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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水电作为清洁与可再生能源，运行调度灵活，具有综合开发利用效益，在我国处于优先发

展的位置。水电资源是我国的优势资源，开发水电是能源产业发展与结构调整的要求，是国

土资源利用与区域经济振兴的要求，是国家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经过几十年的建

设与实践，我国水电技术已居世界前列，足以支撑水电产业的蓬勃发展。国家电力体制的改

革与水电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将给水电产业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随着经济和社会的进一步

发展，环保要求的日益提高，电力结构的优化调整，以及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全面实施，我国

水电产业迎来发展机会增加。

       2007-2010年，我国水电行业平均年增长率接近20%，行业呈现快速增长。2011年，我国水

电行业累计实现工业总产值1885.64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6.66%，工业产值比重为0.40 %。水

电行业工业总产值、增速、及比重的下降，主要源于2011年国家对于规模以上工业划分标准

作了新的规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要达2000万元及以上，较之前的500万元及以上有了很大提

升，使得部分小型水电企业数据无法统计在内，数据表现有所下降。总体来看，水电行业实

际规模仍保持快速增长。2008-2012年我国水电行业工业总产值占GDP比重分析     年份   GDP

（亿元）   同比（%）   水电行业工业产值（亿元）   同比（%）   工业产值比重       2008  

314045   9.6   1113.49   23.5   0.40       2009   340903   9.2   1380.19   9.23   0.44       2010   401513   10.4  

1752.81   26.25   0.48       2011   473104   9.3   1885.64   6.66   0.40       2012   519322   7.8   2056   9.0   0.45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2012年，全球水力发电量增加了4.3，高于历史平均水平，所净增长的发电量全部来自中国

，占全球水电年净增长量的100，创下数据单中单国年度最大涨幅的记录。据国内统计资料

：2012年，全国水电新增装机容量1551万千瓦。截至2012年底，全国水电发电装机容量达

到24890万千瓦（含抽水蓄能2031万千瓦），占全国电力装机容量的21.7；水电发电量8641亿千

瓦时，同比增长29.3，占全国发电量的17.4，比上年提高3.2个百分点；2012年，全年6000千瓦

及以上水电发电设备平均利用小时3555小时，同比增加536小时。

       2012年，中国的水电消费量达到194.8百万吨油当量，比上一年度（2011）水电消费量

的158.2百万吨油当量上升22.8； 2012年，中国的水电消费量为194.8百万吨油当量，占全球水

电消费量为831.1百万吨油当量的23.4，成为世界第一水电生产/消费大国，是水电生产/消费量

居第二的巴西生产/消费量（94.5百万吨油当量）的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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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力发电系利用河川、湖泊等位于高处具有位能的水流至低处，将其中所含之位能转换成水

轮机之动能，再用水轮机作为原动机，推动发电机产生电能。因水力发电厂所发出的电力其

电压低，要输送到远距离的用户，必须将电压经过变压器提高后，再由架空输电路输送到用

户集中区的变电所，再次降低为适合于家庭用户、工厂之用电设备之电压，并由配电线输电

到各工厂及家庭用户。水力发电依其开发功能及运转型式可分为惯常水力发电与抽蓄水力发

电两种。

根据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02），水电行业属于D门类（电力、燃气及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下属的44大类（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中的441中类（电力生产）

中的4412小类。如下表所示，水电行业与火电、核电和其他能源发电并列属于电力生产行业

。电力生产和电力供应行业又并列处于电力行业。电力生产行业的各个子行业之间存在一些

替代关系，尤其是水电行业和新能源发电行业对火电的替代作用。电力行业子行业分类     行

业及代码   子行业及代码   行业描述       44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   4411火电   利用煤、石

油、天然气等固体、液体、气体燃料燃烧时产生的热能，通过发电动力装置转换成电能的一

种发电方式。       4412水电   将河流、湖泊或海洋等水体所蕴藏的水能转变为电能的发电方式

。       4413核电   核能转化成热能再转化成电能       4414其他能源发电   以风电为主，太阳能、

潮汐、地热为辅       4420电力供应   包括输电和配供电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二、水力发电的特点   2

 

