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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水电是技术成熟、运行灵活的清洁低碳可再生能源，具

有防洪、供水、航运、灌溉等综合利用功能，经济、社会、

生态效益显著。根据最新统计，我国水能资源可开发装机容

量约 6.6 亿千瓦，年发电量约 3 万亿千瓦时，按利用 100 年

计算，相当于 1000亿吨标煤，在常规能源资源剩余可开采总

量中仅次于煤炭。经过多年发展，我国水电装机容量和年发

电量已突破 3 亿千瓦和 1 万亿千瓦时，分别占全国的 20.9%

和 19.4%，水电工程技术居世界先进水平，形成了规划、设计、

施工、装备制造、运行维护等全产业链整合能力。我国水能

资源总量、投产装机容量和年发电量均居世界首位，与 80多

个国家建立了水电规划、建设和投资的长期合作关系，是推

动世界水电发展的主要力量。 

目前，全球常规水电装机容量约 10亿千瓦，年发电量约

4 万亿千瓦时，开发程度为 26%（按发电量计算），欧洲、北

美洲水电开发程度分别达 54%和 39%，南美洲、亚洲和非洲水

电开发程度分别为 26%、20% 和 9%。发达国家水能资源开发

程度总体较高，如瑞士达到 92%、法国 88%、意大利 86%、德

国 74%、日本 73%、美国 67%。发展中国家水电开发程度普遍

较低。我国水电开发程度为 37% （按发电量计算），与发达国

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还有较广阔的发展前景。今后全球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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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开发将集中于亚洲、非洲、南美洲等资源开发程度不高、

能源需求增长快的发展中国家，预测 2050年全球水电装机容

量将达 20.5亿千瓦（2050GW）。 

随着电网安全稳定经济运行要求不断提高和新能源在电

力市场的份额快速上升，抽水蓄能电站开发建设的必要性和

重要性日益凸显。目前，全球抽水蓄能电站总装机容量约 1.4

亿千瓦，日本、美国和欧洲诸国的抽水蓄能电站装机容量占

全球的 80%以上。我国抽水蓄能电站装机容量 2303 万千瓦，

占全国电力总装机容量的 1.5%。“十三五”将加快抽水蓄能电

站建设，以适应新能源大规模开发需要，保障电力系统安全

运行。 

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能

源发展“十三五”规划》和《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三五”规

划》，制订了《水电发展“十三五”规划》（以下简称《规划》）。

《规划》以加快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现代能源体系，进

一步转变水电发展思路为主线，提出“十三五”水电发展的

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规划保障，是

“十三五”时期我国水电发展的重要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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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规划基础 

（一）发展现状 

“十二五”时期，我国着力构建安全、稳定、经济、清洁

现代能源产业体系，把在做好生态保护和移民安置的前提下积

极发展水电，作为重要的能源发展方针，高度重视开发建设与

生态保护、移民安置、经济社会等的统筹协调工作，新增投产

1 亿千瓦，约占水电总装机容量的三分之一，为实现我国 2015

年非化石能源发展目标发挥了有力支撑作用，为促进国民经济

和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能源保障。  

——装机规模不断跃升。“十二五”期间，新增水电投产装

机容量 10348 万千瓦，年均增长 8.1%，其中大中型水电 8076

万千瓦，小水电 1660 万千瓦，抽水蓄能 612 万千瓦。到 2015

年底，全国水电总装机容量达到 31954 万千瓦，其中大中型水

电 22151万千瓦，小水电 7500万千瓦，抽水蓄能 2303万千瓦，

水电装机占全国发电总装机容量的 20.9%。2015 年全国水电发

电量约 1.1 万亿千瓦时，占全国发电量的 19.4%，在非化石能

源中的比重达 73.7%。 

“十二五”时期，开工建设了金沙江乌东德、梨园、苏洼

龙，大渡河双江口、猴子岩，雅砻江两河口、杨房沟等一批大

型和特大型常规水电站，总开工规模达到 5000万千瓦。同时，

开工建设了黑龙江荒沟、河北丰宁、山东文登、安徽绩溪、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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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琼中、广东深圳等抽水蓄能电站，总开工规模 2090万千瓦，

创历史新高。 

 

专栏 1  “十二五”水电发展主要指标及完成情况 

项目 
2010 年装机 

（万千瓦） 

2015 年预期 

（万千瓦） 

2015 年实际 

（万千瓦） 

年均增长率 

（%） 

一、常规水电站 19915 26000 29651 8.3 

1．大中型水电站 14075 19200 22151 9.5 

2．小型水电站 5840 6800 7500 5.1 

二、抽水蓄能电站 1691 3000 2303 6.4 

合计 21606 29000 31954 8.1 

 

专栏 2  “十二五”开工的主要水电站 

常规水电站 

金沙江：梨园、阿海、鲁地拉、龙开口、观音岩、乌东德、苏洼龙 

雅砻江：两河口、杨房沟 

大渡河：双江口、黄金坪、猴子岩、安谷、枕头坝一级、沙坪二级 

黄  河：刘家峡扩机、黄丰 

其他河流：马马崖一级、丰满重建、小漩、立洲、卡基娃、多布 

抽水蓄能电站 

华北电网：丰宁（一期、二期）、文登、沂蒙 

华东电网：绩溪、金寨、长龙山 

华中电网：天池、蟠龙 

东北电网：敦化、荒沟 

南方电网：琼中、深圳、梅州一期、阳江一期 

 

