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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源 扶 贫 Energy Poverty Alleviation

中国能源扶贫 40年及效果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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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能源扶贫政策是我国扶贫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能源扶贫政策 40 年的演变是

紧密围绕不同阶段能源发展水平进行调整和完善的。能源扶贫目标也从初期的“能源可及”，

逐级跃升实现了“用得上电”“用得起电”“用上好电”“利用好电”。现阶段，中国农村地区能

源可及得到根本性解决，用能综合水平得到较大提升。但长期来看，我国不同地区用能水平和

用能效率还存在较大差异，仍有进步的空间；能源禀赋条件也意味着用能结构有待进一步优

化；从“利用好能源”来看，如何建立能源开发利用扶贫的长效机制值得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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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nergy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y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country’s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y.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energy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y has been closely adjusted and improved around the energy 
development levels of different stages over the past 40 years. The goal of energy poverty alleviation has also gradually 
increased from the initial “energy availability” to “can use electricity” → “ affordable electricity” → “use clean 
energy” → “use electricity well”. At this stage, energy access has been fundamentally resolved, the comprehensive 
level of energy use has been greatly improved. However, in the long run, there are still large differences in energy 
consumption levels and efficiency in different regions, and there is still room for improvement. Energy endowment 
conditions also mean that the energy consumption structure needs to be further optimized. And how to establish a long-
term mechanism for energy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poverty alleviation is worthy of in-depth discuss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sing energy 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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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能源领导小组，我国能源扶贫工作探索已有 40

年，在这个过程中，为解决不同阶段的能源贫困

问题进行不断调整和自我完善，最终形成了适合

我国现阶段国情的能源扶贫政策体系。

1  中国能源扶贫政策演变的 4 个阶段

我国能源扶贫政策经过 40 年的实践探索，不

断完善和丰富，能源扶贫目标也从初期单一的满足

农村地区生活能源可及，逐级跃升到提高用能水平

和用能效率、优化用能结构，进一步拓展到开发

利用新能源产业带动当地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

能源贫困是全世界能源体系面临的三大挑战

之一，各国政府一直将缓解能源贫困作为工作的

努力方向之一。IEA 报告指出，能源贫困一方面

表现为难以支付、难以获得电力或其它现代化清

洁能源服务；另一方面表现为用能高度依赖传统

生物质能或其它固体燃料。这主要涉及能源可及、

用能结构、用能水平、用能效率等几个方面。

自 1979 年国家科委组织召开我国第一次能源

政策研究座谈会，提出筹备成立全国能源研究会

和建议国家成立统一的能源机构以来，1980 年国

家又设立国家能源委员会，1984 年国务院成立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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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980—1993 年：开发与节约并重，以

能源可及为单一目标

我国在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出现严重的能源

短缺，在农村地区尤为严重。1978 年，全国县、

乡、村通电率分别为 94.5%、86.8%、61.1%[1]，

而农村生活用能占农村能源消费比重在 85% 左

右，当时农村有相当大一部分地区，一年要缺

2~3 个月的烧柴，局部地区甚至缺烧半年以上 1，

41% 的农户是严重缺烧户。同时，农村用能高度

依赖传统生物质，直接燃烧方式下，热能利用率

非常低，仅在 10% 左右 2。这时期的农村能源贫

困突出表现为用能紧张，同时能源利用又相当落

后，管理水平低，浪费很大 [2]。

为解决农村地区用能极度匮乏问题，“六五”

