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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电调价先解决弃风 发展核电先避开争议

张国宝：“风核水煤”多管齐下化解雾霾困局

□本报记者 王颖春

在北京连续几日再度深陷雾霾之际， 中国

证券报记者25日在国际金融论坛（IFF）第二期

领袖对话会间隙，就如何通过能源结构调整，解

决雾霾困境这一话题， 专访了原国家能源局局

长、国家能源专家顾问委员会主任张国宝。

张国宝认为，风电、核电、水电、煤炭清洁

利用等多种能源形式利用好了，都可以化解日

益严重的雾霾困局。 其中，风电等新能源对缓

解雾霾的作用不容忽视，下调风电上网电价的

前提应是先解决弃风问题。 零排放的核电，占

中国发电量比例很低，也应大力推广，核电重

启应先从没有争议的沿海开始。在各种煤炭利

用中， 他认为煤制油较煤制气更具经济性，而

百万千瓦级的超超临界技术， 也比IGCC更适

合在中国推广。

风电调价先解决弃风

中国证券报： 发改委在今年工作计划中，

明确提出要适时调整风电上网电价，你认为时

机到了么？ 如果下调风电上网电价，对风电产

业会带来什么影响？

张国宝：今年发改委工作任务中，确实提

到要适时调整风电上网价格。 这句话出来后，

有人担心调价会影响风电企业效益，但从中文

字义解释，调整不一定是向下调，尽管大家心

里明白，调整应该还是下调。

我听到这个消息后，也向有关部门表达了

个人的看法。现在大多数风电投资商的确有一

定利润，有的好些，有的差些，这与企业规模、

管理、技术提升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我觉得不

要轻易地调低，如果调低的话，一定要先想办

法解决弃风问题。

如今风电弃风比例还在10%-20%， 在东

北西北地区更加严重。 如果下调电价，但可以

保证全额收购，投资商就不会太担心。 因为虽

然单位电价下降，但发电量上升了，对利润影

响不会太大。

实际上我认为，适当降价有助于风电大规

模推广。 为什么煤电仍然有市场，因为电价有

竞争力，如果风电比煤电还便宜，大家还有什

么理由不去买风电呢？

核电重启应先易后难

中国证券报：你认为核电发展路径应该如

何？ 内陆核电是否可以适时重启？

张国宝：尽管出现福岛这样令人痛心的事

故，但核电是可以做到零排放的。 在核能比重

较高的国家，空气质量更容易控制，比如法国，

尽管人均用电负荷比中国高， 但污染很少，因

为核电占法国总发电量的74%以上。

经过多年的发展，迄今为止中国只有17座

核反应堆在运转，发电量不到1000亿度，还不

如风电高。 中国总发电量排名世界第六，但核

电则排到了三十位。 仅韩国就有23个核反应

堆， 而韩国人口和面积仅相当于中国一个省。

如果韩国出现核事故，中国也会受影响。 因此，

中国应该增加核电发电比例。

内陆是江河上游地区，很多人担心万一发

生事故，影响会比较大。 我个人认为，在开发内

陆核电仍存在争议的情况下， 最好避开争议，

先易后难，把争议小的沿海核电站先做起来。

中国证券报：你如何看待水电在化解雾霾

中的作用。 国内水电发展的潜力有多大？

张国宝： 水电是无排放而且是可再生的。

发展水电对环境改善的作用毋庸置疑，从经济

性来讲，水电也很好。问题在于，中国理论上有

4亿千瓦水电可供开发， 但实际上真正能开发

的水电资源有限。 大一些的水电站只剩溪洛渡

和白鹤滩，溪洛渡已经在建。此外，还有怒江和

雅鲁藏布江两条大江的水电资源。

但开发雅鲁藏布江，要做细致的工作。 首

先是崇山峻岭的无人地带，怎么送电？ 二是究

竟采用什么技术方案开发雅鲁藏布江，现在也

没有一个定论。 第三，对雅鲁藏布江的地质条

件，还需细致深入研究。 第四则涉及到外交问