专栏 3  “十二五”投产的主要水电站 

常规水电站 长  江：三峡地下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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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沙江：阿海、金安桥、鲁地拉、龙开口、溪洛渡、向家坝 

大渡河：泸定、大岗山、深溪沟、枕头坝一级、安谷 

雅砻江：锦屏一级、锦屏二级、官地 

乌  江：沙沱、银盘 

黄  河：黄丰 

红水河：岩滩扩建 

沅  水：白市、托口 

其他流域：马马崖一级、旁多、亭子口、果多、江边 

抽水蓄能电站 

华北电网：呼和浩特 

华东电网：仙游 

华中电网：黑麋峰、宝泉 

东北电网：蒲石河 

南方电网：惠州 

 

——技术能力实现跨越。“十二五”期间，坚持技术创新与

工程建设相结合，加强重大装备自主化，着力提高信息化水平，

工程建设技术和装备制造水平显著提高。攻克了世界领先的复

杂地质条件下 300 米级特高拱坝、超高心墙堆石坝采用掺砾石

土料和软岩堆石料筑坝、35米跨度地下厂房洞室群、深埋长引

水隧洞群、砂石料长距离皮带输送系统等技术难题。自主制造

了单机容量 80万千瓦混流式水轮发电机组，500米级水头、单

机容量 35万千瓦抽水蓄能机组成套设备，世界上最大的单体升

船机、最大跨度重型缆机等。建成了世界最高混凝土双曲拱坝

锦屏一级水电站，深埋式长隧洞锦屏二级水电站，装机规模世

界第三的溪洛渡水电站，复杂地质条件的大岗山水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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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管理逐步强化。“十二五”期间，坚持开发与管理、

建设与运行并重，逐步完善水电开发政策法规与技术标准，强

化水电行业管理，制定了抽水蓄能产业政策，出台了鼓励社会

资本投资水电站的指导意见，以及流域管理、质量监督、工程

验收和抽水蓄能选点规划、运行管理相关规定。水电移民政策

不断完善，明确了“先移民后建设”要求，加强了移民档案和

统计管理，建立了流域水电移民工作协调机制。生态保护工作

不断加强，全面落实水电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完善了水电建设

与验收的环保技术标准，完成了金沙江上游、黄河上游等河流

水电规划及规划环评，协调了水电开发与环境保护关系，分层

取水、过鱼设施、栖息地保护、生态调度等环境友好型措施逐

步推广应用。 

（二）面临形势 

——生态环保压力不断加大。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们

环保意识的提高，特别是生态文明建设，对水电开发提出了更

高要求；随着水电开发的不断推进和开发规模的扩大，剩余水

电开发条件相对较差，敏感因素相对较多，面临的生态环境保

护压力加大。 

——移民安置难度持续提高。我国待开发水电主要集中在

西南地区大江大河上游，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移民安置难

度加大。同时，有关方面希望水电开发能够扶贫帮困，促进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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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经济发展，由此将脱贫致富的期望越来越多地寄托在水电开

发上，进一步加大了移民安置的难度。 

——水电开发经济性逐渐下降。大江大河上游河段水电工

程地处偏远地区，制约因素多，交通条件差，输电距离远，工

程建设和输电成本高，加之移民安置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投入不

断加大，水电开发的经济性变差，市场竞争力显著下降。此外，

对水电综合利用的要求越来越高，投资补助和分摊机制尚未建

立，加重了水电建设的经济负担和建设成本。 

——抽水蓄能规模亟待增加。总量偏小，目前仅占全国电

力总装机的 1.5%，而能源结构的转型升级要求抽水蓄能占比快

速大幅提高；支持抽水蓄能发展的政策不到位，投资主体单一，

电站运行管理体制机制尚未理顺，部分已建抽水蓄能电站的作

用和效益未能充分有效发挥，需要统筹发挥抽水蓄能电站作用。 

二、规划原则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

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遵循习近平

总书记能源发展战略思想，把发展水电作为能源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确保能源安全、促进贫困地区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

要战略举措，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

在保护好生态环境、妥善安置移民的前提下，积极稳妥发展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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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科学有序开发大型水电，严格控制中小水电，加快建设抽

水蓄能电站。 

（二）基本原则 

坚持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

坚持生态优先，科学开发水能资源，建设环境友好型工程，重

视生态修复，保障水电可持续发展。  

坚持协调发展，确保健康有序。统筹流域水电开发，积极

推进水电基地建设，加快调节性能好的控制性水库建设；优化

电源建设结构，加快抽水蓄能发展；统筹水电开发、电网建设

和电力市场，增强发展协调性。 

坚持创新发展，增强发展动力。加快推进体制机制创新，

完善水电开发和建设管理体制，提升流域综合管理水平；不断

推进技术创新，提高水电建设和装备制造的国际竞争力。 

坚持共享发展，促进脱贫致富。坚持水电开发经济效益与

社会效益并重，把水电发展和促进移民脱贫、增加群众资产性

收益相结合，把水电发展和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相结合，让地方

和移民共享水电发展成果。 

坚持开放发展，加强国际合作。以“一带一路”建设为统

领，推动水电装备、技术、标准和工程服务对外合作。 

（三）发展目标 

全国新开工常规水电和抽水蓄能电站各 6000万千瓦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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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投产水电 6000 万千瓦，2020 年水电总装机容量达到 3.8