期间，国家能源扶贫政策总方针是“因地制宜，多

能互补，综合利用，讲求效益”，围绕指导能源开

发与节约，出台了国务院批转水利电力部《关于积

极发展小水电建设中国式农村电气化试点县的报

告》（国发〔1983〕190 号）、《关于加快农村改灶

节柴工作的报告》（国办发〔1983〕11 号）等系列

文件，5 年间，农村地区“煤炭的供应量增加，农

村缺柴状况有了初步改善。”3 但绝大部分农村地区

用能高度紧张仍没有根本改变，能源贫困极大制

约着中国农村的生产和生活。1986 年国务院成立

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将解决农村地区贫困人口的

用能问题列为扶贫开发的重点工作之一。为了进

一步缓解广大农村地区能源供给不足压力，1986
年 12 月，国家经济委员会发布了《关于加强农村

能源建设的意见》（国经委〔1986〕806 号），从国

家层面将农村用能问题纳入扶贫战略。该文件对

提高农村能源可及性表达了极大的重视，提出“把

农村能源建设要纳入各级国民经济计划”。这时期

的能源扶贫政策主要是引导合理利用秸秆、省柴

节煤工作、农村沼气建设、开发小水电等，多渠

道加强农村能源建设，以缓解农村地区生活用能

紧张问题。虽然我国在 1982 年才开始在农村地区

探索电气化试点，但发展速度比较快。到 1993 年

底，全国通过验收的农村电气化县有 144 个。到

1992 年 12 月，全国只有 1.2 亿农村人口没有用上

1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计划委员会、农牧渔业部关于加快农村改灶节柴工作的报告的通知》（国办发〔1983〕11 号），1983 年 2 月 10 日。

2  《国家计委、农牧渔业部关于加快农村改灶节柴工作的报告》，1983 年 1 月 21 日。

3  国家经济委员会：《关于加强农村能源建设的意见国经委》（〔1986〕806 号）. http://www.nea.gov.cn/2015-12/13/c_131051719.htm.
4  电力部首次提出了“电力扶贫共富工程”计划，经国务院扶贫办批准，“电力扶贫共富工程”纳入《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

电 [3]，占当时农村总人口的 14%。相对于电力的

广覆盖面，农村用电水平并不高，1990 年我国农

村人均生活用电仅为 25 kWh，大概是城镇居民水

平的 1/4 左右。同时，该阶段农村用能结构也没有

发生大的变化，农村生活用能中传统生物质能占

农村生活用能总量的比重由 1979 年的 85% 下降

到 1989 年的 80%[4]。

1.2  1994—2005 年：电力可及为主，兼顾

提高用能水平

1994 年，国务院发布《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

划》（国发〔1994〕30 号）4，提出到 20 世纪末，解

决无电县、无电村和无电户通电问题。同年，电力

工业部配套出台《关于实施“电力扶贫共富工程”

的通知》、《电力扶贫共富工程实施意见》等政策文

件，依托电力扶贫共富工程，通过整顿农村电价、

农村电力体制管理改革、电网改造等措施着手解决

当时农村用能短缺问题，这时期的重点是以解决贫

困居民的生活用电为导向。1994~1997 年实施的电

力扶贫共富工程，解决了近 7000 万农村无电人口

的用电问题。全国乡、村、户通电率从 1993 年底

的 97.37%、93.05%、89.61% 上升到 1997 年底的

99.03%、97.66%、95.86%[5]，且供电质量全部合格。

这时期农村能源贫困的另一特征是用能水平

低。1994 年我国年人均用电量只占世界先进国家

平均水平的 1/8，农村年人均用电只占全国人均用

电的 1/2。当时，全国有 195 个县的户通电率小于

50%[6]，没有达到国务院有关部门规定的温饱水平

的通电率要求。按农村电气化标准衡量，全国只

有 5% 的县达标。基于此，1998 年国家计划委颁

布《关于加快农村电网建设（改造）工作有关问题

的通知》（计电〔1998〕73 号），旨在“保证农村

供电的经济、可靠和安全”。之后陆续出台的能源

扶贫政策目标不再仅局限于解决“用得上电”的问

题，兼顾解决“用得起电”问题。

1.3  2006—2012 年：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

保障能源供应和优化用能结构并举

到了 21 世纪初，“用得上电”问题在绝大部

分地区切实得到解决，“用不起电”的压力也得到

基本缓解。随着低碳发展在全球达成共识，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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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发展顺势进入转型时期。这时期，我国农村