①能源的再生性。由于水流按照一定的水文周期不断 水力发电 循环，从不间断，因此水力资

源是一种再生能源。所以水力发电的能源供应只有丰水年份和枯水年份的差别，而不会出现

能源枯竭问题。但当遇到特别的枯水年份，水电站的正常供电可能会因能源供应不足而遭到

破坏，出力大为降低。

②发电成本低。水力发电只是利用水流所携带的能量，无需再消耗其他动力资源。而且上一

级电站使用过的水流仍可为下一级电站利用。另外，由于水电站的设备比较简单，其检修、

维护费用也较同容量的火电厂低得多。如计及燃料消耗在内，火电厂的年运行费用约为同容

量水电站的10倍至15倍。因此水力发电的成本较低，可以提供廉价的电能。 



③高效而灵活。水力发电主要动力设备的水轮发电机组，不仅效率较高而且启动、操作灵活

。它可以在几分钟内从静止状态迅速启动用水电承担电力系统的调峰、调频、负荷备用和事

故备用等任务，可以提高整个系统的经济效益。

④工程效益的综合性。由于筑坝拦水形成了水面辽阔的人工湖泊，控制了水流，因此兴建水

电站一般都兼有防洪、灌溉、航运、给水以及旅游等多种效益。另一方面，建设水电站后，

也可能出现泥沙淤积，淹没良田、森林和古迹等文化设施，库区附近可能造成疾病传染，建

设大坝还可能影响鱼类的生活和繁衍，库区周围地下水位大大提高会对其边缘的果树、作物

生长产生不良影响。大型水电站建设还可能影响流域的气候，导致干旱或洪水。特别是大型

水库有诱发地震的可能。因此在地震活动地区兴建大型水电站必须对坝体、坝肩及两岸岩石

的抗震能力进行研究和模拟试验，予以充分论证。这些都是水电开发所要研究的问题。

⑤一次性投资大。兴建水电站土石方和混凝土工程巨大；而且会造成相当大的淹没损失，须

支付巨额移民安置费用；工期也较火电厂建设为长， 影响建设资金周转。即使由各受益部门

分摊水利工程的部分投资，水电的单位千瓦投资也比火电高出很多。但在以后运行中，年运

行费的节省逐年抵偿。最大允许抵偿年限与国家的发展水平和能源政策有关。抵偿年限小于

允许值则认为增加水电站的装机容量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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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小水电的发展经历的阶段

（一）小水电的起步阶段（50、60年代）

50年代，为了充分利用水能资源，中央政府要求凡能利用的水能必须安装小水电机组。

在1953年设立小水电专管机构，为各地培训了第一批小水电技术力量。随着农田水利建设的

快速发展，小水电作为水利工程的附带建筑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在山区建设水利工程的同

时，全国建起了许多坝后式小水电站。到1960年底，全卤小水电装机容量由1950年的3700kW

发展到25万kW。这一时期，小水电主要采用农用机械加工厂生产的木制和铁木结合的水轮机

，电站单站运行，低压输电，就近供用户照明。

到了60年代，小水电发展速度逐渐加快，平均每年新增装机几万千瓦，一些小水电站开始并

网运行或与大电网联网，输电线路达到10万km，主要用于照明和部分农副产品加工。全国形

成了十几家小型水轮机专业生产厂家，年生产能力达到10万kW，水轮机主要为金属结构。到

了1969年底，为总结前一阶段小水电建设的经验，在福建永春县召开了全国小水电现场会，

总结推广了永春县自力更生兴建小水电4000kW，并形成了发电和供电统一管理的经验，为后

来小水电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永春现场会议成为我国小水电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会议。

（二）小水电的发展阶段（70年代）



1969年永春现场会以后，国家及时地制定了保护小水电的政策，在资金、技术和关键性原材

料方面给小水电以扶持，调动了各级办电的积极性。接着，在1975年、1978年、1979年、1980

年，分别在广州、武昌、北京及成都召开了全国小水电工作会议，及时总结各个时期的经验

和问题，推动了小水电不断向前发展，平均每年新增装机几十万千瓦，1979年新增装机达106

万kW。这一时期，小水电从仅供照明、农副产品加工，发展到为照明、加工、排灌及乡镇企

业用电，全国有60多个水轮机及配套设备的专业生产厂家，年生产能力100万kW，水轮机完

成了产品系列化，形成了从250kW到12000kW的系列产品，骨干电站可进行自动调速。一些小

水电发展较快的县，形成了以小水电供电为主、电压为35kV的地方电网，小水电站从原来的

单站运行、分散供电，发展到在地方电网内联网、统一调度。这期间还对小水电资源进行了

总体调查和勘测，基本弄清了中国的小水电可开发量。

（三）小水电快速发展阶段（80年代以后）

小水电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支持。1982年，邓小平同志在四川视察时，指出发展小水

