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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20-2026年中国电力市场深度调研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介绍了电力行

业相关概述、中国电力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电力行业的现状、中国电力行业竞争格局

、对中国电力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电力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

对电力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电力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据博思数据发布的《2020-2026年中国电力市场深度调研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表明：2019

年上半年我国发电量达33672.8亿千瓦时，累计增长3.3%。         指标   2019年6月   2019年5月  

2019年4月   2019年3月   2019年2月       发电量当期值(亿千瓦时)   5833.9   5589   5440.2   5697.9   　   

   发电量累计值(亿千瓦时)   33672.8   27809.2   22198   16747.4   10981.9       发电量同比增长(%)   2.8

  0.2   3.8   5.4   　       发电量累计增长(%)   3.3   3.3   4.1   4.2   2.9

报告目录：

 第一部分 行业发展环境分析

 第一章 电力行业节能减排的宏观环境分析

  第一节 经济环境

  一、2019年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回顾

  二、2019年宏观经济形势分析及展望

  三、&ldquo;十三五&rdquo;中后期我国经济增长潜力分析

  四、绿色经济是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第二节 社会环境

  一、我国的节能环保理念逐步强化

  二、全国各地环保模范城建设如火如荼

  三、2019年我国节能减排形势

  四、我国将开展十大重点工作推进节能减排

  第三节 生态环境

  一、2019年我国环境质量形势严峻

  二、2019年我国环境保护各项重点工作

  三、2019年我国环境质量状况浅述

  四、电力行业节能减排对于绿色低碳发展意义重大

  第四节 能源环境

  一、2019年我国能源经济运行概况



  二、中国能源问题要求节能减排

  三、交通运输业对资源环境影响分析

  四、2019年中国能源规划重点

  

 第二章 电力工业经济运行分析

  第一节 中国电力行业发展综述

  一、我国电力市场及其主体构成情况

  二、电力工业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贡献

  三、建国60年中国电力工业发展成就巨大

  四、宏观经济与电力行业发展的相关性

  五、现阶段中国电力发展水平及结构透析

  第二节 2019年我国电力行业经济运行分析

  一、电力行业整体运行情况

  二、电力投资和建设情况

  三、电力生产情况

  四、电力供应与销售情况

  五、用电市场情况

  六、主要技术经济指标完成情况

  七、企业经营情况

  第三节 2019年我国电力行业经济运行分析

  一、电力行业整体运行情况

  二、电力投资和建设情况

  三、电力生产情况

  四、电力供应与销售情况

  五、用电市场情况

  六、主要技术经济指标完成情况

  七、企业经营情况

  第四节 &ldquo;十三五&rdquo;期间我国电力发展预测

  一、我国电力需求将稳步增长

  二、我国电力投资的增长带来电力设备的快速增长

  三、我国电网未来及&ldquo;十三五&rdquo;投资预测分析

  



 第二部分 行业发展现状分析

 第三章 电力行业节能减排发展现状

  第一节 中国电力工业节能减排发展综述

  一、我国当前的能源利用状况

  二、电力企业节能减排的必要性

  三、电力企业节能减排措施

  四、我国电力节能从农村到城市

  第二节 2016-2019年电力行业节能减排发展概况

  一、2019年电力行业节能减排情况

  二、2019年电力行业节能减排工作回顾

  三、多省推行电力需求侧管理办法

  四、中国电力节能减排已接近十三五规划目标

  五、2019年全社会节能减排电网扮演重要角色

  第三节 电力行业关停小火电情况

  一、当前小火电机组关停情况

  二、小火电机组再利用的途径

  第四节 市场机制下发电环节的节能减排运作

  一、可再生能源利用是电力节能减排的重要出路

  二、节能减排带来电力市场发展新机遇

  三、电力市场改革给节能减排运作带来的机遇

  四、电力市场改革给节能减排运作带来的困扰

  五、电力市场环境下推进节能减排的几点策略

  第五节 节能发电调度的碳化效益评估模型及其应用

  一、节能发电调度的概念

  二、节能发电调度对于低碳电力的促进作用

  三、不同调度模式中电力系统CO2排放的计算方式

  四、低碳目标的排放标准和效益评估分析

  五、节能发电调度的碳化效益发展应用的建议

  第六节 电力节能减排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一、电力行业节能减排现状问题分析

  二、解决电力行业节能减排工作存在问题的有效措施分析

  三、结束语



  第七节 企业电力节能减排实施途径及改造措施

  一、企业电力节能减排的理论分析

  二、加强电力设备管理实现电力节能

  三、合理利用变压器的技术参数实现节能

  四、发展热电联产推动企业节能减排

  

