧市场主体，支持企业注册成立售电公司并

开展售电业务，全省售电公司达到８３家。

能源科技水平不断提升。传统能源与新能源领域齐头并进，

紧跟国内外发展步伐，向智能化、高水平发展，部分科技水平达

到国际先进水平。传统能源领域，煤炭开采技术及装备向智能化

与信息化发展，燃煤发电机组技术研发持续向低碳、高效方向突

破；油气勘探和开采技术获得阶段性突破和进展，其中油页岩原

位开采研发技术领跑全国，全国成立的９个油页岩开采技术研发

分中心有３个落户我省。新能源领域，风电制氢示范项目启动实

施，东北地区首条氢燃料电池公交线路在白城市正式投运；储能

技术日趋成熟，在高安全、高性能和低温性等方面实现突破。

７安全生产运行水平提升。“十三五”期间，全省持续加强

安全防范、隐患排查整治和应急管理体系建设，开展 “安全生产

月”和 “白山松水安全行”宣传教育活动，能源领域安全生产运

行水平显著提升。适时开展油气长输管道保护治理专项行动，持

续推进油气长输管道高后果区管控和安全风险排查整治，油气长

输管道保护水平显著提升。健全完善应急预案，研究制定 《吉林

省应对重大油气供应中断事件应急指挥部工作方案》（吉油气事

件办 〔２０２０〕１号）并有效实施。开展电力安全生产检查，强化

隐患排查整治，并研究制定 《吉林省应对重大大面积停电事件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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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指挥部工作方案》（吉大面积停电办 〔２０２０〕１号），积极应对

极端状态影响。持续加大对煤矿安全生产的整顿和监督检查力

度，近年来全省煤矿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明显下降，百万吨死亡

率均控制在１０％以下。

“十三五”时期能源发展情况

类别 指标 单位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２０年 “十三五”增速

能源
生产

原煤产量 万吨 ２２９６０ ９５４６ －１６１％

原油产量 万吨 ４８１０ ４０４４ －３４％

天然气产量 亿立方米 １９７ ２００ ０３％

非化石能源产量 万吨标准煤 ５３６３ １１５０ １６５％

电力装机容量 万千瓦 ２６１１５ ３２７７６ ４７％

　其中：非化石能源 万千瓦 ８７４９ １５０４６ １１５％

能源
消费

综合能源消费总量 万吨标准煤 ７０２０ ７１８６ ０５％

　其中：煤炭 万吨 ８６３２ ８４８９ －０３％

煤炭比重 ％ ６９２７ ６０６６ ［－８６１］

石油 万吨 ９６１１ ９９２７４ ０６％

石油比重 ％ １９６９ １９８８ ［０１９］

天然气 亿立方米 ２０７ ３１７３ ９０％

天然气比重 ％ ３９１ ５７６ ［１８５］

非化石能源 万吨标准煤 ５３６３ ９８７２ １３０％

非化石能源比重 ％ ７６ １３７ ［６１］

全社会用电量 亿千瓦时 ６５２ ８０５４ ４３２％

注：［］内为５年累计数。

第三节　存在问题

“十三五”以来，我省能源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受自

然资源和历史发展等因素影响，我省能源总体呈现缺煤、贫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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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气、多风、多光、多油页岩等特点。从供给侧看，一方面表现

为煤炭、油气等化石能源自给不足，对外依存度大；另一方面，

火电装机相对过剩，风能、太阳能等新能源发展受到制约，优势

资源得不到充分利用。从需求侧看，表现为能源需求总量小，能

源消费结构不合理、新能源占比低、用能价格偏高。供需矛盾主

要体现在电力上，省内消纳量较小，外送渠道不通畅。

１化石能源严重短缺。我省传统化石能源总量小，能源工

业起步早，资源开采时间长，经济开采储量少，扩产空间有限，

产量逐年减少。煤炭资源紧缺尤为严重，煤炭矿区大部分为多年

的老矿区，资源面临枯竭，省内现有勘探区规模较小、可供建矿

的勘探区煤炭资源储量不大，难以有效缓解我省资源接续储备不

足的局面。２０２０年全省煤炭产量９５４６万吨，自给率为１１％。

油气田生产已进入稳产阶段，资源劣质化趋势难以改变。随着勘

探开发对象日渐 “低、深、难”，勘探开发投入产出性价比走低，

油气增储、上产难度大。２０２０年全省原油产量４０４４万吨，自

给率为４０％；天然气产量２０亿立方米，自给率为６３％。为保障

全省经济稳步健康发展，加快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进

程，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需求量将进一步增加，对外

依存度加大，供需矛盾更加突出。

２优势资源尚未充分开发利用。我省西部风能、太阳能、

生物质能等新能源资源丰富，但资源潜力仍未充分挖掘。我省风

能、太阳能资源可装机容量分别为６９００万千瓦和４６００万千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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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２０２０年底已开发容量仅占可装机容量的８４％和７３％左

右。我省清洁能源的开发和利用仍处于较低水平，距离打造国家

级清洁能源生产基地仍有巨大发展空间。

３能源基础设施薄弱。电力方面，“十三五”期间我省电网

投资不足全国的１％，投资额度较低；主干网架仍需加强，省外

输电能力不足，全省主干电网仅在中部地区形成５００千伏单环网

结构，辐射东西方向的电网结构仍需改善；全省农网历史欠账较

多，刚刚达到 “两率一户”标准，与发达地区对比，农网变电容

量及线路长度明显偏低。油气方面，基础设施投入不足，使我省

长输管道等油气储运设施建设滞后，截至２０２０年底，仍有２个

地级市 （白城、延吉）及２５个县 （市）长输管道未覆盖。

４用能成本相对较高。主要体现在电价、气价相对过高。

电价方面，由于电煤大部分靠外运，造成我省发电成本过高，一

般工商业电价位于全国第２位，大工业电价位于全国第１７位。

气价方面，天然气终端价格偏高，特别是长输管道未覆盖地区价

格更高。受长输管道和储气设施建设滞后、销售价格体制机制不

健全等因素影响，我省天然气消费终端价格差异较大，其中居民

商业和工业最高价格达到６５元／立方米，车用压缩天然气最高

达到４８８元／立方米，车用液化天然气最高达到４７元／立方米，

偏高的价格不利于天然气推广利用。

第四节　面临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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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处于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加

速演变，能源安全形势严峻复杂，能源格局深刻调整，能源领域

战略博弈持续深化，能源秩序发展深刻变化。世界经济下行风险

加剧，国际油价低位震荡运行，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新冠肺

炎疫情影响广泛。我国发展内部条件也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

能源发展已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清洁低碳转型刻不容缓。习

近平总书记提出：“力争２０３０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努力

争取２０６０年前实现碳中和”“到２０３０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

源消费比重将达到２５％左右，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将

达到１２亿千瓦以上”。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

经济社会系统性革命，同时也为我国未来能源发展指明了方向。

科技革命推动能源系统重塑，能源新模式新业态持续涌现，能源

发展动力转换加速，对能源清洁、经济、灵活、可靠供应提出更

高要求。总体上，能源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机遇大于挑战。

１面临挑战。 “十四五”是我国能源转型变革的关键时期，

我国的能源发展面临着老问题新情况不断交织集聚、叠加演化的

局面。能源需求发生新变化，高质量发展要求更加突出；能源安

全面临新挑战，新旧风险交织并存；绿色转型出现新形势，未来

任务更加艰巨；创新发展进入新阶段，科技和体制创新重要性更

加凸显。

能源安全供应保障面临考验。随着经济稳步发展，工业化、

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加快，全省对煤油气等化石能源需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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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进一步增加，对外依存度加大，供需矛盾将更加突出，对能源