题。 有鉴于此，短期内开发雅鲁藏布江难度很

大。 而怒江开发同样存在争议，环保主义者一

直是希望保留一条自然河流的。

煤制油比制气更经济

中国证券报：煤制天然气究竟能不能成为

我国天然气供应的重要备选项？

张国宝：最近大唐煤制气项目没开一两个

月就停工了，因为它的煤里面的某些杂质会腐

蚀炉体，据说其他公司的煤制气项目也遇到了

同样问题。 应该说，鲁奇炉技术还是比较成熟

的，但是腐蚀问题没有被充分考虑。

中国证券报： 这是不是意味着从技术上，

煤制气还不具备商业化推广条件？

张国宝：也不是，我认为这不是技术的问

题，如果这个问题在设计之初早发现，通过采

用一些耐腐蚀技术，是可以解决的，只是当时

没有想到这一层。 煤制气推广的关键问题是经

济性，煤制气成本仍要高于天然气。此外，煤制

不能保证把煤炭都转化成甲烷，在转化过程中

会产生大量二氧化碳，所以煤制气会增加二氧

化碳排放，因此煤制气发展要和碳捕捉和碳封

存技术结合起来。

我很赞成现在能源局发展煤制气的思路，即

要适度发展，不能盲目发展。 实际上，我曾经谈

过，煤有很多利用方式，例如煤制油，煤制烯烃，

煤制天然气，这几种方法里，我更推崇煤制油。

能源安全是中国最大的担心，能源安全说

到底是石油安全。如今中国每年要进口2.8亿吨

原油，因此煤制油不怕没有市场。 其次，跟进口

油比，煤制油在价格上有竞争力。 我了解到的

情况是，目前神华、伊泰等已投产的煤制油项

目，都是赚钱的，而且利润空间还不薄。

中国证券报：请问你对煤炭清洁利用在治

理雾霾中的作用怎么看？ 比较看好哪种方式？

张国宝： 现在中国还做不到不用煤来发

电，因此推广高效燃煤技术是非常重要的。 我

个人比较看好的煤炭清洁利用方式，首先是百

万千瓦级的超超临界技术。 上海外高桥电厂三

期可以说是一个典型。 在全国平均320克的水

平下，该电厂每千瓦时煤耗已经达到270-275

克，在国际上也是非常先进的。

除了超超临界，还有一种技术叫IGCC（整

体煤气化联合循环发电系统）， 但是我个人不

推崇这一技术。 它首先把煤气化，然后用低热

值的煤气来作为燃气发电。 天然气热值普遍可

以达到 8000大卡 ， 但是煤气化的热值在

4000-5000大卡之间，这里面的核心技术是燃

气轮机，IGCC都是低热值燃气轮机厂商在拼

命推广，其他国家基本没有应用。

在中国，华能在天津的IGCC电厂，应该说

是值得尊重的，敢于第一个吃螃蟹，但成本预

算比原来高出一倍不止。 这样的情况下，和超

超临界相比，IGCC技术没有竞争性，和其它发

电方式相比也没有竞争性。

上交所将在自贸区设国际金融资产交易平台

□本报记者 高改芳

上海金融办主任郑杨3月25日在中国（上

海）自贸区金融创新案例发布会上透露，上海

证券交易所将在自贸区内设立国际金融资产

交易平台，证监会已经原则同意。 据了解，上

交所在自贸区的这个平台定位为私募市场。

所以， 国际金融资产交易平台与国际板是不

同的。

据了解，根据设想，国际金融资产交易平台

上可能会交易离岸人民币债券，甚至股票。

上海金融办主任郑杨介绍， 目前包括中

国金融期货交易所、上海清算所、上海股权

托管交易中心在内的金融要素市场都在积

极研究面向国际的金融服务。 上海黄金交易

所计划在自贸区内设立国际交易平台，得到

央行的大力支持，央行要求国际交易平台的

建设年内完成。 各类市场主体正在自贸区建

设若干个面向国际市场的市场平台。 比如上

海期货交易所已经在自贸区设立国际能源

交易中心。

郑杨介绍，在制度层面，目前已基本形成了

自贸区金融开放创新的制度框架体系， 有关政

策细则已陆续出台。

期指情绪趋于谨慎

昨日沪深两市小幅低开后，沪指在60日均

线上方震荡整理；午后受权重股低迷的拖累，股

指延续弱势震荡格局。 期指早盘小幅高开后震

荡回落，成交量略有放大；主力合约IF1404下

跌1.4点，收报2152.6点，持仓77984手，小幅减

