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中欧能源合作平台（ECECP）

中欧能源合作平台于 2019 年 5 月 15 日启动，旨在支持和落实《关

于落实中欧能源合作的联合声明》中宣布的各项活动。

2019 年 4 月 9 日，在布鲁塞尔举行的第八次中国 - 欧盟能源对话上，

中国国家能源局局长章建华先生与欧盟气候行动和能源专员米格尔 - 阿里

亚斯·卡尼特（Miguel Arias Cañete）共同出席并签署了《关于落实中

欧能源合作的联合声明》。正在出席第 21 次欧盟 - 中国领导人峰会的中

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欧盟委员会主席让 - 克劳德·容克（Jean-Claude 

Juncker）、欧洲议会主席唐纳德·图斯克（Donald Tusk）共同见证了

这一历史时刻。

启动实施中欧能源合作平台（ECECP），被明确写入了此次中欧

领导人会晤的联合公报。

ECECP 平台的总体目标是：

“加强中欧能源合作。与欧盟的能源联盟战略、欧洲人人享有

清洁能源倡议、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议》、欧盟的全球战

略保持一致，通过加强合作，将有助于提高欧盟和中国之间的相互

信任和理解，为推动全球能源向清洁方向转型，以及建立可持续、

可靠和安全的能源体系的共同愿景做出贡献。”

ECECP 平台由 ICF 国际咨询公司、中国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以

及中节能咨询公司组成的联合执行机构共同实施。

声明：

本刊所刊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中欧能源合作平台（ECE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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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

亲爱的读者朋友们，

我们杂志的首期圣诞节双刊仿佛昨天才刚刚出版，但实际上已经过去一年了，这一年我们大家都经历了太
多事情！ 

尽管今年因新冠疫情而实施了旅行限制，中欧能源合作平台（ECECP）的各项工作仍按计划执行，相关活
动也改为线上进行。在各位专家、团队成员，当然还有欧盟委员会能源司、欧盟驻华代表团以及中国国家能源
局国际合作司的支持下，ECECP 第一年度的工作计划已圆满完成。五月份，在项目启动整满一年之际，项目指
导委员会的第二次会议如期在线上举行，并批准了平台第二年的年度工作计划。

2020 年，中欧能源合作平台的工作达到了几个重要的里程碑。根据《关于落实中欧能源合作联合声明》
的有关要求，我们发表了三份中英文双语报告，分别是：《中欧能源系统整合间歇性可再生能源：政策考量》；
《支持中欧可再生能源发电建设：政策考量》；和《中欧电力市场和电力系统：更好地整合清洁能源资源》。
这些报告均可从我们网站中直接下载。

这一年，ECECP 还联合举办了几场线上的知识分享活动，包括两场研讨会：分别是六月同英国使馆联合
组织的中国电力市场改革研讨会，以及十一月同丹麦使馆联合组织的电力市场拆分经验研讨会。英、丹两国均
与中国保持着积极的双边能源合作。九月，我们邀请到欧盟能源总司电力和天然气批发市场部门主管 Florian 

Emarcora 博士，在中国电机工程学会电力系统自动化专委会、电力市场专委会 2020 年联合学士年会暨全国电
力交易机构联盟电力市场高峰论坛上做了题为《欧洲电力市场设计》的主旨演讲，共计 5809 人在线观看。十一月，
我们还举办了主题为“中国：到 2060 年实现碳中和—欧洲能源解决方案提供商的商业机会”的线上系列研讨
会的首场活动（共三场），近 600 人注册参加，研讨会的视频可以从我们的官网观看。

另外必须要提到的是，2020 年，我们的电子期刊正式更名为《中欧能源杂志》，目前四期刊物 ( 包括两期双刊 )
已可以在巴诺和苹果等大型电子书店下载。

最后，我想分享我们项目组成员的一些新变化。 

Kristina Schagane，ECECP 初级研究员、杂志前英文编辑已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顺利毕业，现在已被加
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哈斯商学院录取，延期攻读该校 MBA 课程。Kristina 目前在旧金山 Integrating Consulting 公
司工作。Fatima Zahra Ainou，ECECP 初级研究员，成功收获了北京理工大学能源与环境政策研究中心管理科
学与工程博士学位，目前正在寻找工作机会。ECECP 高级政策专家技术支持及第二期“中欧能源线路图”的
负责人赵盟，以及研讨会同声传译译员 Elaine Liu，双双晋升为家长。我们的多媒体负责人张金广又喜添一子。 

希望您能喜欢 ECECP 初级研究员 Markus Fischer, Helena Uhde 和 Veronika Spurna 在本期刊物中撰写的
三篇原创文章，这也是杂志创新专题的第一部分。

顺祝大家圣诞快乐，新年愉快！

Flora Kan
中欧能源合作平台 执行主任

http://www.ececp.eu/en/joint-statement-reports-listing/
http://www.ececp.eu/en/videos-of-webinar-china-carbon-neutral-by-2060-the-business-opportunities-for-eu-energy-solutions-providers-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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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计划 2030 年减排 55%：

新目标有望加速退煤进程

       欧盟近期提出了 2030 年的新减排目标，将此前设定的较 1990 年水平减排 40% 的目标提升至 55%（欧盟

有望超额实现原有目标）。欧盟排放交易系统（ETS）将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工具。随着排放配额价格将上调，

煤炭变得越来越缺乏竞争力。来自清洁能源通讯社（CLEW）的 Sören Amelang、Kerstine Appunn 和 Julian 

Wettengel 在与专家们的讨论中表示：新目标意味着届时煤炭几乎将被完全淘汰。据估计，欧盟发电结构中煤

电的比重将从 14.6%（2019 年）下降至 2% 左右。石油和天然气占比也将大幅下降。欧盟预计，可再生能源

发电占比将从 32% 的基础上至少获得翻倍增长。但人们质疑德国、波兰、捷克、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等煤炭

消费大国将会如何应对，因为这些国家的计划似乎包含过多煤电，无法实现这一新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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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们认为，欧盟所提出的到

2030 年至少减排 55% 的新目标可

能意味着欧盟必须在这之前几乎完

全淘汰煤炭。

因此，这也就意味着，像德国

这样的国家可能必须要退出排放密

集型的燃料计划。德国对欧盟这个

雄心勃勃的目标表示赞同，计划最

晚于 2038 年逐步淘汰煤炭。

欧盟在提议中表示，建筑和电

力部门可能会在实现 55% 的减排目

标中做出的贡献最大，且最具成本

效益。

在不同的预测情境中，预计到 2030

年煤炭在欧盟发电结构中的占比将

降至 2% 左右。

2019 年，燃煤发电占欧盟电力

结构的 14.6%。德国和波兰是欧盟

最大的煤炭消费国，两国燃煤发电

装机容量占欧盟的一半，燃煤相关

的碳排放量占欧盟的 50% 左右。

石油和天然气也将下降

根据欧盟 2030 年的目标计划，

强化欧盟排放交易体系

欧盟计划大力加强欧盟排放交

易系统（ETS），由于发电厂的排放

受该系统管控，因此这将导致排放

配额的价格上涨，使得煤炭这一排

放强度最大的燃料变得越来越缺乏

竞争力。欧盟预计，可再生能源在

欧盟发电结构中的份额将至少翻一

番，从目前的32%提高至65%左右。

比利时咨询公司 Cliamct 和智囊

机构 Ecologic 就欧盟 2030 年气候目

标的政策影响评估报告做出了分析，

图一：不同情境下的发电情况（TWh）

55% 共同努力2020

22%

19%

27%

17%

22%

21%

54%

60%

16%

17%

1% 15%

15%

1%

2%
2%

2%

4%

1% 1%

20%

48%

2774

2449

3183
~3273

13%

2%

可再
生能
源总
量

（RES）
占

74%
到

76%

可再生
能源

总量占
67% 到

68%

总：2030 年情境

煤炭

天然气

石油

核能

生物能，水电和其他可再生能源

可变可再生能源

55% 以技术为中心 55% 影响评估情景 
（REG;MIX;CPRICE）

+15%

-10%

+123%

+214%
+157%

加注：
* REG 情境基础为强化政策和法规
CPRICE 情境是指通过提高碳价格，将碳定价制度扩展到建筑和道路运输领域，从而缓解措施的实施。
MIX 情境指通过强化结合政策（但比“REG”情境更温和），将碳定价扩展到建筑和道路运输，以实现减排 55% 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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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2030 年，欧盟的煤炭消费量将

比 2015 年减少 70% 以上，石油和

天然气消费量将分别减少 30% 和

25%。相反，可再生能源的市场份

额将会增加。

Aurora 能源研究公司的 Hanns 

Koenig 称，Ecologic 和 Climact 公司

研究报告中的计算是“完全现实的”。

他指出，Aurora 的计算表明，即使

欧盟仅减排 50%，煤炭份额也将仅

剩 5%。

Koenig 称：“如果我们想要实

现 55% 的减排目标，并对欧洲排放

交易系统（ETS）进行相应的调整，

那么退煤将应当由市场推动，比此

前计划得更快，而这是必然趋势。”

欧洲煤炭大国将面临挑战

英国气候智囊团 Ember 的电力

分析师 Dave Jones 认为，欧盟新目

标意味着燃煤电厂将被完全淘汰。

Jones 表示：“当欧盟公布减排 55%

的影响分析时，其基本模型的输出

结论之一就是到 2030 年煤电将被几

乎完全淘汰。这是一个隐含的发现，

并不明确。解决问题的方法有很多，

有可能实现减排 55% 的目标同时

会保留一小部分的煤炭，而不是到

2030 年完全淘汰煤炭。”

但是 Jones 补充道，在德国、波

兰、捷克共和国、保加利亚和罗马

尼亚的国家能源和气候计划中，煤

电比重依然很大，难以实现到 2030

年减排 55% 的目标。

图二：这意味着煤炭将在 2030 年大规模退出欧洲电力系统，
           转而依靠可再生能源、核能和天然气。

欧盟 28 净发电量

太瓦时 % 可再生能源

核能

煤炭

天然气

其他

2030 50% 目标

（Aurora 模型）

燃煤电力将下降 75%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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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煤炭发电量在 2019 年已

经下降了 24%，较 2012 年水平下

降了 47%。欧盟目前有 6 个无煤国

家，14 个国家承诺到 2030 年或更

早实现退煤。2019 年，燃煤电厂

（褐煤和硬煤）占欧盟 ETS 排放量

的 31%。

德国需提前退煤

分析师们一致认为，目前德国

逐步淘汰煤炭的计划可能与新目标

有些不相符。

经过漫长且艰苦的辩论，德国

就最晚到 2038 年退煤达成一致并写

入了立法，该法案还表示，如果条

件允许，实现完全退煤的时间有可

能提前至 2035 年。

柯尼希表示：“我个人预计，

德国最后一座燃煤发电厂将在 2030

年年初关闭，并且很多燃煤电厂在

此之前将停止运营，因为将建造更

多的可再生能源电厂。”

无利可图的煤炭

考虑到排放价格上涨和可再生

能源的强劲发电势头，今年德国煤

电的使用量已经大幅下降。因此，

越来越多的燃煤电厂变得无利可图，

这使得公共事业公司 Vattenfall 无奈

表示将关闭其在德国最年轻且效率

最高的燃煤电厂，该电厂五年前才

开始运营。

Ecologic 分 析 师 Katharina 

Umpfenbach 表示，欧盟新目标对德

国退煤的确切影响尚不明确，因为

欧盟成员国煤电退出日期及现有容量
无煤

退煤已定

退煤议定中

退煤议定未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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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退煤法案规定了燃煤电厂关停

的时间表，但没有具体说明关停前

运营的电厂数量。

不过，她表示，这个更具雄心

的欧盟气候目标意味着德国燃煤电

厂运行将远低于当前预想的情况。

目标、法律、排放市场

Umpfenbach 援引能源智囊团

Agora Energiewende 关于“退煤对德

国电力部门的影响”的研究表明，

预计到 2030 年，德国燃煤发电量仍

将达到 93TWh。

“这显然与影响评估的结果不

相符。” Umpfenbach 补充道，欧盟

的评估是预计到 2030 年，整个欧洲

的燃煤发电量为 50TWh。

“即使到那时只有极少数欧洲

国家会使用煤炭，但无法想象剩余

的全部煤炭产能都在德国。”她补

充道。

因为欧盟的影响评估模型表明，

退煤将受到欧盟排放交易系统价格

上涨的影响，因此，没有必要对德

国退煤法案进行正式调整。

“由于经济原因，发电厂经营

者可能比法律规定时间更早、更快

地撤出煤电产能，或者只在有限范

围内使用这些电厂，至少可以确保

电网稳定和供应安全。”她补充道。

Agora Energiewende 的煤炭专家

Philipp Litz 表示，下届政府可能会

动用退煤法案中的条款实现提前退

煤。“然而，关于 2030 年目标的谈

判已经结束了。下届德国政府很有

可能需要利用退煤法案中的修订条

款。”

亲商业的自由民主党气候政策

发言人 Lukas Köhler 表示，一个更

有雄心的目标将“明显”通过更高

的排放价格来促进加速退煤。德国

究竟何时关闭最后一座燃煤电厂，

目前还不确定。

“然而，有一点是肯定的，那

就是一定会早于 2038 年。”

* 与 Clean Energy Wire 一 样，Agora Energiewende 也 是 一 个 由 Stiftung 
Mercator 和欧洲气候基金会资助的项目。

【作者：Sören Amelang、 Kerstine Appunn 、Julian Wettengel  /  译：赤洁乔】

本文依据知识共享署名国际许可协议 4.0 (CC BY 4.0)

由 Energy Post 和 Clean Energy Wire 授权转载。

https://energypost.eu/europes-55-emissions-cut-by-2030-proposed-target-means-even-faster-coal-exit/%20
https://www.cleanenergywire.org/news/eu-climate-target-55-would-mean-near-exit-coal-2030-expe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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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气候与能源目标：
  五中全会透露哪些信号？