保障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清洁低碳转型面临多重挑战。“十

四五”期间，全省新能源发展规模性和延续性仍有待提高，提升

新能源消费比重的任务依然艰巨。天然气规模推广受气源、气

价、基础设施等多重因素制约难度较大，煤电由基础型电源向调

节型电源转变的市场机制仍需完善。能源技术创新驱动亟待增

强。能源科技创新在能源发展中的作用还不显著，高技术含量、

高附加值的装备制造产业不强，难以对未来全省能源转型提供足

够的技术支撑。能源市场体系建设有待完善。全省能源价格尚未

完全建立科学的市场化形成机制，能源的商品属性还没得到充分

体现，市场配置能源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发挥不够明显，难以适应

未来能源转型变革的需要，能源体制尤其是电力、油气等重点领

域改革步伐亟待加快。

２发展机遇。

政策机遇注入发展动力。习近平总书记五年三次视察吉林，

给吉林带来重大发展机遇，为吉林振兴发展注入强大动能。当前

我省能源发展正面临 “三期叠加”的特殊阶段，即开启第二个百

年奋斗目标的战略机遇期、吉林省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的发展关

键期、能源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转型变革期。在这个关键时期，省

委、省政府深入实施 “三个五”战略，扎实推进中东西 “三大板

块”协调发展，加快构建 “一主六双”高质量发展战略，积极推

动生态强省建设，谋划推进新基建 “７６１”工程，全面做好 “六

—４１—



稳”“六保”工作任务，为实现全省经济质量更高、效益更好、

结构更优、优势充分释放提供了新机遇，同时也为全省能源发展

注入了新动力。

资源优势奠定发展基础。我省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等新

能源资源丰富，在 “３０·６０”双碳目标的背景下，“十四五”期

间新能源产业将大有作为；随着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正式通气运

行，我省天然气供给能力将大幅提升，为民生用气和天然气产业

快速发展提供了充足的气源保障；油页岩资源是我省优势资源，

储量在全国位列前茅，近年来油页岩开采转化技术不断突破，

“十四五”期间将是我省挖掘油页岩开发潜力、探索发展油页岩

产业的有利时机。资源优势为我省 “十四五”期间提升能源供应

保障能力、优化能源结构，实现能源高质量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３需求预测。根据我省经济布局、产业结构调整战略，“十

四五”期间第三产业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增长点，第二产业是经济

增长的重要 “压舱石”。第三产业新增动能和第二产业尤其是制

造业存量盘活将是 “十四五”期间能源需求增长的两大重要因

素。为保障经济稳步健康发展，“十四五”期间全省能源消费将

继续保持适当增加，重点行业能耗增量主要体现在电力、热力和

制造业等方面。

以完成能耗强度降低激励性目标为导向，合理安排能源消费

强度和总量。预计到２０２５年，全省能源消费总量达到８２７０万吨

标准煤，年均增长２８％。为保障民生和工业的供电、供暖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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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煤炭消费将保持一定量的增长，预计达到９０００万吨，年

均增长１２％；随着清洁能源替代逐步深入，石油消费总体呈小

幅下降态势，预计降至７７０万吨，年均下降５％；随着 “气化吉

林”惠民工程的稳步推进，借助俄气的引进以及下游市场的培

育，天然气消费量将较大幅度增加，预计达到６０亿立方米，年

均增长１３６％；随着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等新能源开发利

用规模扩大，非化石能源消费量逐年增加，预计达到１４６０万吨

标准煤，年均增长８１％；全社会用电量预计达到９６０亿千瓦

时，年均增长３６％。

第二章　发展方针和目标

第一节　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

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以习近平总书记对东北振兴的

重要指示精神为统领，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

新发展格局，坚决贯彻碳达峰、碳中和战略决策，坚持稳中求进

工作总基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为主线，遵循 “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紧紧

围绕 “六稳”工作和 “六保”任务，立足能源禀赋，发挥区位优

势，加强煤电油气产供储销体系建设，持续推动能源发展质量变

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提升能源安全底线保障能力，全力打

造国家级清洁能源生产基地，构建清洁能源大省，助力生态强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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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完善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为全省经济社会持

续健康发展提供坚实能源保障。

第二节　基本原则

———坚持安全保障原则。立足省内资源环境条件，加大煤

炭、油气勘探开发力度，加快电力、煤炭、油气通道建设，推动

能源合作开发，积极引进域外资源，提高能源供应保障能力。

———坚持绿色低碳原则。积极发展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

等非化石能源，提高化石能源清洁高效利用水平，调整优化能源

结构，降低碳排放，助力实现碳减排目标。

———坚持节约高效原则。落实国家能源消费总量和强度 “双

控”制度，合理控制煤炭消费总量，加强节能环保，促进能源系

统整体优化，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坚持改革创新原则。深化电力、油气体制改革，完善能

源市场体系，发挥政府引导作用，加强市场监管与服务，着力营

造公平、开放、公正的市场环境。增强能源科技创新能力，积极

引进先进技术，推进能源科技示范应用。

———坚持改善民生原则。注重民生需求，加强能源基础设施

和公共服务能力建设，提高城乡用能水平，满足城乡居民对电

力、天然气等清洁能源的需求，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

第三节　发展目标

能源供应体系更加完善。能源供应保持稳步增长，综合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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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能力达到４０７４万吨标准煤。能源产能储备和产品储备保持

合理规模，应对煤炭、天然气等时段性短缺能力明显增强，能源

生产和运行安全水平持续提高。到２０２５年，全省煤炭产量１０００

万吨，石油产量４２０万吨，天然气产量３５亿立方米，电力装机

６１８６万千瓦，非化石能源装机比重提高到５０％以上。

能源绿色转型成效显著。能源清洁低碳转型深入推进，能源

消费总量控制在８２７０万吨标准煤，按照 “控煤扩新、减油增气”

的原则，天然气、非化石能源成为能源消费增量主体，煤炭消费

比重下降到５９７％，石油消费比重下降到１３％，天然气消费比

重提高到９６％，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提高到１７７％。电气化水

平持续提升，全社会用电量增速达到３６％。

能源利用效率大幅提升。节能降耗成效显著，单位ＧＤＰ能

耗降幅完成国家下达目标。

改革创新动力作用增强。电力和油气体制改革全面深化，有

效竞争、公正开放的市场体系持续完善。能源科技自主创新能力

进一步增强，氢能、油页岩等前沿技术得到示范应用。

高效智慧系统持续完善。能源供需协调互动能力逐步增强，

电力、天然气需求侧响应能力和系统调峰能力明显提高。

民生用能质量不断提高。城乡居民优质能源获得感提升，能

源普遍服务能力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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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时期能源发展主要目标