仓196手。 政策面上，国务院印发14号文加快推

进企业兼并重组，相关板块表现活跃，有助于市

场人气的维持。不过，当前实体经济需求依然疲

弱，短期政策转向全面稳增长的可能性较小，而

信用风险压力依然不减。另一方面，在外汇占款

下行压力增加及央行延续中性政策的影响下，

宏观流动性将逐步趋紧。我们认为，在疲弱的基

本面、 后期IPO重启以及创业板再融资等因素

影响下，期指情绪将趋于谨慎，偏弱格局较难扭

转。（海通期货研究所 许晟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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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指期货行情

成交量 持仓量 开盘价 收盘价 结算价

IF1404 712445 77984 2155.0 2152.6 2151.6

IF1405 4612 2335 2138.8 2138.8 2139.0

IF1406 26852 26512 2112.0 2123.6 2123.0

IF1409 5181 14730 2095.6 2100.0 2100.4

5

年期国债期货行情

TF1406 1382 4907 92.632 92.648 92.608

TF1409 33 250 93.056 93.058 93.042

TF1412 5 34 93.166 93.200 93.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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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仓量

(

手

)

IO1404-C-2150 117.1 35.5 39558 42712.3 10577

IO1404-C-2450 31.9 37.4 16145 3395.8 7059

IO1404-C-2250 62.5 69.2 13946 7755.4 4942

IO1405-C-2350 66.9 29.5 1172 720.1 796

IO1406-C-2100 207.9 47.7 9720 19644.0 15908

IO1409-C-2500 33.6 -65.2 585 415.6 935

IO1412-C-2200 99.0 -116.9 1105 3104.1 16

IO1404-P-1950 25.5 12.7 5031 1012.3 3235

IO1404-P-2150 66.0 21.5 4863 2858.4 3280

IO1404-P-2000 33.4 37.8 3347 728.3 3459

IO1405-P-2100 158.7 55.0 4825 3697.7 1894

IO1406-P-2050 54.7 26.8 10438 4613.1 11607

IO1409-P-2000 266.9 14.3 1239 2525.3 546

IO1412-P-2100 116.0 4.0 693 814.7 62

首批基金年报出炉

基金寻找结构性机会

华夏、嘉实、景顺长城、华商、金鹰等基金公

司率先披露旗下基金2013年年报。 多家基金认

为，2014年将关注宏观经济领域各种风险点的释

放，操作上将保持相对谨慎，仍然关注经济产业

结构升级所催生的结构性投资机会。 (常仙鹤)

中国人寿

去年净利增123.9%

□本报实习记者 李超

中国人寿发布2013年年报，实现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47.65亿元，同比增长

