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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荒的根本出路在于电力产业的民营化

单　东
(浙江省民营经济研究中心 ,浙江杭州 　310012)

摘 　要 :自 2003 年入夏以来 ,电力紧张的问题在我国更为突出。电荒严重影响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

本文认为 ,造成电荒的根本原因是电力产业的计划经济体制和独家垄断经营。因此 ,解决电荒的出路在

于电力产业的民营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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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长期以来电力产业由国家垄断经营 ,电

荒年年有 ,年年解决不了。电力产业的改革始终

跟不上我国改革开放的步伐 ,适应不了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近年电荒闹得特别凶 ,已

经严重影响到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

一、我国电力紧张现状

从 2003 年夏季开始 ,我国出现大面积电荒。

华中、华南等地区用电负荷接连创历史新高 ;华东

地区电网也全线告急 ;华北、西南地区电量不足 ;

连水电资源丰富的重庆、四川 ,煤炭资源丰富的山

西 ,也都出现了电力紧张的情况。全国缺电呈现

季节性、区域性和随机性的特征。21 个省市电荒

严重 ,已有 19 个省拉闸限电。去冬今春 ,全国缺

电状况有增无减。据国家发改委 2004 年 4 月初

公布的信息披露 ,今年全国缺电 2000 万千瓦 ,可

见缺电形势仍非常严峻。

笔者所在的浙江省 ,近几年来 GDP 一直稳居

全国第四位。浙江虽然是个经济大省 ,却是一个

能源小省 ,电力资源一直供不应求 ,因而也成为全

国拉闸限电范围最大、最严重的省份。以杭州为

例 ,为了协调用电 ,2003 年 1700 多家企业已无法

连续生产 ,只能一周“停三开四”。这样 ,势必会影

响经济的发展。杭州市政府该年夏天为了让老百

姓能睡上一个好觉 ,不得不每天拿出 15 万元 ,向

企业大户“买电”。

上海市政府则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对企

业因缺电而受到的经济损失进行一定的赔偿。湖

南的严重电荒 ,已使长沙铝厂、湘乡铝厂等大型企

业暂时停产 ,省会长沙已按“开三停一”的原则限

电。2003 年入冬以后 ,由于家庭、办公室普遍使

用空调 ,人民生活用电成倍增长 ,电力供应紧张的

状况越演越烈。

缺电 ,导致拉闸限电 ,而拉闸限电又会造成电

量的巨大损失。电力紧张是继 20 世纪 80 年代以

后 ,又一次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由于电

力需求的增势强劲 ,如不改变目前的产业发展格

局 ,电力短缺的状况至少还要持续两三年。这对我

国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 ,不啻是一个“紧箍咒”。

二、电力产业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垄断

是电力严重短缺的根本原因

　　电力部门把造成电力严重短缺的原因解释为

计划不周、估计不足、机制不灵等。笔者认为 ,这

些都是现象而非本质。造成电力短缺的真正的、

实质性的原因是电力部门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电力



供应高度集权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 ,至今未放弃

“电老虎”的垄断经营地位。

先看所谓的计划不周。有关方面说 ,1998 年

和 1999 年电力相对富裕 ,国家鼓励人民多消费电

力。因对电力的消费形势估计过于乐观 ,国家采

取了不鼓励建设发电厂和限制发展电力的措施。

据国家电力公司负责人说 ,自 1999 年以来 ,国家

就没有上过大的电力项目 ,而“十五”计划五年的

电力发展指标 ,已在前二年半全部用完。宏观决

策部门把偶然出现的电力供大于求的现象误认为

将是长期的状况 ,便主观地、脱离市场实际需求作

出了上述错误决策。据说 ,计划不周还包括决策