类别 指标 单位 ２０２０年 ２０２５年
“十四五”
增速

指标属性

能
源
生
产

能源综合生产能力 万吨标准煤 ３０４２ ４０７４ ６０％ 约束性

原煤产量 万吨 ９５４６ １０００ ０９％ 预期性

原油产量 万吨 ４０４４ ４２０ ０８％ 预期性

天然气产量 亿立方米 ２０ ３５ １１８％ 预期性

非化石能源产量 万吨标准煤 １１５０ ２９３０ ２０６％ 预期性

电力装机容量 万千瓦 ３２７７６ ６１８６ １３５％ 预期性

　其中：非化石能源 万千瓦 １５０４６ ３８１４ ２０４％ 预期性

能
源
消
费

综合能源消费总量 万吨标准煤 ７１８６ ８２７０ ２８％ 预期性

　其中：煤炭 万吨 ８４８９ ９０００ １２％ 预期性

煤炭比重 ％ ６０６６ ５９７ ［－０９６］ 约束性

石油 万吨 ９９２７４ ７７０ －５％ 预期性

石油比重 ％ １９８８ １３ ［－６８８］ 预期性

天然气 亿立方米 ３１７３ ６０ １３６％ 预期性

天然气比重 ％ ５７６ ９６ ［３８４］ 预期性

非化石能源 万吨标准煤 ９８７２ １４６０ ８１％ 预期性

非化石能源比重 ％ １３７ １７７ ［４］ 预期性

全社会用电量 亿千瓦时 ８０５４ ９６０ ３６％ 预期性

能
源
效
率

单位ＧＤＰ能耗降低幅度 ％
“十三五”
下降

１６９６％

完成国家
下达目标

约束性

低
碳
转
型

单位ＧＤＰ二氧化碳排放降
低幅度 ％

“十三五”
下降

２５２４％

完成国家
下达目标

约束性

注：［］内为５年累计数。

第四节　发展布局

结合我省中东西 “三大板块”区域发展战略和 “一主六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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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发展战略，打造能源发展三大板块。西部集中开发风光资

源，打造吉林 “陆上风光三峡”，形成绿色能源生产区；中部重

点开发生物质能源和分散式风光资源，形成低碳消费核心区；东

部重点开发水电资源，打造 “山水蓄能三峡”，形成东北应急调

峰保障和储能区。做大做强新能源产业。充分发挥我省风能、太

阳能、生物质能等资源优势，将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和发展

优势，推动清洁低碳能源发展，促进能源产业转型升级。做优做

精传统能源产业。加大煤炭、油气资源勘探开发力度，稳定省内

化石能源产量，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增强化石能源供给保障能

力。全力推进 “一个基地、一条通道、一条产业链、两张网、两

个园区、七大工程”建设 （即 “１１１２２７”能源发展重点任务）。

１一个基地———国家级新能源生产基地 （吉林 “陆上风光

三峡”）。充分发挥我省西部地区丰富的风光资源和充裕的土地优

势，利用现有鲁固直流特高压通道和正在推进的 “吉电南送”特

高压通道等电力外送条件，全力推进 “国家级新能源生产基地”

建设，积极打造３个千万千瓦级新能源基地，即省内消纳基地、

新能源外送基地、新能源转化 （制氢）基地，形成吉林 “陆上风

光三峡”，建设成为国家松辽清洁能源基地的核心组成部分。

２一条通道——— “吉电南送”特高压通道。加快推进电力

外送通道建设，在实现鲁固直流全额外送基础上，积极推进以我

省西部为起点的 “吉电南送”特高压外送通道，将我省清洁电力

送往华北等电力负荷中心，深度参与全国能源资源优化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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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一条产业链———新能源装备制造产业链。引进拥有核心

技术的龙头企业和拥有资金实力的战略投资者，以提升核心创新

能力为支撑，以建链、补链、延链为手段，重点发展风力发电、

太阳能发电、生物质能源化利用、氢能制备、储能技术、动力电

池等装备制造业，延伸发展其他配套装备制造业，打造装备制造

特色产业集群，建成相对完整的新能源装备制造产业链。

４两张网———新基建 “７６１”工程中的电网和油气网。电网

方面，着力完善省内电网结构，打造省域５００千伏电网 “两横三

纵”骨干网架，提高省内 “东西互济”和 “北电南送”能力，强

化市域骨干网架，加快配电网升级改造，建成供电保障能力和信

息化水平显著提升、坚强智能的一流现代化电网。油气网方面，

加快推进油气管网和储备设施建设，逐步形成 “两横三纵一中

心”的油气管网，天然气长输管道基本覆盖县级及以上城市，扫

除 “用气盲区、供气断点”，构建 “多气源供应、全网络覆盖、

全领域利用”的产业格局。

５两个园区———白城、松原两个 “绿电”产业示范园区。

依托西部地区新能源资源优势，采取新能源直供园区用电，打造

“新能源＋储能＋电网”的源网荷储模式，实现绿色用电，降低

用电成本，推进资源开发、产业发展、园区建设 “三位一体”协

同发展。实现园区内企业用能绿色、管理智能、电价优惠的目

标，破解我省用电市场规模小、电价高等难题，形成电价洼地，

吸引用电大户落户园区，促进我省新能源消纳。

—１２—



６七大工程———深入开展煤炭、油气勘探开发工程，科学

合理勘探开发煤炭、油气资源，稳定化石能源生产能力。全面实

施 “气化吉林”惠民工程，构建 “多气源供应、全网络覆盖、全

领域利用”的产业格局，提高天然气普及率和利用水平。有序推

动生物质能源利用工程，开展生物质发电、供暖等多元化利用，

提升综合能源利用效率。加快实施抽水蓄能工程，形成千万千瓦

级装机规模，打造 “山水蓄能三峡”，提升东北地区应急调峰能

力。积极推进 “氢动吉林”工程，发挥资源和区位优势，构建氢

能 “一区、两轴、四基地”发展格局，打造 “中国北方氢谷”。

广泛开展电能替代工程，通过推广电能清洁供暖，加快电动汽车

充换电基础设施布局等措施，扩大用电总量，提高电气化水平。

持续推进新能源乡村振兴工程，在资源禀赋好、具备建设用地和

接网条件的行政村鼓励分散式新能源开发，增加村集体收入，增

强农业农村发展活力，助力乡村振兴。

第三章　重点任务

第一节　增强能源安全保障能力

按照 “六保”任务要求，坚持多元互补、内外互济原则，结

合我省中东西 “三大板块”发展布局，夯实能源安全保障基础，

完善 “煤炭、电力、油气”三大供应体系，提升能源安全保障能

力，形成东中西部区域优势互补、协调互动的能源发展格局，确

保能源持续稳定可靠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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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完善煤炭供应体系。稳步推进煤炭地质勘探，增加煤炭

资源探明储量，集约高效开发省内煤炭资源，推进现有矿井提能

改造，有序推进新增项目建设，加强域外煤炭资源合作，加快蒙

东地区煤炭基地建设，保证煤炭安全供给。到２０２５年，煤炭省

内产量１０００万吨，省外调入量８０００万吨。

加大煤炭勘探开发力度。挖掘煤炭资源潜力，增加煤炭资源

储备量，提高资源保障程度。重点推进浑江煤田曲家营子、公主

岭市刘房子、四平市石岭北部３个煤炭勘查项目，勘查面积１１７

平方千米，预测资源量２７亿吨。集约高效开发省内煤炭资源，

推进现有矿井提能改造，重点推进白山、长春、延边等地现有矿

井改扩建项目建设，新增煤炭生产能力４００万吨／年左右。有序

推进白城蛟流河露天矿、中佶昊园珲春矿、水曲柳矿等新建项目

建设，新增煤炭生产能力２７０万吨／年。

提高煤炭应急保障能力。完善产品与产能相结合的煤炭储备

体系，健全应急保障协调机制，提升煤炭供给体系弹性。规范改

造现有省级储煤基地，新建扩建一批保障功能更强的储煤基地。

完善 “冬煤夏储”“电煤应急保障”机制，支持热电企业与省外

煤炭生产企业建立长期合作机制，增强煤炭供应储备能力。到

２０２５年，省级煤炭储备能力达到５００万吨以上，冬季采暖期储

备煤炭２００万吨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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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１　煤炭建设重点项目