123.9%；期内投资收益959.11亿元，总投资

收益率为4.86%。在寿险市场，2013年中国人

寿市场份额约为30.4%， 继续占据寿险市场

主导地位。

央企国有资本收益收取比将提高5个百分点

2014年中央本级支出预算中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增幅最大

□本报实习记者 赵静扬

财政部25日发布2014年中央财政预算，今

年中央公共财政预计收入64380亿元， 较上年

执行数增加7%， 中央本级支出预算2506亿元，

较2013年执行数增加9.9%。 此外，中央国有资

本经营收入预算数为1578.03亿元，支出预算安

排1578.03亿元， 主要用于国有经济结构调整、

产业升级等方面。 从2014年起，中央企业国有

资本收益收取比例在现有基础上再提高5个百

分点。

国资营收预算数增长19.9%

就分项预算来看，在《2014年中央公共财

政收入预算》 中， 国有资本经营收入预算数为

1280亿元，比2013年执行数增加212.72亿元，增

长19.9%。 此外，《2014年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

算》显示，中央国有资本经营收入2014年预算

数为1578.03亿元，其中利润收入1414.9亿元。

2014年预计收取中央企业税后利润1414.9

亿元， 比上年执行数增加375.43亿元， 增长

36.1%。 财政部表示，为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全

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从2014年

起， 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取比例在现有基

础上再提高5个百分点。

中央政府性基金支出各有侧重

中央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则体现出对不同

经济领域和社会事务的侧重，《2014年中央政

府性基金支出预算》显示，今年农田水利建设资

金安排的支出预算数为 165.01亿元 ， 增长

160.9%； 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收入安排的支出

预算为528.73亿元，增长120.0%；民航发展基金

支出预算数为324.54亿元，增长28.5%；旅游发

展基金支出预算数为9.82亿元， 增长23.2%；文

化事业建设费安排的支出预算为17.95亿元，增

长57.3%。 业内人士表示，中央政府性基金支出

在不同领域的增减， 体现了经济结构调整过程

中的不同侧重。

此外，在《2014年中央本级支出预算》中，

增幅分列前四位的分别为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

支出、其他支出、金融支出以及节能环保支出。

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预算数为140.74亿

元， 比2013年执行数增加60.63亿元， 增长

75.7%。

国务院六举措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

（上接A01版）五要促进中介机构创新发

展。 放宽业务准入，壮大专业机构投资者，促

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 提高证券期货服务

业竞争力。 六要扩大资本市场开放，便利境内

外主体跨境投融资。 健全法规制度，完善系统

性风险监测预警和评估处置机制， 从严查处

虚假陈述、内幕交易、市场操纵等违法违规行

为， 坚决保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合法

权益。

会议指出， 医改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

内容。 2009年新一轮医改以来，围绕保基本、

强基层、建机制，取得了重要进展。 下一步要

继续加大投入， 注重发挥市场作用， 实行医

疗、医保、医药三联动，强化公共卫生服务，推

动医改向纵深发展，使人民群众得实惠，医务

人员受鼓舞，资金保障可持续。 一是推进全民

医保体系建设。 做好基本保障和社会保险的

衔接，健全重特大疾病保障机制，建立疾病应

急救助制度。 建立医疗信息化系统，推动异地

就医即时结算。二是加快公立医院改革。今年

使县级公立医院改革试点覆盖全国50%以上

的县（市）。 合理把控公立大医院规模，优化

医疗资源布局，完善分级诊疗、双向转诊，为

患者就近就医创造条件。 三是有序放宽社会

力量办医准入，在医保定点、职称评定、等级

评审等方面给予同等待遇。 落实医师多点执

