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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福特高压交流等十项典型电网工程

投资成效监管报告

二O一八年三月



为促进电网工程前期科学论证规划,加强对电网工程建设运营的事中

事后监管,进一步引导电网企业提升电网工程投资成效和运行实效,按照

《国家能源局 2017年市场监管工作要点》(国能监管 (2017)81号 )的

要求,2017年国家能源局组织开展了浙福特高压交流等 10项典型电网工

程投资成效监管工作。

一、基本情况

本次监管工作采取
“
双随机、一公开

”
抽查方式选取了浙福特高压交流

等 10项典型电网工程 (工程名称详见附表 1,文中均采用工程简称),其

中特高压工程 4项、跨省区联网工程 1项、电源送出工程 2项、网架加强

工程 3项。同时,对往年检查过的部分典型直流工程进行了
“

头看
”。在口

电网企业报送自查报告及相关工程信息的基础上,我局组织相关派出能源

监管机构、国家发展改革委成本调查中心、电力规划设计总院、中国电力

企业联合会等有关单位从规划落实、运行实效、投资效益等方面对部分工

程从投产至 2017年 6月 的投资成效情况进行了现场核查。

从监管情况来看,大部分工程实现了设计预期的功能,但浙福、哈郑、

天一等工程的输电量偏低;大部分工程运行情况总体良好,但溪洛渡、糯

扎渡工程输电损耗偏高,哈郑、糯扎渡、溪洛渡工程的部分可靠性指标略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全部工程造价均未超核准投资,但浙福、溪洛渡、糯

扎渡、溪浙、哈郑工程单项突破核准规模或投资较高;大部分工程建设程

序合理,但武川工程在获得核准意见前已违规开工建设。“ 头看
”工程总

体运行良好,运行效益逐步稳定,但大部分直流工程平均利用小时数不足

5000小时 (详见附表 2)。

二、存在问题

(一 )部分工程运行最大功率未达预期,输电效益未充分发挥

部分工程由于负荷预测偏高、市场供需变化较大、工程建设与电源发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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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不协调等问题,投运后最大输电功率一直未达预期,输电能力发挥不充

分,工程利用小时数偏低,输电效益未充分发挥。

(二 )部分重大主流工程发生强迫件运,部分可卞性指标低于全国

平均水平,运行效率有待进一步提升

哈郑、溪浙、糯扎渡、溪洛渡工程出现部分阀组强迫停运和单极

强迫停运的情况,部分年度的强迫能量不可用率偏高,工程可靠性

指标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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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个别主流接地极工程存在建设过程中方案多次调整、建成运

行后与油气管道工程相互影响等问题,导致相关电泺送出受限,工程自

身运行方式受限、短时打电能力下降

个别直流接地极工程由于建设进度受阻、方案多次调整导致投产

时间晚于计划近两年,造成同期建设的水电站发电能力受限。部分建

成运行后的直流接地极工程与临近的油气管道工程存在相互影响,尤

其在负荷集中的发达地区,难以通过地理空间避让的方式消除彼此干

扰,导致直流工程运行方式受限,灵活性降低,输电损耗增加,短时

输电能力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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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部分工程智能化关技设备可午性不足,未发挥应有作用

国网公司部分智能变电站试点项目中部分智能化关键设备存在质量

和运行可靠性不高等问题,目前处于停用或减少使用状态。

(五 )个别工程使用效率低,容士电费比重偏南

浙福工程由浙江、福建两省联网部分和浙江省内网架加强部分构成。

国家电网公司目前采用两部制电价方式在华东全网收取电费,由于使用效

率低,容量电费比重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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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邙分工程单项突破核准规棋或投资较高,产生不合理成本

按照 《输配电定价成本监审办法 (试行 )》 (发改价格 (2015)1347

号)要求,计入定价成本的费用应当符合输配电服务的合理需要,影响定

价成本水平的主要经济、技术指标应当符合行业标准或者公允水平。部分

工程存在单项突破核准规模或投资水平较高现象,由此产生的不合理成

本,不应全额计入输配电准许成本。

(七 )个别工程未核先走,走设管理不够规范

武川工程于 2013年 9月获得核准,但于 2012年 5月开工建设,该工

程在未获得政府核准的情况下提前开工建设,不符合国家和行业政策,不

利于输配电网络科学有序发展。

三、监管意见

(一 )总结重大工程经验,进一步加强工程前期论证,重视工程投

资效益

电网企业应在总结有关重大工程经验基础上,全面科学做好新建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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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期可行性论证工作,特别是结合国民经济和地方发展实情认真做好负荷