类别 重　点　项　目

省内新建
推进白城蛟流河露天煤矿、中佶昊园珲春矿、水曲柳矿等新建项目建设。新增煤
炭生产能力２７０万吨／年。

省内改扩建

推进长春双金、二道南山井、春谊、双鑫，吉林平安、星博，通化佳和，白山鑫
达、弘宝、泰源、江源新一号井、佳德、吉坤、财源、信诚、亿佳、凤鸣、联
丰、盛海，白城万宝，延边文正、金山等煤矿改扩建项目建设。新增煤炭生产能
力４００万吨／年左右。

省外合作 推进达来胡硕、包尔呼顺等煤矿建设。新增煤炭生产能力９００万吨／年。

２健全油气供应体系。加大资源勘探开发力度，提高油气

资源探明率和采收率，努力实现增储上产，开展油页岩等非常规

能源研发利用，加强长输油气管网、储气设施和液化天然气接入

站等规划统筹，实现多元化供应格局。

加大油气勘探开发力度。以松辽盆地南部、伊通盆地为重

点，加大省内原油、天然气、油页岩、页岩气精细勘探开发力

度，提高油气资源探明率，增加油气资源可采储量。稳步推进大

情字井、大安、扶新、长春岭、七棵树等油田勘探，大力推进龙

深、小城子、德惠、孤店、龙凤山、金山等气田勘探，推进大

安、新北、乾安等地油页岩勘探。“十四五”期间，预计新增探

明原油储量１０４亿吨，新增天然气探明储量９００亿立方米。到

２０２５年，全省石油产量稳定在４２０万吨左右，天然气产量提高

到３５亿立方米。推进梨树断陷、龙凤山次凹和伏龙泉断陷页岩

气、长岭坳陷油页岩等资源开发利用，力争取得新突破。

推进油气引进多元化。进一步深化与中石油等上游油气销售

企业的战略合作，积极引进黑龙江和中俄原油管道石油资源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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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东线天然气资源，增加我省油气供应量。鼓励省内企业参与

域外天然气开发项目，获取和引进液化天然气资源，打通我省东

部地区天然气资源入口，多渠道增加省内天然气供给。到２０２５

年，石油省外调入量３５０万吨，天然气省外调入量２５亿立方米。

加快天然气管网设施建设。提高管网互联互通和资源调配能

力，扫除 “用气盲区、供气断点”，逐步形成横跨东西、连接南

北的 “输气大动脉”。推进吉林－延吉、延吉－珲春、梅河口－

桦甸、白山－靖宇－临江、松原－白城等天然气管线项目建设，

推进中俄远东管道省内段项目建设。“十四五”期间，全省新建

管道建设长度为１７５３公里，包括１条干线和１５条支线。到２０２５

年，县级及以上城市基本实现天然气管网全覆盖。

加强天然气储备能力建设。加快补齐储气能力短板，为全省

储气调峰和稳定供气提供基础保障。尽快形成地方政府３天的储

气能力，建立以地下储气库和液化天然气接收站为主、液化天然

气储罐为辅、管网互联互通为支撑的多层次储气系统。继续推进

松原长岭双坨子储气库建设，积极推动长春、吉林、辽源、梅河

口液化天然气应急调峰储备站等项目建设，研究论证珲春１５０万

吨液化天然气省级应急储备项目。力争到２０２５年，全省具备５

－８亿立方米储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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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２　油气建设重点项目

类　别 重　点　项　目

油气勘探
重点勘探开发松南等油田，龙凤山伏龙泉等气田。预计新增原油探明储量１０４
亿吨，天然气探明储量９００亿立方米。

油气开发
推动探明未动用储量开发，实现产能有序接替。新建原油生产能力１６２万吨，新
建天然气生产能力７５亿立方米。

天然气管道
推进吉林－延吉、延吉－珲春、梅河口－桦甸、白山－靖宇－临江、松原－白
城、榆树－舒兰等天然气管线项目建设。新建省内支干线管道１７５３公里，新建
长输管道与城市门站连接线管道１５８公里。

天然气
储备能力

推进松原长岭双坨子储气库建设，推动长春、吉林、辽源、梅河口液化天然气应
急调峰储备站等项目建设，研究论证珲春１５０万吨液化天然气省级应急储备项
目。

３优化电力供应体系。发挥新能源资源优势，推动电力供

给侧转型，加快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按需开发

传统电源，提升系统安全保障能力和调节能力。到２０２５年，全

省电力装机容量达到６０００万千瓦以上。

合理发展煤电项目。统筹区域热力电力供应保障需求，有序

推进长春、吉林、松原、四平、延边、辽源、白城等地背压机组

建设；推进吉林、四平老旧机组 “等容量替代”项目建设；推动

长春二热 “退城进郊”搬迁升级改造项目前期工作。兼顾电力供

应保障需求和新能源发展需求，谋划建设支撑性、调节性先进煤

电，加快推动双辽电厂三期扩建工程 （２×１００万千瓦）前期工

作。预计到２０２５年，全省煤电装机达到１９５９万千瓦。

加快发展气电项目。遵循国家产业政策，充分利用天然气中

俄东线上游优势，大力发展燃气发电项目，弥补电力缺口，提升

电力系统调节能力，加快推进４×９６万千瓦调峰电厂等气电项目

建设，力争 “十四五”期间建成投产。预计到２０２５年，全省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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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装机将达到４１３万千瓦。

积极推进抽水蓄能电站建设。做好新一轮抽水蓄能中长期规

划，进一步保障我省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缓解电网调峰矛

盾，增加新能源电力消纳，促进清洁能源开发利用和可持续发

展。“十四五”期间加快推进敦化、蛟河抽水蓄能电站建设，积

极推进通化、和龙、汪清、敦化 （大沟河、塔拉河）、靖宇、安

图等地抽水蓄能电站核准开工。预计到２０２５年，全省抽水蓄能

开工建设项目规模达到１０００万千瓦以上。

大力推进风电建设。充分发挥西部地区风资源优势、土地资

源优势和并网条件优势，以白城、松原、四平西部地区为重心，

大力提升风电基地开发规模，加快推进鲁固直流配套３００万千瓦

风电基地建设，稳步推进 “吉电南送”特高压输电通道配套风电

基地建设。在长春、吉林、延边等中东部地区因地制宜开发分散

式风电项目，实现风电灵活开发、就近并网。力争到２０２５年，

全省风电装机达到２２００万千瓦。

加快推进光伏发电。扩大白城光伏基地规模，稳步推进 “吉

电南送”特高压输电通道配套光伏发电基地建设。以白城、松

原、四平西部地区为重点，加快光伏规模化开发。中东部地区因

地制宜利用分布式光伏、农光互补、渔光互补等多种形式，推动

光伏综合利用模式发展。广泛开展新能源乡村振兴工程，鼓励村

集体参与光伏发电等新能源开发建设项目，助力乡村振兴。力争

到２０２５年，全省光伏发电装机达到８００万千瓦。

—７２—



稳步推进生物质发电。注重生物质能开发节奏与原料保障能

力的衔接，加大各地财政对农林废弃物 “收、储、运”环节的支

持力度。有序推进生物质热电联产项目建设，重点推进洮南、辉

南等地在建项目建设；积极推动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力争

“十四五”期间建成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５处。预计到２０２５

年，全省生物质发电装机达到１６０万千瓦。

专栏３　电力装机规划重点项目

类　别 重　点　项　目

煤电

　　退役装机容量１４７９万千瓦，分别为浑江发电厂２１５万千瓦机组、蛟河热
电厂２４万千瓦机组、吉林热电厂６９万千瓦机组、四平热电厂２０万千瓦机组、
二道江电厂１０万千瓦机组和松花江电厂２５万千瓦机组；

