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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发展资源综合利用、高效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是公司做大做强新能源电力核心主

业的两大主线。公司拟利用陆丰市优越的海域资源优势规划建设 10万吨级的运煤专用码

头、陆丰甲湖湾(陆上)风电场、陆丰甲湖湾(海上)风电场及陆丰甲湖湾电厂，规划总装机

容量达到 950万千瓦，将建成全国最大的风电及高效节能燃煤发电并举、煤电储运一体化

的新能源基地——汕尾市陆丰甲湖湾清洁能源基地。这是宝新能源上市 20多年以来，在中

央、省、市、县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科学把握新发展阶段，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加

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大做强做优的重大战略部署，是实现公司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举

措。 

本次投资项目为：广东陆丰甲湖湾电厂（以下简称“电厂”）3、4号机组扩建工程(2

×1000MW)（以下简称“本工程”）。 

本工程能够有效满足广东地区电力需求快速发展的需要，符合国家产业导向和珠三角

地区发展低碳经济的政策，对促进粤东及汕尾地区经济发展，贯彻公司新能源电力发展规

划、实现规模化扩张，具有重要意义。 

本工程已委托广东省电力设计院编制《广东陆丰甲湖湾电厂 3、4号机组扩建工程(2

×1000MW)可行性研究报告》，并经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审查通过，已获广东省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广东陆丰甲湖湾电厂 3、4号机组扩建工程（2×1000MW）

项目核准的批复》（粤发改核准〔2022〕31号）核准。现本可研报告，依据广东省电力设

计院编制的《广东陆丰甲湖湾电厂 3、4号机组扩建工程(2×1000MW)可行性研究报告》而

编制，供公司投资决策使用。 

 

1.1  项目背景 

1.1.1  广东省能源状况和电力发展规划 

截止至 2021 年底，广东省发电装机总容量约 157836MW，其中：煤电 68196MW、气电

30484MW、其他火电3508MW、常规水电9378MW、抽水蓄能7980MW、核电16136MW、风电11954MW、

光伏 10201MW，各类电源占比依次为：43.21%、19.31%、2.22%、5.94%、5.06%、10.22%、

7.57%、6.46%。与 2020 年底相比，煤电、常规水电、抽水蓄能、核电占全省比例有所下



 

 

 

降，气电、其他火电、风电和光伏占全省比例升高。 

预计 2025 年，广东全社会用电量和全社会用电最高负荷将分别达到 9200 亿 kWh 和

173000MW，“十四五”期间年均增长率分别为 5.8%和 6.2%。在省内已核准电源全部按规划

建成投产的情况下，十四五期间，全省将出现电力缺额。由粤东电力平衡可以看出，粤东

地区整体电力盈余，需要外送消纳。由珠东北、珠东南电力平衡可知，仅考虑核准及规划

新能源，2025 年珠东北地区基本自平衡，2030年、2035 年电力缺额分别为 932MW、2938MW；

珠东南地区 2025年、2030 年、2035年电力缺额分别为 3226MW、6857MW、9651MW。粤东地

区 2025年电力盈余 2474MW，2030年、2035年电力缺额 1065MW、5055MW。增加考虑规划直

流送入后，珠东北地区 2030 年、2035年电力盈余 3343MW、1337MW；珠东南地区 2030年、

2035 年电力缺额 2582MW、5376MW。 

1.1.2  项目在地区规划中的地位和作用 

1）在电力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 

广东陆丰甲湖湾电厂地处粤东地区，3、4号机组建成后，将成为的广东东部电网的支

撑性电源之一，能够有效满足广东尤其是珠东北、珠东南地区电力需求，进一步缓解近区

电网供电紧张形势，提高电力系统供电可靠性，稳定地区电压，提高系统抗灾保障能力，

推动经济的发展。 

2）对地区经济的促进作用 

在今后的经济发展中，广东东西两翼将根据各自的产业特色、地域特点和资源优势，

承接和发展相关产业，实现珠三角资金、管理、信息、品牌与山区及东西两翼土地、自然

资源等方面优势互补。通过推动珠江三角洲产业向山区和东西两翼梯度转移，缩小欠发达

地区与发达地区的差距，以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根据《广东省东西两翼地区经济发展