       指导中国下一个五年经济社会发展的“十四五”规划进入了关键的拟定阶段，

哪些气候与能源有关目标值得期待？武毅秀、姚喆撰文解读。

五年一次的中国顶层发展目标

设定又进入了关键的冲刺阶段。接

下来几个月，在中央政府内酝酿、

讨论并最终出台的一系列目标将会

指引中国下一个五年乃至更长时间

的发展方向。

而开启这一规划进程的一个关

键事件，就是 10 月底召开的中共

十九届五中全会。

由中国共产党最核心的 360 多

名中央委员会成员参加的五中全会

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对中国下一个五

年的发展（即“十四五”时期，

2021-2025）划定方向，作为政府编

制五年规划的核心参考。此外，本

次全会还为 2035 年的远景目标明确

了方向。之所以强调 2035 年，是因

为中国领导层将 2035 年设成了一个

有战略性的时间点，目标在那时基

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

杭州的一个电动车生产车间。图片来源：Alamy  /  中外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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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确定的大方向、大战略，吸收

其他政府部门、研究机构和利益相

关方的意见，在协调一致后最终提

出“十四五”的具体目标和重大项

目。最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四个五年规划纲要》（简称《纲

要》）草案将提请明年的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审议批准。按照惯例，全

国人代会多在每年的3月召开（2020

年因新冠疫情而推迟到五月）。

国家整体的“十四五”规划《纲

要》获得人大通过、正式出台之后，

不同的政府职能部门、地方政府将

推出行业和地区的“十四五”专项

规划。“十四五”期间将出台首个

专门应对气候变化的专项规划，由

生态环境部牵头制订。此外，与气

候政策尤其相关的还有能源和电力

的“十四五”专项规划，这些专项

规划由国家能源局牵头起草，预期

将在 2021 年两会之后陆续推出。

2035 年远景目标

《建议》在有关 2035 年的远景

目标中，设定了经济发展程度的重

要指标——到 2035 年中国人均国内

生产总值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当前国际上对于“中等发达国家人

均 GDP”的界定从 2 万多美元到 4

万多美元不等，而 2019 年中国人均 

GDP 约为10,000美元。有分析指出，

这意味着未来十五年，中国 GDP 的

年均实际增长需要保持一个较为平

稳的上升速度。不同的测算表示，

要达到这一目标，中国的 GDP 年均

增长需达到3.6%、4.8%、甚至5.4%。

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

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

的建议》（简称《建议》），被认

为是今后 5 年乃至更长时期中国经

济社会发展的行动指南。《建议》

也对绿色发展有所阐释， 从中我们

可以窥探到中国领导者对气候行动

路线的思考。

从党的建议到“十四五”

规划纲要

五年规划的编制历来是中国政

策制定的重要事件。在官方的话语

体系内，第十四个五年规划（2021-

2025 年）是中国从“2020 实现小

康社会”向“2050 年全面建成社会

主义现代化”迈进的第一个五年，

这一表述使“十四五”规划具有了

额外的重要性。

就气候议题而言，继中国于 9

月 22 日提出“力争于 2030 年前实

现碳排放达峰，并争取于 2060 年前

实现碳中和”目标之后，“十四五”

如何将这一承诺落地成为各方关注

的焦点。“十四五”规划作为碳中

和承诺之后的第一个五年规划，被

很多人视为检验中国承诺是否被政

策层足够严肃、慎重对待的首次考

验。气候政策观察者也希望从五中

全会中找到一些线索。

需要指出的是，中共中央全会

通过的《建议》，意在做出方向性

的指导，以定性表述为主。下一步，

将由国务院领导下的国家发展改革

委员会牵头进行“十四五”规划纲

要的编制工作。发改委将根据《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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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界普遍认为，15 年保持一个

较高位的经济增长是有一定难度的。

因此有媒体指出，看似低调的《建

议》，实际已经通过远景目标的设

定对未来经济发展提出了具体要求。

在此基础上，《建议》同时提

出了到 2035 年“碳排放达峰后稳中

有降、生态环境根本好转”这一愿景。

“2035 年迈入中等发达国家”

和“碳排放达峰后稳中有降”这一

愿景共同提出，为中国设定下一阶

段，尤其是“十四五”气候能源有

关目标框定了空间。对经济增速

的稳定预期意味着中国在接下来的

十五年时间内仍有发展和增长的强

烈动能，需要在增长的前提下提高

增长的质量和效率。而“达峰后稳

中有降”的表述也预示着中国碳排

放在 2030 年前达峰以后，不太可能

马上进入高速下降区间。

这在不久前清华大学气候变化

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项目组发布的

碳中和路线图中所描绘的时间线有

所体现。按照该研究推荐的 2060 年

碳中和路线图，中国碳排放在 2030

年前达峰之后，能源消费将随后在

2035 年左右达峰，之后才会走出更

为陡峭的排放下降曲线，在相对较

短的时间内使二氧化碳趋近净零排

放。2035 年是除了 2030 年之外的

中国碳排放关键“分水岭”年份。

这一点也得到了《建议》的确认。

而在关于“十四五”经济社会发展

主要目标的表述中，《建议》明确

指出这些目标应“锚定”2035 远景

目标，并综合考虑国内外发展趋势

和中国的发展条件。

展望“十四五”气候能源目标

作为在中国提出碳中和目标后

出炉的重量级政策指引性文件，《建

议》对于到 2035 年中国碳排放和

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定调也为

“十四五”的各项关键气候能源类

指标打好了政治基础。

对于正在酝酿中的“十四五”

气候能源类目标（包括《纲要》以

及各项专项规划将要提出的目标）

而言，单位碳排放下降目标、可再

生能源占一次能源比重目标、以及

煤电装机容量目标将是重点关注的

约束性指标。如何设定这些约束性

的目标，将对未来五年低碳减排工

作产生重大影响。

从“十二五”规划（2011-2015）

开始，中国就将非化石能源在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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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消费中的比重提高设定为约束

性的目标。十年间，非化石能源在

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重已从 2010 年

的 8.3% 提到到 2020 年的约 16%。

此前中国在提交给联合国的国家自

主贡献目标（NDC）中提出将非

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占比

提高的 2020 年的 15% 和 2030 年

的 20%。之前有媒体据此推测，

“十四五”规划可能会将非化石能

源占比设在 18% 左右。但在 9 月中

国提出新的气候承诺之后，一个更

具有雄心的可再生能源占比目标呼

之欲出。外界普遍期待，中国将依

据其碳中和承诺重新调整这一目标，

为风电和光伏的发展注入更多动力，

上调十四五可再生能源比例规划。

针对化石能源特别是煤电的

后续发展，生态环境部气候司在谈

及“十四五”规划时表示，中国将

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来控制化石

能源消费，特别是严格控制煤炭

消费，合理控制煤电发展规模，

“十四五”期间煤电装机究竟会否

突破“十三五”设定的 1100 吉瓦规

模，仍有待观望。

此外，碳中和承诺发出后，

生态环境部表示中国正在制定

《“十四五”应对气候变化专项规划》。

这将是国家层面推出的首份应对气

候变化的专项规划，除了几乎肯定

会强化的单位 GDP 碳强度降低目标

之外，也有专家建议在这一规划中

纳入电力行业碳总量控制目标和非

二氧化碳温室气体减排目标。

在中国提出“碳中和”目标后，

在“十四五”规划中设立碳排放总

量目标的呼声就变得强烈起来。上

述清华大学的研究更是明确建议设

定到 2025 年碳排放不超过 105 亿

吨的总量目标。2020 年中国预期碳

排放总量为 103.3 亿吨。

与目前大部分做出碳中和承诺

的国家不同，中国的经济增长仍在

上升期，经济增长与碳排放还未彻

底脱钩，从“达峰”到“零碳”，

中国实现碳中和愿景的时间要比发

达国家少 30 年左右。如何提供有效

抓手，让碳排放尽早进入下行通道？

应对这一挑战的政策设定工作才刚

刚开始。

【作者：武毅秀、姚喆】

本文根据知识共享协议最初发表于

“中外对话”。

https://chinadialogue.net/zh/4/68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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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交通领域电气化转型的
政策工具选择

要想实现交通运输领域的电气化转型，合

理规划、采取激励措施、扫清障碍以及建立正确

的监管框架都是必要条件。但不同地区的农村和

城市生活方式各不相同，需要各自寻找适合自身

的解决方案。睿博能源智库（RAP）的 Camille 

Kadoch 总结了他们为美国订制的 RAP 电动汽车

路线图，提供了一套可供自由组合的政策工具包，

涵盖了目标、资金来源、政策协调、激励措施

（包括非财政激励）、充电建筑规范、与电力公

司的合作、政策指南、立法模型等。它还包括一

个 powerpoint 演示文稿，以便于向决策者和公民

解释各种选择。Kadoch 在文章最后引述研究报

告称，交通领域的电气化转型每年可创造 10 万

个以上的净新增就业岗位，每年可拉动 GDP 增

长 25 亿至 99 亿美元。这对于任何希望走出疫情

阴云恢复经济的国家来说都是非常有用的。虽然

该工具包是为美国决策者开发制定的，但任何地

区的决策者都可以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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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门的电气化为各国提供

了一个契机，可以为公民节省燃料

开支，改善地方经济，解决国家安

全问题，改善公共卫生和应对气候

变化。

其中一些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更加紧迫，比如解决本地就业和

改善公共卫生。但是经验和研究却

向我们展示了其他可能会被忽视的

部分——无所作为的代价。要实现

这些利益的全部价值需要积极的立

法和规划。若不及时采取行动，利

益将会流失。

电动汽车是一种相对较新的技

术。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和其他

大约三分之一的州已经开始实施电

动汽车相关法规，但大约三分之二

的州仍处于起步阶段。

这是个复杂的问题，涉及各种

公共政策主题：交通、电力、空气

质量等等。这是一个需要简化的领

域。认识到这一点，RAP 收集了各

种不同的州立法选择，以帮助倡导

者和决策者设想电气化交通路线图

可以带来的好处以及应当规避的陷

阱。

规划、激励、障碍、法规

RAP 电动汽车路线图为各州提

供了包括制定交通电气化规划、培

育激励措施、清扫障碍和促进监管

机构参与的多种选择。这些选择以

各州现有的立法为基础，可以让各

州自行选择适宜的方案，以最有效

地满足其各自需求。

该路线图为交通电气化提供了

涵盖不同要素的完整视野。若只看

到交通电气化政策的一部分，就如

同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一样。

因地制宜的解决方案

但是，在俄克拉荷马州这样的

乡村地区，交通领域的电气化与紧

凑、城市化的罗德岛有所不同。

为了确保城市和农村居民都能

从向电动汽车的转型中受益，华盛

顿州认识到该州不同地区的需求不

同，因此选择让地区交通规划组织

发挥主导作用。新泽西州正在建立

一个“必要的充电网络”，为公众

提供足够数量的大功率快速充电站。

该路线图为各州提供了大量的选择，

以便其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电气化

路径。

对于有兴趣推进交通电气化的

州立法者，我们将立法行动分为四
来源 : Roadmap for Electric Transportation: Policy Guide / RAP

来源：Roadmap for Electric Transportation / RAP

Source: based on U.S. Department of Energy. (undated).
Electric Vehicles: Savings on Fuel and Vehicle Costs

https://www.raponline.org/wp-content/uploads/2020/03/rap-roadmap-electric-transportation-policy-guide-2020-february.pdf
https://www.raponline.org/ev-road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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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方面，以帮助他们确定其最佳选

择。

1、设定规划目标

交通电气化可以为各州带来多

种益处，但固有的障碍意味着需要

立法行动来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并规

避一些陷阱。电动汽车规划包括以

下部分或全部内容：

• 电动汽车发展目标和时间表

• 州电动汽车政策规划应可以促

进跨部门的协调

• 州公用车队电气化，发挥引领

作用

• 对域内的电动汽车进行定期评

估

• 未来交通的资金来源规划

2、以激励机制拉动投资

由于认识到电动汽车所带来的

广泛利益，许多州都提供了直接的

财政支持，以鼓励交通领域的电气

化。

我们了解到，车辆购置时的相

关激励措施是最有效、最透明且最

持久的。

优先停车或使用共乘（HOV）

车道等非财政激励措施也是有效的

诱导因素。

3、扫清障碍

交通电气化的障碍，如缺乏充

电基础设施或建筑规范不适应电动

汽车充电需求，都是需要解决的重

要问题。立法者可以采取行动扫清

这些障碍，以确保：

• 消费者友好型充电基础设施以

及电动汽车充电随处可用。

• 合适的建筑规范，为未来电气

化做准备。

• 电气化惠及全社会，包括农村

和低收入社区。

4、赋能监管机构

电力部门与交通电气化有几

个重要的交叉点，这意味着监管

机构——主要是公共事业委员会

（PUC）以及能源办公室、运输机

构和其他机构——将需要足够的立

法指导，以充分利用电动汽车。为

了最有效地规划交通系统的电气化，

PUC 需要：

• 要求电力公司将电动汽车负荷

预测和充电基础设施投资纳入

该部门定期提交的资源计划

中。

• 实施合理的电价，以便能够充

分利用电动汽车作为电网资

源。

• 为电力公司参与充电基础设施

建设及其投资的成本回收提供

指导。

• 启用基于绩效的监管（PBR）

激励措施，使电力公司充电基

础设施物尽其用。

政策工具包里都有什么呢？

总的说来里面包含：

一份两页的概况介绍，一页阐

明了交通电气化对各州的好处，另

一页则概述了实现这一目标的立法

政策。

一份政策指南，概述了电动汽

车相关问题和选项。首先从电动汽

车立法的优点入手，来解答一个至

关重要的问题：“为什么？”并由

此引申出“是什么”和“怎么办”