部门对重复建设的理解上。把电力发展得快些、

多些理解为重复建设 ,这是对重复建设的误解。

像电力这样的生产、生活无处不需的短缺商品 ,适

度扩张发展是十分必要的 ,不能视为重复建设。

只有对那些长线产品 ,供过于求的产品 ,才有必要

防止其重复建设。把本该继续加强发展的视为重

复建设 ,并自上而下地加以限制 ,电力部门的这种

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导致计划与市场的严重脱

节 ,这是计划经济体制管制的失败。

其次是所谓估计不足。据说 ,电力部门承认

对工农业生产发展形势 ,估计保守 ;认为一些过分

发展的重工业 ,政府调控不力 ;对于人民生活水平

迅速提高 ,各种电器迅速增加 ,因而用电量剧增 ,

估计不足。对于中国经济会在 1997 年处于下滑

态势后突然发力 ,形成一个由工业化、城市化和居

民消费现代化三驾马车拉动的超强增势 ,估计不

足。对 2003 年以来出现的一批高耗电工业的快

速发展 ,出现局部过热的现象 ,如钢铁、石化、水

泥、冶金等行业成为用电的“巨无霸”,消耗了大量

能源 ,更是估计不足。之所以会出现众多的估计

不足 ,笔者认为 ,这正是电力部门的计划经济体制

与每时每刻变动着的市场需求信息的不对称 ,靠

决策者拍脑袋造成决策失误的结果。

三是机制问题。这 实质是电力企业的所有

制改革力度不大的问题。电力产业长期处于垄断

经营状态 ,没有竞争 ,机制不活 ,效率低下。电力

行业和邮电业一样 ,市场准人限制严格 ,民营资本

最难进入。电力部门说 ,他们没有明文规定不让

民资、外资进入 ,而且一些省、市事实上已有外资

进入 ,如广西来宾电厂、山东日照电厂、河北邯峰电

厂等。但这些微不足道的民资、外资岂能与国资的

一统天下相比。事实上 ,在许多地方 ,电力产业的

行业主管部门通过审批制 ,排挤民营企业的资本进

入 ,且投资决策、资金筹集、施工建设、经营管理 ,一

般都在部门内运行 ,从而为民营资本的投资准人设

置了难以突破的禁区。正是电力部门的计划经济

体制和行业垄断及部门垄断 ,以致年年闹电荒。

三、解决电荒出路在于电力产业民营化

如何解决电荒 ,众说纷纭 ,莫衷一是。笔者认

为 ,解决电荒的根本出路在于电力产业的民营化。

亚洲发展中国家也有电力供不应求的状况 ,他们

就是通过民营化途径来解决这一矛盾的。我国目

前电力的短缺和这些国家当年的情况颇为相似 ,

因此不妨借鉴他们的一些成功经验。

在亚洲某些地区 ,电力短缺的情况曾经也很

严重。各国政府相继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其中包

括促使国家电力公司民营化 ,吸引独立发电事业

人 (1PP)以及采用 BOT(施工·经营·转让) 方式兴

建发电站等新的手段。例如 ,在菲律宾 ,截至

1996 年初 ,菲律宾的装机容量已达 953 万千瓦 ,其

中民营发电站占 40 % ,国家电力公司的发电公司

的发电比率呈不断下降趋势 ,但国家电力公司仍

计划达到 2 100 万千瓦。新增部分几乎全部采用

民营化的形式。在吕宋岛中部 ,一座装机容量为

70 万千瓦的民营火力发电站在 1996 年春天建成。

菲律宾政府采用 BOT 施工、经营、转让方式引进

民间资金 ,从而有效地解决了电力的危机。自从

1990 年制定 BOT法 ,允许民间资本参与电力建设

以来 ,美国、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韩国等国的

企业相继进入了菲律宾的电力市场。1987 年至

1992 年 ,菲律宾装机容量只增加了 50 万千瓦 ,而

加大民营化后的 3 年间却增加了 260 万千瓦。菲

律宾采用 BOT方式发展电力的最主要原因是 ,国

家电力公司效率低 ,致使电力价格居高不下。菲

律宾的电价约相当于日本的 60 % ,在亚洲发展中

国家中是最高的。

印度也实施了电力民营化。政府认识到改革

电力供应体制才是“治本”之策。印度政府的基本

电力政策是 : (1) 允许外国企业独资兴建发电站 ;

(2)民间企业可以在获得 16 %利润的前提下设定

电力价格 ; (3) 享受税制上的优惠等等。截止

1996 年 3 月 ,印度的总装机容量只有 8 300 万千

瓦 ,印度在 1997 年至 2002 年期间增加了 5 70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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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瓦的装机容量 ,而其中大部分电力设施由民间