专项规划》的相关意见，要充分发挥东西两翼良好的沿海港口条件，以电力建设为中心，

在东西两翼地区建设一批沿海大型骨干电厂，把两翼发展成为广东省电力供应基地。 

本工程向珠三角地区输送电力，在提高地区电力供应能力的同时，可有效满足珠三角

地区环境管理要求。适时建设陆丰甲湖湾电厂对提高广东省内电力供应能力，促进省政府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改善珠三角环境、加快粤东经济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 

汕尾市陆丰属于粤东地区，自然资源丰富，具有较好的运输和港口建设条件。项目所

在地有 16km 的海岸线，既有很好的风力资源，又有优越的深水港海岸线，经炸礁后可通



 

 

 

行 15万吨船舶，属于天然良港，具备建设大型燃煤电厂的条件,一期已建一个 10万吨级专

用煤码头，可以满足本期煤需要。项目位于南中国对外开放的前沿地区，依海而建，是我

国进口东南亚和澳大利亚煤炭海运运距较短的港口之一。基地火电项目原煤的供应依托于

海运，有利于统筹安排国内国外两个市场，有效降低燃煤综合成本。但该地区工业经济非

常落后，是一片待开垦的处女地，急需引进有实力的知名企业到当地开发建设，带动当地

经济的发展，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 

3）加快构建“一核一带一区”区域发展新格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2019年 7月，广东省委和省政府印发《关于构建“一核一带一区”区域发展新格局促

进全省区域协调发展的意见》。“一核一带一区”区域发展新格局中，“一带”即沿海经

济带，是新时代全省发展的主战场。该区域包括珠三角沿海 7 市和东西两翼地区 7 市。东

翼以汕头市为中心，包括汕头、汕尾、揭阳、潮州 4 市。汕尾市位于东翼的汕潮揭城市群，

是衔接东西两翼地区和珠三角沿海地区的战略支点。需重点推进汕潮揭城市群和湛茂阳都

市区加快发展，强化基础设施建设和临港产业布局，疏通联系东西、连接省外的交通大通

道，拓展国际航空和海运航线，对接海西经济区、海南自由贸易港和北部湾城市群，把东

西两翼地区打造成全省新的增长极，与珠三角沿海地区串珠成链，共同打造世界级沿海经

济带，加强海洋生态保护，构建沿海生态屏障。甲湖湾电厂厂址位于汕尾市陆丰湖东镇，

属沿海经济带重要发展战场。本工程作为沿海大型骨干电厂，将充分发挥汕尾地区良好的

沿海港口条件，以电力建设为中心，把两翼发展成为广东省重要的电力供应基地。 

广东省人民政府于 2012 年 9月印发《广东省主体功能区规划》，规划将广东省陆地国

土空间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生态发展（即限制开发，下同）和禁止开发四类主体

功能区域。甲湖湾电厂的厂址属于海峡西岸经济区粤东部分，是国家级重点开发区域。该

区域的功能定位推动全省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增长极，全省重要的能源基地，需安全高效

发展核电，适当发展火电。甲湖湾电厂作为粤东区域的重要能源基地与该功能区规划相一

致。 

《汕尾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

“大力发展清洁能源，适度发展高效煤电，加快广东陆丰甲湖湾电厂扩建工程，推动煤电

行业加快推进设备更新和技术升级改造。到 2025年，电源总装机规模达到 1200 万千瓦时”；

“加快机场和港口建设。加快推进汕尾机场前期工作。积极推进汕尾（陆丰）海工基地水



 

 

 

工工程码头建设，加快汕尾新港区白沙湖作业区 10-15 万吨级码头、陆丰甲湖湾电厂新增

10 万吨级煤码头及陆丰港区湖东作业区规划建设，谋划研究甲东作业区，高标准规划建设

汕尾港，全面提升汕尾港及其附属港口的软硬件实力，把汕尾打造成为粤东地区重要航运

枢纽。”陆丰甲湖湾电厂 3、4号机组扩建工程是汕尾市“十四五”规划重大建设项目，作

为 3、4 号机组扩建工程配套工程的新增 10 万吨级煤码头是汕尾市“十四五”交通基础设

施建设重点项目。陆丰甲湖湾电厂 3、4号机组扩建工程符合《汕尾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 