亿千瓦，其中常规水电 3.4亿千瓦，抽水蓄能 4000万千瓦，年

发电量 1.25 万亿千瓦时，折合标煤约 3.75 亿吨，在非化石能

源消费中的比重保持在 50%以上。“西电东送”能力不断扩大，

2020 年水电送电规模达到 1 亿千瓦。预计 2025 年全国水电装

机容量达到 4.7 亿千瓦，其中常规水电 3.8 亿千瓦，抽水蓄能

约 9000万千瓦；年发电量 1.4万亿千瓦时。 

专栏 4  “十三五”水电发展目标 

项目 
新增投产规模 
（万千瓦） 

2020 年目标规模 

装机容量 

（万千瓦） 

年发电量 

（亿千瓦时） 

一、常规水电站 4349 34000 12500 

1、大中型水电 3849 26000 10000 

2、小水电 500 8000 2500 

二、抽水蓄能电站 1697 4000  

合计 6046 38000 12500 

 

三、规划布局 

（一）常规水电站 

根据我国水能资源具有的明显区域分布特点和开发现状，

统筹规划、合理布局西部和东中部水电开发。 

西南地区以川、滇、藏为重心，以重大项目为重点，结合

受端市场和外送通道建设，积极推进大型水电基地开发。继续

做好金沙江中下游、雅砻江、大渡河等水电基地建设工作；积

极推进金沙江上游等水电基地建设，建设藏东南“西电东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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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续基地。西北地区适应能源转型发展需要，优化开发黄河上

游水电基地。发挥水电的调节作用，实现水电与其他能源的多

能互补。加强流域梯级水电站群联合调度运行管理。到 2020 

年，西部常规水电装机规模达到 24000 万千瓦，占全国的比例

为 70.6%，开发程度达到 44.5%。 

东中部地区优化开发剩余水能资源，根据能源转型发展需

要，优先挖潜改造现有水电工程，充分发挥水电调节作用，总

结流域梯级水电站建设管理经验，开展水电开发后评价工作，

推行中小流域生态修复。到 2020 年，常规水电装机规模达到

10000 万千瓦，占全国的比例为 29.4%，开发程度达到 82.7%。 

 

 

专栏 5  “十三五”常规水电站发展布局 

地区 开发规模（万千瓦） 占全国的比例（%） 开发程度（%） 

西部地区 24000 70.6 44.5 

中部地区 6300 18.5 90.4 

东部地区 3700 10.9 72.1 

合计 34000 100 51.5 

 

（二）抽水蓄能电站 

统筹优化能源、电力布局和电力系统保安、节能、经济运

行水平，以电力系统需求为导向，优化抽水蓄能电站区域布局，

加快开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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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地区。服务新能源大规模发展和核电不断增长需

要，抽水蓄能电站重点布局在河北、山东，河北抽水蓄能电站

建设兼顾京津冀一体化的电力系统需要。规划 2020 年装机规

模 847 万千瓦，“十三五”期间开工规模约 1200 万千瓦。2025

年，抽水蓄能电站装机规模约 2300万千瓦。 

——华东地区。服务核电和新能源大规模发展，以及接受

区外电力需要，统筹华东电网抽水蓄能站点布局，抽水蓄能电

站重点布局在浙江、福建和安徽。规划 2020 年装机规模 1276

万千瓦，“十三五”期间开工规模约 1600万千瓦。2025年，抽

水蓄能电站装机规模约 2400万千瓦。 

——华中地区。根据区域内电力系统特点和运行需要，按

照区域电网调度需求，合理布局建设抽水蓄能电站，抽水蓄能

电站重点布局在城市群和负荷中心附近。规划 2020 年装机规

模 679 万千瓦，“十三五”期间开工规模约 1300 万千瓦。2025

年，抽水蓄能电站装机规模约 1600万千瓦。 

——东北地区。服务新能源和核电大规模发展需要，统筹

东北电网抽水蓄能站点布局，加快抽水蓄能电站建设。规划

2020 年装机规模 350万千瓦，“十三五”期间开工规模约 1000

万千瓦。2025年，抽水蓄能电站装机规模约 900万千瓦。 

——西北地区。服务新能源大规模发展和电力外送需要，

重点围绕风电、太阳能等新能源基地及负荷中心合理布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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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启动抽水蓄能电站建设。“十三五”期间开工规模约 600万千

瓦。2025年，抽水蓄能电站装机规模约 400万千瓦。 

——南方地区。服务核电大规模发展和接受区外电力需要，

抽水蓄能电站重点布局在广东。规划 2020 年装机规模 788 万

千瓦，“十三五”期间开工规模约 300 万千瓦。2025 年，抽水

蓄能电站装机规模约 1400万千瓦。 

 

专栏 6  “十三五”抽水蓄能电站发展布局 

电网区域 

2020 年 

装机规模 

（万千瓦） 

占全国的比例 

（%） 

“十三五” 

开工规模 

（万千瓦） 

占全国的比例 

（%） 

华北 847 21.4 1200 20 

华东 1276 32.3 1600 26.7  

华中 679 17.2 1300 21.7 

东北 350 8.9 1000 16.6 

西北 - - 600 10  

南方 788 20 300 5 

西藏 9 0.2   

合计 3949 100.0  6000 100.0  

 