的许多问题和选项。

一本立法模型指南，为大多数

条款提供了一系列的可选项，便于

来源 : Roadmap for Electric Transportation: Legislative Options / RAP

类型 电压 特点 应用场景

一级 120V

•	充电需 11到 12小时 *

•	某些时候无法远程控制充电（尽管多数电动汽
车可控制充电）

•	成本较低：无需安装特定的电动汽车充电设备

•	家用或部分工作		
场所充电

二级
208V-

240V

•	充电需 3到 8小时 *

•	可连接到电信网络并识别客户的收费模式

•	成本适中：需要安装额外的充电设备（一般几
百美元外加安装费）

•	家庭充电

•	工作场所充电

•	部分公共场所充电

直流

快充

480V 
以上

•	充电需 30到 60分钟 *

•	可连接到电信网络并识别客户的收费模式

•	安装运行成本高昂（通常需要几万美元）

•	公共场所充电

•	高流量道路

•	车队充电

•	公共交通车辆充电

		* 取决于电池类型

https://www.raponline.org/wp-content/uploads/2020/03/rap-roadmap-electric-transportation-legislative-options-2020-february.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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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者选择最适合自身情况的方案。

注释则解释了每项条款的利弊，并

详细分析了所提供的各种方案选项。

许多条款都是基于各地的现行法律，

但为了使其更广泛地适用而进行了

修改或编辑。

一个 PowerPoint 演示文稿，解

释了各种选择，并提供了推广电动

汽车的最佳实践方法。立法者和其

他利益相关者可以使用这些材料作

为出发点，向其同事和民众解释这

些问题。

工作岗位和 GDP

交通电气化的好处不仅仅是理

论上的，而且是真实且有据可查的。

研究表明，2015 年至 2040 年间，

电动汽车转型每年可创造 52000 至

109000 个净新增就业岗位，可拉动

GDP 每年增长 25 亿至 99 亿美元。

电气化交通可以帮助各州通过

建设电动汽车基础设施促进就业增

长，解决环境公正问题，实现空气

质量提升效益，并且提高电力系统

效率。

由于美国正在寻求摆脱由疫情

所引发的经济衰退——2020 年第二

季度 GDP 下降了 2.15 万亿美元，4

月份失业率达到了大萧条以来的最

高水平——如果能意识到电动汽车

带来的好处将有助于走上经济复苏

之路。

【作者：Camille Kadoch  /  

译：赤洁乔】

本文由 Energy Post 和

睿博能源智库（RAP）授权转载。

来源 : Roadmap for Electric Transportation: Policy Guide / RAP

https://energypost.eu/the-road-transport-transition-a-policy-toolkit-for-electrification/
https://www.raponline.org/wp-content/uploads/2020/03/rap-roadmap-electric-transportation-policy-guide-2020-february.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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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如何携手构建氢能经济？

11 月 18 日，中欧能源合作平台（ECECP）携手《能源邮报》（Energy 

Post），举办了一系列以“中国：到 2060 年实现碳中和” 为主题的在线研

讨会。研讨会旨在了解中国的现状，并为欧洲企业寻求在中国机遇。“氢能”

专家小组讨论的主持人 Gökçe Mete，为嘉宾讨论和听众提问做了总结。参与

此次讨论的嘉宾包括：Tudor Constantinescu（欧盟能源总司总干事首席顾问）、

Joachim von Scheele（林德集团全球商业化总监）及 Mickael Naouri （液化

空气集团公司事务总监）。研讨会的内容涵盖了蓝氢和绿氢、富有雄心的生

产目标、投资、创新、难以减排的行业、重型运输、氢燃料电池、监管，公

平竞争等等。催生氢能经济的挑战是巨大的，但这并没有阻碍它被纳入欧盟

和中国的脱碳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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氢能经济吸引了大量的关注。

电力行业和难以减排行业认为氢能

经济是实现 100% 可再生能源的关

键。在“中国：到 2060 年实现碳中

和”的研讨会上，与会嘉宾也认为，

氢能是应对新冠疫情危机以及气候

危机的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新冠肺炎大流行病影响了全球

能源投资。据国际能源署报告估计，

欧洲能源投资下降幅度在17%左右，

电网、风能和能效方面的投资相对

于分布式光伏和石油、天然气下降

幅度更少；2020-2021 年私营部门

投资急剧减少。

受疫情影响，2020 年全球温室

气体排放量较 2019 年预计将下降

8%，几乎与 10 年前的水平相当。

然而如果不采取适当措施维持当前

水平，排放量可能会反弹并超出之

前水平。

新冠疫情为更好地恢复重建提

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同时可

以避免锁定效应。

避免碳锁定

由于此前和正在为建设高碳能

源体系而进行的投资和政策抑制了

新绿色经济的增长，就会出现“碳

锁定”问题。

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

莱恩宣布的“欧洲绿色协议”，呼

吁欧盟形成合力以推进经济社会转

型，走上更加可持续的道路。这一

雄心勃勃和具有前瞻性的议程旨在

加快大规模的公共投资，并加强对

私人资本对气候和环境行动投资的

引导，同时避免在今后十年陷入不

可持续的锁定。

能源行业占欧盟温室气体排放

量的 75%。欧盟能源系统一体化和

氢能战略旨在将能源系统的各个部

分连接起来，为建立一个更加高效

和相互关联的能源行业铺平道路。

氢能

氢能将在其中发挥相当大的作

用，特别是对于解决天然气系统和

难以减排行业的脱碳问题。然而，

非化石能源制氢则需要大量的可再

生能源，并扩大电解槽规模。

此外，可再生能源制氢将与直

接电气化形成竞争局面。到2050年，

直接电气化将为欧盟能源系统提供

本文所有图片都来自欧盟委员会能源首席顾问康斯坦丁尼斯库 Tudor Constantinescu 在会上的发言 
China: Carbon Neutral by 2060 workshop

https://events.energypost.eu/china-2060-innovation/
https://events.energypost.eu/china-2060-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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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50% 的能源，而目前这一比例为

23% 。目前由于可再生能源基础设

施建设不足，导致弃电问题，影响

了系统效率。

可再生能源扩张

虽然国际能源署 2021 年扩大可

再生能源的预期令人鼓舞，但由于

延迟项目调整以及大流行病爆发前

足够强劲的市场持续增长，一些国

家因激励支持计划到期，可再生能

源增长可能在 2021 年略有下降。以

中国为例，某些陆上风能和太阳能

光伏补贴计划将于 2021 年底到期。

因此，下一个五年计划（2021-2025）

的调整是极其重要的。

但从全球来看，后疫情时代的

绿色复苏前景或不能令人满意。根

据“能源政策追踪”对能源复苏方

案中的公共资金投入的研究显示，

29 个主要经济体向化石燃料承诺投

入 2,510 亿美元，占能源密集型行

业总投入的 53%，而清洁能源的投

入承诺比例仅为 35% 。

“欧盟复苏计划”强调需要迫

切采取强有力的行动，以达到欧洲

2030 年温室气体减排 55% 的新目

标，对能源和运输、建筑和工业等

相关行业进行立法修订。欧盟长期

预算和复苏基金指定 30% 用于气候

相关支出（尽管该协议也削减了气

候和环境关键项目的支出）。

氢能面临的挑战

为能源转型及其规划 ( 在基础

设施和价值链方面 ) 投入足够的资

源，对于发挥氢能作为能源转型和

绿色复苏的推动者的未来角色至关

重要。绿氢是一种小众产品，价格

仍然非常昂贵。供应方、需求方和

整个价值链都存在相当大的不确定

性。

自 1975 年以来，氢能的需求增

长了三倍。但氢能仍主要来源于化

石燃料。全球大约6%的天然气和2%

的煤炭用于制氢，主要应用于精炼

和化肥行业。然而，为了使氢能在

能源转型中发挥重要作用，到 2050

年需要生产适度规模碳中性氢，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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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钢铁、电力、炼油、化工、石化、

化肥和水泥领域的脱碳。未来十年，

其稀缺性是众所周知的。

“这就需要投资”，能源总司

Tudor Constantinescu 表示，他也相

信氢能将带来增长和就业，并使欧

盟实现 2050 年目标。事实上，国际

氢能委员会预计，到 2050 年氢能创

造的收益将达到 2.5 万亿美元，为

全球将创造 3000 万个就业岗位。

中国的氢能发展

对中国来说，氢能在推动经济

增长和复苏方面也起着至关重要的

作用。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氢

能生产国。预计氢的生产、存储、

输配和终端利用将呈指数级增长。

中国最近做出的到 2060 年实现碳中

和的承诺，几乎肯定需要加大对绿

氢等转型技术的投资。

来自世界最大的工业气体公司

林德集团 ( 该公司拥有 250 家制氢

厂，其中三分之一为电解制氢 ) 的

Joachim von Scheele 认为，中国为实

现碳中和目标，在未来 40 年中建立

氢能经济是现实可行的。欧洲公司

在中国有很多潜在的机会，并可以

同中国公司建立新的联盟。

氢能可以有效帮助水泥和钢铁

等重工业减排。与许多欧洲国家一

样，配备 CCS 技术的天然气蒸汽甲

烷重整生产的蓝氢，可以作为中国

创造绿氢需求和引领市场的跳板。

与欧洲采取的方法类似，在中

国的重型运输领域，氢能也被视为

替代燃料和脱碳途径，尤其是公交

车、卡车和火车。

此外，中国还是大型船舶的制

造大国。因此世界各地的许多公司

在中国都有很好的合作机会。

欧洲在中国的机会

与会的专家一致认为，全球氢

能产量必将增长 20 倍，每个人都有

发展的空间。

Air Liquide 公 司 的 Mickael 

Naouri，是欧盟商会中国能源工作小

组的主席，该小组为政府机构、中

小企业和大公司之间搭建桥梁和促

进交流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平台。 

Mickael 表示，目前已经有大约

50 家原始设备制造商在中国开发新

型燃料电池汽车。对于中国一些落

后的技术领域，欧洲可以进行技术

转让，促进电解和液化技术的创新。

事实上，代表 100 多家欧洲公司的

“欧洲清洁氢联盟”已经启动，以

促进氢能相关领域的投资。

如今95%的氢能是不可再生的，

但不应因此而推迟投资。全球范围

内的伙伴关系合作，特别是早期行

动者之间的合作，对未来更加复杂

的能源系统来说将是至关重要的。

认证、定义、监管

由于认证、定义和监管方面的

不确定性，氢经济的国际化探索尚

有诸多未涉足的领域。即使是在欧

洲区域和国家一级，也没有足够明

确的规定适用于管道网络的接入和

费用问题以及该如何整合氢能生产

设施。

对于中欧合作来说，有必要在

经济监管以及知识产权保护方面进

行进一步的沟通对话。

投资

Joachim 和 Mickael 表示，当谈

到中国氢经济的融资问题时，人们

认为中国有足够的风险资本流动和

对氢能的兴趣，并且有活跃的初创

企业团体为开发技术提供融资。随

着中国宣布到 2060 年实现碳中和，

这些投资可能更多地转向能源转型

和气候领域的智能技术。

我们不要忘记，中国已迅速

成为全球电池领域的领导者，燃料

电池汽车可能也会沿着同样的轨迹

发展。不同之处在于，这一次的主

要动力并非来自政府补贴，而是原

始设备制造商。中国汽车制造商已

经宣布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目标：到

2025 年，燃料电池汽车销量达到 10

万辆。中国的私营部门在此方面发

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中国新兴

的氢能市场上，欧洲企业似乎也有

机会。

全球图景

在过去的几年里，人们对绿氢

技术的兴趣呈指数级增长。2020 年

11 月举行的第一届欧洲氢能周吸引

了全球超过2500名参与者。作为“净

零”的一部分，氢能确实可以为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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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重新定位的公司铺平道路，利用

现有的石油和天然气基础设施进军

海上风能和可再生氢能，此举将大

受欢迎。据 2020 年生产差距报告发

现，要将全球温升限制在 1.5 摄氏

度内，全球每年需减少 6% 的化石

燃料生产。

然而，单纯依靠技术进步来实

现转型会带来一系列风险：例如，

拟议的新技术的开发和商业化可能

会被严重拖延，对化石燃料制氢的

投资可能会导致锁定效应。

此外，氢的颜色、多用性，以

及氢气储运选择的多样性也是关注

的焦点。绿氢被视为是难以减排行

业的主要脱碳解决办法，也是实现

《巴黎气候协定》目标的关键要素。

但是，目前许多低碳和碳中性氢能

的应用还没有实现，这些投资必须

在未来 5至 25 年内实现。

最后，当我们准备迎接一个由

氢燃料和许多其他气候智能技术驱

动的更绿色的未来时，我们是否错

失了包容性？我邀请大家加入“女

性参与绿色氢能” (WiGH) 倡议，这

是一个自下而上的众筹倡议，旨在

提高从事氢能相关工作的女性专业

人员的知名度，确保女性参与未来

氢能技术的讨论。

【作者：Gökçe Mete / 译：梁晨】

本文由 Energy Post 授权转载。

Https://energypost.eu/how-can-europe-help-build-chinas-hydrogen-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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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中欧与东南欧新能源发展