根据《汕尾市城市总体规划（2003-2020 年）调整》，陆丰市区将作为汕尾市的次中

心之一，“碣石+湖东组团”、“三甲组团”、“博美+南塘组团”也将作为汕尾市域南部

滨海城镇密集带的组成部分。 

本项目建设对于促进陆丰市区发展为汕尾市域次中心、打造汕尾市东南部滨海城镇密

集带将具有非常重要的支撑作用。因此，项目建设与汕尾市域城镇体系规划是协调的。 

根据《陆丰市城市总体规划（2010-2030 年）调整》纲要成果，陆丰市将形成“一轴

一带，一主两副三区”的空间发展格局。本项目位于陆丰市南部沿海城镇发展带，项目性

质符合陆丰市南部沿海经济区重点发展新能源及其相关配套产业的定位要求。同时，本项

目作为城市化与工业化发展的能源支撑项目，将对陆丰市沿海城镇带的形成具有积极的促

进作用。因此，项目建设与陆丰市城镇体系规划是协调的。 

4）落实特殊区域支持政策 

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是梅州市的重点企业。梅州市地处粤、闽、赣三省交

界处，下辖８个县（市、区），均是原中央苏区和革命老区，工业基础薄弱，经济欠发达。

《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支持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意见》（国发【2021】3 号）中指出，“将

支持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纳入国家重大区域战略和经济区、城市群、都市圈相关规划并放在

突出重要位置，加强革命老区与中心城市、城市群合作，共同探索生态、交通、产业、园

区等多领域合作机制。”甲湖湾电厂地处广东省汕尾陆丰市，海陆丰革命老区是我国第一

个县级苏维埃政权诞生地，底蕴深厚。海陆丰革命老区以全省构建“一核一带一区”区域

发展新格局为指引，坚持因地制宜、梯次发展、分区施策，将老区分为沿海片区和山区片

区，充分利用滨海和山区资源，加快区域发展平台和重要交通干线建设，强化与珠三角的

产业共建，加强与“汕潮揭”经济圈联动发展，推进区域优质资源高效集聚，打造海陆丰



 

 

 

革命老区振兴发展新格局。甲湖湾电厂的建设，将进一步支持革命老区城市建设和经济发

展，增强革命老区发展活力。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海陆丰革命老区振兴发展规划的批复》（粤府函【2018】298

号）指出“海陆丰革命老区（以下简称老区）地处珠江三角洲与粤东、粤北地区结合部，

是连接珠江三角洲与海峡西岸经济区之间的重要区域” ，“支持海陆丰革命老区振兴发展，

有利于增强老区自我发展能力，尽快改变贫困落后面貌，对于推动全省革命老区加快发展

具有重要示范意义；有利于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带动粤东西北地区振兴发展，解决发展不

平衡不充分问题，走出一条欠发达地区实现科学发展新路子，促进全省区域协调发展”。 

《规划》指出 “按照沿海经济带规划推动老区沿海地区加快发展，打造成为我省沿海

经济带的重要节点；……，将老区建设成为全国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示范区”，“ 革命老区

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示范区，发挥全国唯一临海革命老区的特殊区位优势，积极参与“一

带一路”尤其是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将汕尾打造成为沿海经济带的战略支点”。 

宝丽华陆丰甲湖湾电厂 3-4 号机组项目地处陆丰沿海区域，已列入《海陆丰革命老区

振兴发展规划（粤发改区域〔2018〕398 号）》中“海陆丰革命老区振兴发展近期重大项

目表”中“能源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5） 加快电源结构优化进程，节约能源，改善环境 

广东省内存在一定比例的小火电机组，近年来，随着“上大压小”，关停小火电工作

不断深入推进，广东省电源结构有了一定的优化。在甲湖湾电厂一期机组的基础上，3、4

号机组的建设可以加速这些小机组的退役，加快大容量高效率低煤耗机组在广东的发展，

加大了大容量、高效率机组在系统中的比重，节约一次能源消耗，提高电力系统的综合效

益，促进广东电源结构的优化，提高能源利用率，改善环境质量。 

根据广东省政府提出在珠三角实施最严格的大气污染管理措施，未来，珠三角地区新

增常规火电难度较大。珠江三角洲地区环境污染严重，电力需求较大。外区供电可以有效

抑制该地区内 SO2、NOX等污染物的排放，降低污染，改善空气质量。外区建设 2×1000MW

燃煤机组向珠三角地区供电，每年可分别减少本地区 SO2、 NOX排放大约为 2000 吨，在提

高区域供电能力的同时，对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平衡发展有极大的帮助，

符合国家产业导向和珠三角地区发展低碳经济的政策。 

1.1.3  项目纳规情况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多次对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作出部署安排。党的十九届五