四、重点任务 

（一）水电前期工作 

——开展水能资源调查。全面完成西藏水能资源调查，组

织发布四川水力资源复查成果。根据能源结构调整的需要，发

挥水电运行灵活特点和调节作用，对东中部和西北地区开展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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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挖潜开发的水能资源量进行调查和评价。适时启动河流水

能资源开发后评价工作。 

——加快河流水电规划。加快推进水电规划研究论证工作，

全面完成雅砻江上游等重点河流（河段）水电规划工作。统筹

考虑综合利用、生态保护、移民安置、区域发展需要，完成金

沙江虎跳峡、长江宜宾至重庆、黄河黑山峡等重点争议河段开

发方案综合研究论证工作。 

——滚动调整抽水蓄能规划。统筹考虑区域电力系统调峰

填谷需要、安全稳定运行要求和站址建设条件，对尚未开展选

点规划的地区适时启动规划工作；对部分已有选点规划，经论

证有增补、调整站点必要的地区进行滚动调整，充分论证系统

需求，分析研究抽水蓄能电站的合理建设规模和布局，优选确

定规划站点。根据发展需要，适时启动新一轮的全国抽水蓄能

规划工作。 

专栏 7  “十三五”水电前期工作重点 

前期工作内容 工作重点 

水能资源调查 
西藏水能资源全面调查，四川水力资源复查成果发布，东中部

和西北地区优化、挖潜开发水能资源量调查和评价 

河流水电规划 西南地区雅砻江上游等规划论证 

抽水蓄能规划 
广西、贵州等地区抽水蓄能电站选点规划，新疆、山东等地区

抽水蓄能电站选点规划调整 

重点河段研究论证 金沙江虎跳峡河段、长江宜宾至重庆河段、黄河黑山峡河段 

重大项目勘测设计 

金沙江叶巴滩、拉哇、岗托、旭龙、奔子栏、龙盘、白鹤滩，

黄河茨哈峡等常规水电站。河北抚宁、浙江宁海、辽宁清原等

抽水蓄能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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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重大项目勘测设计。抓紧推进一批战略性工程、

控制性水库、骨干项目的前期工作，重点做好金沙江白鹤滩、

龙盘、岗托，黄河茨哈峡等常规水电站，河北抚宁、浙江宁海、

辽宁清原等抽水蓄能电站的勘测设计、方案研究等工作，优化

工程设计，坚持节约集约用地，合理控制工程造价，提出科学

合理的工程建设方案。加快推进项目建设各项准备工作。 

（二）大型基地建设 

——基本建成六大水电基地。继续推进雅砻江两河口、大

渡河双江口等水电站建设，增加“西电东送”规模，开工建设

雅砻江卡拉、大渡河金川、黄河玛尔挡等水电站。加强跨省界

河水电开发利益协调，继续推进乌东德水电站建设，开工建设

金沙江白鹤滩等水电站。加快金沙江中游龙头水库研究论证，

积极推动龙盘水电站建设。基本建成长江上游、黄河上游、乌

江、南盘江红水河、雅砻江、大渡河六大水电基地，总规模超

过 1亿千瓦。 

——着力打造藏东南“西电东送”接续能源基地。开工建

设金沙江上游叶巴滩、巴塘、拉哇等项目，加快推进金沙江上

游旭龙、奔子栏水电站前期工作，力争尽早开工建设，努力打

造金沙江上游等“西电东送”接续能源基地。 

——配套建设水电基地外送通道。做好电网与电源发展合

理衔接，完善水电市场消纳协调机制，按照全国电力统一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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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原则，落实西南水电消纳市场，着力解决水电弃水问题。

加强西南水电基地外送通道规划论证，加快配套送出工程建设，

建成投产金中至广西、滇西北至广东、四川水电外送、乌东德

送电广东、广西等输电通道，开工建设白鹤滩水电站外送输电

通道，积极推进金沙江上游等水电基地外送输电通道论证和建

设。 

 

专栏 8  “十三五”大型水电基地规划建设情况 

序

号 
基地名称 

规划 

总规模 

（万千瓦） 

2015 年 

建成规模 

（万千瓦） 

“十三五” 

可能开工 

规模 

（万千瓦） 

“十三五” 

新增投产

规模 

（万千瓦） 

2020 年 

建成目 

标规模 

（万千瓦） 

1 长江上游 3128 2521.5 203 0 2521.5 

2 黄河上游 2656 1528.8 614.2 384.2 1913 

3 乌  江 1163 1110 52.5 0 1110 

4 
南盘江红水

河 
1508 1207.9 0 60 1267.9 

5 雅砻江 2883 1455.6  734.5 15 1470.6  

6 大渡河 2524 1229.7 493.86 512.73 1742.4  

7 金沙江 8315 3162 2381.25 580 3742  

 合  计 22177 12215.5  4479.31 1551.93 137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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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9  “十三五”常规水电重点项目 