预测工作,科学分析电磁环网对电网稳定和输电能力的影响,全面论证重

大工程落点对送受端网架的冲击,充分论述工程投运后面临的风险和瓶

颈,客观评估工程投运后实际能达到的输送能力,为国家科学全面决策提

供有益参考,避免工程实际投产后的低效运行。

此外,电网企业在工程前期论证时,应按照输配电价相关政策,科学

研究投资的回收方式,降低投资风险,提高投资效益。

(二 )加强直流工程运维体系建设,不断提升工程运行实效

电网企业应加强在运直流工程的强迫停运原因分析总结,针对共性问

题提出解决方案。提高直流工程的运维管理能力,完善直流工程运行控制

策略,降低工程强迫能量不可用率,确保工程可靠性指标,不断提升工程

运行实效。

(三 )加强与政府及行业间沟通协调,实现工程预期输电能力

电网企业应联合相关行业积极开展课题研究,加大研究投入,深入分

析并妥善解决直流工程与油气管道的交叉影响等问题。加强工程前期工作

的深度和主动性,做好与当地政府及油气行业的统筹协调,提前处理敏感

问题,确保工程按期投产,安全可靠、经济高效运行。

(四 )控制工程附属费用及建设规格,降低输配电成本

电网企业应在项目立项时严格论证工程建设中存在多种形式的附属

费用的必要性和投资回收方式,如突破核准规模增列项目、突破单项核准

投资、增设非电相关设施费用、列支大量研究试验费等,及时总结工程实

施后的运行成效和投资决算情况,有效降低输配电成本。

同时,应规范电网工程建设成本参考标准,合理控制工程建设规格。

充分总结经验,加强对智能变电站试点等新技术研究,遵循
“
技术攻关一

批、试验示范一批、推广应用一批
”
的原则,待示范成熟再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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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规范工程运维成本管理,建议单独设立工程成本台账

电网企业应按照现行的输配电价核定原则,为 电网工程单独设立工程

运维成本台账,按电压等级和工程合理分割运维成本,提升工程管理水平,

便于输配电成本核定。

(六 )加强电网建设革中检查,完善项目管理体系

电网企业应加强对工程建设规模、工期进度、设计方案、招标采购等

内容合法合规性的事中检查,严格执行相关法律法规、产业政策、国家和

行业标准等,规范工程建设程序,不断完善项目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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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典型电网工程项目基本情况表

序

号
工程名称 (工程简称)

工程

类型

投 产

白o
△r

电压

等级
(EV)

拥隹

搜臼
(亿元)

例i
捌氏
(亿元)

浏0
拥陆
(亿元)

毒u日

圳立
起经止省市

浙北~福州特高压交流输变电工程 (浙福工程) 特高压 2014 1000 188.71 180.09 164.93 国网 浙江一福建

●
z 哈密南一郑卅田围Ⅳ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 (哈郑工程) 特高压 2014 ±800 231.26 197.62 186.39 国网

新Ⅱ一甘肃一宁反一陕西一山西

一河南

溪洛渡左岸一浙晔 800kv直流输电工程 (溪浙E程) 特高压 2014 ±800 238.55 1%.93 183.88 国网
四川一贵州一湖南一江西一

浙江

∠

一 橘扎渡蝌 黎 800kv直流输电工程 (捅洗波.工程) 特高压 2014 ±800 159.93 153.37 135.20 南网 云南一广东

兰州东~天水~宝鸡750kV衄 电工程 (兰州东工程) 陶勘粥网 2014 750 34.81 33.26 31.20 国网 甘肃~陕西

'
° 沩翎支勃 ;送旬

L郁
00千们氢济渐电工程 g留踉工程) 搬 出! 2014 ±50() 171.78 159.77 1(40.56 南网 云南一贵州一广西一广东

7
` 民勤红沙岗风电基地330kV送出工程 (红沙岗工程) 电氵胱 di 2015 330 0.34 0.31 0.27 国网 甘肃

唐山乐亭500kV特变电工程 (乐亭工程) 网架加强 2015 500 9.45 7.16 6.16 国网 扣可i北

Q
' 内蒙古武川~察右中旗~汗海500kV输变电工程 网架加强 2014 500 7.12 6.80 6.03 内家 内蒙古

10 浙江 500kV天一~春晓Ⅲ回榆变电工程 网架加强 2015 500 3.53 3.38 2.65 国网 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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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直流工程经济效益分析表

注: 1.序号 1ˉ 5、 7、 11共 7项为
“
回头看

”工程,6、 8-10共 4项为本次监眢核查工程 ;

2,表中平均利用小时数是采用各工程运行效益相对稳定后的数据计算。

序号
工程

名称

电压等级
(千伏〉

输电能力
(万千瓦〉

年平均利用小时数 (小时)

2014.年 2015年 ⒛16年 平均值

l 宁东工程 ±660 400 7053 7394 7315 7254

2 云广工程 ±800 500 5964 5678 5237 5626

3 贵广二回 ±500 300 5168 5369 5808 5448

4 锦苏工程 ±800 720 4894 5294 5324 5171

5 呼辽工程 去500 300 5067 5144 4972 5061

6
濡扎渡

工程
±800 500 4592 5290 4941

7 向上工程 ±800 640 4870 4763 5095 4909

8 溪洛渡工程 ±500 640 4161 4677 4419

9 溪浙工程 ±800 800 4157 4592 4375

10 哈郯工程 ±800 800 3136 4033 3585

11 德宝工程 ±500 300 3320 4092 2562 3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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