中全会强调要“保障能源和战略性矿产资源安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

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围绕“构建现代能源体系”“提升重要功能性区域的保障能

力”“实施能源资源安全战略”等作出了一系列重要部署。《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

明确提出，“严格控制新增煤电项目，新建机组煤耗标准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有序淘汰煤

电落后产能，加快现役机组节能升级和灵活性改造，积极推进供热改造，推动煤电向基础

保障性和系统调节性电源并重转型”。甲湖湾电厂 3、4号机组采用超超临界技术和各项优

化措施，煤耗标准可以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并且具备基础保障性和灵活性调节的能力，符

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和《2030 年前碳达

峰行动方案》。 

《广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指出，要“大

力发展清洁低碳能源”，“推动煤电清洁高效利用”。甲湖湾电厂 3、4号机组采用高效超

超临界技术和超低排放技术，属于高效清洁能源，机组建设符合《广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要求。 

《广东省能源发展“十四五”规划》提出，“严格控制煤电发展”，“发挥煤电托底

保障作用，有序推进支撑性和调节性电源项目建设”。甲湖湾电厂规划总装机为 8x1000MW，

是粤东重要的电力生产基地，承担向珠三角负荷中心区供电的重要作用。本工程扩建的 3、

4 号机组采用 1000MW高效超超临界发电技术和超低排放技术，机组具有较强的灵活性，能

够提高电力系统调节能力。本工程建设符合《广东省能源发展“十四五”规划》要求。 

甲湖湾电厂 3、4号机组扩建工程将建设 2x1000MW 超超临界发电机组，并且采用了燃

煤发电机组超低排放技术，属《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中“第一 鼓励类” 、

“第四、电力”中的“2、单机 60 万千瓦及以上超超临界机组电站建设”、“9、燃煤发

电机组超低排放技术。”以及“17、燃煤发电机组多污染物协同治理”。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发布在 2021年 10 月 29日发布了《全国煤电机组改造升

级实施方案》，明确：“按特定要求新建的煤电机组，除特定需求外，原则上采用超超临

界、且供电煤耗低于 270 克标准煤/千瓦时的机组。设计工况下供电煤耗高于 285 克标准

煤/千瓦时的湿冷煤电机组和高于 300 克标准煤/千瓦时的空冷煤电机组不允许新建。” 甲

湖湾电厂 3、4号机组扩建工程采用国产超超临界技术，机组供电标煤耗不超过 270g/kwh，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6%85%E8%B6%85%E4%B8%B4%E7%95%8C%E6%9C%BA%E7%BB%84/306689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7%83%E7%85%A4%E5%8F%91%E7%94%B5%E6%9C%BA%E7%BB%84/143060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7%83%E7%85%A4%E5%8F%91%E7%94%B5%E6%9C%BA%E7%BB%84/1430605


 

 

 

符合文件规定的供电煤耗低于 270克标准煤/千瓦。 

根据《广东省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推动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21-2025 年）》（粤

府函【2021】334号），陆丰甲湖湾电厂 3、4号机组扩建项目已纳入电源规划建设投产计

划表 2023年投产燃煤发电项目中，计划 2023年 12 月底建成投产。 

根据《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东省能源发展“十四五”规划的通知》（粤

府办【2022】8号）附件，陆丰甲湖湾电厂 3、4号机组扩建项目已纳入《广东省能源发展

“十四五”规划》重点项目表新开工项目，拟新建 2×100万千瓦超超临界燃煤发电机组。 

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新能源”)拟建设的陆丰甲湖湾(陆上)

风电场、陆丰甲湖湾(海上)风电场和大型百万级超超临界火电机组，正是顺应了这种能源

政策的要求，在沿海地区，充分利用沿海风力资源，一方面建设大型风力发电机组，同时，

在陆丰充分利用天然的深水港条件，建设超超临界大型火力发电机组，是落实提高资源利

用效率、实现节能减排、加快发展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目标的重大举措。 

宝新能源是中国证券市场中的新能源电力龙头上市公司，具有丰富的电力运营经验和

较高的电力运行技术能力，在资源、机制、文化等方面有着自身独特而鲜明的特色优势。

根据宝新能源的新能源发展奋斗目标，发展资源综合利用、高效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

是宝新能源做大做强新能源电力核心主业的两大主线。宝新能源拟利用陆丰市优越的海域

资源优势规划建设 10 万吨级的运煤专用码头、陆丰甲湖湾(陆上)风电场、陆丰甲湖湾(海

上)风电场及陆丰甲湖湾电厂，规划总装机容量达到 950万千瓦，将建成全国最大的风电及

高效节能燃煤发电并举、煤电储运一体化的新能源基地——汕尾市陆丰甲湖湾清洁能源基

地。这是宝新能源上市 20 多年以来，在中央、省、市、县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做精做优