序号 河流 重点开工项目 加快推进项目 

1 金沙江 
白鹤滩、叶巴滩、拉哇、巴塘、

金沙 

昌波、波罗、岗托、旭龙、奔子栏、

龙盘、银江等 

2 雅砻江 牙根一级、孟底沟、卡拉 牙根二级、楞古等 

3 大渡河 
金川、巴底、硬梁包、枕头坝

二级、沙坪一级 
安宁、丹巴等 

4 黄  河 玛尔挡、羊曲 茨哈峡、宁木特等 

5 其他 林芝、白马 阿青、忠玉、康工、扎拉等 

 

（三）中小流域开发 

——控制中小水电开发。落实生态文明建设要求，统筹全

流域、干支流开发与保护工作，按照流域内干流开发优先、支

流保护优先的原则，严格控制中小流域、中小水电开发，保留

流域必要生境，维护流域生态健康。水能资源丰富、开发潜力

大的西部地区重点开发资源集中、环境影响较小的大型河流、

重点河段和重大水电基地，严格控制中小水电开发；开发程度

较高的东、中部地区原则上不再开发中小水电。弃水严重的四

川、云南两省，除水电扶贫工程外，“十三五”暂停小水电和无

调节性能的中型水电开发。 

——支持离网缺电贫困地区小水电开发。支持边远缺电离

网地区，因地制宜、合理适度开发小水电，按照“小流域、大

生态”的理念，合理布局规划梯级，科学确定开发规模和方式，

维持河流基本生态功能。重点扶持西藏自治区，四川、云南、

青海、甘肃四省藏区和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小水电扶贫开发工作，

继续实施绿色能源示范县建设，解决当地居民用电问题。“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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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期间全国新开工小水电 500万千瓦左右。 

（四）抽水蓄能建设 

坚持“统筹规划、合理布局”的原则，根据各地区核电和

新能源开发、区域间电力输送情况及电网安全稳定运行要求，

加快抽水蓄能电站建设。 

——加快推进规划站点建设。抓紧落实规划站点建设条件，

积极推进开工建设。加快开工建设一批距离负荷中心近、促进

新能源消纳、受电端电源支撑的抽水蓄能电站。加强项目建设

管理，严格执行基本建设程序，保证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确

保工程按期投产。 

——研究试点海水抽水蓄能。加强关键技术研究，推动建

设海水抽水蓄能电站示范项目，填补我国该项工程空白，掌握

规划、设计、施工、运行、材料、环保、装备制造等整套技术，

提升海岛多能互补、综合集成能源利用模式。 

专栏 10  “十三五”抽水蓄能电站重点开工项目 

所在区域 省份 项目名称 总装机容量（万千瓦） 

东北电网 

辽宁 清原、庄河、兴城 380 

黑龙江 尚志、五常 220 

吉林 蛟河、桦甸 240 

内蒙古（东部） 芝瑞 120 

华东电网 

江苏 句容、连云港 255 

浙江 宁海、缙云、磐安、衢江 540 

福建 厦门、周宁、永泰、云霄 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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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10  “十三五”抽水蓄能电站重点开工项目 

所在区域 省份 项目名称 总装机容量（万千瓦） 

安徽 桐城、宁国 240 

华北电网 

河北 抚宁、易县、尚义 360 

山东 莱芜、潍坊、泰安二期 380 

山西 垣曲、浑源 240 

内蒙古（西部） 美岱、乌海 240 

华中电网 

河南 
大鱼沟、花园沟、宝泉二期、

五岳 
480 

江西 洪屏二期、奉新 240 

湖北 大幕山、上进山 240 

湖南 安化、平江 260 

重庆 栗子湾 120 

西北电网 

新疆 阜康、哈密天山 240 

陕西 镇安 140 

宁夏 牛首山 80 

甘肃 昌马 120 

南方电网 
广东 新会 120 

海南 三亚 60 

总计   5875 

 

（五）生态环境保护 

——加大大型水电环保力度。统筹水电开发与环境保护，

加强水电开发前期研究和环境论证，扎实推进重点河流（河段）

水电规划环评工作，严格落实规划环评要求，做到生态优先，

合理布局。强化水电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科学论证项目的

环境合理性；研究制定科学有效的环境保护措施，重点落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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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流量保障、水温影响减缓、水生生态保护，以及陆生生态保

护等措施，切实保护流域生态。加强流域环境影响及保护措施

效果跟踪监测，科学评估项目实施的环境影响和各项环境保护

措施的实施效果；积极开展水电规划、水电项目环境影响跟踪

评价、后评价工作，总结经验，推动生态友好型水电建设。 

——优化小水电改造思路。转变以扩机增容为主的小水电

改造传统思路，根据流域生态和工程安全需要，因地制宜实施

以安全、环保为目标的小水电技术改造工作，提高电站安全水

平，提升机组运行效率，增加下泄生态流量，加强运行监测监

管。为切实改善电站上下游生态环境，今后，实施各类扩机增

容、增效扩容等小水电改造，按照现行有效的环保标准进行环

境论证和项目环评，增加环保措施，加大生态流量。 

——实施流域生态修复。试点开展长江中上游、金沙江等

流域水电开发生态保护与修复。开展中小流域水电开发后评价，

全面总结开发经验教训，统筹考虑干支流水电开发及其生态环

境状况，对环境保护、水土流失问题相对突出的流域，实施流

域生态修复工作，抓紧启动岷江、凉山州黑水河等河流生态修

复试点工作。坚持科学论证、统筹规划，对环境影响较大、具

有改造条件的电站，实施生态改造，增加环境保护设施，促进

流域生态恢复；对于建设方案不合理、环境破坏严重的电站采

取措施逐步淘汰。建立中小水电破坏生态环境惩罚退出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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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生态保障责任。 