业政策。 减少合资合作医疗机构的外资持股

比例限制。 四是完善基本药物制度，稳定和优

化乡村医生队伍，提高偏远、艰苦及少数民族

等地区乡村医生待遇。 五是规范药品流通秩

序，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防止药价虚高。

会议强调，医改是长期复杂的过程，要因地制

宜，积极探索，让人民群众共享医改红利。

农行：

支持欢迎互联网金融

（上接A01版）李振江表示，这次限额调整

只针对快捷支付，不涉及其他支付方式，对电子

银行没有影响。 至于快捷支付的限额何时会提

高，他表示要取决于今后安全认证水平的状况。

李振江坦言， 我们对互联网金融持支持和

欢迎的态度，但同时也期待公平参与的环境。

李振江透露，今年农行将以移动支付为切入

点，打造移动社交、商务生活入口，并吸引第三方

公司嵌入农行系统，增强用户粘性；探索打造农

产品直销等电子化社区，对电商服务平台进行改

造；打造农行大数据服务平台，在推进物理网点

转型，使其成为数据挖掘的信息来源中心。

此外， 记者25日从中国工商银行了解到，

工行近日将支付宝快捷支付多个接口由多家分

行管理， 统一由在支付宝所在地杭州的浙江分

行管理。这是继调低快捷支付额度之后，工行在

支付宝快捷支付方面的又一改变。

工行相关负责人表示， 工行与支付宝的合

作意愿没有变化。 支付宝在工行快捷支付接口

数量减少，在技术上对交易不会构成任何影响。

相反，多个接口由多家分行实行多头管理，容易

出现技术和管理上的问题，存在风险隐患。

这位负责人说，支付宝所在地在杭州，由浙

江分行专门对支付宝快捷支付接口进行维护和

管理，有利于保障客户交易安全。

工行表示， 已就统一接口问题与支付宝方

面前期进行过长时间的沟通， 并做了充分的准

备和安排，相关工作均在后台完成，如支付宝方

面配合，对客户交易不会造成影响。

勾勒资本市场

发展新图景

（上接A01版）横向来看，包括股权、债

券、期货及衍生品、私募市场在内，资本市场的

各子市场将齐头并进协调发展，资本市场的服

务面将大为拓展。 下一步，有关部门将细化监

管规则，预计债券市场方面除品种多样化外还

将扩大私募债发行主体和投资人范围，发展资

产证券化产品等； 期货及衍生品市场方面，将

稳步发展权益类、利率类、汇率类金融期货品

种，完善商品期货和金融衍生品市场；私募市

场将鼓励发展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和风险投资

基金，为不同发展阶段的创新创业型中小企业

提供股权融资。

同时，资本市场的运行机制也将不断优化，

在市场化、法治化改革的大力推动下，资本市场

的资源配置功能将更富有效率。 从积极稳妥推

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 促进中介机构创新发

展，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到扩大资本市场

开放，资本市场未来改革都将紧紧围绕市场化、

法治化大做文章。

十年磨一剑，

2004

年的“国九条”为资本市

场闯过股改难关、 走过十年高速发展奠定了基

础。当前，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也必将为中国

经济奇迹走好提质增效的“第二季”下足功夫，

担当重任。 期待国务院部署进一步促进资本市

场健康发展的六条措施为资本市场勾勒新图

景，护航未来。

私募即日起

可直接开户入市

□本报记者 毛万熙

中国结算25日消息， 中国结算党委书

记、董事长周明表示，中国结算日前明确了

私募投资基金开户和结算相关事项，即日起

私募投资基金可直接开户入市，不用再以公

司、合伙企业、信托产品等名义开设账户。

新修订的《证券投资基金法》将私募

基金纳入监管范围，根据证监会统一部署，

中国结算制定了《私募投资基金开户和结

算有关问题的通知》。 通知明确，私募基金

开户可由基金管理人， 也可由资产托管人

向中国结算申请。在结算方面，作为证券公

司普通客户参与交易的， 通过券商统一与

中国结算进行结算。 使用交易所专用交易

单元参与交易的， 由其资产托管人统一与

中国结算进行结算。通知明确，私募基金管

理人每设立一只私募基金， 可以按不同的

证券交易场所各申请开立一个证券账户。

第二批机构登记为

私募基金管理人

□本报记者 曹乘瑜

3月25日，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举

行第二批私募基金管理人颁证仪式，50家私

募基金管理机构获得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

证书，成为可以从事私募证券投资、股权投

资、创业投资等私募基金投资管理业务的金

融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