山区经济之后，积极实施蓝海战略、做大做强清洁新能源基地的重大战略部署，也是公司

未来几年投资计划的重中之重。 

汕尾市陆丰甲湖湾清洁能源基地的建设，是广东省、汕尾市的重点建设项目，不仅将

使宝新能源的新能源电力主业加速腾飞，而且将对汕尾市、陆丰市的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

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同时对广东省电力建设和国民经济发展也具有积极意义。 

在广东省委、省政府的优先支持和关怀下，在汕尾市委、市政府，陆丰市委、市政府

的关心指导下，在梅州市委、市政府，梅县县委、县政府和各有关部门的鼎力支持下，在

各有关部门的大力协助下，宝新能源和汕尾市、陆丰市人民携手奋斗，努力把汕尾市陆丰



 

 

 

建成全国最大的清洁新能源基地，并成为国家清洁新能源的样板基地。这对增进两地人民

友谊、加强区域间经济合作、实现两地社会经济的双赢发展，具有积极的重要的现实意义。 

1.2  投资方及项目单位概况 

广东陆丰甲湖湾电厂 3、4 号机组扩建工程(2×1000MW)由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宝新能源”）投资，由宝新能源全资子公司陆丰宝丽华新能源电力有限

公司负责建设。 

1.3  项目概况 

1.3.1  工程概况 

广东陆丰甲湖湾电厂3、4号机组扩建工程(2×1000MW)厂址位于汕尾市陆丰湖东镇海岬

山西约2km的范围，在一期施工规划预留场地上扩建。厂址距陆丰市约40km，西距湖东镇约

5.5 km，东北距甲子镇约8km，南临南海。 

一期1、2号机组已于2019年4月建成投产，本期工程拟扩建2×1000MW超超临界燃煤机

组，同步建设烟气脱硫、脱硝设施，公用设施在一期建设基础上扩建必要设备。本工程燃

煤主要考虑采用神华煤+晋北煤+内蒙煤的混煤作为设计煤种，采用神华煤作为校核煤种1，

采用印尼煤作为校核煤种2，新建配套专用煤码头。 

1.3.2  主要设计原则及要点 

1) 总体规划指导思想：遵循近期为主、远近结合、统筹规划协调发展的原则，电厂总

装机规模为 8×1000MW，分阶段建设，近期按 4×1000MW 机组规划，同时需考虑再扩建 4

×1000MW 机组需要。 

2) 本期工程扩建 2×1000MW高效超超临界燃煤机组，同步建设烟气脱硫、脱硝设施，

公用系统尽量利用一期设施，以节省本期工程投资。 

3）以“成熟、可靠、先进、实用、环保、安全”的原则为指导思想, 降低工程造价、

提高电厂设备质量水平、控制技术管理水平、为电厂运行管理“减员增效”创造条件。 

4) 主机选型及装机方案：选用高效超超临界一次再热机组，从根本上提高机组的热经

济性，实现节能减排，有利于经济调度。按带基本负荷考虑, 但应具有一定的调峰性能，

以便必要时参与调峰运行，机组设计年利用小时为 5000h。主机参数为 32MPa/622℃。 

5) 燃煤主要考虑采用神华煤+晋北煤+内蒙煤的混煤作为设计煤种，采用神华煤作为校

核煤种 1，采用印尼煤作为校核煤种 2。预计年耗煤量约 393~441万吨左右。 



 

 

 