（六）流域综合管理 

——开展流域水电综合监测。做好流域综合监测规划，推

动开展乌江、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下游、黄河等流域水文

泥沙、生态环境、地震活动、工程安全、水库移民、工程效益

等综合监测。建立流域综合监测平台，构建全流域全过程的实

时监测、巡视检查、信息共享、监督管理体系。 

——实现梯级联合优化调度。统筹考虑综合利用需求，优

化水电站运行调度，提高水能资源利用效率。研究流域梯级联

合调度体制机制，统筹发电、防洪、供水、航运、灌溉、生态、

安全等要求，制定梯级水电站联合优化调度运行规程和技术标

准，推动长江、金沙江、乌江、大渡河、雅砻江、黄河、南盘

江红水河等流域全面实现梯级联合调度，充分发挥流域梯级水

电开发的整体效益。 

（七）水电科技、装备和生态技术研发 

——不断加强工程安全风险防控技术研究。巩固大型水电

工程安全建设与风险管控技术、复杂地质条件工程勘测与评价

技术、高坝工程防震抗震技术、梯级水电站群地震监测技术以

及深厚覆盖层坝基、大型地下洞室群、高坝泄洪消能、高陡边

坡及滑坡体、鱼类过坝设施等领域的关键技术。开展水电工程

失事成因、机理、模式及其预警和应急预案研究，提出影响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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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标准。总结锦屏一级、溪洛渡、拉西瓦、大岗山等特高坝工

程设计、建设、运行和管理经验，研究高坝工程建设及运行安

全风险控制技术。研发水电工程安全风险管理集成成套技术。

完善工程安全风险评估体系，研究已建工程除险加固的工程和

非工程措施以及综合治理技术，实现水电工程全生命周期安全

风险在控、可控。 

——持续提高工程建设技术水平。以重大工程为依托，重

点开展高寒高海拔高地震烈度复杂地质条件下筑坝技术、高坝

工程防震抗震技术、高寒高海拔地区特大型水电工程施工技术、

超高坝建筑材料等技术攻关，提升水电勘测设计施工技术水平，

服务工程建设。依托茨哈峡水电站研究创新 250 米级面板堆石

坝筑坝技术，依托双江口、两河口水电站研究创新 300 米级心

墙堆石坝筑坝技术，依托乌东德和白鹤滩水电站研究提升强震

多发区 300 米级拱坝及大型地下洞室群关键技术。进一步加强

水电行业标准化体系建设，突出强制性和关键性技术标准制修

订，加强水电领域技术标准信息化。发挥标准在行业管理中的

基础性作用，按水电工程全生命周期理念建立健全水电行业技

术标准体系，实现“水电标准化+”效应。 

——进一步增强机电设备制造能力。全面实现高性能大容

量水电机组和高水头大容量抽水蓄能机组成套设备设计和制造

的自主化。依托白鹤滩水电站实现百万千瓦级大型水轮发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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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技术突破；依托阳江抽水蓄能电站实现 40万千瓦级、700米

级超高水头超大容量抽水蓄能机组设计制造自主化；依托丰宁

抽水蓄能电站研发变速抽水蓄能机组；研制 50万千瓦级、1000

米以上超高水头大型冲击式水轮发电机组；研究浸没式蒸发冷

却、机组柔性启动、水轮机非定常流运行等技术；依托示范项

目建设研制海水抽水蓄能机组。 

——逐步形成生态保护与修复技术体系。依托双江口、白

鹤滩等典型工程，系统开展水电工程分层取水、过鱼、栖息地

建设、珍稀特有鱼类人工繁殖驯养、生态调度、高寒地区植被

恢复与水土保持等关键技术攻关及其运行效果跟踪调查研究，

不断提高水电环境保护技术可行性、有效性和经济性，为建设

环境友好型水电工程提供技术支持；探索和完善流域水电开发

生态环境监测监控技术、水库消落带和下游河流生态重建与修

复技术。 

——建设“互联网+”智能水电站。重点发展与信息技术的

融合，推动水电工程设计、建造和管理数字化、网络化、智能

化，充分利用物联网、云计算和大数据等技术，研发和建立数

字流域和数字水电，促进智能水电站、智能电网、智能能源网

友好互动。围绕能源互联网开展技术创新，探索“互联网+”智能

水电站和智能流域，开展建设试点。加强行业信息化管理，推

动信息管理平台建设，系统监测项目建设和运行信息，建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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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全过程信息化管理体系，为流域管理和行业监管提供支撑。 

 