已核准在建煤电项目６项，装机容量４４５万千瓦。分别为桦甸市丰泰半焦
电厂扩建工程 （５万千瓦）、松原市陶赖昭工业园区公用燃煤背压机组热电联产
项目 （９万千瓦）、珲春国际示范区公用燃煤背压机组热电联产项目 （３万千瓦）、
洮南市背压机组项目 （２５万千瓦）、吉林市东方电力有限责任公司整体搬迁项
目 （１５万千瓦）和九台区卡伦湖街道背压机组项目 （１０万千瓦）；

等容量替代项目３项，装机容量１４０万千瓦。分别为吉林市吉林热电厂 “等
容量替代”新建燃煤热电联产项目 （７０万千瓦）、四平市第一热电二期 “等容量
替代”５号机组项目 （３５万千瓦）、吉林市松花江 “等容量替代”机组项目 （３５
万千瓦）；

背压机组项目１４项，装机容量１５１１万千瓦。分别为镇赉经济开发区食品
产业园背压机组项目 （１２万千瓦）、松原市中美嘉吉生物高科技产业园区公用
燃煤背压机组项目 （５９万千瓦）、长春市热电一厂背压机组项目 （１８万千瓦）、
松原市热电联产项目 （１６万千瓦）、公主岭市隆盛背压机组项目 （１０万千瓦）、
公主岭市宇光大岭热电项目 （１０万千瓦）、东丰县背压式热电联产项目 （９万千
瓦）、四平新型工业化经济开发区热电联产项目 （１１２万千瓦）、通化县河口背
压机组项目 （９４万千瓦）、吉林市源源热电背压机组项目 （１６万千瓦）、吉林经
开区背压机组热电联产项目 （１２万千瓦）、吉林龙潭经开区背压机组热电联产项
目 （１５万千瓦）、白山市城西热电联产项目 （１５万千瓦）和蛟河市背压机组热电
联产项目 （２４万千瓦）。

气电
新增项目：华能燃气调峰电站 （９６万千瓦）、吉电股份调峰电站 （９６万千瓦）、
大唐燃气调峰电站 （９６万千瓦）、国能集团燃气调峰电站 （９６万千瓦）、白城镇
赉天然气调峰电站 （１８万千瓦）和白山市天然气分布式能源站 （１０万千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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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水
蓄能
电站

“十四五”期间投产：敦化抽蓄电站 （１４０万千瓦）； “十四五”期间建设：蛟河
抽蓄电站 （１２０万千瓦）；“十四五”期间力争核准开工：通化地区 （通化抽蓄电
站８０万千瓦）、和龙地区 （卧龙湖抽蓄电站１６０万千瓦）、汪清地区 （前河抽蓄
电站１２０万千瓦）、安图地区 （大沙河抽蓄电站１８０万千瓦）、敦化地区 （大沟河
抽蓄电站１２０万千瓦、塔拉河抽蓄电站１２０万千瓦）靖宇地区 （景山屯抽蓄电站
１４０万千瓦）。

风电

稳步推进已获得国家批准的位于白城地区的鲁固特高压直流配套３００万千瓦风电
基地建设，结合消纳情况积极扩大西部白城、松原、四平西部本地消纳风电规
模；在中东部地区因地制宜开展分散式风电项目建设；积极推进白城地区 “风电
制氢”试点；稳步推进 “吉电南送”特高压输电通道配套风电基地建设。

光伏
发电

结合土地综合利用、盐碱地治理、采煤沉陷区治理等，进一步扩大以本地消纳为
主的规模化光伏基地规模；以西部白城、松原、四平西部地区为重点，开展风光
储、光伏农业、光伏牧业等 “光伏＋”地面光伏并网发电项目建设；中东部地区
推广光伏建筑一体化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稳步推进 “吉电南送”特高压输电通
道配套光伏发电基地建设。

生物质发电
以长春、吉林、四平、白城、松原、通化等地为重点建设生物质热电联产项目，
稳步推进延边、辽源、白山等地生物质热电联产项目建设；推进长春、吉林、白
城、通化等城市垃圾发电项目建设；推进生物质耦合发电示范项目建设。

积极构建坚强电网体系。积极推进 “吉电南送”特高压输电

通道建设，做好省内电网与特高压通道衔接，满足西部清洁能源

基地电力外送和全国范围内优化配置需要。全力打造省内以中部

长吉两轴为中心的５００千伏 “两横三纵”坚强电网，充分发挥优

化资源配置作用。加快推进金城－双阳－茂胜东西第二通道建

设，提升省内 “东西互济”能力；积极推进林海－平安－白山－

通化－程家南北第三通道建设，提升省间 “北电南送”能力和我

省东部地区供电能力；推进乾安新建工程及向阳、甜水、昌盛、

龙凤扩建工程建设，满足西部新能源基地电力外送需求；推进双

阳、德惠等５００千伏输变电工程建设，提高负荷中心供电能力。

坚持分层分区原则，构建清晰合理、安全可靠的市域骨干网架结

构；加大老旧小区电力设施改造力度，完善城乡配电网及电力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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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设施、农业生产配套供电设施，提升供电能力和智能化水平，

建设强健有序、灵活可靠的配电网。

专栏４　 “吉电南送”工程

　　通道建设：新建一条特高压输电通道，起点站址初步拟定我省西部地区，终点落点初步选
择京津冀地区，线路长度约９５０－１２５０公里。项目及其配套电源工程总投资达到１０００亿元左
右。

配套新能源电源：风电装机７００万千瓦、光伏发电装机３００万千瓦。

专栏５　电网建设重点项目

等　级 重　点　项　目

５００千伏

　　加快推进金城－双阳－茂胜东西第二通道和林海－平安－白山－通化－程家
南北第三通道建设，推进双阳、德惠、向阳、甜水、昌盛、龙凤、乾安、白山等
５００千伏变电站新建扩建工程。新建５００千伏变电站４座，扩建５００千伏变电站
５座，新增５００千伏变电容量１５５０万千伏安，新建线路长度约１５００公里。

２２０千伏

　　以服务全省基础设施建设、解决安全隐患、加强网架结构、提高供电能力为
重点，完善２２０千伏电网。新建２２０千伏变电站１３座，扩建２２０千伏变电站１６
座，新增２２０千伏变电容量３９８７万千伏安，新建２２０千伏线路长度２２９４８公
里。到２０２５年，全省２２０千伏变电站达到１１３座，变电容量３０４５１万千伏安，
线路长度１５１４８７公里。

１１０千伏
及以下

　　以加强网架结构、提高转供能力和可靠性为重点，加快配电网改造升级。新
扩建和改造６６千伏变电站２４０座，新增变电容量６２８４万千伏安，新建和改造
６６千伏线路２９９６５公里；新建和改造１０千伏配变１０２６３台，新增配变容量１１７
万千伏安，新建和改造１０千伏及以下线路３８４７０公里。

４提高运行安全风险应对能力。建立安全风险管控体系，

保障核心用能需求，增强雨雪冰冻等极端状态下生存能力和应急

恢复能力，提升正常和一般应急情况下重点地区、重要用户供能

安全保障水平。加强电力供应保障。优化电网运行机制，筑牢电

网安全防线。加强负荷中心电源支撑能力建设，在重点区域、重

点部位、重要用户规划、布局一批 “重点保障、局部坚韧、快速

恢复”的坚强局部电网，提升极端状态下供应保障能力。强化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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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能源设施安全防护。加强对水电站、枢纽变电站、重要输电通