6) 燃煤及运输 

印尼煤采用海运方式，神混煤采用海陆联运输方式。在一期已建成港池内再建设一个

10 万 t卸煤泊位，结构按 15万 t级考虑。 

7) 电厂水源 

电厂的冷却水取自海水, 直流供水，码头港池取水，深取浅排。临时施工用水源接自

附近能源基地生活区淡水供应系统，利用一期；电厂生活及生产服务水采用海水淡化。 

8) 贮灰场 

本期事故灰场利用一期工程的事故灰场。本期灰场不需要新增库底排水、防渗措施。 

9) 根据一期项目《地震安全性评价报告》，工程建筑抗震设防烈度为Ⅶ度。建筑场地

类别为Ⅱ类。 

10)  本工程电厂出线电压为 500kV，出线 2 回，升压站按户内式 GIS 考虑，利用一

期线路送出，无配套线路工程。 

11) 环保措施 

干式低低温静电除尘器和吸收塔协同除尘，本工程每台锅炉设 2 台三通道五电场干式

低低温静电除尘器，粉尘排放控制按照高于最新国家标准执行。烟囱采用双管钢内筒式, 高

度暂定为 240m, 两炉共 1 座；配套烟气脱硫设施及选择性催化还原脱硝设施，脱硝采用尿

素脱硝吸收剂。工业废水及生活污水集中处理，按一期已按照 4 台机组统一规划，分期建

设，本期只需扩建部分设备。 

12) 采用机炉电集中控制，两机一控设计，采用现场总线技术及一键式启停技术，提

高自动化水平，实现减员增效。电气监控全面采用以 IEC61850标准为基础的全数字化控制

技术，取消部分硬接线。 

13) 在设备选型时除考虑高效节能外, 宜尽量考虑运行时具备调节能力, 使设备能随

主机变工况运行, 以降低运行成本。 

14) 编码系统采用《电厂标识系统编码标准》(GBT50549-2010)进行编码标识。 

15) 电厂定员及机构设置参 1998 年国家电力公司颁发的火力发电厂劳动定员标准执

行，暂定 200人。 

16) 电厂生活区利用一期。 

1.3.3  投资规模及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1) 投资规模 



 

 

 

本工程计划总资金为 780656万元，其中，工程静态投资 731506万元，单位造价 3658

元/kW；动态投资 770225万元，单位造价 3851/kW。 

2) 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本工程用地面积               54.8239hm2 

发电标准煤耗                          257.803g/kW.h 

供电标准煤耗                           268.18g/kW.h 

厂用电率                               3.87% 

百万千瓦耗水指标                      0.041m3/s·GW 

SO2最终排放量                             15.35mg/Nm3  

NO×最终排放量                             30mg/Nm3 

烟尘最终排放量                             5mg/Nm3 

汞最终排放量                               0.0053mg/m3 

生活及工业废水排放量                       0 

灰渣排放量                                 73.46t/h（100%综合利用） 

1.3.4  项目实施的轮廓进度 

本工程初步计划于 2022 年 12 月前开工建设，2024 年 10 月 3 号机组投产，2025 年 1

月 4号机组投产。总工期为 22+3个月考虑。 

1.4  主要风险提示 

项目建设与运营期可能面临的风险包括：燃料供应可靠性风险，电负荷需求波动风险，

机组稳定运行风险，工程不可抗力风险，资金供应不足风险，政策变动风险，外部协作风

险，施工条件落实风险。 

公司将根据省发改委的审核意见、中咨公司的审查意见、设计院的可研报告建议，逐

条落实风险管控措施，有效灵活应对，将风险波动降到最小，最大限度地维护股东及公司

利益。 

1.5  主要结论及问题和建议 

本项目属于大型港口电厂扩建工程，在一期按照近期规划 4×1000MW 发电机组的基础

上扩建 3、4号机组，厂址场地稳定性好，主体工程利用一期施工场地，辅助生产设施一期

已统一规划建设，本工程扩建工程量小。除新建配套煤码头外，大件运输码头、送出工程、

取排水海域段及公用段等均可利用一期现有设施，建设场地不占农田，淡水水源采用海水



 

 

 

淡化，冷却水则取自于海水，可靠方便，备用灰渣场利用厂址西防侧预留扩建施工场地，

电厂送出线路已建成，无需建设送出线路。总体而言，厂址扩建条件非常优越。 

项目资本金财务内部收益率达到8%和10%时，测算出上网电价(含税)分别为446.48元

/MWh、452.43元/MWh (含脱硫脱硝)，低于广东省统一核定新投产机组的标杆上网电价453

元/ MWh(含脱硫脱硝)，同时电厂财务评价各项经济指标符合国家和本行业的有关规定，电

厂建成投入生产运营后，具有较强的盈利能力和偿债能力。因此，本项目在经济效益上是

可行的。 

综上所述，建设广东陆丰甲湖湾电厂 3、4号机组扩建工程是十分必要的，本工程厂址

扩建条件优越，技术方案切实可行，符合土地利用规划及海洋功能区划及国民经济规划、

产业规划等，各项经济指标符合国家和本行业的有关规定，电厂建成投入生产运营后，项

目具有较强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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