专栏 11  “十三五”科技创新重点 

类别 重点内容 依托重点工程 

工程安全风险防控

技术研究 

高坝工程建设及运行安全风险控制技术

和风险评估体系、水电工程安全风险管

理集成成套技术、已建工程除险加固综

合治理技术等 

锦屏一级、溪洛渡、

拉西瓦等水电站 

工程建设水平 

高寒高海拔高地震烈度复杂地质条件下

筑坝技术、高坝工程防震抗震技术、高

寒高海拔地区特大型水电工程施工技

术、超高坝建筑材料等技术 

茨哈峡、双江口、两

河口、乌东德、白鹤

滩等水电站 

水轮发电机组制造

自主化 

百万千瓦级大型水力发电机组 白鹤滩水电站 

变速抽水蓄能机组 丰宁抽水蓄能电站 

40 万千瓦级、700 米级超高水头超大容

量抽水蓄能机组设计制造自主化 
阳江抽水蓄能电站 

50 万千瓦级、1000 米以上超高水头大型

冲击式水轮发电机组 
玉松水电站 

生态保护与修复 

技术 

分层取水、过鱼、栖息地建设、珍稀特

有鱼类人工繁殖驯养、生态调度、高寒

地区植被恢复与水土保持等关键技术攻

关及其运行效果跟踪调查研究；流域水

电开发生态环境监测监控、水库消落带

和下游河流生态重建与修复技术 

锦屏一级、溪洛渡、

双江口、白鹤滩、向

家坝等水电站 

“互联网+”智能 

水电站 

数字流域和数字水电、“互联网+”智能

水电站和智能流域试点、信息化管理平

台建设等 

乌江、南盘江红水

河、雅砻江、大渡河、

金沙江等 

水电站大坝运行安

全监督管理系统建

设 

开发坝高 100 米以上、库容 1 亿立方米

以上的大坝安全在线监控和远程技术监

督功能，提高重点大坝非现场安全监督

管理能力 

锦屏一级 

 

（八）体制机制改革 

——完善水电管理体制机制。建立与国家相关法规政策、

改革路线相衔接、相匹配的水电行业管理体制机制。根据国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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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简政放权要求和电力体制改革精神，推进水电建设市场化，

鼓励抽水蓄能电站投资主体多元化，落实项目法人的市场主体

地位，完善项目法人责任制的水电建设管理体制。转变政府职

能，强化行业服务和政府监管。进一步理顺抽水蓄能电站运行

管理体制和电价形成机制。总结金沙江水电开发协调工作经验，

研究建立西藏水电开发协调机制，促进藏东南水电基地开发。

研究流域梯级电站水库综合管理体制，提出已建跨界水电站水

库综合管理体制方案。完善大坝运行安全、工程施工安全及工

程质量监管体系，强化建设期、过渡期、运行期全过程安全监

管，加强大坝安全注册登记和定期检查工作，健全应急管理工

作机制，提升水电站安全水平。 

——健全水电发展政策体系。适应水电开发新形势，研究

出台水力发电对《可再生能源法》的适用性政策，完善水电发

展政策体系。开展龙头水库综合效益共享政策、建立西藏水电

发展基金、水电发展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水电扶贫、界河

水电开发利益协调政策措施等方面研究工作，完善相关政策措

施。研究促进水电消纳的技术、政策和管理措施。结合电力市

场建设，加快推进水电电价市场化改革，逐步完善电价形成机

制，基本建立水电消纳市场化机制，促进水电持续健康发展。 

——建立电站运行协调机制。统筹流域综合监测和梯级联

合优化调度运行，在大渡河、金沙江等流域逐步建立流域开发

http://10.86.0.6/mlnflow/FormView.jsp?processInsId=121549
http://10.86.0.6/mlnflow/FormView.jsp?processInsId=121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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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管理协调机制。探索各大流域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组建统一

规范的流域公司，逐步推动建立流域统一电价模式和运营管理

机制。完善水电环境保护管理，建立重点流域生态监测系统和

信息平台，探索鼓励水电开发的清洁发展机制。加强对已建抽

水蓄能电站运行情况和利用状况的分析总结，学习和借鉴国外

运行经验，结合电力系统实际，深化抽水蓄能电站作用、效益

形成机制研究，以及与新能源电站联合优化运行方案和补偿机

制，实行区域电网内统一优化调度，建立运行考核机制，确保

抽水蓄能电站充分发挥功能效用。 

（九）水电开发扶贫 

——优先安排贫困地区水电项目建设。贯彻落实中央关于

发展生产脱贫一批的精神，积极发挥当地资源优势，充分尊重

地方和移民意愿，科学谋划、加快推进贫困地区水电重大项目

建设，加大贫困地区水电项目开发扶持力度，同等条件下优先

布局和核准建设贫困地区水电项目，更好地将资源优势转变为

经济优势和扶贫优势。 

——调整完善资源开发收益分配政策。在加大贫困地区水

电开发力度的同时，研究建立针对贫困地区能源资源开发收益

分配政策，将从发电中提取的资金优先用于本水库移民和库区

后续发展，增加贫困地区年度发电指标，提高贫困地区水电工

程留成电量比例，落实和完善水电开发财政税收政策，让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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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群众从能源资源开发中更多地受益。 