道的安全保护，加强油气长输管道保护，健全管道保护体系，督

促管道企业履行管道保护主体责任。提高对地质灾害和极端恶劣

天气的应对能力。加强电力系统网络安全建设，强化漏洞管理，

提升网络安全自主可控水平。推动煤矿智能化发展。推进煤矿智

能化开采，实现智能化由采掘工作面向矿井全系统延伸，实现井

下危险区域、高危岗位少人或无人作业。完善应急保障预案体

系。持续推进应急体系建设，培训演练基地、抢险救援队伍和专

家库，完善应急预案体系，编制紧急情况下应急处置方案。

第二节　全面优化能源消费体系

坚持节约优先，提升用能效率，推动用能方式变革，培育能

源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推进生产生活用能清洁低碳化，促

进全省绿色低碳转型。

１促进化石能源清洁高效利用。

提高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水平。加强商品煤质量管理，提高煤

炭洗选比例，实现煤炭深度提质和分质分级；提升煤炭消费集中

度，减少散煤直接燃烧，扩大城市散煤禁燃区范围，逐步由城市

建成区扩展到近郊；推进燃煤电厂、城市大型集中供热锅炉、工

业燃煤锅炉和窑炉等耗煤领域的设备改造及智能化建设，加快落

后窑炉、锅炉淘汰步伐，提高窑炉、锅炉效率，推广应用超低排

放技术，从源头减少煤炭消耗及污染物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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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培育天然气下游市场。加快推进居民和公共服务设施使

用天然气，基本实现县级及以上城市主城区居民管道燃气入户。

在能源负荷中心和对冷、热、电需求较大的地区，开展天然气分

布式能源项目示范试点。兼顾经济和环境效益，在冶金、建材、

医药等重点工业领域，推进工业燃料天然气替代，提高天然气普

及率。

２提高终端用能电气化水平。着力提高电能占终端能源消

费比重，助力能源消费绿色转型。因地制宜，在生产生活各个领

域稳步有序推进经济性好、节能降碳效益佳的电能替代。促进风

能、太阳能、生物质能等新能源分布式利用，在风电富余地区合

理推广蓄热式电锅炉电采暖，促进风电就地消纳。在工业领域实

施以煤改电、油改电为主的技术改造，推进工业绿色发展，优先

采用电锅炉、电窑炉、电热水 （汽）炉等应用，减少燃煤 （油）

使用。推广农业生产生活电能替代，加快推进农田机井通电，实

现农村机井用电全覆盖，为农业电排灌提供保障。对省内新建的

大数据中心、大型公用建筑推广蓄冷式空调技术应用，拓展新的

电能替代领域。

３推进重点用能领域绿色低碳转型。

推进清洁供暖。坚持 “宜电则电、宜气则气、宜煤则煤、宜

热则热”原则，因地制宜推进清洁供暖，提升城乡居民用能水

平。积极推进生物质供热利用，在中小城市有序推进生物质热电

联产项目建设。在农村集中居住区域推广生物质成型燃料供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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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开展生物质能热利用试点，用生物质为企业、机关、学校、

居民供应热能，打造低碳小区、低碳村屯、低碳小镇、 “零碳”

供热乡镇等试点示范项目。加快推进地热能在供暖领域的应用，

鼓励选择 “取热不取水”技术开发利用中深层地热资源，因地制

宜在全省工业园区、旅游景区、新建住宅区、政府性投资的公共

建筑 （办公楼、学校、医院）等场景开展中深层地热资源采暖示

范。大力发展电力清洁供暖，在长春、吉林、四平、白城和松原

等电能替代试点示范基础上，进一步向其他市 （州）推广电力清

洁供暖模式，加快传统燃煤替代。

构建绿色低碳交通运输体系。统筹油、气、电等多种能源供

给，优化交通领域用能结构。开展绿色能源综合服务站建设试

点，推动加油、充电、加氢等服务一体化。提高车辆燃油经济性

标准，积极推动油品质量升级。推动燃料乙醇在交通领域的应

用，有序发展燃料乙醇产业，大力发展纤维素等非粮燃料乙醇。

积极推广使用液化天然气、压缩天然气等清洁能源汽车，优化天

然气加注站等相关配套设施建设和布局。探索氢能在交通运输领

域的推广应用，推动氢能汽车的研发和制造。加快充换电设施布

局和建设，全面推动车桩协同发展，鼓励社会资本投建充电、换

电场站，“十四五”期间基本建成布局合理、安全便捷、智能高

效的充换电基础设施体系，着力完善行业标准，强化市场监管，

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充换电服务市场，打造 “绿能充换

电”新业态，全面推进交通领域电能替代。到２０２５年，力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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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建成充换电站５００座，充电桩数量达到１万个以上，满足超过

１０万辆电动汽车充电需求。

４推动全社会能源节约利用。合理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和强

度，把节能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促进能源系统

整体优化，强化重点领域节能管理，持续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完

善节能评估制度，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推进高效节能新工艺、新

技术、新产品、新设备和新材料的应用，促进工业、建筑、交通

等领域和公共机构能效提升。调整用能结构和方式，培育发展

５Ｇ、大数据中心等高端新兴产业，引导能源资源向高技术、高

效率、高附加值领域转移。加快能源与现代信息技术深度融合，

加快能源全领域、全环节智慧化发展，推进能源梯级利用。加强

能源需求侧管理，实施能量系统优化、节能技术改造等工程，优

化用能方式，抑制不合理能源消费。

第三节　促进能源产业转型升级

立足于把我省区位优势、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优

势，以建链、补链、延链为手段，打造以新能源装备制造为代表

的特色产业集群，推动我省新能源产业链高质量发展。

１全力打造高水平新能源产业链。优化产业布局，加快产

业集聚，培育一批骨干企业，不断提升新能源装备产业的竞争

力。聚焦重点领域，围绕新能源产业上中下游三个环节，重点建

设风电、光伏、储能、氢能四个子产业链，建成涵盖技术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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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备制造、资源开发、应用服务的新能源产业链。进一步强化精

准招商，锁定产业招商目标，把延伸产业链、打造产业集群作为

招商引资的方向，结合我省实际，聚焦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

氢能制备、储能、动力电池等重点领域，引进行业头部企业落户

我省，借助其人才、技术、资金优势，打造新能源装备制造产业

集群。

２加快推进 “绿电”产业示范园区。依托现有或规划建设

的产业园区，打造白城、松原两个 “绿电”产业示范园区，实现

源网荷储一体化发展，降低园区内企业用电成本，吸引用电大户

企业落户园区，引进大数据中心、储能、动力电池等高载能产

业，增加园区用电量，提升新能源消纳水平，形成发电、供电、

用电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鼓励全产业链开发风光资源，吸引更

多的新能源装备制造企业进驻园区。充分发挥能源产业园区对经

济发展的拉动效应，推进电力设施与交通、通信设施融合协同发

展，提升油气重大管道、天然气储备调峰设施等规划建设水平，

大力培育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为促进经济发展提供新动

能。

３积极推进 “氢动吉林”工程。加快形成氢能生产、应用、

储运、装备、研发完整产业链条，着力打造氢能 “一区、两轴、

四基地”发展格局。依托西部可再生资源优势，中部场景、装备

和区位优势，东部储能和贸易优势，打造国家级新能源与氢能产

业融合示范区。横向构建 “白城－长春－延边”氢能走廊，纵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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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 “哈尔滨－长春－大连”氢能走廊。积极建设吉林西部国家