能源贫困主要的表现为“用不上好电”。因此，该

阶段的能源扶贫政策着力于优化能源结构，提高

清洁能源发电占比。因此，2006 年《可再生能源

法》的颁布具有划时代影响意义，标志着我国可再

生能源成为国家层面发展的主旋律，进入了一个

新的历史阶段。各级地方政府结合本地实际，制

定出台了地方性可再生能源相关的法规政策。特

别是可再生能源技术的迅速发展，为新能源发展

奠定了基础，不仅进一步提高了农村能源可及

性，也使得农村用能结构得以优化。2006 年《国

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无电地区电力建设有关问题的

通知》（发改能源〔2006〕2312 号）将新能源开

发利用纳入无电地区电力建设统筹规划，提出对

“大电网延伸不到的，可通过光伏发电、风电来 
解决”。

1.4  2013 年至今：进一步优化用能结构，拓

展新能源产业扶贫功能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政府高度重视生态文

明建设，能源转型进入快速发展通道，新能源成

为我国能源战略发展布局重点，旨在建设清洁低

碳、安全、高效、可靠的现代能源体系。在 2015
年根本解决农村能源可及性后，解决农村地区能

源贫困问题转向优化用能结构、提高用能效率。

2016 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能源局、财

政部等八部门联合发布《关于推进电能替代的指导

意见》（发改能源〔2016〕1054 号）。之后相关部

门陆续出台了光伏发电、垃圾焚烧发电、海上风

电电价政策，大力扶持新能源的发展。2017 年中

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农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

的若干意见》提出，“实施农村新能源行动，推进

光伏发电，逐步扩大农村电力、燃气和清洁型煤

供给。”伴随新能源的迅速发展，解决新能源消纳

问题迫在眉睫。为此，2018 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国家能源局关于印发《清洁能源消纳行动计

划（2018—2020 年）》（发改能源规〔2018〕1575
号）发布。2020 年《关于建立健全清洁能源消纳长

效机制的指导意见》，则是以建立健全清洁能源消

纳长效机制为目标，促进风电、光伏发电、水电、

核电等清洁能源高质量发展。

与此同时，新能源扶贫作为精准扶贫战略的

重要组成部分，被提升到国家战略。2014 年，国

家能源局、国务院扶贫办联合发布了《关于实施

光伏扶贫工程工作方案》（国能新能〔2014〕420
号），从国家层面推动光伏扶贫行动，此后，光伏

扶贫项目作为精准扶贫的重要项目在全国普遍开

展。计划用 6 年时间全面开展光伏发电产业扶贫

项目建设，与之配套的是，各相关部门密集出台

了一系列关于支持光伏扶贫工程的若干意见、通

知、条例和办法。

2016 年，作为“十三五”期间我国能源发展

的指导性文件，《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发

改能源〔2016〕2744 号）提出，要精准实施能源

扶贫工程，重点实施光伏、水电、天然气开发利

用等扶贫工程，既要解决贫困地区用电难的问题，

又要能够增加贫困群众的现金收入，从而增强贫

困地区自我发展“造血功能”。同年年底，国务院

印发《“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国发〔2016〕64
号），对开展光伏扶贫工程、农村小水电扶贫工

程做了总体要求，从鼓励创新水电、矿产资源开

发占用对资源地补偿补助方式，在贫困地区选择

一批项目开展资源开发资产收益扶贫改革试点等

方面，进一步明确了开发利用能源扶贫的模式和 
机制。

2  能源扶贫政策演变特征

能源扶贫政策是我国扶贫政策的重要组成部

分。我国能源扶贫政策的演变是紧密围绕不同

阶段能源发展水平进行调整和完善的。能源扶

贫政策的总体方向是确定的、稳定的，能源扶

贫政策是延续的。早期我国能源扶贫政策是“能

源可及”，解决农村地区最基本的生活用能问

题，随着用能紧张的初步缓解，能源扶贫政策转

向“用得上电”，在能源供给不足问题得到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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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1980—2020 年中国能源扶贫政策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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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的运用市场导向性增强。