中欧与东南欧的新能源有怎样的发展潜力？来自 IRENA 的 Luis Janeiro、Seán Collins 和 Ricardo Gorini 为

中欧与东南欧能源连通倡议（CESEC）总结了他们的发展路径。该地区有发展新能源的绝佳资源条件。专家认为，

在不借助财务杠杆的情况下，过去几年间风能与太阳能成本显著下降，提供了比成本最低的化石能源更加便宜的

新电力。遵照这一路径，到 2030 年，整个 CESEC 地区可再生能源的份额可以经济高效地提高到 34％，而目前缓

慢增长的政策参考情境中预测的可再生能源份额为 24％。这意味着 2030 年前该地区可以每年节约 34 亿欧元，这

不包括减轻空气污染带来的更广泛的收益。该地区需要扩大电气化规模，生物能源也会发挥作用。跨境规划将是

收益最大化的关键。诸多现有化石能源机组的退役为现阶段的行动创造了机会。作者强调，该地区的社会经济条

件差异意味着要想实现这一规划，需要提供更广泛的欧洲范围内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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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与东南欧能源连通倡（CESEC）

最初成立于 2015 年 2 月，致力于

“加速中欧和东南欧天然气和电力

市场的整合”。CESEC 涵盖了九个

欧盟成员国（奥地利、保加利亚、

克罗地亚、希腊、匈牙利、意大利、

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

和能源共同体的八个缔约方（阿尔

巴尼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科索沃 *、黑山、北马其顿、摩尔多

瓦共和国、塞尔维亚和乌克兰）。

该地区仍然高度依赖化石燃料

进口，并且事实证明，该地区在过

去几年中极易遇到天然气供应不足

问题。未来十年内将有大量化石燃

料发电机组退役，CESEC 的多个成

员国都面临能源部门现代化的迫切

需求。

CESEC 成员国还因为燃烧化石

燃料而遭受空气质量差的困扰，这

对公民的健康构成了实际而重大的

威胁——东南欧城市的空气污染水

平及相应导致的死亡率位于欧洲之

首。

“可再生能源地图选项”与“参

考情境”

IRENA 在“可再生能源地图

(REmap)”框架下针对 CESEC 地区

的研究，首先研究在一个“参考情境”

下分析了 2030 年前该地区可再生能

源的预期部署情况，该方案拟定实

施现有计划、完成已商定政策和目

标、或延续当前趋势的不同场景。

随后，REmap 研究以国家为基础，

确定了可用于各个国家的可再生能

源选项（“REmap 选项”），以加

速 2030 年前的可再生能源部署。

根据 IRNEA 的估计，若延续现

有趋势，2030 年 CESEC 地区的能

源需求将略有增加，比 2015 年（研

究的基准年）水平高出 5％。而可

再生能源在最终能源消耗总量中所

占比例将在未来十年缓慢增长，从

2015 年的 16％增长到 2030 年的约

24％。

CESEC 地区拥有大量高质量的

可再生能源，可以在未来十年内得

到经济有效的利用，以加快化石燃

料替代。路线图中确定的所有备选

部署方案在 2030 年可以经济有效地

使整个 CESEC 地区可再生能源比例

基于 IRENA 分析。不包括建筑、工业、运输以外的终端用能部门。不包括非能源终端用途。
* 科索沃 * 的名称不影响其地位，并符合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 1244（1999）号决议。

图 1：CESEC 成员国终端能源消费总量（GFEC）中可再生能源的比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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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到 34％，而参考情境中这一比

例为 24％。

若 REmap 方案中所有额外可再

生能源场景得到部署，那么与参考

情境相比，CESEC 成员国在 2030

年可以平均每年节省 34 亿欧元的能

源服务平准化成本。

CESEC 可再生能源转型的关键

支柱

CESEC 地区拥有良好的资源条

件以扩大可再生能源规模。该地区

在陆上风能和太阳能光伏发电领域

具有巨大的未开发潜力，这是电力

行业长期转型的两项关键技术。这

些技术的成本在过去几年中实现了

显著的成本下降，并将在无需经济

援助的情况下，持续提供比成本最

低的化石能源更加便宜的新电力。

保守估计，陆上风能和太阳

能光伏发电在该地区至少分别有

845GW 和 402GW 的 开 发 潜 力，

[1] 而目前所有技术（可再生能源及

其他）的总装机容量为 291GW。

IRNEA 认为，风能和太阳能有能力

且需要在未来该地区的能源系统中

发挥核心作用。

在 IRENA 针 对 CESEC 的

REmap 方案中，可再生能源发电容

量将从 2015 年的 109GW 增长到

2030 年的 265GW，届时 CESEC 成

员 55％的电力消费都将来自于可再

生能源。煤炭发电量可能降至 2015

年水平的三分之一以下。为了实现

这一目标，如今 EU-ETS 尚未涵盖

的电力系统需要被进一步整合，并

与碳定价逐步建立关联，以避免碳

泄漏。

电气化

如今电力仅占该地区能源消费

的约五分之一。供暖与运输领域的

电气化计划将是向更加可持续的能

源系统转型的关键所在。电气化能

够极大地提高整个系统的效率，同

时缓解本地空气污染问题。如果规

划得当，它还可以促进大量便宜的

太阳能与风能电源在电力系统中的

整合，从而加速整个能源系统的转

型。

到 2030 年，电动汽车将占据该

地区轻型汽车销量的很大份额。总

体而言，约五分之一的车辆库存有

可能被替换。使用热泵加速 CESEC

国家建筑和工业供暖的电气化步伐，

其可以减少的化石燃料消耗量相当

于当今奥地利总的供暖用能需求。

生物能

除可再生能源和电气化外，扩

大现代生物能源生产和消费形式对

于 CESEC 成员来说也将是取得能源

脱碳进展的关键，而目前尚无其他

具有成本效益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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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可再生能源发展的益处

未来十年，CESEC 成员需要扩

大其能源领域的投资，因为一大部

分现有电源面临退役。这为投资能

源部门现代化提供了机会，可最大

程度降低未来碳负债和搁浅资产的

风险。

在 IRENA 的 区 域 规 划 中，

CESEC 成员将在 2030 年前累计投

资 780 亿欧元，与参考情境相比，

估计增长 26％。为了换取这些额外

投资，CESEC 成员可以建立一个可

持续的能源系统，以显著减少对进

口天然气和石油的依赖，同时以具

有竞争力的成本提供能源。

化石燃料消耗与碳排放的减少

预计将非常巨大——天然气预计减

少 18％，石油估计减少 14％，碳减

排量预计为 165 MtCO2 / 年，比该

地区的参考情境低 21％。

健康与空气污染

能源系统对人类健康的负面影

响如今很少被人讨论。欧洲环境署

估计，欧洲每年约有 40 万人死于

空气污染。IRNEA 估计，通过部署

REmap 情景，到 2030 年缓解空气

污染所带来的经济价值将在每年 50

亿欧元至 200 亿欧元之间。

如果综合考虑提供可再生能源

服务所节省下来的成本，以及其在

减少健康、环境损害所带来的经济

价值，那么到 2030 年，该地区的

可再生能源发展可为社会带来每年

110亿欧元至350亿欧元的总收益。

决定性的政策行动

CESEC 需要果断采取国家和区

域级别的政策行动，以实现向现代

化清洁能源系统的转型。

在国家层面，CESEC 成员国应

专注于改善各自市场的投资环境。

可再生能源技术已具备市场竞争条

图 2：REmap 方案对 CESEC 能源安全与缓解气候变化的影响 ( 基于 IRENA 分析 )

18% 天然气需求减少 石油需求减少 碳排放减少

与 2030 参考情境相比    

相当于乌克兰目前的
天然气整体需求总量。

与 2030 参考情境相比    

相当于希腊与克罗地亚目前
的石油消费总量。

与 2030 参考情境相比    

相当于希腊与克罗地亚目前
的碳排放总量。

1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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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但需要与化石燃料进行公平竞

争，这意味着公平的竞争环境以及

透明、稳定的法规政策，以减轻投

资者不必要的风险。

跨境规划

在区域层面，合作将是转型的

关键。交换最佳实践方案、采用已

在邻国取得成功的法规政策，对加

速能源转型具有很大意义。但是我

们认为合作应该更深入，首先还应

包括对能源系统的初始规划。除了

从国家角度规划外，从区域角度进

行规划就意味着要与邻国就能源系

统、能源市场的跨境运作讨论并达

成共识。实际操作比讨论更为艰难，

但我们坚信，对欧洲公民而言，从

地区角度出发共同推进能源转型，

要比各个国家各自为战更加经济。

欧洲范围内需要提供更广泛的

支持

最后，认识到整个地区社会

经济状况的差异非常重要。一些

CESEC 成员国可能需要外部协助以

制定国家计划、拉动所需投资。欧

洲机构、国际组织、发展机构和多

边银行需要在此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支持这些国家的发展。

IRENA 的最终报告已在 2020
年 10 月 2 日召开的小组最新高级别
会议上发布并讨论。CESEC 成员在
会上强调了“可再生能源对具有成
本效益、低碳、一体化、安全、可
持续、环境友好的能源系统的价值”。

【作者：Luis Janeiro、

Seán Collins、Ricardo Gorini 

 /  译：杨欣淳】

本文由 Energy Post

和 IRENA 授权转载。

https://energypost.eu/accelerating-renewables-in-central-and-south-east-eur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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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气企业去碳化转型的五个关键指标

美国环境保护基金会的 Ben Ratner 和哥伦比亚大学的 Erin Blanton 表示，如果油气行业不愿就脱碳问题作出

承诺，不愿制定任何有意义的减排策略和时间表，那么投资者就必须采取行动。新冠疫情已经证明了油气行业在

面对突发事件时的脆弱。如果该行业拒绝将全球日益增长的脱碳宏伟目标和相关政策考虑在内，那么这种脆弱性

还将持续数十年。与此同时，任何就脱碳转型速度而进行的游说都将阻碍其进展。事情的发展并非一定如此。英

国石油公司 (BP)、先锋企业 (Pioneer)、雪佛龙企业 (Chevron)、西方石油企业 (Occidental) 和西班牙雷普索尔石油企

业 (Repsol) 等已经开始寻求改变。但是这种变化是碎片化的，因此迫切需要整个油气行业达成共识。两位作者列

出了投资者应该对油气行业提出要求的五项关键指标，其中包括甲烷排放、燃除、资金配置、游说和治理。目前，

现有的企业评级和排名均缺乏标准和透明度，这使得投资者很难对其施加应有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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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气行业投资领域本就波涛汹

涌，更何况在这个毫不留情的时代。

新冠疫情导致油气需求量下降，利

润受损，股息减少，股价暴跌。随

着气候变化的代价日益明显，大型

资产管理企业和银行都面临着来自

客户、股东和公众方面的诸多挑战。

如今，对石油和天然气行业价值链

投资的许可正变得和经营许可同等

重要。

一些投资者已经完全退出了油

气行业。但也有人认为，那些拥有

更具适应性的管理团队的企业更具

投资价值。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很

有前途的投资方式，因为在该行业

看似单一的外在之下，不同企业针

对脱碳问题的策略和前景可能存在

巨大的实质性差异。

那么，投资者该如何区分这些

企业在脱碳方面的优劣呢？

企业评级和排名可能会产生误导

不幸的是，错综复杂的评级和

排名机制并未体现对企业的深入了

解，反而带来了更多的困惑。这些

方式因为缺乏标准和透明度而让投

资者饱受困扰，有时甚至会产生自

相矛盾的谜之结果。美国环境保护

基金会（EDF）的分析结果表明，

尽管最终还是需要政府采取行动来

解决气候变化给金融体系带来的系

统性风险，但是长期以来，对企业

的评级和排名往往存在一个盲点，

即忽略了企业在气候变化方面的游

说记录。

企业缺乏有意义的行动策略与

时间表

更具挑战性的是，整个油气行

业对 2050 年净零承诺的接受程度仍

然参差不齐。除了英国石油公司的

表现比较引人注目之外，即使是那

些有净零排放意愿的企业也没有提

出任何短期内实质性的行动计划和

里程碑，以引起市场的重视和理解。

事实上，一般化的油气企业管理团

队（以及普通的油气行业投资者）

目前仍然倾向于为下个季度做出决

策，而不是为未来二十五年做出长

远规划。与此同时，对于眼下的燃

眉之急，各方也尚未达成共识。

投资者应该关注什么？

我们对投资者的建议是，重点

关注油气企业在环境、社会和治理

（ESG）方面的实际参与和决策，

这些内容可以体现在一个简短的清

单上，并辅以清晰、具体的衡量指

标作为框架支撑。若能形成明确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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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后一致的关注点，则将向那些疲

于应付混杂情况的油气企业管理团

队发出强有力的信号。个人投资者

以及诸如“气候行动 100+”和“净

零资产所有者联盟”这样有前途的

团体可以在此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目前正是油气行业在未来五年

就五大关键衡量指标达成共识的理

想时机，这不仅有利于环境，也有

利于企业和股东的利益。以下是我

们的几项建议：

1、 清除甲烷排放

油气行业可以并且必须在 2025

年之前解决甲烷排放问题。那些不

能将天然气 ( 主要是甲烷 ) 保留在管

道内的企业将不具备投资价值。油

气企业自述的未经证实的甲烷预估

排放量就如同一纸空文，毫无价值。

相反，随着卫星时代的到来，

关键衡量指标应当是通过实际测量

得以证实和公布的甲烷强度，正如

英国石油公司在近期所承诺的那样。

对于上游企业来说，若以实际排放

数据为支撑，2025 年 0.20% 的甲烷

排放目标就能构成黄金标准。

2、常规天然气零燃除

天然气燃除的常规做法，不仅

污染环境，而且成本高、不雅观，

应该成为过去式。关键衡量指标是

燃除强度，如今在油气行业内部燃

除强度的差别很大。先锋（Pioneer）、

雪佛龙（Chevron）和西方石油公司

（Occidental）等运营商在目标、规

划和有效治理方面都取得了良好的

进展。

到 2025 年实现常规天然气零燃

除的可靠途径是必须成为投资者股

票资产或贷款账项准入价格的组成

部分。

3、 脱碳过程中的资金配置

将更多的资金投入到清洁能源

领域不失为明智的选择，投资者应

该参与到这些预期将呈指数增长的

能源市场中，化石燃料的投资价值

下降已然无可避免。此外，时间跨

度也很重要。长期投资者应该在能

源转型过程中着眼于风险调整后的

长期投资回报。一项关键衡量指标

目前，英国石油公司认为在未来几十年内，石油需求量将会大幅下降。/ 图片来源：“碳简报”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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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企业零 ( 或负 ) 碳资产和项目上的