 第四章 电力行业的脱硫与脱硝现状

  第一节 火电厂烟气脱硫产业发展现状

  一、2019年火电厂烟气脱硫博思数据

  二、2019年火电厂烟气脱硫特许经营相关信息

  三、火电厂烟气脱硫BOOM模式探讨

  四、火电厂烟气脱硫特许经营发展分析

  第二节 火电厂脱硫产业化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一、中国烟气脱硫产业化存在的主要问题

  二、火电厂烟气脱硫产业化发展的指导思想和任务

  三、加快烟气脱硫产业化发展的建议

  四、促进火电厂烟气脱硫产业发展的措施

  第三节 电力行业脱硝综述

  一、2019年火电厂烟气脱硝博思数据

  二、2019年火电厂烟气脱硫脱硝特许经营相关信息

  三、2019年火电厂烟气脱硝催化剂生产相关信息

  四、&ldquo;十三五&rdquo;期间脱硝迈入黄金发展期

  五、2019年烟气脱硝加入治霾行列

  六、火电厂烟气脱硝电价浅析

  第四节 国内火电厂烟气脱硝技术发展与产业分析

  一、烟气脱硝技术发展状况

  二、烟气脱硝相关政策及技术规范

  三、烟气脱硝行业的市场结构

  四、烟气脱硝的市场前景预测和政策措施建议

  五、结语

  

 第五章 电力企业的节能减排分析



  第一节 推广集中供热是节能降耗和电力企业发展的基础

  一、推广集中供热，使发电能耗再利用

  二、把节水节电列为重点工作

  三、减少燃煤消耗量

  四、要大力发展大电网

  第二节 电力节能措施与电气新能源的开发分析

  一、电力节能的措施分析

  二、电气新能源的开发分析

  第三节 电力运行及用电管理节能的分析探讨

  一、目前我国电力行业发展现状

  二、电能损耗的原因概述

  三、用电管理节能的措施

  四、结束语

  第四节 电力工程设计中的节能措施探索

  一、电力工程设计节能的基本要求

  二、电力工程设计中的节能措施

  三、结束语

  第五节 电力系统如何在发展中做到节能环保

  一、电力系统发展中节能环保工作的必要性

  二、火力发电对环境的影响及防治措施

  

 第六章 重点区域电力行业节能减排分析

  第一节 华北地区

  一、天津电力工业节能减排实施成效分析

  二、&ldquo;十三五&rdquo;内蒙古电力节能减排规划

  三、河北省电力行业节能减排现状及对策

  第二节 东北地区

  一、辽宁省电力工业节能减排实施概况

  二、安徽池州电力节能排减取得明显成效获肯定

  第三节 华东地区

  一、2019年浙江电力行业节能减排实施成效评析

  二、2019年福建电力行业节能减排实施成效评析



  三、2019年上海电力行业节能减排实施成效评析

  四、2019年江苏省电力工业节能减排基本情况及成效

  五、2019年江西省电力工业节能减排基本情况及成效

  六、2019年山东电力推广合同能源管理模式

  七、2019年山西省电力工业节能减排基本情况及成效

  第四节 中部地区

  一、2019年河南省电力公司新技术助力节能减排

  二、2019年湖南省电力行业节能减排成效显著

  三、2019年湖北省电力公司节能减排综述

  四、2019年湖北省电力公司节能工作获表彰

  第五节 华南地区

  一、2019年广东电网实施节能发电调度

  二、2019年海南省电力行业实行节能减排效果显著

  三、广西电网实行节能减排效果显著

  第六节 西南地区

  一、2019年四川电力行业前三季度节能减排情况

  二、2019年云南电网节能量总体进度超额完成任务

  三、贵州电力行业节能减排成效分析

  四、甘肃省电力公司节能降耗效果显著

  五、国网西藏电力超额完成2019年节能减排任务

  六、2019年国家电网重庆电力节能服务成效显著

  