3  我国能源扶贫政策效果总体评价

中国近 40 年的能源扶贫政策，随着能源贫困

形势的不断变化进行动态调整和完善，最终形成

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能源扶贫政策体系，能源扶贫

工作取得显著成效。中国农村地区能源可及得到

根本性解决，用能水平、用能效率、用能结构都

得到较大提升。但长期来看，我国幅员辽阔，不

同地区用能水平和用能效率还存在较大差异，仍

有进步的空间；我国能源禀赋条件，也意味着用

能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从“利用好能源”来看，

能源开发式扶贫对深度贫困地区，特别是资源富

集但经济落后地区的扶贫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但

如何建立扶贫的长效机制也值得深入探讨。

3.1  能源可及性得到根本性解决，但用能综

合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

目前，中国农村地区已实现供电区域内自然

村动力电全覆盖，从根本上解决了“用不上电”

的问题；与此同时，农村居民生活用能效率也从

20 世纪 80 年代的 10% 提高到 2017 年的 60% 左

右。但农村地区用能综合水平还有进一步提升空

间，主要表现在：一是“用不起电”问题仍旧存

在，贫困地区用能水平亟待提高。目前深度贫困

地区人均能源消费量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 1/3；人

均电力装机约为全国人均装机容量的 3/5；人均

年用电量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 1/4；二是“用上

好电”亟待破解，用能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经

过 40 年的能源扶贫，我国农村用能结构得到改

善，但并未发生根本性扭转，农村地区炊事和取

暖仍旧高度依赖生物质能。资料显示，2016 年农

村地区使用传统生物质能用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 
44.2%[8]。

3.2  政府主导下的扶贫项目落地性强且短期

成效显著，但扶贫长效机制有待进一步探索

纵观能源扶贫政策史，政府主导是不争的事

实。在政府主导下的能源扶贫项目，通过行政指

令或者号召能源企业采用扶贫协作、对口支援、

定点帮扶等举措对贫困地区进行扶贫。由于给予

能源企业在项目用地、电价、税收等方面的有力

支持，促进了能源扶贫项目较好地落地。以光伏

扶贫为例，自 2014 年启动光伏扶贫试点，截至

2019 年 12 月底，我国已累计下达光伏扶贫规模

缓解后，能源政策目标拓展为提高用能水平和

用能结构并举，即“用得起电”“用上好电”，随

着电力不可及问题的根本解决，能源（特别是新

能源）自身的产业功能被进一步挖掘和利用，能

源扶贫政策转向依托开发利用新能源带动经济

环境可持续发展拓展，即“利用好电”。在这个

过程中，能源扶贫政策呈现了几个典型的演变 
特征。

一是我国能源扶贫政策的调整始终将解决好

农村地区用能问题作为根本目标。能源扶贫政策

围绕破解不同经济发展阶段能源贫困难题，不

断进行自我调整和完善，促进农村地区用能逐

步跨越实现了“能源可及”“用得上电”“用得起

电”“用上好电”到“利用好电”。在这个过程中，

逐步形成了以电力可及为主线的能源扶贫机制。

但值得注意的是，可再生能源或者清洁能源

的发展一直贯穿农村能源扶贫工作中，但早期鼓

励发展生物质能、太阳能、小水电的出发点，更

主要的是为了通过“多能互补”，解决农村能源可

及。但在用能得到缓解甚至根本解决后，鼓励可

再生能源发展的政策体系是为了进一步提高农村

地区用能水平和用能效率、优化用能结构，到现

阶段，能源的开发，特别是将开发和利用根本目

标放在协调农村地区经济、环境、资源的可持续

发展方面。

二是能源扶贫政策的目标由早期的注重用能

公平转向提升用能综合水平（主要是用能结构、用

能水平、用能效率）。早期制定能源扶贫政策的出

发点比较单一，是普惠性的，根本是解决全民能

源的可及。随着能源保供压力的缓解，且能源作