电&ldquo;中央、国务院给个政策，群众、国家都得利。这就是搞活，就是解放思想&rdquo;。

李鹏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多次就开发小水电、建设电气化县等问题作出指示。国务院分别

在1983年、1990年、1996年批复水利部组织建设&ldquo;七五&rdquo;第一批100个、&ldquo;八

五&rdquo;第二批200个、&ldquo;九五&rdquo;第三批300个农村水电初级电气化县建设。以此

为契机，小水电迎来了快速发展的阶段，小水电发生了质的变化。在很多梯级电站上游修建

了水库，提高了调节能力，80％以上的电站不再是单站运行，而是并入县电网统一调度。农

村水电供电区电网建设有了巨大的发展，到1989年建成了第一批109个农村水电初级电气化县

，1995年建成了第二批209个农村水电初级电气化县，广西梧州成为第一个实现初级电气化的

地区。全国近800个主要由小水电供电的县，有149个县水电年发电量在1亿kW.h以上。到1995

年底，广东、四川小水电装机突破200万kW，福建、湖北、湖南、广西、云南小水电装机都

在100万kW以上；地方电网规模不断扩大，形成了43个跨县的区域性电网，110kV线路已成为

区域电网的骨干网架。

第三批300个农村水电初级电气化县也正在抓紧建设。经过三年建设，到1998年底，第三批电

气化县已有60个县达标验收，新增水电装机120多万kW。在电气化建设的推动下，全国小水

电建设势头强劲。三年新增装机分别达到了119万kW、141万kW、165万kW，保持了较高的发

展速度；到1998年底，福建小水电装机突破200万kW，浙江、江西小水电装机也突破100万kW

。

近20年小水电事业得到了长足发展，新增装机年递增7%～8%，资源开发利用程度从改革开放

初期7%提高到目前的21%。据1998年底统计，全国水利系统拥有水电装机容量2500多万kW，

发电量800亿kW.h，占全国水电总量的40%。其中小型水电站44000多座，装机规模2200万kW



，年发电量780亿kW.h。系统共拥有固定资产1068.38亿元，职工108万人，年售电总收入253亿

元，利税总和42.74亿元。小水电已经发展成为在经济发展中一个欣欣向荣的事业。

通过几十年的建设，特别是农村水电初级电气化县建设以来，我国小水电规划、开发技术日

趋成熟，设备配套较为齐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通过几十年的努力，已经建立起一套小水电及其配套电网的规划、设计、施工、验收、

经济评价以及设备制造、测试等方面较为全面的规程规范，制定了一套农村初级电气化标准

体系，为小水电及电气化建设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2）在农村水电供电区电力发展规划上，提出了与传统电力发展规划截然不同的方法。按照

农村水电供电区的实际情况，提出采用&ldquo;双向调整&rdquo;（即电源、负荷同时调整，以

求得电力电量平衡）方法，节省了投资，加快了建设进度。

（3）加强了机电设备的标准化、型谱化。全国共有水轮机标准型号26个、83种产品，水头适

用范围为2.5～400m，单机容量由几个千瓦到12000kW，可适应各种环境的需要。广西天湖水

电站最高水头达1074m，装机6万kW。

（4）不断推广新技术。碾压混凝土拱坝、面板堆石坝、沥青心墙堆石坝等新技术新工艺，首

先在小水电工程上得到试验和应用，为大型水电工程采用这些技术积累了经验。无人值班电

站、变电站正在逐步推广，电网调度自动化、优化运行调度、跨流域调水开发、多梯级水库

群优化运行、用电管理自动化系统等新技术，都在小水电项目上得到了应用。这些新技术、

新产品的推广应用，加快了工期，节约了投资，提高了供电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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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水电经过近几年快速发展，已经成为湖南省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也是地方财政收入

的重要来源。小水电价格对水电企业的经济效益乃至其生存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

与供电企业的经济效益也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小水电价格问题的核心是电力体制，小水电

