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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内蒙古自治区可再生能源就近消纳试点方案

为加快内蒙古国家绿色能源基地建设，研究制定符合内蒙古实

际的绿色能源就近消纳措施，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开

展可再生能源就近消纳试点的通知》（发改办运行〔2015〕2554 号）

的要求，制订试点方案。

一、内蒙古可再生能源消纳现状

（一）内蒙古可再生能源发展情况

2015 年，内蒙古统调发电装机达到 10391 万千瓦，其中火电 7260

万千瓦，水电 237 万千瓦，可再生能源装机 2894 万千瓦，可再生能

源占全省发电装机容量的 27.85%。其中，风电装机 2425 万千瓦，光

伏装机 469 万千瓦。风电装机居全国首位，光伏发电装机位于全国

第四。其中:蒙西电网风电装机 1498 万千瓦,光伏装机 412 万千瓦;

蒙东电网风电装机 880 万千瓦,光伏装机 58 万千瓦。

2015 年全区统调发电量 3920 亿千瓦时，其中火电 3420 亿千瓦

时，水电 36 亿千瓦时，风电 408 亿千瓦时，光伏 57 亿千瓦时。可

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总发电量的 11.86%。其中：蒙西电网总发电量 2135



2

亿千瓦时，风电 254 亿千瓦时，光伏 50 亿千瓦时，可再生能源发电

量占总发电量的 14.24%；蒙东电网总发电量 839 亿千瓦时，风电 144

亿千瓦时，光伏 7 亿千瓦时，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总发电量的 18%

内蒙古自治区作为全国重要的可再生能源基地之一，可再生能

源开发建设规模大、速度快。2015 年与 2010 年相比，可再生能源装

机增长近 3 倍，净增 1926 万千瓦;发电量增长近 2.7 倍,净增 292 亿

千瓦时。光伏装机实现了从无到有的突破；风电发电量增长近 2.4

倍，净增 235 亿千瓦时。

（二）消纳可再生能源已采取的措施

1、蒙东地区

一是支持风电参与大用户直接交易试点。2014 年我委会同国家

能源局东北监管局和内蒙古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联合印发了

《内蒙古自治区东部地区电力用户与风电企业直接交易试点暂行办

法（试行）》，准入华能通辽风力发电有限公司进行风电直接交易试

点工作，当年完成交易电量 3400 万千瓦时，提高该风场利用小时数

38 小时。在此基础上，2015 年我委继续扩大风电参与大用户直接交

易规模，华能通辽风力发电有限公司完成交易电量 7500 万左右，呼

伦贝尔地区新准入 6 户风电企业（13 个风场）参与直接交易，全年

完成交易电量 2.07 亿千瓦时。

二是实行发电权替代。支持并组织可再生能源置换火电机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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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2015 年签订替代合同电量 1亿千瓦时。

三是扩大可再生能源外送。2015 年可再生能源参与跨区跨省交

易外送电量近 70 亿千瓦时，其中风电送华北 22 亿千瓦时、送辽宁

省 48 亿千瓦时。

2、蒙西地区

一是将可再生能源纳入内蒙古电力多边交易市场，开展可再生

能源直接交易。自治区经信委会同国家能源局华北能监管局联合印

发了《内蒙古西部电网风电交易试点管理暂行办法》开展风电交易

试点，同时下发了《内蒙古自治区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关于同意金

风洁源风电场等 11 家风电企业参加蒙西地区风电交易试点的通知》

（内经信电力字[2015]208 号）文件，准入市场风电装机容量 74 万

千瓦，自 2015 年 6 月实施，全年交易电量预计 8 亿千瓦时。

二是开展跨省跨区低谷风电交易。为最大限度利用现有蒙西电

网外送通道输送效率，实现风电资源在更大范围内消纳，开展了与

华北电网公司跨省跨区低谷风电交易，在负荷低谷期增加蒙西电网

风电送出电力，年交易电量在 15 亿千瓦时左右。

三是开展风电替代自备电厂发电试点工作。我委经与电网、发

电等部门协商下发《关于实施风电替代自备电厂发电试点有关事宜

的通知》（内经信电力字[2015]398 号），风电替代是发电权交易的特

殊品种，在自备电厂运行方式不变的条件下，通过发电权交易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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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发电出力，由风电替代发电，提高风电就近消纳水平，新增风电

发电量。试点先从包铝等部分企业开始，预计月度增加风电消纳交

易电量 3 亿千瓦时左右。

四是积极开展风电与供热企业、风电与抽水蓄能电站等交易品

种研究工作。

（三）内蒙古可再生能源消纳存在问题

一是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容量与用电需求不匹配。截止 2015

年底，全区电力装机同比增长 12.52%，风电装机同比增长 15.46%，

光伏装机同比增长 65%，全区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 5.22%。到今年

年底，蒙西地区富余火电装机达到 1000 万千瓦，蒙东地区达到 600

万千瓦。地区装机增速明显快于地区负荷增速，造成区内用电市场

供大于求，可再生能源消纳不足。二是电网外送电通道建设滞后，

可再生能源外送受阻。目前，我区已核准的三条特高压外送电通道

与蒙西电网无电气联系，无法消纳存量可再生能源装机。受经济下

滑及环境治理影响，区外受电市场需求下降，造成现有外送电量降

低，影响可再生能源外送消纳。三是现行相关法律法规及电价政策

不够完善，不利于可再生能源通过市场方式进行消纳。

二、扩大消纳的基本思路、原则和发展目标

（一）基本思路

根据中央《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改革若干意见》文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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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我区开展可再生能源就近消纳试点机遇，充分考虑我区可再生