级可再生能源制氢规模化供应基地、长春氢能装备研发制造应用

基地、吉林中西部多元化绿色氢基化工示范基地和延边氢能贸易

一体化示范基地。力争到２０２５年，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达到６

－８万吨／年，氢能产业产值达到百亿级规模。

专栏６　 “氢动吉林”工程

重点工程 “十四五”重点任务

风光消纳规
模制氢工程

　　加快构建清洁化氢源保障体系。围绕氢能产业初期发展需要，加快推进可再
生能源制氢项目建设，提升耦合能力，形成区域供氢能力。研发各类电解水制氢
技术，迭代降本。

工业领域规
模用氢工程

　　开展绿色氢基化工试点示范。开展可再生能源合成氨、合成甲醇示范，有效
降低化工产品全生命周期碳足迹。探索下游产品应用与销售，实现绿色循环发
展。

多元应用生
态构建工程

　　推动氢燃料电池交通应用示范。综合选取经济性、适用性较好的场景，逐步
推动规模化氢燃料电池在公交、物流车、农用车、无人机等领域的应用示范。

提升氢能源系统灵活性。开展氢电耦合试点，实现能源网络高效协同；拓展
氢能能源属性应用，试点煤电与燃气轮机项目掺氢、掺氨应用，扩大应用范围。

围绕重点城市建设氢基础设施。围绕重点城市打造加氢网络，实现重点区域
加氢站覆盖。依托化工园区、物流园区等应用场景，探索分布式风光制氢加氢一
体站等技术路线。

高效便捷氢
能储运工程

　　初步形成区域多元化储运格局。发挥高压气氢储运机动灵活、适合短距离运
输的优势，提升高压气氢储运能力，做好氢源与终端需求的衔接。加快探索其他
类型的氢气运输方式。

装备制造产
业发展工程

　　抢占氢能装备产业发展先机。利用区位与政策优势，加快装备企业落地，提
升自主化水平；提升研发和制造能力，形成核心竞争力，实现省内质子交换膜
（ＰＥＭ）电解槽自主化、规模化生产。

氢能技术体
制创新工程

　　建立完善协同高效的创新体系，聚焦氢能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构建数据
化、多元化创新平台。构建系统氢能技术检测体系，建立涉氢特种设备安全保障
体系，保障氢能产业发展安全。

４积极推动能源多元发展。推进生物天然气项目建设，在

我省燃气管网无法覆盖、当地天然气价格较高地区，布局一批生

物天然气项目，用于输入当地燃气局域管网或汽车加气站，形成

稳定生物天然气市场需求。加快推进生物质成型燃料项目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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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稻壳、花生壳、玉米秸秆、木耳菌袋为原料打造成型燃料加工

生产基地，推进生物质颗粒加工技术工艺的研发试验与应用，逐

步实现产业化。充分利用优质地热能资源，合理推动地热资源开

发利用，有序扩大伊舒断陷盆地、松辽盆地和东南部地区地热供

暖利用比例。研究探索核能在供热领域的应用，积极推进辽源市

“燕龙”核供热堆项目落地。

第四节　打造智慧高效能源系统

实现能源发展方式从规模扩张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推进能

源生产与消费模式变革。促进能源与现代信息技术深度融合，加

快能源全领域、全环节智慧化发展，提高能源系统运行效率和智

能水平。

１提升能源系统灵活调节能力。

提升电力系统运行灵活性。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

系统，推动源网荷储协同互济。持续开展热电机组储热改造和纯

凝机组灵活性改造，提升传统电源调峰能力，加快推进煤电由主

体型电源向调节型电源转变。“十四五”期间通过火电机组灵活

性改造新增系统调峰能力３００万千瓦。加快储能设施建设，引导

新能源开发主体在电网侧联合开展集中式储能电站建设，储能规

模不低于新增新能源装机容量的１０％，储能时长不低于２小时。

提升用户需求侧响应能力，培育柔性电力负荷，建立健全基于价

格激励的负荷侧响应机制，力争到２０２５年需求侧响应能力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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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用电负荷的３％以上。开展跨省 （区）间调峰互济，完善区

域电网调峰互济协调联动机制，发挥大电网资源优化配置能力，

提升新能源消纳能力。到２０２５年，风光等新能源弃电率保持在

１０％以下。

加强天然气分级调峰能力建设。建立健全县级以上地方政府

燃气应急储备制度，加快推进３天储气能力建设。推进中石油、

中石化等气源企业储气能力建设，缓解气源压力。加强需求侧调

峰能力建设，推进不可中断大用户储气能力建设。完善气价和市

场化调峰机制，构建储气调峰辅助服务市场，用市场化手段挖掘

系统调峰能力。

２积极建设智慧能源系统。

加快推进 “源网荷储一体化”和 “多能互补”建设。结合需

求侧负荷特性、电源结构和调节能力，客观评估并发挥系统调节

能力，因地制宜确定电源合理规模与配比，加快推进 “源网荷储

一体化”建设，实现源网荷储的深度协同，开展低碳转型示范。

在白城、松原等工业负荷规模大、新能源资源条件好的地区优先

开展 “源网荷储一体化”试点工程，支持分布式电源开发建设和

就近并网，优化配套储能规模，充分发挥配套储能调峰调频作

用，最小化风光储综合发电成本，提升综合竞争力。加快推进

“多能互补”建设，充分发挥我省西部新能源基地开发、东部抽

水蓄能建设、全省煤电灵活性改造、电池储能示范推广的组合优

势，提高电力输出功率的稳定性，提升电力系统消纳新能源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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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和综合效益。

大力发展综合能源系统。依托全省新基建 “７６１”工程建设，

促进能源与现代信息技术深度融合，加快能源基础设施数字化、

智能化建设。着力推进５Ｇ技术、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和工业

互联网在能源领域的推广应用，推动电网、燃气网、热力网和其

他能源网络的柔性互联和联合调控，加快建设多源集成互补、源

网荷储友好互动的能源互联网，保障能源智慧高效安全供给。

第五节　推动能源改革创新发展

深化电力、油气体制改革，完善能源市场体系，充分发挥市

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深入实施创新发展战略，增强能源科

技自主创新能力，积极引进先进技术，推进能源科技示范应用。

１深化能源体制改革。

推进电力体制改革。加快电力市场建设，推动吉林电力交易

中心独立规范运行；加快电力交易平台技术升级，丰富交易品

种，制定电力现货建设方案和交易规则，健全电力中长期交易市

场、辅助服务市场，推动现货市场建设。加强售电侧市场规范引

导，有序向社会资本开放售电业务，多途径培育售电侧市场竞争

主体，完善落实增量配电业务改革配套政策，推进大安市冠麒、

辽源矿业、珲春矿区等增量配电业务改革试点项目实施，为用户

提供更多的用电选择权，提升售电服务质量。完善储能设施参与

电力辅助服务的市场机制，充分发挥储能对新能源的消纳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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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输配电价体系，完善跨区输电价格机制。

深化油气体制改革。推动油气勘探开发管理体制改革，推进

油气对外开放，推动形成上游油气资源多主体多渠道供应的市场

格局，促进油气勘探开发市场有序竞争。加强市场监管力度，健

全监管机制，加大油气基础设施公平开放监管力度，积极引导和

推进省级管网以市场化方式融入国家管网，实现管网互联互通和

公平开放，减少供气层级，降低企业用气成本。完善油气管网运

营调度机制，实行统一调度、分级管理，强化管网设施公平开放

监管，提高管网设施利用效率。推动下游城镇燃气输配管网逐步

实现配售分离，加强城镇燃气配送环节价格监管。

２加快能源科技创新。

加快能源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加强创新引导，建立能源企

业、高校、研究机构、应用企业 “四位一体”的产学研用机制，

以科技创新引领产品创新、产业创新、商业模式创新。重点支持

技术研发创新平台建设，加强能源领域创新人才引进培养，完善

人才激励机制。鼓励企业、科研机构广泛开展国内外技术交流合

作。

加快先进能源技术装备研发应用。抓住能源绿色、低碳、智

能发展的战略方向，加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氢能

制储运用、高性能燃料电池、页岩油气开发利用、生物质能地热

能核能利用、“互联网＋”智慧能源、大容量储能、高效太阳能

发电和大容量风电等新能源发电、智能化采煤和煤炭清洁高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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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高效自动化油气勘探开采等先进技术装备的研发、引进和应