价格改革则是电价改革中最复杂的问题。我省小水电价格虽然历经十多年改革调整，但至今

尚未理顺。我省目前小水电价格存在各种问题，未来湖南小水电价格改革的基本思路，应该

以建立科学合理的小水电价格形成机制和有效的电价监管机制为主。

湖南小水电价格现状

1、现行小水电装机容量、上网电量和可开发装机规模及在建拟建情况。2007年底建成小水电

装机规模371.73万千瓦；新建小水电装机规模27万千瓦。

2、全省小水电上网电价现状。根据湖南省物价局《关于省电网非统调电厂上网电价有关问题

的通知》湘价重（2006）111号规定：省电网非统调电厂新投产、改扩建电厂正式并网投产发

电之日起的上网电价一律按省物价局核定标准执行；发电企业上省网电量按省物价局核定标

准执行；为增强原由国家拨款建设的水电站更新改造能力，将上网电价为0.18元/kwh低价小水

电的上网电价每千瓦时提高1分；其它小水电上网电价相关问题仍按省物价局《关于部分非统

调电厂（站）上网电价等有关问题的通知》湘价重（2005）129号规定执行：为增强原由国家

拨款建设水电站的更新改造能力，将上网电价为0.175元/kwh的低价小水电的上网电价每千瓦

时提高0.5分；统一将装机容量为15000KW以上集资水电厂（站）上网电价由每千瓦时0.315元

提高为每千瓦时0.316元；电网经营企业对上网电价不高于每千瓦时0.28元的电量要保证优先

收购，不受核价电量、各种计划电量、调控目标电量的限制。地方电网电价的问题，由各市

州物价部门按照省物价局有关规定精神提出方案，按价格管理权限审批后执行。

（1）小水电上网实行峰谷分时电价。按照《湖南省峰谷分时电价及丰枯季节电价实施办法》

，上网时段划分：每天分为四个时段：平段7：00－8：00、11：00-15：00、22：00-23：00；

尖峰19：00－22：00；高峰8：00-11：00、15：00-19：00；低谷23：00－次日7：00。发电企业

（小水电）的上网电量全部实行峰谷分时电价；发电企业的上网电量平段现行电价执行，尖

峰及高峰时段上浮22，低谷时段下浮40。即：发电企业的上网电量，平水期按规定价格执行

，丰水期水电每千瓦时降低3分钱，火电每千瓦时降低4分钱，枯水期水电每千瓦时提高4分钱

，火电每千瓦时提高3分钱。

（2）小水电上网电量的上网结算。非省统调水电厂的上网核价利用小时原则上按上网电价水

平的高低进行适当区别：上网电价为每千瓦时0.315元的核价利用小时按3330小时计算，上网

电价为每千瓦时0.30元的核价利用小时按3530小时计算，上网电价为每千瓦时0.25－0.28元的



核价利用小时按4000小时（设计利用小时低于4000小时的按设计利用小时）计算，上网电价

不高于每千瓦时0.28元的电量要保证优先收购，不受核价电量、各种计划电量、调控目标电量

的限制。

湖南省物价局规定，对上网电量进行电费结算时，应按实际上网电量分月预结算，年底按实

际上网电量进行清算；年底清算时，应先保证核价电量结算完毕，不能因调控目标计划、分

月电量调度计划或其他各种名目的计划、指标、协议等理由，降低或变相降低发电企业的电

价。

当前湖南小水电价格存在的问题

（一）上网电价差异过大，难以形成公平竞争

1、新老水电站上网电价价差仍过大，不利于市场公平竞争机制的建立。从目前我省规定的新

老水电站上网电价来看，1990年底以前投产的水电站上网电价0.19元/千瓦时，1997年以后投

产的水电站上网电价0.24元--0.315元／千瓦时，每千瓦时价差达0.05--0.12元。对供电部门来讲

老水电站发的电与新水电站发的电是没有本质区别，现行按投产年限分类确定小水电上网电

价的规定存在明显不合理。如以1990年以前投产水电站是国家财政拨款建设为由，仅按简单

再生产的原则核定上网电价的做法与市场经济要求不相符，也不利于国有资产获取合理回报

。

2、小水电送不同电网实行不同上网电价，不利于发挥市场竞争机制作用，也给发供电企业之

间产生新的矛盾。以A县为例，一座新建的水电站，送B县电网的上网电价0.22元/千瓦时；送