投资占总投资的比例。

我们并不认为有什么神奇数字

或是万能方案。但是相关数据必须

公开，这样投资者就可以根据企业

的策略以及包括碳强度和绝对减排

措施在内的指标进行投资分析与解

读。

4、负责任的游说

顶级投资者经常向我们提出，

对于因行业协会内部长期内斗造成

的名誉损失，他们深感失望。“行

业把自身当成其最大的敌人，”这

是投资者最常见的抱怨。行业协会

进行自我反思刻不容缓。业内高管

应该倡导前瞻性政策，并帮助行业

协会采取相应的政策立场，将最小

的共识转变为最大的进步潜力。

此方面的关键衡量指标是油气

行业协会的企业在阻碍本地、本国

或国际政策和监管措施关于减排或

管理系统性风险方面的投资分量。

换句话讲，就是要改变、抛弃或是

收回其对反气候游说活动的资助。

5、加强气候管理

气候变化和能源转型给每一家

油气企业都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和机

遇。从战略规划到运营，从投资者

关系到人力资源，这些重大问题渗

透到企业的方方面面。强有力的董

事会监管和高级管理层问责制度至

关重要，因为这些问题的答案将决

定企业的成败。

而关键的衡量标准是，董事会

是否能够采取行动，将高管薪酬与

基于科学的减排目标和前景规划联

系起来。比如，西班牙雷普索尔石

油公司（(Repsol）就将高管 40% 的

长期奖金与巴黎协定一致的减排目

标挂钩。

下一个十年将成为具有决定意

义的十年，不仅是对石油和天然气

行业而言，对那些支持这个行业的

投资者来说亦是如此。尽管目前还

未实现，但油气行业本身有潜力成

为脱碳解决方案的一部分。对金融

和能源领域而言，下一项重大突破

并非更复杂的模式或是更长时间的

公开形式，而是最看重结果的金融

家们能够就加快实质性进展的各项

衡量指标达成共识。

【作者：Ben Ratner、Erin Blanton  /  

译：赤洁乔】

本文依据知识共享国际公共许可 4.0

署名 - 非商业性 - 非演绎协议

由 Energy Post 和世界经济论坛

授权转载。

https://energypost.eu/five-key-metrics-investors-need-to-steer-oil-and-gas-firms-into-decarbonisation/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20/11/five-key-climate-metrics-for-the-oil-and-gas-sectors-next-five-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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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打造能源数据市场？

去碳化、分散化和数字化是能

源专家们谈论能源行业转型时经常

被提到的字眼。随着可再生能源份

额的不断增长，竞争正变得越来越

激烈，能源系统的参与者也越来越

多。“我们的能源系统所需控制的

设备数量正在从几百扩张至百万级

别，如果没有数字化的工具，这根

本无法实现，”re.alto 首席执行官

Alexandre Torreele 如是说。re.alto 是

一家致力于打造欧洲能源产品和服

务市场的初创企业。

数据是能源行业数字化革命的

关键。预测供应和需求、电网的优

化调度——如果没有相应的数据作

为支撑，一些必要的计算将不可能

实现。在一个有屋顶太阳能和电动

汽车参与的分散式电力系统中，就

有数百万个数据连接端口需要对齐。

如果没有一个能源数据的中央搜索

引擎，数据将仍是分散的，很难找到。

即使是在企业内部，数据的连通性

通常也非常低。随着供热和运输等

越来越多的领域正在加速推进电气

化改革，跨部门的数据传输变得越

来越重要。在欧盟，人员和商品的

自由流动是内部市场的基石，电子

和数据的流动也不应仅局限于国家

内部。“希望有一天，你能开着你

的电动汽车去西班牙度假。”Torreele

说。“如果想发展能源服务业务，

就需要拥有一个泛欧的市场空间，

以实现不同市场参与者之间的交

易。”

Image from Freepi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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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打造能源数据市场

这就是为什么 re.alto 公司（Elia 

集团旗下的一家初创企业）正在试

图构建一个能源数据市场，以便能

够轻松地发现数据源，并用来支持

客户系统的集成和管理。该公司专

注于服务能源行业企业，其中包括

可再生能源开发商、传统公用事业

公司和贸易商，他们可以在 re.alto

平台上分享、购买和销售数据。该

数据市场当前可提供的服务包括天

气、风能和太阳能发电、能源价格、

电动出行、智能电表等数据，以及

分析服务等。

获取外部数据的需求也正在

增加，因为预测可再生能源发电和

消费、电池使用和电动汽车充电的

优化都需要数据作为支持。但并非

所有的客户都需要原始数据，有些

企业更喜欢预先处理的数据，或更

易于分析、易于与企业内部系统整

合的数据产品。“我们有点类似那

些半成品的生鲜商家，给客户提供

所有配料都已经被量化的食谱（数

据）。客户可根据自己的意愿或想

要的成熟度，挑选一些配料食材（数

据包）放到锅里进行简单的准备和

加工，或者，如果他们没有时间做

饭，我们也会提出一个预先做好的

产品，”Torreele 说。

通过 API 实现数据标准化

为了保证跨境数据传输，对数

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是非常必要的。

这是通过应用程序编程接口（API）

完成的。API 是早就出现的成熟技

术，广泛用于保险和金融部门内部、

系统之间以及与外部不同应用程序

之间的数据交换，但对于能源部门

的许多参与者来说，它仍然是一个

未知领域。API 是可以在 re.alto 能

源市场上买到的产品接口。Torreele

称：“最有用的 API 能够提供为优

化终端用户舒适度或提高系统可靠

性所需的数据基础，包括市场信息、

电网数据信息和天气预测数据，这

些数据对于预测集中和分布式太阳

能发电都很重要。API 在这一市场

中成为了将收集数据的成本实现货

币化的产品，同时也是数据提供商

的收入来源之一。

货币化数据与开放数据

对这些数据进行创建、加工处

理或可视化，能够为整个供应链的

参与者带来额外价值，因此可以实

现这些数据的货币化。麦肯锡公司

一项关于数据货币化的研究显示，

一半的能源公用事业受访者已经开

始将数据货币化，这与其比同行业

绩更好有关 。有些数据可以带来流

程优化或节约等直接好处，但其带

来的有些好处则相对间接且更难以

衡量，比如用户体验或对特定的数

据处理。我们仍处在数据货币化的

早期阶段，企业尚不清楚该如何有

效地管理其数据流并证明其商业价

值。

应用程序编程接口（API）：

API 是由 Frank Bergler 在 1996 年开发的，它是支

持数据交换的标准化接口。内部 API 和外部 API 之间

的区别在于：内部（封闭）API 只能在公司内网访问，

支持不同部门之间的数据共享，而外部（开放）API

允许与第三方进行数据交换。在能源领域，API 促进

了电网运营商、产品消费者和贸易商等各利益相关者

之间的数据传输，从而有助于更有效地电网优化，并

开辟了新的商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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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可货币化的数据相对应的还

有“开放数据”，这个概念是由开

放知识基金会提出的，即“任何人

出于任何目的都可以自由访问、使

用、修改和共享的数据”。为了支

持公开数据的交换并提高透明度，

欧盟于 2012 年启动了欧盟开放数据

门户，由不同的欧盟机构提供免费

的数据支持，其中，欧盟能源总司

（DG ENER）负责提供能源相关数

据。这些开放的能源数据也可以在

欧洲数据门户网站和 ENTSO-E 透明

平台上找到，在这个平台上，欧洲

成员国必须发布与发电、负荷、传

输和系统平衡相关的信息。此类开

放数据在 re.alto 的市场平台上是免

费提供的。Torreele 表示：“对我们

来说，开放数据降低了数据共享的

准入门槛，所以我们完全支持这一

点。然而，我们还需要认识到，这

些已有的开放数据需要花费大量精

力来捕获、维护和存储，因此我们

不应该说所有数据都需要是开放数

据。有些数据原本就有更高的价值，

因为获取、存储或维护这些数据本

身就很昂贵。在 re.alto，我们既公开

了免费数据，也有一些用于商业的

数据。”

客户数据

根据欧盟委员会 DG ENER 和

欧盟联合研究中心 JRC 的估计，

2020 年大约 72% 的欧洲消费者安

装了智能电表。一旦智能电表在欧

盟各成员国得以普及，其所收集到

的数据就可以用于需求响应和其他

能源服务。终端消费者愿意与服务

提供商分享他们的数据吗？根据

Torreele 的说法，消费者如果能够获

得某种程度的回报是愿意分享他们

的数据的，比如解锁一项新的服务、

安装能源监控的应用或者获得更便

宜、更环保的电力，以及产消者设

施的优化或是建立本地能源社区，

即实现 P2P 的能源交易。Torreele 表

示：“目前，对公用事业公司来说，

最简单的机会是利用智能电表生成

的消费者数据来创建一个无缝、多

渠道的消费体验。消费者数据货币

化的商业价值是显而易见的，但相

关立法也非常关键。”

数据安全

个人客户数据的管理是具有挑

战性的，因为数据提供者必须认真

考虑业主的隐私和安全问题，并在

收集和使用数据之前获得他们的许

可。欧盟于 2018 年实施的《通用

数据保护条例》（GDPR）规定了数

据和许可管理的规则。“数据安全

绝对是我们的首要任务。如 GDPR

和 ISO/IEC 27001 等安全性法规，

有助于使我们认清流程。我们现在

正在申请认证。这有点矛盾，因为

我们是一家初创公司，但为了能

够与大公司合作需要拿到这些认

证。”Torreele 说。欧盟委员会承认，

如果没有足够的网络安全和消费者

保护作为保障，大规模的数字化就

无法实现。数字技术在能源系统中

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作用，但同时

网络威胁的风险也在加剧。相关的

欧盟资助项目 (H2020)，如监管工

作组，通常被捆绑在全球环境项目

（BRIDGE）之下。“目前看来，标

准化就有点像西部拓荒。我们的确

需要标准化，但要以一种更务实的

方式，而不是自上而下的理论干预，

因为这实际上正在扼杀许多小公司

和商业理念，”Torreele 建议道。

下一步

尽管面临挑战，re.alto 公司仍

对未来充满希望。2021 年注定是不

平凡的一年。“这是我们成立的第

二个年头，因此也是验证成果的关

键时刻：我们真的实现了我们想做

的事情吗？”Torreele 想道。“在后

疫情时代，企业将有望意识到必须

加快自身的数字化进程，而我们将

为其提供相应的工具。”

点此链接了解关于 re.alto 及其

市场数据的更多信息。

【作者：Veronika Spurná 、

Helena Uhde， ECECP 初级研究员

/   译：赤洁乔】

https://opendefinition.org/
https://opendefinition.org/
https://data.europa.eu/euodp/en/about
https://data.europa.eu/euodp/en/about
https://www.europeandataportal.eu/en/highlights/open-energy-data-european-data-portal
https://www.entsoe.eu/data/transparency-platform/
https://www.entsoe.eu/data/transparency-platform/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3Fqid%3D1403084595595%26uri%3DCOM:2014:356:FIN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3Fqid%3D1403084595595%26uri%3DCOM:2014:356:FIN
https://gdpr-info.eu/
https://ec.europa.eu/inea/sites/inea/files/3.03_cybersecurity_m.dionisio.pdf
https://www.h2020-bridge.eu/
http://www.realto.io
http://www.realto.io
mailto:Veronika.Spurna%40ececp.eu?subject=
mailto:Helena.uhde%40ececp.eu?su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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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仅是负排放：

空气直接捕集和储存

欧盟和中国都制定了雄心勃勃的气候目标，分别要在 2050 年和

2060 年实现碳中和。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并与《巴黎协定》保持一致，

需要加快能源转型的进程，每年需要减少约 100 亿吨碳排放量。众所周

知，一些行业实现脱碳的难度很大，重工业、航空和航运等行业占全球

二氧化碳排放量的 27%。一个前景良好的解决方案是通过直接空气捕集

和储存（DACS）直接消除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排放。DACS 技术从大气

中捕集二氧化碳并将其储存在自然碳汇中，将其用于食品加工，或为合

成燃料提供气候中性的二氧化碳，也称为 Power-to-X（PtX）。欧洲目前

有 220 个 PtX 研究和示范项目正在实施和规划当中，中国也部署了一些

省级试点项目。作为一种理想的脱碳技术，DACS 的巨大潜力已经得到

广泛认可，但其经济可行性和可扩展性仍有待进一步实现。

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的附属公司 Climeworks 是第一家将 DACS 技

术商业化的企业，目前运营着 14 家工厂，且业务仍在蓬勃发展。我们

和 Climeworks 市场销售部门主管 Daniel Egger 坐下来进行了一次虚拟的

网上交谈，以了解他们新的去碳技术。

■ 专访 Climeworks 公司市场和销售部主管 Daniel Eg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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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科学界的共识是 DACS 技术永远不会腾飞，因为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非常低。首先需要有

人证明它是可行的，所以起初的竞争非常少。直到 2-3 年前，Carbon Engineering 和 Global Thermostat 等新

的市场参与者的加入，使情况发生了改变。由于有多家企业可以表明这种技术是可行的，实际上推动了技

术的进步。

如果你去比较 Carbon Engineering 和 Climeworks，会发现我们采用的是两种不同的路径。Carbon 

Engineering 适用于更大的项目，因为他们更专注于建造更大型的工厂，且技术更为复杂，而我们针对较小

型的工厂采用的是模块化的方法，这使我们能够收集到更多的现场数据，从而更快地更新迭代和创新，以

便于后期扩大规模。我们相信这种方法，但也意识到有其他方法在与我们竞争。碳排放的问题如此之大，

我们不能依赖单一的解决方法。

这样的想法可能只有在搞研究的环境中才会成功，而大学提供的支持是绝对至关重要的。刚开始的时

候会有很多风险，你需要在没有经济压力的情况下获得很大的自由，以便在最初几年做出一个可供展示的

商业案例。重要的是要有一个良好的创新环境，让你可以用种子资金去进行测试，同时也要有科学界的大

力支持。

但同样重要的是，要走出这种研究环境，在市场上测试这个想法。取得成功的通常不是最好的技术，

而是最先商业化的技术。你需要在一个竞争的环境中与其他技术同场竞技。Carbon Engineering 和 Global 

Thermostat 便构成了这种必要的竞争环境。

Q：Climeworks 是如何成为全球第一家实现 DACS 商业化的企业呢？1

Q：目前全球有 15 个直接空气捕获工厂，每年可以捕获超过 9000 吨的二氧化碳。
       Climeworks 有哪些独到之处 ?