用，推动技术成果转化，以技术进步带动产业转型升级。

推进能源科技应用示范。实施产业集群创新利用发展战略，

推进新型能源装备和技术的示范应用，加快先进技术产业化进

程。加快高效氢气制备、纯化、储运和加氢站产业示范和氢能市

场培育，探索氢能商业化路径。立足于油页岩资源大省的基础，

开展油页岩地下原位转化规模试验性关键技术攻关，加快产业化

进程。依托国家油页岩开采研发中心，建立国家级油页岩原位开

发及试验的先导示范区，实施产业示范项目带动战略，培育壮大

龙头企业，带动全省油页岩产业发展壮大。

第六节　加快推进能源对外合作

充分发挥我省 “东北亚经济中心”地域优势，结合国家 “一

带一路”发展战略，融入 “国内国际双循环”，积极参与省外、

域外能源开发，引进域外企业共同开发能源资源，扩大能源合作

领域，提高清洁能源外送规模，助力全国能源结构优化。

１促进化石能源开发引进多元化。加强域外煤炭资源合作，

推进蒙东地区煤炭基地开发，支持包尔呼顺、达来胡硕等煤矿建

设，力争新增煤炭生产能力９００万吨／年。积极引进俄罗斯和黑

龙江省石油资源，形成省内、国内、域外多重石油保障体系。充

分利用中俄东线工程引进国外天然气资源，推进与周边国家和地

区之间油气管道建设。通过引进海外天然气资源，建立多气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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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体系，推动形成 “多渠道供应、全网络覆盖、全领域利用”的

天然气产业格局。

２扩大清洁电力外送规模。充分利用扎鲁特－青州特高压

通道输电能力，进一步提高配套新能源外送规模；加快推动 “吉

电南送”特高压外送通道及配套电源建设，提升新能源输送比

例，满足我省建设国家级清洁能源生产基地电力外送需求，扩大

清洁能源消纳范围。

第四章　环境影响评价

坚持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推动绿色低碳发展，

合理控制能源消费、优化能源结构、提高能源效率，开展污染治

理和生态环境修复，减少能源发展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实现能源

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协调发展。

第一节　环境影响

我省能源项目建设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主要包括：土地的占用

和扰动使原有地表植被和土地功能发生变化；煤矿开采、燃煤发

电、燃煤供热等产业对大气环境的污染，包括挥发性有机物、二

氧化硫、氮氧化物、烟尘、硫化氢等；煤炭开发的煤矸石、煤矿

瓦斯和矿井水排放，油气开采对地下水的污染；风能开发、电网

项目产生的噪声和电磁干扰。

第二节　治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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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执行环境保护相关法规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制度，

严格落实相关环境治理措施，开展污染治理和生态环境修复，预

防和减轻能源开发使用对环境的影响。煤炭行业，重点解决地下

水渗透、地表塌陷和积存尾矿等问题，做好土地复垦、塌陷地整

治利用和水土保持工作。油气行业，推进技术改造，采用清洁生

产工艺，促进废水循环利用。优化油气管网布局，推进管道共

建、廊道共享和委托代输，减少土地占用和建筑物拆迁，及时组

织复垦，保护地形地貌。电力行业方面，严格新建机组环保准入

和环保设施运行监督，完成在役机组超低排放改造，积极开展碳

捕捉示范，加快推进碳排放权市场化交易试点。降低风机运行噪

音和电网电磁辐射等环境影响。

第三节　环境效益

建设风电、太阳能发电等新能源项目，可充分利用地区优

势，有利于促进地区经济发展，且在能源生产过程中不排放污染

物和温室气体，可显著减少各类化石能源消耗，降低煤炭开采的

生态破坏和燃煤发电的水资源消耗。生物质发电项目的建设有助

于减少秸秆直接焚烧产生的大气污染以及畜禽粪便对河流、水源

和地下水的污染，有益于提高全省环境质量、改善居民生活条

件，做到环境保护与社会发展相统一，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本规

划实施后的环境效益主要包括：２０２５年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量

相当于２５００万吨标准煤，与开发传统化石能源相比，每年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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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约２０００万吨，每年可减少烟尘排放量约３２５０吨、二氧化硫排

放量约１６万吨、氮氧化物排放量约１７万吨、二氧化碳排放量

约６６００万吨。

第五章　保障措施

第一节　坚持党的领导

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在规划实施中的统领作用，全面贯彻落

实国家能源局、省委和省政府决策部署，明确职责分工，细化工

作责任，强化督导落实，加强工作统筹，深化部门、地区之间协

同联动，及时协调解决重大问题，确保各项任务措施落细落实。

完善权责对等、分级负责、监督评估的能源规划实施机制。按照

“五化”工作法，建立工作总台账，制定任务清单、责任清单、

措施清单和完成时限清单；将重点工作绘制成图表，挂图作战，

督导工作；建立责任机制、会商机制、对接机制、调度机制等确

保各项工作任务落细、落实、落到位。

第二节　突出规划引领

突出规划的引领性、指导性作用。完善以能源规划为统领，

电力、煤炭、石油天然气、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等专项规划为支

撑的能源规划体系。加强能源规划与国土、环境保护、城乡建

设、交通运输等发展规划的有效衔接，加强重大能源项目要素保

障。充分发挥能源规划对能源发展的引导作用，完善相应约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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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重大能源项目前期工作、项目核准工作应以能源规划为重要

依据。建立能源规划动态评估机制，开展规划实施情况动态监测

和中期评估。加强能源项目库建设，实现重大项目滚动实施、有

效接续。

第三节　强化政策支持

积极推动能源体制改革，完善现代能源市场体系，实行统一

的市场准入制度，鼓励和引导各类市场主体依法平等进入能源领

域，推进能源投资主体多元化，创造良好的能源产业发展环境。

积极引导创业资本进入能源领域，作为能源企业融资的有效途

径。落实国家相关财政、税收等政策，发挥各级政府投资引导作

用，吸引社会资本加大投入，推动能源安全保障、能源转型等重

点任务实施。加强相关政策的统筹协调，形成推动能源规划实施

的合力。

第四节　加强监督管理

深化 “放管服”改革，加强和规范事中事后监管，健全依法

依规、全面覆盖、透明高效、执纪严格的现代能源监管体系，保

障能源规划有效实施。加强规划实施监管，建立规划实施常态化

监测机制，及时发现和解决规划实施中出现的问题，及时向社会

公开规划制定和调整情况。加强能源安全监管，健全各类能源供

应协调、基础设施保护、双重预防等机制，完善监控防护和应急

体系，提升系统运行风险应对能力，确保能源供应安全。加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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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市场监管，落实电力、油气等重点领域市场准入、价格成本、

接入服务等方面监管规定，维护公平、开放、公正的市场秩序。

加强能源服务监管，健全供电、供暖、供气服务监管机制，提高

城乡居民用能质量。加强监管平台建设，运用 “互联网＋”、大

数据、云计算等现代技术手段，实现横向互联、纵向互通的全过

程协同监管，提高能源监管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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