省电网的上网电价0.315元/千瓦时；又如某地水电站原来上网电价为0.175元/千瓦时，被供电

企业收购后上网电价0.315元/千瓦时。高低悬殊的上网电价，使水电站业主将精力放在对供电

企业的公关上，也容易滋生各种腐败现象。

3、内外资水电站实行不同价格，不利于创造公平市场竞争环境。D县的某外资水电站上网电

价0.327元/千瓦时，比同年限投产内资水电站上网电价高0.15元/每千瓦时。这在水电开发初期

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是多渠道筹资办电的重要价格政策之一。但在已形成

小水电投资热潮和入世4年后的今天，内外资水电站仍实行不同上网电价就失去了原有的意义

和作用，也与国民待遇原则不相符，不利于公平竞争。

如何使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隶属关系、不同投资主体的水电站的电价问题得到科学合理的

解决，使他们处在相对平等的起跑线上，是湖南小水电价格改革的重中之重。

（二）小水电上网电价与供电企业供电成本直接联系不合理

在全省统一销售电价政策执行之后，全省销售电价水平是统一了，然而各县供电企业购当地

小水电上网电价的制定却要考虑当地供电企业供电成本实际。由于供电规模、地域面积和职

工人数的差异，致使供电成本千差万别，这样也就造成了各县小电上网电价互不相同。2006



年湖南小水电单位售电固定费用平均为0.1094元/千瓦时，但A县却为0.18元/千瓦时，C市只

有0.098元/千瓦时。2006年我省供电线损率平均为12左右，但A县却高达16.2。现行电价政策实

际上是在默认各市州供电个别成本基础上制定小水电上网电价，致使小水电站与供电企业处

于不平等地位。这样就不能对供电企业经营成本实行有效控制和约束，供电企业也缺乏降低

成本的外在压力和提高效率的内在动力。

（三）水电投资成本增加过快，存在倒逼上网电价现象

目前，影响小水电价格水平的主要因素是投资成本，但是随着投资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小

水电资源开发都以公开拍卖市场化运作为主，小水电投资主要是社会资金，而且小水电投资

成本呈逐年增加之势。2003年湖南省建设的水电站单位装机投资5000元/千瓦左右，而现在建

设的水电站单位装机投资高达8000元/千瓦左右，其中：小水电开发资源转让费平均为1440元/

千瓦（最高达4000元/千瓦）。另外，建筑材料价格近年来也正明显走高，政策处理费用更是

呈逐年增加态势。随着水电投资成本的增加，水电业主要求提高新建水电站上网电价的呼声

也越来越高，存在新建水电项目成本提高倒逼小水电上网价格现象。新建水电项目效益优劣

的判断是企业行为，应由投资主体在现行的小水电价格水平上自行判断。

（四）电价监管有待进一步完善

现行电价由国家发改委及各省级物价部门管理，但它们对与价格形成有关的许多因素无法掌

握，形成了与被管制企业间信息不对称的局面。电价的有效监管必须建立在合理确定成本界

限并实施成本有效监控的基础上，而物价部门对电力企业的成本却缺乏有效监管。

当前，供电企业的供电成本缺乏有效监管，导致了电价监管失去应有效用，形成了强烈的价

格倒逼机制。近几年来，随我省工业化进程的加快，销售电量出现了较大增加，2007年我省

销售电量合计880亿千瓦时，比2000年增长104.77，供电固定成本也出现了较大提高，2007年我

省销售电量均价0.496元/千瓦时，销售收入436.48亿元，供电固定成本65.47亿元，比2006年增

长8.73，超过销售电量增幅16.84个百分点。2006年至2007年增加的固定成本8.27亿元中，工资

增长占了25.05，其他费用增长占了59.01。近几年来我省电量增长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基本上