2

Q：Climeworks 是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的一个附属企业。大学是否为创新提供了适合的环境？
       您是如何将您的这一革命性想法付诸商业化运作的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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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学研究环境中，你可以用现有的设备进行测试，这很重要。同样重要的是，你需要找到一种方法，

用尽可能少的资源去升级技术，并用非资本密集型的设备去测试技术。例如，Carbon engineering 需要建造

一个巨大的机器来从实现规模效益，而我们只需要一个收集器，测试它，然后构建多个收集器并按此方式

扩展，这样就可以节省资源。你还需要信任你的投资者。我们的创始人 Christoph Gebald 曾说，对我们投资

者而言，一个季度并不是 3 个月而是 25 年。最重要的是，他们并不急于求成、期望投资能很快得到回报。

但同时，你还需要建设工厂、开拓第一批客户，并培训你的运营人员。这些都是一步步逐渐推进的，而不

像发射空中火箭那样。

这不是我们独创的存储解决方案，而是 Carbfix 的解决方案。所以我们是合作关系。我们专注于制造捕

获二氧化碳的硬件，而他们提供固化（矿物化）的解决方案。

与其他解决方案相比，这种方法的优点是固化过程的速度更快。矿物化随处可见，但过程非常缓慢，

在一个正常的储层中，矿物化需要几十万年的时间。而 Carbfix 几天就能搞定。

要实现快速矿物化，首先需要在地下配有一个密封的容器或储层，使二氧化碳不会泄露；还要有一种

活性物质，比如钙、镁、铁，能够和二氧化碳发生反应；第三个方面是温度，可以加快化学过程。有了这

三个条件就能实现碳的快速固化。

Q：建立一个基于硬件的初创企业要比建立一个软件公司更具挑战性且需要更多的资本。
       你是如何克服这些最初的障碍的？

4

Q：能更多解释下关于二氧化碳永久储存以及固化的方法吗（相对于储存或隔离封存）?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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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关注三个主要的细分市场 :

其一是零售品市场，即已经存在的二氧化碳商业市场，碳酸饮料行业是最大的买家。目前，这一市场

的规模为每年3000万吨，年增长2%。饮料业和温室产业对于我们来说是利基市场。还有一些其他的应用，

比如食品工业，把它用作包装的保护气体。医疗领域也有少量应用，但这不是我们的重点。

其二是 Power-to-X 相关工业领域，比如甲烷、甲醇、原油的合成替代品、乙醇等各种可以升级成任何

东西的基础化学物质。Power-to-X 可能只有 DACS 才能实现，因为在那些没有碳源的特定位置你通常需要

有非常便宜的能源。

其三是空气直接捕集和储存领域，这一领域的规模到 2050 年需要增加到 100 亿吨。这对我们来说是

个有趣的市场。相关立法是绝对必要的，因为它比其他解决方案的成本更高。因为毕竟这是在净化没有内

在商业意义的大气，所以我们需要政策的支持来将其真正扩大到一定的规模水平。

Q：捕集起来的碳还有哪些潜在用途？
       比如用于碳酸饮料或是利用 power-to-X 技术间接转化为甲烷或氢气 ?

6

我们的技术有潜力进一步降低成本，这是我们需要做的第一件事。我们的工厂需要更少的能源和更高

的效率，使用更少的钢材，并提高吸附剂的寿命。降低成本是第一步。

第二步是让其从规模经济中受益：用更大的部件建造更大型的工厂。例如，如果你有一个小的真空泵，

每吨的生产成本一定比一个大的真空泵要贵很多。我们仍将使用现有的组件，只是体型更大。

第三步是规模化生产，如果你不仅能生产一个容器，而且能生产成百上千个容器，你就可以以不同的

方式建造它们，并实现生产过程的自动化。我们专注于这三个步骤，同时也在侧面学习并扩展安装基础。

总的来说，这些都是降低成本的传统手段。

一吨碳的成本应该是多少才可行呢？价格跨度是巨大的。例如，在荷兰现在要花 50 欧元，但在一些

地方有可能要花 1000 欧元以上。从长期来看，我们预计价格将降到每吨 200 欧元以下。短期内，需要一

些机制来弥补更大的价格差距，比如光伏行业的上网电价（Feed-in-Tariffs）就首先有助于弥合更大的成本

差距。

Q：这项技术的经济效益如何？在另一次采访中，您提到希望将每吨二氧化碳的成本从 440 欧元

       降低到 90 欧元，您打算如何实现这一目标？要使你的商业模式可行，一吨碳的成本要达到多少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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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谈论的是应该有三种不同的机制：

其一，我们需要有一个长期的碳价，以确保这种商业模式的稳定。

其二，短期内还应该有其他机制，比如类似上网电价，这能使我

们在一开始虽然规模较小但有更多的资本，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规模

增加的同时可以减少补贴。这对于吸引投资者和资金是必要的，这样

你就可以向投资者表明，在整个工厂折旧过程中，你的现金流将是稳

定的。

其三，强制混合比率。例如，欧盟目前正在讨论一项关于到 2025

年合成燃料或生物燃料混合比例的强制指令。对于航空业，这个比例

在 2%-14% 之间。这对于行业的加速发展是必要的。

Q：你希望未来几年出台什么样的政策能有助于业务增长？8

Q：您曾提到您的目标是到 2025 年面向全球推广，
       可否谈一下具体有哪些目标国家？

9

直接空气捕集与封存（DACS）与碳捕集与封存（CCS）的区别

CCS 技术直接从源头捕获高浓度二氧化碳排放，如燃煤电厂的烟尘；

而 DACS 技术几乎可以在任何地方去除大气中的碳。

正如我之前提到的，通过全球推广，我们需要降低成本，生产更

多的机器，并把它们安装在不同的地方。我们的目标国家是那些明确

发出信号为新气候技术提供支持的国家，尤其是北美，特别是拜登政府。

在欧洲，我们已经在德国、瑞士、冰岛和荷兰有项目部署。除此之外，

中东地区对可再生能源的需求很大，资金也很多。

【作者：Helena Uhde 、Veronika Spurná，ECECP 初级研究员  

 /  译：赤洁乔】

mailto:Helena.uhde%40ececp.eu?subject=
mailto:Veronika.Spurna%40ececp.eu?su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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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工作原理

图 2：不同去碳方法比较

来源 : Climeworks (2020)

来源 : Climeworks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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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欧洲
清洁技术创新：

一家非盈利基金的
解决方案竞赛

太阳能动力基金会完成了第一次绕地

球的太阳能飞行。它目前面临的挑战是，通

过清洁、高效和可盈利的解决方案，来支持

清洁技术创新生态系统。笔者与基金会的两

位工作人员进行了网上交谈，以便更好地了

解他们如何应对这项挑战。据了解，这些初

创企业和公司的解决方案首先会接受专家

组的审查，然后基金会通过将标记好的解决

方案与潜在的采纳方（如政府和企业）进行

对接，并通过宣传来支持实施。这项挑战的

目标是旨在阐明解决当今最紧迫的环境问

题的最经济有效的方法已经存在。到目前为

止，已经确定了 850 多种解决方案，而且

有 200 多种目前正在审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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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太阳能飞机环游地球

太阳能动力基金会的创始人

Bertrand Piccard是一位冒险主义者。

1999 年，他和他的副驾驶 Brian 

Jones 首次实现了乘坐热气球环球不

间断飞行。在这成功之后不久，他

还想证明清洁技术可以实现不可能

实现的目标。另一次冒险之旅有望

实现这一愿景：乘坐太阳能飞机环

游世界。2009 年，一架单座单翼飞

机亮相，它能够依靠机顶和机翼上

的光伏电池所提供的动力飞行。一

年后，该项目的联合创始人、战斗

机飞行员 Andre Borschberg 成功地

完成了第一次夜间飞行。在接下来

的几年里，这个团队又陆续创造了

7项世界纪录。

第二架飞机在 2014 年完成了

改进，配备了更强大的发动机和太

阳能电池。有了这架飞机，环球旅

行便可以开始了。2015 年 3 月，他

们完成了从阿布扎比到马斯喀特的

首段航程。随后几天，Bertrand 和

Andre 继续飞行前往印度和缅甸，并

于 2015 年 4月抵达重庆。经过几周

休整之后，这架太阳能飞机从重庆

穿越中国东部飞抵南京，随后又马

不停蹄地途径日本飞往夏威夷。在

夏威夷停留几个月后，飞机又飞越

美国大陆，从纽约横跨大西洋直奔

西班牙。2016 年 7 月，Bertrand 完

成了从埃及飞往阿布扎比的这最后

一程。结束了这 4 万公里的旅程之

后，他们成功实现了一次壮举：有

史以来第一次乘坐太阳能飞机环游

世界。借用Bertrand Piccard的话说，

这次冒险成功表明“如果一架飞机

能够在没有燃料的情况下昼夜飞行，

那么我们就可以用清洁能源为世界

供能。”

招募 1000 种可持续

且可盈利的解决方案

为了实现清洁技术驱动的未来，

太阳能动力基金会发起了 1000 种解

决方案挑战，其目标是选择能够保

护环境的可盈利的解决方案，并将

其提交给决策者，为促进他们采纳

更具雄心的环境目标和能源政策提

供帮助。在第一阶段，该挑战确定

了那些可授予“太阳能动力基金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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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解决方案标签”的解决方案。要

获得这一标签资格，必须满足以下

几点。首先，解决方案按其定义可

以是物理产品、技术、工业过程或

服务。因此，它不仅限于初创企业，

还可以包括现有公司或其他组织机

构的创新。此外，解决方案必须已

经实现商业化或以商用为目标，并

且原型必须达到一定的技术成熟度。

最后，解决方案必须是可持续的，

这意味着它至少应有助于实现以下

可持续发展目标之一：清洁的水和

卫生设施、负担得起的清洁能源、

工业和基础设施创新、可持续的城

市及社区，或者负责任的消费和生

产。太阳能动力基金会的一个团队

负责审查这些解决方案是否合格且

完整地符合条件。

经审查合格的方案，一个由

372 位自愿专家组成的专家库，他

们中的每位都在解决方案相关的领

域拥有至少5年的学术或商业经验，

将负责评估该方案是否可以被授予

标签。评估主要依据三个标准：可

行性、环境影响和可盈利能力。首

先，可行性标准将确定解决方案背

后的想法的技术可行性。具体地说，

评估者将研究拟议解决方案的技术

要求是否可信，以及是否具有可扩

展性。第二，环境标准则考虑该方

案与确定的主流替代方案相比对环

境产生直接积极影响的潜力，涉及

以下要素范畴：能源使用、二氧化

碳排放、水资源利用 / 材料使用、空

气质量和生态系统保护。第三，可

盈利能力标准旨在确定该方案为客

户带来经济激励以及在短期内为卖

方创造利润的能力。

确定一个解决方案的过程，也

就是给一个解决方案贴上标签，大

约需要两到四个月的时间。基金会

的标签程序由一名外聘的审计人员

负责审查，以确保标签程序的实施

遵循相应原则且符合操作规程。此

外，太阳能动力基金会正在与欧盟

委员会合作，目的是在欧盟委员会

EIC 加速器第二阶段计划和 1000 种

解决方案标签之间建立一个等价物。

到目前为止，已经确定了 850 多种

解决方案，其中 69% 来自欧洲，目

前正在审查的方案大约有 250 种，

且申请仍在开放。

为采纳方对接解决方案

第二阶段是解决方案的实施，

主要通过对接和宣传这两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是对接，将采纳方（例

如公司或政府）与相关解决方案进

行对接。这是通过一项指南来完成

的，探索者可以从中找到解决问题

的方法。例如，如果一家水泥公司

正在寻找减少生产过程中温室气体

排放的解决方案，可以在指南中搜

索相关（即水泥行业相关）的关键字，

然后就会提供所有匹配的解决方案。

该指南将覆盖所有主要行业，这就

是为什么太阳能动力基金会团队目

前正在进行研究，以了解行业的关

键需求，以及满足这些需求的相关

解决方案。尽管该指南仍在开发当

中，但已经生成了一个在线目录，

该目录使潜在采纳方能够按 SDG 和

地理位置浏览，并轻松找到解决方

案的主要特性。

虽然该指南将有助于使用者

找到特定需求的解决方案，但太阳

能动力基金会也将积极参与配对的

设计，换句话说也就是要提出采纳

方没考虑到的解决方案。据该基

金会解决方案推广负责人 Victoria 

Smaniotto 表示，有许多公司和政

府想要减少环境影响，但并不知道

能助其解决环境挑战的方案已经存

在。在这种情况下，她的团队的目

标是了解潜在采纳方的需求和决策

过程，然后提出合适的解决方案。

法国航空公司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该公司的目标是减少飞机上一次性

塑料的使用，其解决方案是使用

GlassForever 公司生产的塑料杯可被

轻松地重复利用并生产出新的、可

回收的、环保的产品。另一个例子

来自法国 DIY 零售商 Adeo，他们有

意向和能力将闭环淋浴器推向市场，

目前正在寻找一种能够为其提供这

种产品的解决方案。

对解决方案的宣传

实施阶段的第二种方法是宣传，

以为选定的解决方案创造公平的竞

争环境争取支持政策。该基金会的

公共事务负责人 Remy Kalter 表示，

“今天保护环境已经是有利可图的

了。尽管在短期内可能并非如此，

但可持续项目显然会在中长期提

供更好的回报。”但如今的监管环

境往往使长期解决方案处于不利地

位。举例来说，初创公司 New Eco 

Technologies 的 Anti-Smog 防 烟 气

解决方案为车辆的发动机加装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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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设备，可将氢气添加到空气燃