能源发展与经济结构特点，通过完善电力市场交易机制，扩大可再

生能源参与市场范围，推动电能替代项目建设，推进新增负荷落地

等多项措施，促进可再生能源就近消纳与社会经济发展融合共进。

（二）基本原则

一是促进改革。按照国家下发电力体制改革文件（中发﹝2015﹞

9 号）及相关配套文件精神，结合地区实际，突出地区特色，加快开

展可再生能源就近消纳工作。

二是保障安全。可再生能源就近消纳应以电网安全为前提，以加

强输配电网为基础，有序促进可再生能源消纳。

三是大胆探索。在不断总结电力市场运行经验的基础上，积极开

展适合可再生能源消纳的新交易品种研究工作，突破现存可再生能

源消纳瓶颈，寻求符合地区实际的可再生能源消纳新途径。

（三）发展目标

到 2020 年，全区可再生能源就近消纳电量年均增长力争达到

10 %。

三、主要措施

（一）促进可再生能源有序发展

目前，全区可再生能源装机 2894 万千瓦，占全部装机的 27.85%，

其中：蒙西电网可再生能源装机 1910 万千瓦，占全部装机的 3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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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东电网可再生能源装机 939 万千瓦，占全部装机的 34.28%。“十二

五”期间，全区风电装机年均增长 19.38%，全区光伏装机实现从无

到有的突破，2012-2015 年年均增长 198.75%；电网供电负荷年均增

长 3.76%。可再生能源装机增速远远高于电网供电负荷增长，可再生

能源与常规电源之间矛盾日益加剧，弃风率达到 15.5%。为保障可再

生能源有序发展，“十三五”期间应根据全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发

展实际，强化规划管理，根据电网实际接纳能力与负荷增长速度确

定可再生能源建设规模目标，稳步推进；到“十三五”末期，蒙西

电网风电平均利用小时数保持在 2000 小时，光伏保持在 1500 小时；

蒙东电网风电平均利用小时数保持在 1800 小时，光伏保持在 1400

小时；可再生能源项目建设要有明确的消纳方向和空间。结合全区

发、用电供需形势，建立政府控制可再生能源过快发展协调机制，

抑制风电、光伏发电新建规模、速度，优先解决富裕装机容量，确

保可再生能源与常规电源协调，发电与用电协调。

（二）落实可再生能源优先发电制度

保障纳入规划的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优先发

电，科学制定年度电力电量平衡方案，为可再生能源消纳留足空间，

风电、太阳能发电年度保障性计划电量高于同期实际发电量。鼓励

保障性计划电量以外的部分参与市场竞争，交易机构和调度机构优

先予以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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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进一步完善可再生能源消纳市场机制

落实《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关于改善电力运行促进清洁

能源多发满发的指导意见》（发改运行〔2015〕518 号）精神，多措

并举，完善市场机制，积极促进可再生能源消纳。

一是扩大可再生能源参与市场规模。修订《内蒙古自治区东部

地区电力用户与风电企业直接交易试点暂行办法（试行）》，改变基

于弃风电量参与直接交易的原则，鼓励清洁能源优先与用户直接交

易，使得通辽、赤峰、兴安地区风电企业全部进入市场，充分挖掘

本地区用电潜力，最大限度消纳清洁能源。有序推进呼伦贝尔地区

风电交易工作，进一步完善呼伦贝尔地区风电参与市场规则。蒙西

地区在现有交易品种基础上，及时总结风电参与市场经验，适时扩

大风电参与多边交易市场的规模。

二是继续深入推进网内有偿调峰辅助服务管理。落实东北调峰

辅助服务市场监管办法，充分运用利益补偿机制为可再生能源开拓

市场空间。充分挖掘系统调峰潜力，合理调整旋转备用容量。鼓励

火电机组深度调峰，鼓励热电联产、自备电厂参与调峰，为可再生

能源腾出更大发电空间。

三是探索深化可再生能源替代火电机组发电机制。利用发电权

替代交易，提高可再生能源消纳水平。风电机组替代自备机组发电，

交易结算价格由风电企业与被替代方协商确定，根据系统情况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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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进行网损补偿；可再生能源替代常规火电机组计划内发电量，

酌情考虑进行网损补偿，三方签订替代合同。

（四）促进开展电能替代

实现清洁能源的大规模开发、配置和高效利用，需尽快实现“两

个替代”，即可再生能源替代传统能源和能源消费上实施电能替代。

进一步完善电价政策，出台蒙西地区峰谷电价政策，鼓励电能替代

传统能源，适时开展电采暖替代燃煤锅炉工作，引导各市县扩大可

再生能源利用。加快充电换电设施建设，为可再生能源汽车推广应

用创造基本条件。积极推动“以电代煤、以电代油”，提高电能在终

端消费中的比重。继续深入推行风电供热项目试点。利用风电参与

供热项目来增加风电消纳能力，解决电网低谷时段风电机组弃风问

题。

（五）加强电网建设

进一步拓展内蒙古可再生能源消纳渠道，解决制约可再生能源

电力送出的通道问题。推进蒙东统一电网建设，提高蒙东、蒙西配

电网智能化水平，满足分布式可再生能源接网需求，增强技术和服

务支撑，积极接纳可再生能源。

（六）加强交流合作

寻求加强国际间、区域间合作途径，借鉴国内外先进可再生能

源就近消纳经验，不断完善我区可再生能源就近消纳试点工作。



9

四、组织保障

建立由内蒙古自治区经信委、华北、东北能源监管局、发展改

革委、能源开发局和蒙西、蒙东电网公司等部门企业组成的协商机

制，加强组织协调工作，统筹、有序提高全区可再生能源消纳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