为可耗竭资源，能源扶贫政策开始注重用能水平、

用能效率和用能结构，不仅要“用得上电”，也要

“用得起电”“用上好电”，到现在是多元拓展能源

作为产业的带动作用，真正“利用好电”。

三是能源扶贫政策由指令性向指导性过渡。

一直以来，政府在扶贫开发中起着主导作用，对

扶贫工作进行整体调控 [7]。早期主要通过行政指

令要求能源企业通过定点帮扶、对口支援、东西

协作等方式保障贫困地区能源供给。但 2012 年以

来，能源扶贫政策下政府角色开始转型，从主导

转换为引导，更加注重利用市场化手段。特别是

在开发利用新能源产业助力脱贫攻坚战略中，政

策的制定侧重调动多元扶贫主体的参与，政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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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 万 kW，帮扶贫困户 407 万户 1。但随着光伏

扶贫项目的快速推进，这种高度依靠政府政策倾

斜、通过行政手段消除贫困的方式并不具备可持

续性。个别地方存在“一光了之”“一哄而上”的

现象 [9]，不仅给政府财政带来较大压力（截至

2018 年底，我国新能源产业发展的缺口资金已经

突破千亿元）[10]，而且由于过度的保护和扶持，不

利于产业长远发展。

3.3  能源扶贫模式由救济式、输入式扶贫转

向开发式、自主式扶贫

能源扶贫政策通过渐进式的三个途径发挥作

用：一是通过改善能源基础设施，提高能源普遍服

务水平，提高贫困群众能源可及；二是通过合理

开发利用贫困地区的能源资源，带动深度贫困地

区经济发展，间接增加贫困群众收入；三是以光

伏扶贫为手段，精准到户，起到兜底保障作用 [11]。 
这意味着能源扶贫模式也从早期的救济式、输入

式扶贫转向开发式、自主式扶贫模式。与早期的

能源救济式扶贫相比，能源开发式扶贫能够提升

贫困群体、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防止返贫，稳

定脱贫。以光伏扶贫为例，光伏扶贫项目模糊了

传统电力中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边界，光伏发

电农户既可是电力的生产者，也可是电力的消费

者。贫困户不仅可以节省电费支出，还可获得售

电收入、获得上网电价补贴 [12]。同时实现了“节

流”和“开源”，相对一般性的产业扶贫手段优势

比较明显。

4  未来能源扶贫政策的着力点

中国农村进一步通过能源扶贫，促进农村发

展的空间还很大 [13]。下一阶段，能源扶贫政策应

以提高用能综合水平为方向，构建清洁低碳、可

靠、高效的能源体系，继续推进光伏精准扶贫工

程，探索建立能源扶贫的长效机制。

一是推进新能源与精准扶贫的有机契合，构

建利益分配持续稳定机制。提高贫困地区新能源

可及性和新能源占能源消费的比例。拓展可再生

能源与产业融合的渠道，带动贫困地区经济可持

续发展。在增加扶贫投资的同时，精准项目瞄准

贫困人口，提高扶贫投资的针对性和效果 [14]；认

真落实国务院制定的《村级光伏扶贫电站收益分

配管理办法》（国开办发〔2017〕61 号），坚持“政

府引导、企业为主、市场运作”，积极探索多元的

1  2020 年全国能源工作会议：已累计下达光伏扶贫规模 19.1 GW，https://www.sohu.com/a/360679018_418320.

能源扶贫利益分配机制，切实建立贫困人口稳定、

持续获利机制。

二是拓展能源扶贫参与主体多元化渠道。探

索在税收、土地、用水用电等方面，给予优惠政

策，吸引更多社会资金参与新能源项目建设，减

轻政府单方面扶贫带来的资金压力。

三是处理好公平和效率的关系。新能源产业扶

贫的对象是贫困户，对于这部分群体应给予特殊和

优先照顾，但要避免贫困群体产生不劳而获、坐享

其成的思想。因此，新能源产业扶贫应重点放在

提升贫困户脱贫能力上 [10]，通过为贫困户多提供

就业岗位和帮扶资金，维护社会公平和市场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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