兴建。仅美国安龙天然气分公司就在印度兴建了

装机容量为 200 万千瓦的天然气发电站。印度是

9 亿人口的大国 ,经济已步人增长轨道。自从民

营化方针出台以来 ,许多外国企业向印度提供的

电力建设项目已经超过了 200 项。

亚洲其它国家也在不断推出电力民营化政

策。泰国为了提高电力运转效率 ,制定了火力发

电民营化的方针。新加坡也制定了同样的政策。

无可否认 ,一些国家的电力民营化过程也不

是一帆风顺的。例如 ,在印度 ,要使发电站投入运

转 ,必须与电力、财政、森林环境、铁路等部门进行

交涉。各自为政 ,条块分割的行政管理方式事实

上阻碍了民营化进程。

面对严重的电荒局面 ,在我国 ,国家电监会已

经决定 ,政府不再逐项审批电源建设项目。而主

要从规划、环保评价、资质审查等方面进行管制 ,

使电力监管向公平公正监管方向转变。政府监督

管理机构 ,以后将不干预电力企业的商业决策和

业务经营 ,也不越俎代庖 ,直接经营和决策。电力

监管将从行政审批方式为主 ,向许可证监督和规

则监管相结合的方式转变。这是根据市场经济要

求而作出的转变 ,是完全正确的。但仅有此项转

变的承诺还不能解决问题。要根本解决问题 ,必

须坚决打破电力行业的国家垄断。2000 年中共

十五届五中全会提出 ,要打破电力、通信、民航、铁

路等部门的行业垄断。然而 ,时至今日 ,电力行业

的垄断依然如故。虽然电力行业进行了一些治标

不治本的改革 ,如实行厂网分开、主辅分离等治标

改革 ,而打破垄断 ,进行所有制结构改革的治本措

施始终没有出台。

改革开放的经验表明 ,凡是放开的、竞争的领

域 ,产品往往会供过于求 ,如我国的家电和各种生

活用品都供大于求。反之 ,凡是管制的、垄断的领

域 ,都是供应不足或者低效率的。我国电力部门

实行的仍是计划经济体制 ,“电老虎”的垄断地位

仍没有改变 ,民营资本尚不能自由进入 ,因而电力

短缺总是解决不了 ,所以打破电力行业的垄断是

解决电荒的第一步。

那么 ,电力行业应该如何深化改革呢 ? 笔者

认为 ,应走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之路 ,即加大民

营化改革的力度。上述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电力

产业民营化的道路很值得我国借鉴。

在我国 ,当务之急应给予民营经济与国有经

济平等的国民待遇 ,创造一个公平、公开、公正的

投资政策和体制环境。只要民营资本遵守国家有

关法律法规 ,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以及规模经济标

准、质量技术标准、环境保护标准、城乡建设用地

规划等方面的要求 ,不危害社会公共利益 ,就应该

让其自由进入电力行业。为了加快电力市场的发

展 ,也可以用 BOT 方式兴建新的发电站 ,吸纳外

国企业到中国独立经营电厂 ,政府对于兴建电力

基础设施的民营企业可给予享受税负优惠等等。

浙江有雄厚的民间资本 ,据说有一万亿元民间资

本流向全国许多城市炒房地产 ,推动房价上涨 ,引

起群众不满。如果把这些民资引导到电力开发上

来 ,电力生产状况就会根本改观。国家和电力部

门应尽快为民资和外资进入电力行业积极创造市

场准入条件。

在我国广大农村 ,对于利用民间资金开发农

村电力初现端倪的地区 ,政府应予支持。如河北

省近年来民营资本已经成为农村水电建设的亮

点。民营独资、合股开工建设和签订开发建设协

议的农村水电站已有 22 座。且该省的民营企业 ,

还同省外、国外投资者联合办电 ,如河北易县民营

企业家同北京投资者合股开发紫荆关第六级水电

站。承德的帝贤针纺股份有限公司 ,与香港展禧

国际集团公司 ,合资开发滦河干流上五座梯级电

站 ,这是农村电力企业所有制变革的缕缕曙光。

这些成功的经验应该大力推广。要支持各种所有

制发展农村水电 ,使农村供电逐步自给。农村用

电一旦自给 ,就会缓解城市供电的压力。

综上所述 ,电荒形成的根源是电力部门的计

划经济体制和独家垄断 ,由垄断而导致电力的资

本投入不足 ,电力企业缺乏活力和效率。解决电

荒的前提是打破电力的部门垄断 ,改电力建设的

审批制为备案制。电力部门必须加大深化改革的

力度 ,特别要进行产权制度的改革 ,调整所有制结

构 ,让市场发挥资源的基础性配置作用。当电力

部门的大门敞开 ,当民资、外资等各种资本畅通无

阻地涌进 ,当多种经济成分一起办电的局面形成

之时 ,也就是长期困扰我国的电荒解决之日。

注释 :

本文部分资料来源见日本 1997 年 1 月 7 日《日经产业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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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数据来源 :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 企业创新 :现状、问题及对策

———2001 年中国企业经营者成长与发展专题调查报告(之一) 。

③　数据来源 :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 企业创新 :现状、问题及对

策———2001 年中国企业经营者成长与发展专题调查报告 (之

一) 。表中的数据包含了一部分重叠的统计项目 ,因此总和

不等于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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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Investigation of the Status Quo of the Financing for Listed
Companies and Their Input of Science & Technology Innovation

Task Group

( Zhejiang Shuren University , Hangzhou , Zhejiang , 310015 , China)

Abstract :From 1990 to 2002 , the listed companies in our countries raised , through the stock markets , 621. 7 billion yuan (RMB) , but

their annual R&D input maintains at a low level of 7 % to 9 % , and their innovation input was also inadequate with a poor structure.

The cause lies in the following two aspects : 1. There is a barrier for the innovation input that prevents listed companies from increasing

innovation input. And 2. There is a mechanism that enables them to make profits without innovation so that they are lured to lose their

motive force in innovation input.

Key words :listed company ; science & technology innovation input ; financing ; R&D input ; innovation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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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asic Way out for Power Supply Shortage is
for the Power Industry to be Run by Civilians

SHAN Dong

( Zhejiang Provincial Civilian2run Economy Research Center , Hangzhou , Zhejiang , 310012 ,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summer in 2003 ,power supply shortage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ressing and drastically affected the

social production and people’s life. This article holds that the fundamental cause of the power supply shortage lies in the planned econo2
my system of the power industry and in its monopoly without competition. Therefore , the way out for the power supply shortage is for the

power industry to be run by civilians.

Key words :power supply shortage ; monopoly ; run by civili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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