被供电固定成本增加所消化。我省供电企业职工工资增长不仅超过当地社会平均工资增长，

而且超过我省售电量增长。供电固定成本的过快增长，也挤压了小水电上网电价调整空间。

湖南小水电价格改革基本思路

针对以上小水电价格存在的种种问题，小水电价格改革的基本思路：在稳步推进电力体制及

电力市场改革的基础上，建立与产业政策相衔接的火电、水电、核电、风电等比价合理的电

力价格体系和相应的电价形成机制。同时，建立有效的供电成本约束机制，健全规范、透明

和高效的电价监管制度。小水电价格改革近期目标是：进一步规范小水电价格行为，缩小新

老水电站上网电价差价，缩小各县（市、区）相同投产年限小水电站上网电价差价，最终实



现统一的小水电上网电价。小水电价格改革长期目标则是：建立小水电上网价格竞争形成机

制，逐步实现在发电市场的竞争中形成小水电上网价格；输配电价格由政府制定，并建立有

效的输配环节供电成本约束机制；建立规范透明的电价管理制度。

1、完善小水电上网价格形成机制。要把现行在建设项目投产后的事后定价改为事前定价，把

现行一厂一价、一机一价的做法改为一网一价、同网同质同价。小水电上网电价的制定要以

各电网满足边际电力需求所耗费的社会必要成本为基础，合理的火电、水电、核电、风电比

价为依据，确定统一的小水电上网电价标准。统一上网电价标准的构成，应包括合理成本、

还本付息、对投资者的合理回报等因素。

2、进一步规范小水电价格行为。取消外资水电站上网电价的优惠政策，实行内外资水电站在

电价政策上的一视同仁；缩小新老水电站上网电价差价；缩小各市州相同投产年限小水电站

上网电价差价；统一各地方电网送省网电量的小水电上网电价，并与直接上省电网小水电上

网电价相衔接。同时，统一小水电上网峰谷电价计算口径，进一步提高小水电价格管理的透

明度。

3、逐步理顺小水电上网电价与供电企业供电成本销售电价关系，努力争取实现全省范围的小

水电上网价格的统一。小水电上网电量多少，价格水平高低，应与当地供电企业没有直接的

利益关系。供电企业应将精力主要放在扩大电力销售上，以售电量的增加提高企业经济效益

。因小水电上网电量变化造成的非经营性因素的亏损，应由省电力公司予以消化。

4、开展供电成本定期监审制度，建立有效的供电成本约束机制。价格主管部门要对不合理的

供电成本支出在价格制定中予以剔除，并增加定价透明度，接受社会监督。要配合省电力公

司加强对各市州供电企业的供电成本管理，电力监管部门要每年核定各市州供电企业的单位

供电固定成本和线损率指标，尤其是供电企业的定员编制和工资总额的核定，供电企业职工

工资的增长要与全社会平均工资的增长相衔接。

5、规范小水电并网行为，建立公平公正公开水电投资环境。当前水电站并网基本上是电网企

业说了算，事前缺乏较为透明的并网规定。同时，水电站的送出工程也应由水电业主自己投

资建设，但现实中有的水电站送出工程并没完全由水电业主自己建设，电力部门应在小水电

并网行为中进一步规范。

未来几年湖南小水电价格的基本走势

（一）电力供需将继续处于供不应求，小水电价格仍有上升趋势。随着我省未来几年经济持

续较快增长，势必带来电力需求的极大增长。面对不断增长的用电需求，我省能够有发展潜

力的电源，水电、风电和核电等可再生能源。近年来，我省小水电上网电量在全社会用电量

的比重逐年降低，向省电网购入电量逐年增加。我省小水电上网电量占售用户电量比重

，2004年101.30，2005年64.55，2006年58.90。因此，电力供不应求的局面在未来几年将会一直



存在，而发电环节实行全面竞价上网的外部环境并不具备之际，小水电价格有上升的趋势。

（二）小水电投资成本的不断上升，促使小水电上网价格具有上涨压力。由于小水电开发效

益随着优质水电资源的逐渐减少，其投资成本呈逐步提高态势。同时，随人们生态保护意识

的增强，水电开发过程中环境保护的投入也在不断增加。但是，电网为满足边际电力需求还

是需要这些电力资源，因此，在电力生产技术没根本突破之前，小水电投资成本的提高是无

法避免的。

（三）从与火电价格比价关系来看，小水电价格也具有上扬空间。从火电价格来看，电煤价

格逐渐与市场接轨，并大幅上涨，这必然导致发电成本提高。同时，国家加大了环保治理的

力度，这也将提高火电厂的生产成本。这些都使火电上网电价走高，也使小水电上网电价具

有上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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