——探索建立水电开发利益共享机制。探索资产收益扶

贫，在不改变用途的情况下，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和其他涉农资

金投入水电项目形成的资产，具备条件的可折股量化给贫困村

和贫困户，尤其是丧失劳动能力的贫困户。对在贫困地区开发

水电占用集体土地的，试行给原住居民集体股权方式进行补偿，

探索对贫困人口实行资产收益扶持制度，建立水电开发群众共

享利益机制，让贫困人口分享资源开发收益。 

（十）水电国际合作 

——继续深化与周边国家的合作。依托孟中印缅经济走廊

和中巴经济走廊，发挥合作规划的引领作用，深化与孟印缅巴

尼等重点国家的合作，积极参与缅甸、巴基斯坦等国家河流规

划及其梯级的前期工作，推动项目开工建设。跨界河流合作开

发稳步推进，充分利用中国和东南亚区域合作、澜沧江一湄公

河合作机制、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为我国水电产能

“走出去”和加强区域水电互联互通创造条件，促进地区协同

发展。 

——切实提升水电“走出去”质量。加快我国水电技术、

标准、装备“走出去”。加强与亚洲、非洲、南美洲等国家的合

作和培训交流，重点开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战略合作。完

善政策引导、政府推动、行业自律、有序发展机制，提升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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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队出海能力。发挥政府间合作规划引领作用，通过投资驱动、

规划设计、咨询评估、工程建设、运行管理等多种方式参与境

外水电开发。加强“走出去”工程项目的安全质量、环境保护、

社会责任等引导和管理，加强水电行业技术标准与国际国外标

准对接，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合作机制不断完善，技术服务、

投资开发、装备制造等合作领域不断扩大、合作形式不断创新，

持续提升我国水电的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 

五、规划保障 

——细化任务落实。强化规划对“十三五”期间常规水电

站和抽水蓄能电站发展的指导和约束作用，严格基本建设管理

程序，防止盲目开发和无序建设，确保布局合理、健康有序。

各省（区、市）、各大型企业要根据本规划合理制定本地区、本

系统的水电开发规划，做好与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城乡规划、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生态功能区划、水资源综合规划、生态环

境保护规划等相关规划的衔接，细化落实本规划提出的目标、

任务，确保本规划按期完成。 

——落实企业责任。水电项目法人是电站建设的责任主体，

要按照企业自主决策、自担风险的要求，根据规划加强前期工

作管理，保证前期工作质量和进度，有序推进项目开工建设，

加强工程建设质量管理，确保生产运营安全。积极开展宣传工

作，加强水电开发舆论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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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政府监管。落实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

的要求，强化规划指导、政策引导、政府服务和行业监管。适

应水电发展新形势，不断完善水电开发政策措施；加强中央与

地方、部门与部门、政府与企业的协调，形成促进水电开发推

动合力；做好水电发展行业服务与管理工作，强化事中事后监

管。 

——强化督促检查。加强对水电前期工作、移民安置、项

目建设、环境保护等跟踪分析，及时掌握规划执行情况；强化

目标考核，根据需要适时开展实地检查，督促各项任务和措施

落到实处；根据规划实施情况，及时开展中期评估，适时对规

划目标和重点任务进行动态调整。 

六、规划效果 

（一）投资估算 

初步测算“十三五”期间水电建设投资需求约 5000 亿元，

其中大中型常规水电约 3500 亿元，小水电约 500 亿元，抽水

蓄能电站约 1000 亿元。按 20% 的资本金比例测算“十三五”

期间资本金需求为 1000亿元，融资 4000 亿元。西部的四川省、

云南省、西藏自治区是常规水电建设的重点区域，水电建设投

资分别达到 1800亿元、1000亿元、300亿元；山东、浙江、安

徽、福建、河北等省建设投资规模均超 100 亿元。预计常规水

电单位千瓦投资在 1.3万元以上，抽水蓄能单位千瓦投资 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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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左右。 

（二）综合效益 

水电工程除提供大量清洁能源外，还可以通过水库调节作

用，合理配置水资源，变水患为水利，减轻洪涝水旱灾害损失

及其生态危害。水电具有发电、防洪、供水、航运、灌溉、保

护环境、促进移民脱贫致富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等综合效益。 

“十三五”期间，水电将累计提供 5.6 万亿千瓦时的清洁

电量，满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用电需要，相应节约 16.8亿吨

标准煤，减少排放二氧化碳 35 亿吨，二氧化硫 1250 万吨，氮

氧化物 1300万吨，对减轻大气污染和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将起到

重要的作用，具有巨大的生态效益。 

“十三五”期间，河流防洪能力进一步提高，水资源调配

能力进一步增强，水电综合效益发挥进一步显现，对下游河段

及河口区域的水环境改善，城市和乡村供水条件改善，河流湿

地生态功能维护都有积极作用。初步统计“十三五”新投产水

电可新增调节库容约 153亿立方米，防洪库容约 74亿立方米，

灌溉面积约 231万亩，改善航道 774 余公里。 

“十三五”期间，抽水蓄能电站新增投产 1697万千瓦，均

位于东北、华北、华东、华中和华南等经济中心及新能源大规

模发展和核电不断增长区域。抽水蓄能电站作为保障电力系统

安全稳定运行的特殊电源及最环保、能量转换效率最高、具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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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性大规模开发的储能设施，可提高供电稳定运行水平，优化

人民生活质量；并可通过增加风电、太阳能、核电等的利用率

及改善火电、核电的运行条件，节约化石能源消耗，减少温室

气体排放和污染物，保护生态环境。 

“十三五”期间，水电建设将带动水泥、钢材的消费。水

电建设和运行期间还将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增加大量的税费收

入，初步测算，“十三五”期间新投产水电运行期年均税费可达

300 亿元。此外，电站建设对改善当地基础设施建设、拉动就

业、促进城镇化发展都具有积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