 第三部分 行业技术与设备分析

 第七章 电力行业节能减排技术分析

  第一节 电力节能减排的理论体系与技术支撑体系

  一、电力节能减排的理论体系与技术支撑体系的重要意义

  二、电力节能减排理论体系与技术支撑体系的启动

  三、电力节能减排的理论体系以及技术支撑体系构架分析

  四、电力节能减排的市场准入机制

  五、建立节能减排的监管机制

  六、促进节能减排的政策机制

  七、电力节能减排方面的技术支撑体系



  八、完善电力节能减排理论体系和技术支撑体系的措施

  九、结束语

  第二节 电力工业节能降耗的四类基本技术

  一、降低发电能耗的主要途径

  二、降低综合线损技术的三种方法

  三、电力需求侧管理技术手段浅析

  四、楼宇及变配电站建筑节能的相关技术剖析

  第三节 关于电力工业技术节能的探讨

  一、综合线损节能技术

  二、变配电站节能

  三、电力节能技术措施

  四、用电侧管理技术

  第四节 电力系统节能与经济调度的研究

  一、节能调度的概述

  二、节能调度的可行性

  三、节能调度的方法与措施

  四、节能调度与经济调度相结合

  第五节 电力节能降耗采取的技术措施探析

  一、降低发电能耗

  二、降低综合线损技术

  三、用电侧管理技术

  四、楼宇及变配电站建筑节能

  五、结论

  第六节 电力输配电线路节能降耗技术探讨

  一、电力输配电线路节能降耗技术的必要性

  二、电力输配电线路节能降耗技术的措施

  三、优化电网的无功配置

  第七节 电力工程管理手段与节能设计探讨

  一 对加强电力工程管理的几项提议

  二、电力工程的节能设计

  三、节能管理措施

  四、结语



  第八节 关于电力运行中的节能问题分析

  一、电能浪费的主要原因

  二、电力在运行过程中的几点有利措施

  三、结束语

  第九节 对我国火电厂烟气脱硫的现状研究及未来发展展望

  一、我国火电厂烟气脱硫的现状研究

  二、我国火电厂烟气脱硫的技术发展

  三、结束语

  第十节 针对电力生产特点采用高压变频技术的节能减排效果分析

  一、变频节能在电力生产中的综合效果

  二、电力生产对高压变频的要求

  三、高压变频应用时应注意的问题

  四、风机变频调速应用情况

  五、水泵变频调速应用情况

  六、不同功率等级的变频调速改造实施方案

  七、不同拓扑结构变频器的性能比较

  八、节能改造工程变频器容量的合理选型

  第十一节 电力需求侧电价机制与节能降耗的关系

  一、电力需求侧管理

  二、需求侧管理电价机制

  三、两部制电价机制

  四、两部制电价机制与节能降耗的关系

  

 第八章 节能减排背景下电力设备的发展

  第一节 我国电力设备行业特点与分类

  一、电力设备行业分类和主要产品

  二、电力设备行业特性分析及各子行业特点

  三、电力设备的重要地位和行业产业链分析

  第二节 2019年我国电力设备行业经济运行分析

  一、电力设备制造业供求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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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电力设备制造业投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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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电力设备制造业进出口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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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节 电力环保设备得到政府鼓励和支持

  第六节 电力环保设备需求状况与未来发展预测

  

 第四部分 行业融资与机制分析

 第九章 电力行业节能减排的融资环境分析

  第一节 &ldquo;绿色信贷&rdquo;内涵及发展解读

  一、中国绿色信贷的发展进程

  二、基于CDM项目的绿色信贷研究

  三、中国绿色信贷业务发展现状分析

  四、中国绿色信贷的制度分析

  五、我国商业银行绿色信贷建设的思考与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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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国有商业银行的绿色信贷发放现状及建议

  三、2019年绿色信贷相关文件出台获银监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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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2019年交运节能减排专项资金申请指南发布

  五、节能减排项目融资模式探讨



  

 第十章 电力行业节能减排与清洁发展机制

  第一节 清洁发展机制（CDM）基本概述

  一、CDM简介

  二、CDM项目开发模式和程序

  三、CDM项目的交易成本

  四、CDM项目的风险

  第二节 节能领域CDM项目的开发

  一、我国CDM项目发展概况

  二、CDM项目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三、对策与建议

  第三节 2016-2019年CDM项目开发现状及建议

  一、中国CDM项目开发的主要经验

  二、CDM对中国节能减排的促进作用

  三、对中国CDM项目发展的改进建议

  第四节 清洁发展机制与供电企业减排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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