料混合物中，从而使燃料更充分燃

烧并减少未燃烧的气体和颗粒物排

放，其效果可使燃油的经济性提高

20%。对于每月花费 500 欧元购买

燃油的出租车司机来说，投资回收

期为 5-6 个月。然而，消费者往往

对在车内安装第三方设备持谨慎态

度，因为这往往伴随着看似高昂的

前期投资和官僚主义障碍。为了实

现这项技术的环境和经济效益，太

阳能动力基金会建议制定相应的政

策以鼓励 Anti-Smog 的使用。

另一个挑战是，高效的技术和

融资均已到位，但监管可能不够完

善。法国建筑公司 Somfy 的解决方

案 Animeo Connect 在建筑物的屋顶

和正面集成了传感器，以测量实时

状况，从而实现智能和高效的远程

盲控。该技术的成本只占建筑物总

成本的 1% 左右，但能耗和成本可

以降低 30% 到 70%。然而，由于阴

影管理仍然被认为是非常昂贵的，

因此通常不将其归为建筑规范的节

能措施。太阳能动力基金会与欧洲

建筑自动化控制协会一道，一直在

提高欧洲各地的决策者对阴影管理

的认识。

海运业也存在监管未能与时俱

进的问题，在该行业，仍然容忍甚

至鼓励低效。例如，停靠在港口的

船舶仍然普遍运行着高污染的机载

柴油发电机，为装载货物、供热、

制冷或照明等过程提供电力。ABB

的岸对船供电解决方案旨在将停靠

的船舶与陆上电网连接起来，而陆

上电网的碳排放量通常较低。这不

仅减少了港口周围的空气污染，还

节省了船东的燃料成本。太阳能动

力基金会与法国政府一道，以 2019

年在比亚里茨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

为平台，倡导监管改革，促进港口

电力联网。通过政策激励措施来

推动彻底改革的做法将是实现可持

续未来的关键。或者，用 Bertrand 

Piccard 的话说：“我们需要的不是

更多监管，而是现代化的监管。”

小结

总的来说，太阳能动力基金会

通过为清洁、高效和可盈利的解决

方案贴上标签，为支持清洁技术打

造创新生态系统。第一阶段确定评

审过程中的解决方案。第二阶段通

过将贴有标签的解决方案与政府或

公司等潜在采纳方进行对接，并通

过宣传努力来支持这些方案的实施。

Bertrand Piccard 的太阳能飞行使该

基金会的知名度大增，并收获了众

多声誉良好的合作伙伴，1000 种解

决方案挑战赛是对其他许多竞赛、

创业加速器和政府管理的研发项目

的有力补充，为促进欧洲的绿色创

新贡献智慧。

了解更多关于已有解决方案和

筛选过程信息。

【作者：Markus Fisher ，

ECECP 初级研究员  

/ 译：赤洁乔】

https://solarimpulse.com/efficient-solutions
https://solarimpulse.com/efficient-solutions
mailto:Markus.Fischer%40ececp.eu?su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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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计划 2030 年 3000 万辆电动汽车上路行驶

根据欧盟委员会的一项最新计划，到 2030 年将有至少 3,000 万辆电动汽车上路行驶，这将加速汽车行业的

转型进程。

据悉，这一零排放汽车目标是一份拟于近期发布的战略规划草案的一部分。考虑到目前欧洲有约 140 万辆电

动汽车在行驶，这一目标可谓雄心勃勃。研究人员预测，到2028年，欧洲纯电和混动汽车保有量将到到2800万辆。

该计划还设定了更广泛的交通运输领域目标，到 2030 年实现高铁运力翻一番，并使 300 公里以内城际客运

实现碳中和。该计划还提到，到 2035 年，应为零排放的大型飞机和船舶投放市场做好准备。

计划中提到的远期目标还包括到本世纪中叶将铁路货运运力增加一倍，并将高铁运输量增加两倍。该路线图

预计将在未来几个月进入草案立法程序。

资 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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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拟依赖蓝氢

作为氢能经济的

过渡之选

欧盟委员会的一名高级官员表示，虽然欧盟委员会有一个明确的长期目标，即支持

100% 使用可再生能源生产绿氢，但欧盟也将依赖化石能源制氢，并配以碳存储，作为早期

氢能市场增长的过渡之选。

欧盟委员会表示，电力行业需要氢来稳定需求和供应，而钢铁和化工等重工业也需要氢

能作为低碳的能源来源，因为这些行业不可能完全实现电气化。

据悉，欧盟未来对天然气基础设施 ( 包括氢气储存和管道 ) 的资金支持将在即将出台的

欧盟关于跨欧洲能源网络的法规中予以澄清。在资金紧张的情况下，欧盟执行机构在如何为

加速向清洁能源转型的基础设施提供支持方面正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

欧盟寻求绿色电池竞争优势

欧盟委员会 12 月 10 日表示，在欧洲销售的电动汽车和工业电池将很快面

临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环境标准，以期在快速增长的全球市场中为当地生产商谋

求优势地位。

该拟议法规旨在确保以低排放的绿色产品来满足欧洲日益增长的对电池的

需求，使用可回收材料生产电池，并促进循环利用和减少污染。按照规定，电

池需要符合再利用、再制造或回收的目的，并使用符合环境标准的材料。

欧盟委员会预计，到 2030 年，主要受 3000 万辆电动汽车上路行驶的目标

驱动，欧洲对电池的需求将增长 14倍。

通过对电池制定强制性要求，欧盟委员会希望欧洲公司能够在全球市场上

获得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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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宣布新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

及重磅能源白皮书  

12 月 3 日，英国正式宣布了其新的气候变化国家自主贡献（NDC）目标，即到 2030 年将碳

排放量在 1990 年的基础上减少 68% 以上，大幅高于较此前提出的 53% 的减排目标。

据悉，英国首相 11 月 18 日公布的“绿色工业革命”十点计划是此次提出的新 NDC 目标的

重要支撑。“绿色工业革命”制定了雄心勃勃的政策和投资计划，将为英国创造多达 25 万个就

业岗位，到2030年有望提供超过400亿英镑的私人投资，以促进创新技术的开发，并在削减能源、

交通和建筑等领域的排放方面取得重大进展。该计划还提供了未来几十年英国采取进一步行动的

路线图，以激励世界各地的企业、组织和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雄心。

12 月 14 日，英国政府随后又进一步发布了业界期待已久的能源白皮书，详细阐述了英国到

2050 年如何实现零排放的战略，其中，积极推进电网系统转型、进一步发展海上风电、支持北海

油气产业转型、加大 CCS 和氢能融资承诺等举措成为关键点。

→了解更多关于能源白皮书内容

根据捷克煤炭委员会的一项决定，捷克共和国计划在 2038 年前停

止使用煤炭发电。环保人士批评这一决定“晚得荒谬”，并警告称该国

需要在2030年实现煤炭的完全退出，以兑现其履行《巴黎协定》的承诺。

2019 年，捷克共和国 49% 的电力来自燃煤发电。这个内陆国家由

于发展风电和太阳能发电的潜力有限，已将原子能作为其向清洁能源转

型的重要基石。

据 BNEF 的分析，新的去煤决定凸显了电力公用事业公司 CEZ 建设

新的核反应堆的紧迫性，政府认为该新建核电项目对保障国家能源安全

至关重要。根据商定的时间表，CEZ 将于年内启动 1200 兆瓦核电机组

的招标工作，项目总成本预计约为 60 亿欧元，并将在 2022 年底前选定

供应商，建设周期为 2029 年到 2036 年。

捷克拟于 2038 年实现退煤，

核电重要性再次凸显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energy-white-paper-powering-our-net-zero-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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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2 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气候雄心峰会上通过视频发表讲话，宣布中国国

家自主贡献一系列新举措，承诺到 2030 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将比 2005

年下降 65% 以上，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将达到 25% 左右，森林蓄积量将比

2005 年增加 60 亿立方米，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将达到 12 亿千瓦以上。

他还承诺中国将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脚踏实地落实

上述目标，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作出更大贡献。此举被普遍认为是凸显了中国加大努力将

承诺转化为具体行动的坚定决心，彰显在气候问题上的全球领导地位。

根据稍早前的声明，中国拟在 2030 年前达到碳排放峰值，并在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

要达到上述目标，预计未来十年，整个社会和经济体系、能源体系和技术体系都将发生深

刻变化。

中国宣布国家自主贡献

一系列应对气候变化新举措



50

中欧能源杂志

中国国家能源局近日公示了首批科技创新（储能）试点示范项目名单

（公示稿），其中包含可再生能源发电侧、用户侧、电网侧、火储调频各

有 2 例项目，共八个项目入选，示范项目的公布引发了业界广泛的关注和

讨论。

十三五时期，中国储能产业发展迅速，技术装备多元化发展，并在商

业模式创新、市场机制配套等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和突破，为储能产业从

示范应用向商业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此次示范项目的征集是为了分析总结各类储能项目的成功经验和存在

问题，推动政策和市场机制与产业发展需求的全面匹配，以更快推动储能

向商业化应用的过渡。

据中关村储能产业技术联盟不完全统计，据中关村储能产业技术联

盟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0 年前三季度，中国新增电化学储能项目

533.3MW，占全球新增储能容量的 38%，同比增长 157%，截至第三季度

末，累计达到 2242.92MW。

在 2020 年中国光伏行业年度大会上，中国光伏行业协会副理事长兼

秘书长王勃华预测，到 2025 年，可再生能源在新增发电装机中占比将达

到 95%，光伏在所有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中占比将达到 60%。“十四五”

一般预计国内年均光伏新增装机规模是 70GW，乐观预计国内年均光伏新

增装机规模是 90GW。

据统计，今年前三季度，国内光伏新增装机约 18.7GW，同比增长

17%。初步预计，今年中国光伏新增装机为 35GW，将持续八年保持全球

第一；累计装机将达 2.4 亿千瓦，将超越风电成为国内第三大电源。

储能首批创新示范项目公示 , 

商业化更近一步

年内光伏将超越风电

成为国内第三大电源 announ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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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2 日上午，国家发改委紧急召集十家电力企业召开座谈会，研究当前煤炭供需

形势，做好今冬明春煤炭保供稳价工作，会议要求电力企业煤炭采购价格不得超过 640 元

/ 吨。

据了解，11 月以来，动力煤期货价格屡次报出历史新高，最高 777.2 元 / 吨。多重因

素造成了煤炭价格上涨，在供给侧，由于山西等煤炭大省实施有序退煤，导致国内煤炭供

应不足，煤炭进口也持续下降，10 月进口量不足 2019 年同期的一半。另一方面，在需求

侧，经济恢复和大幅降温使得季节性的供热煤炭需求增加这些因素造成煤炭供应紧张，推

动价格趋高。

为保供稳价，座谈会上提到，目前重点电库存 8600 万吨左右，要求各集团内部电厂

相互调节煤炭库存，减少市场高价煤采购。发改委要求，电厂进口煤（除澳洲）采购要全

面放开，不得限制通关。

煤炭供应紧张的影响已传导至电力行业。湖南、浙江等多个用能大省出现了多年不见

的“拉闸限电”现象，陆续发布了“有序用电”通知以应对电力紧缺情况。

发改委设定电煤采购临时价格上限以抑制煤价上涨

据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介绍，中国新一代“人造太阳”即环流器二号 M 装置（HL-2M 托卡马克）于 12 月 4 日在成都

正式投运，并实现了首次等离子体放电。该装置是中国目前最大、最先进的核聚变反应堆，被认为将为中国实现清洁能源

的美好未来开辟道路。

该装置之所以被称为“人造太阳”，是因为其以氢和氘气体为燃料，旨在复制太阳上发生的自然反应，通过受控核聚

变提供清洁能源。这个过程可理解为两个小质量的原子（氘和氚离子）聚合成一个较大的原子（氦），聚合过程中将释放

巨大的能量。

科学家们的目标是通过该装置来研究清洁能源。人造太阳的可控核融合能够给人类带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清洁能源，

因此核融合又被视为能源问题的终极解决方案。它的离子体中心温度可达到 1.5 亿摄氏度以上，相当于太阳芯部温度的近

十倍。

全球各国目前正努力以更安全、更清洁的方式利用核能，因此该反应堆的成功启动被誉为一项重大科学成就。

中国“人造太阳”取得重大技术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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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拟通过放宽对外国实体的限制和提供成本补贴来吸引页岩气开发方面的投资，以提高

天然气产量，应对需求的持续增长。

中国虽拥有一定的页岩气储量，但开采这些资源的地质条件颇具挑战性。面对不断增长的

需求，中国天然气和液化天然气（LNG）进口也在随之增长，在中国天然气供应中的比例飙升

至近一半，这促使中国过去三年一直在寻求提高本国天然气产量，包括为页岩气和煤层气的生

产提供激励措施。

最新的激励措施包括将公司的勘探期限从三年延长至五年，并允许外国石油和天然气公司

在中国注册办事处后直接在中国开展业务。中国的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现已正式向外国开放，而

无需与当地公司组建合资企业。

【简讯内容由 ECECP 综合整理。/ 编译：赤洁乔】

中国拟放宽外资限制推动页岩气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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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能源革命进展报告 2020》  

 报告提要

“十三五”期间，中国能源革命取得明显进展，对推动国内生态文明建设、推

动世界绿色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组织业

内的一批资深专家学者，共同编写了此份报告，对“四个革命、一个合作”的新能

源发展战略下中国能源行业的发展成果进行了总结。报告表明，过去五年我国在消费、

供给、关键技术、能源体制与国际合作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步，而在国际新格局下，

能源发展依然面临诸多机遇和挑战。未来十年，能源革命将持续有效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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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十三五”中国能源革命成效

1. 消费侧：结构调整、能效提升

• 能源消费总量增速下降（2019 年消费总量 48.6 吨标准煤，五年年均增长 2.9%），清

洁能源占比上升、煤炭占比下降。非化石能源对能源增长贡献度接近 50%，消费总量

位居世界首位，消费占比与世界平均水平一致。消费水平数据见报告第 1页。

• 综合能源利用效率逐步提高，GDP 单位能耗下降 87.1%（0.55 吨标准煤 / 万元），累

计减排 35 亿吨二氧化碳，重点高耗能产业继续淘汰落后产能、化解过剩产能，能效

持续提升，基本与发达国家持平。能效数据见报告第 2页。

• 绿色发展理念日益受到重视，循环型产业体系与节约型社会得到发展。

2. 供给侧：清洁化、多元化

• 能源多元供应保障体系建立，能源生产总量（39.7 亿吨标准煤）、煤炭产量（38.5 亿

吨）、电力装机规模（20.1 亿千瓦）及全口径发电量（7.5 万亿 kwh，非化石能源占

比达 31.9%）均居世界首位。 生产空间布局完善，能源进口来源呈现多元化，就地转

换能力增强。供给数据见报告第 4页。

• 煤炭领域产能过剩得到化解，产业集中度、清洁化程度提高，现役机组全面实现脱硫、

脱硝。非化石能源装机 / 在建规模居世界首位，占国内总装机 42%、在能源供给结构

中的占比达 18.8%。电力装机数据见报告第 5页。

• 全国统一的能源基础设施网络基本建成，能源调峰储备体系初步建成，能源运输能力

增强。基建数据见报告第 6页。

3. 能源开发、储运及利用技术和装备创新均取得突破，信息技术助力能源行业数字化与能

    源互联，商业模式不断创新。

4. 垄断局面逐渐改变，市场结构趋于多元，所有制改革不断深化，市场导向的价格机制初

    步形成，以中长期合同、大型企业为主体的市场交易机制逐渐建立，能源监管、审批、

    法制体系得到完善。

5. 全球能源治理参与度、话语权增强，能源投资、进口通道逐步完善，国际合作逐步深入。

    签署双边 / 多边合同 80余项，与阿盟、东盟、非洲和中东欧国家合作建立四大区域能源

    合作中心，“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不断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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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机遇与挑战

机遇 挑战

需求侧

 • 智慧能源网、智能硬件、衍生服务等

技术推动能源消费模式创新。

 • 传统能源替代、绿色交通、绿色建筑

等清洁能源利用方式大规模推广应用，

社会能源消费升级。

 • 工业领域用能效率提高，能源需求增长向负荷特征更加分散、多变的建筑

和交通部门转移。

 • 城镇化加速，区域能源复杂性提高。

 • 节能减排氛围亟待形成，相关社会宣传需要增强。

供给侧

各地中心城市群建设加速，新的区域发展战

略推动本地清洁能源供应能力提高。绿色、

智能化城市成为关键，重点区域能源转型迎

来机遇。

 • 能源结构仍以化石能源为主，过剩产能难以化解

 • 非化石能源、分布式能源存在技术、成本障碍

 • 区域能源与经济发展存在不协同

 • 能源运输通道、应急调峰储备发展缓慢

技术

 • 5G 技术推动数字化转型，促进能源高

端信息装备领域发展

 • 智能化综合能源解决方案与先进技术

装备创新带动产业升级

 • 非常规油气、高比例可再生能源大规模并网、碳捕集与封存等绿色能源技

术仍较国际先进水平有差距。

 • 绿色能源核心技术、装备、材料依赖进口

 • 传统能源工业形成固化的“竖井”系统（详见 22 页），短时间难以扭转

 • 技术转化率低，投资效益低，技术应用的经济社会环境综合效益不明显

体制改革

能源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逐渐深

化，“管住两头、放开中间”的能源格局加

快建立

 • 增量配网改革阻力大，竞争性售电政策难以落地。

 • 电力现货市场建设滞后，交易机构独立性明显不足。

 • 油气管网基础设施大规模建设仍受到诸多社会因素限制，运营调度管理机

制仍需完善

 • 中短期内难以建成公平开放的市场，交易中心尚未发挥良好作用

国际合作
对气候变化的普遍关注加深国际能源合作，

绿色产业有望成为中外合作最重要领域。

 • 国际关系深度重构的背景下，中国参与全球能源治理的途径、资源、经验、

人才储备等方面与现实要求仍有较大差距，难以有效推动和引领全球能源

治理体系。

 • 外资准入相关政策有待落实，向制度型开放转变仍任重道远。国内疫情防

控常态化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等多重压力，增加能源领域高水平开放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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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能源革命十年展望

1. 形成新型一体化消费模式

• 形成供需“双循环”格局和绿色能源体系，能源消费增速持续放缓，清洁、智慧、经济、安全发展。实现 2025

年后温室气体排放总量逐渐达峰、2030 年前碳排放达峰、2060 年前碳中和。 2030 年前能源消费与需求情况预

测见报告 31 页。

• 不断完善一体化、规模化、电气化、市场化、网联化的全方位能源消费、服务模式，加强建筑用能服务市场建设，

工业、交通耗能于 2030 年前后达峰。

• 市场环境逐渐成熟，能源消费者向产消一体化转变，主动调整用能行为。

2. 形成多轮驱动的能源供给体系

•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清洁能源供应规模。2030 年前能源生产与供给情况预测见报告 33 页。

• 解决资源禀赋与经济发展不匹配的矛盾，优化区域能源供应布局。

• 加强能源应急储备体系建设，提升供应安全保障能力。2030 年前应急储备建设规模预测见报告 34页。

• 推进能源运输通道建设，提升区域间资源配置能力，提升农村地区电力服务水平。2030 年前能源运输通道建设规

模预测见报告 34页。

• 利用信息技术推进能源生产、调度智能化，加快多能互补与优化配置。

3. 实现关键技术自主

• 强化重大科技专项支撑，推动核心技术和关键装备国产化、自主化

• 建立新型、绿色、长效的中国先进技术标准体系。

• 依托能源交易与数据平台，完善创新创业服务与制度，鼓励商业模式创新。

4. 深化能源体制革命

• 加快分离自然垄断业务，创建公平开放、有序竞争的能源市场体系，加快全国电力、油气、碳排放权等现货和期

货交易平台建设。

• 全面形成由市场决定的价格机制，发挥财税政策作用，建立具有资源导向性、反映生态与环境效益的能源财税机制。

• 深化“放管服”改革，加快能源立法与法治建设，创建高效监管体系。

5. 加强国际合作

• 提高后疫情时代的国际能源事务参与度与治理能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 总体实现全面制度型开放，各省市呈现地区开放特点。

• 注重区域性国际合作，依托于基础设施建设，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新能源和油气等领域的深度合作。

更多信息，请参阅报告原文。

【编辑整理：杨欣淳，ECECP 初级研究员。】

http://www.szguanjia.cn/uploads/files/%25E4%25B8%25AD%25E5%259B%25BD%25E8%2583%25BD%25E6%25BA%2590%25E9%259D%25A9%25E5%2591%25BD2020%25E5%25B9%25B4.pdf
mailto:Brian.yang%40ececp.eu?su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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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津冀与德国电力系统灵活性定量比较研究 

低碳电力是巴黎气候协定的关键组成部分。2018 年，德国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据了总发电量的

50% 以上，使德国在电力系统灵活性和可靠性方面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京津冀都市圈是世界上能源密度

最高的地区之一，这一地区的领导者当前正致力于发展可再生能源，这便需要显著提高整个电力系统的

灵活性。

该报告对京津冀和德国的电力系统灵活性进行了比较分析，并综合考虑了电力供应、需求、电网和

储能，以及成本效益等各方因素。研究发现，对燃煤电厂进行改造可以提供最具成本效益的灵活性潜力，

其次是灵活的输电、需求响应和储能。

报告特别强调了目前京津冀地区的系统灵活性仍相对较低，使用定量指标作为政策和投资的参考基

础，并得出结论：优先考虑燃煤机组改造和输电可以使电力系统的灵活性得到最有效的提升。

  了解更多 

                       中国分布式能源发展：回顾及展望 2020-2025

在过去的 15 年里，分布式能源在中国得到了快速发展，已经成为中国努力退煤的能源转型的重要

基石。在 2020- 2025 年期间，现有的政策支持将逐步取消，分布式能源将转向市场导向和竞争模式。

分布式能源可用于各种应用场景，包括综合微电网、储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以及用于工商业

终端用户的大量小型项目，使用案例将继续增长。尽管仍存在许多障碍，但预计未来 5 年，分布式能源

的成本将继续下降。

世界资源研究所（WRI）的此份报告评估了 2020-2025 年中国分布式能源的未来，包括分布式能源

的政策、潜力、挑战和未来应用。作者为决策者提出了若干建议，特别呼吁应进一步开发以市场为基础

的机制和规则，以允许在当地向未来批发市场的参与者或直接向用户销售分布式能源。

 了解更多

报告推荐

https://www.energypartnership.cn/fileadmin/user_upload/china/media_elements/publications/Power_system_flexibility_in_Jingjinji_and_Germany.pdf
https://www.wri.org.cn/en/working_paper/2020/10/DISTRIBUTED_ENERGY_IN_CHINA_REVIEW_AND_PERSPECTIVE_2020_2025_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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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欧盟关于落实

        《能源联盟和气候行动管理条例》的现况报告

在当前新冠疫情危机的背景下，欧盟制定了一项复苏计划，目标是“更好地重建经济”，重点关

注绿色和数字化转型。这一战略方向是在欧盟出台绿色协议以及设定欧盟 2050 年气候中和目标的欧洲

气候法的背景下制定的。

欧盟委员会通过大力推动终止化石燃料补贴，积极应对各国科研经费减少，并制定更具雄心的

2030 年气候目标，继续与各成员国开展紧密合作，以帮助其制定强有力、可持续和社会公平的国家复

苏计划。

该报告概述了欧盟在能源和气候方面的进展，包括脱碳、能源效率、能源安全、内部能源市场、

研究与创新和复苏计划，并展望了未来要实现的里程碑，如将在 2021 年 6月引入的旨在加速脱碳转型

的关键立法工具。

 了解更多

                 2020 年中国碳价调查报告

2020 年 9 月，中国政府宣布全国碳市场将扩大到全国范围的碳排放交易体系，这有望成为激励企

业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重要政策举措。

2013 年至 2016 年间，中国在五个城市（北京、重庆、上海、天津和深圳）和三个省份（广东、

湖北和福建）共启动了 8个碳交易试点市场，以尝试不同的市场设计。

本报告介绍了中国碳排放交易的最新情况，并总结了中国碳论坛、ICF 国际咨询公司和北京中创

碳投公司在挪威环境署的帮助下于 2020 年 7月至 8月期间联合开展的“中国碳价调查”的调查结果。

该调查共收集了数百名利益相关方对中国碳价未来的预期，汇集了各利益相关方的“最佳猜测”。

尽管半数受访者预计全国碳市场会于 2021 年启动交易，首先将纳入电力行业，但只有少数人认为

届时该市场将“完全运转”，大多数受访者预计到 2025 年碳市场才能“完全运转”。全国碳市场的平

均价格预期从 2020 年的 49 元 / 吨升至 2025 年的 71 元 / 吨，并在 2030 年增至 93 元 / 吨。

 了解更多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3Furi%3DCOM:2020:0950:FIN
http://www.chinacarbon.info/wp-content/uploads/2020/12/2020-CCPS-C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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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工业领域气候中和突破性战略 

基础材料工业（如钢铁、化工和水泥行业）是欧盟经济的基石，但同时也是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

来源（占 20%）。这些行业的排放量在过去几年内基本保持不变。本报告探讨了基础材料行业如何在

2050 年前实现气候中立，同时在竞争激烈的全球市场中保持强势地位，并帮助欧盟在 2030 年前将温室

气体排放量相较于 1990 年水平减少 55%。报告表明，要保持全球竞争力，尽早采用关键低碳技术和实

施清洁工业一揽子计划等更有雄心的办法既是可能，也是必要的。

报告得出以下结论：当前的气候和产业政策将导致投资外流或带来产业资产搁浅的风险；由于关键

低碳技术已经趋于成熟，基础材料行业可支持 2030 年至少减少 55% 的气候目标；到 2030 年，水泥、

钢铁和化工领域 30%-50% 的现有资产将需要大规模再投资，因此需要制定新的政策，对突破性技术进

行商业论证提供支持；欧洲需要在 2021 年出台清洁工业一揽子计划，以启动对突破性技术的投资，并

保护现有资产。

了解更多

【编辑整理： Helena Uhde、Veronika Spurná，ECECP 初级研究员  /  译：赤洁乔】

https://www.agora-energiewende.de/en/publications/breakthrough-strategies-for-climate-neutral-industry-in-europe-summary/
mailto:Helena.uhde%40ececp.eu?subject=
mailto:Veronika.Spurna%40ececp.eu?su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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