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黑色到绿色电力” 在线研讨会 
本研讨会于 2021 年 8 月 19 日由中欧能源合作平台（ECECP）、丹麦能源署（暨丹麦驻华大
使馆），以及国网能源研究院联合举办。 
 
本文是此次会议的要点摘录，而非速录文稿。 
 

会议背景 
 

“从黑色到绿色电力”研讨会的目的是展示欧洲电力部门的经验。欧电联
（EURELECTRIC ）秘书长 Kristian Ruby 介绍了欧洲电力生产商的可持续商业战略，欧洲能
源监管机构（ACER）主任 Christian Zinglersen 从监管的角度解释了欧洲电力行业转型的关
键驱动因素。丹麦能源署（DEA）根据其近期出版的报告《从黑色到绿色电力——丹麦的可
持续能源增长故事》介绍了丹麦的转型经验，该报告通过案例研究展示了公用事业公司如何从
化石燃料向可再生能源转型，以及实现这一目标所需的框架条件。中国的碳排放交易体系已于
今夏正式启动，为此，研讨会还特别介绍了欧洲碳排放交易体系（ETS）在推动绿色转型中的
作用。 

 

 
 

会议要点： 
- 丹麦的解决方案可以说是在特定政策框架下一个欧洲经验的样板。 
- Fit for 55：欧盟委员会所提出跨部门政策行动，旨在实现欧洲绿色协议战略，实现第

一个气候中和大陆，并为投资者和项目开发商制定一套可靠的目标。 
- 长期目标、示范项目、经济激励、竞争、许可及降低风险，对于吸引能源转型投资和

为绿色能源转型创造适宜框架条件十分必要。 



- 丹麦 Ørsted 的案例研究表明，企业转型不仅需要设定一个可持续的愿景，还需要制定
逐步淘汰化石燃料并向可再生能源转型的战略。 

- 排放交易计划 (ETS) 是一项重要的政策工具，能够通过设定一个定价框架来促进绿色
转型。 

 

Fit for 55——符合气候目标的欧盟能源政策 

Tomasz Jerzyniak，欧盟能源总司（DG ENER）国际关系官员 
欧洲于 2019 年通过了一项新的战略——欧洲绿色协议，旨在使欧洲经济的所有领域保持气候
中和，且不让任何人掉队。2021 年 7 月 14 日，欧盟委员会通过了“Fit for 55”一揽子计
划，是一套旨在实现欧洲气候法目标和实现欧洲绿色协议的重要立法工具。这是从根本上改变
欧洲社会，并为公平、绿色和繁荣的未来做好准备的关键一步，确定了欧盟在气候、能源、土
地使用、运输和税收方面的政策目标，旨在到 2030 年将温室气体排放量至少减少 55%，从而
在 2050 年成为全球第一个气候中和的大陆。 

 

 

这套提案将能效和电气化摆在优先位置，对于难以电气化的领域优先加大创新例力度（例如使
用氢等低碳燃料）。这些提议是基于能源部门所展现出的明显积极态势，例如温室气体排放量
大幅下降、风能和太阳能发电量屡创新高、从煤炭到天然气的转型加速，以及能源价格下降。 



 

 

“Fit for 55”一揽子计划提案的亮点如下： 

• 将欧盟排放交易体系扩展到新领域，降低排放总量上限，加大创新并设立促进基金。 
• 修订现行可再生能源指令：将 2030 年可再生能源目标由此前的 32%提高到 40%（指占

总能源结构的比例，而不仅仅是发电占比）；设定欧盟到 2030 年具有约束力的终端和
一次能源消费目标。 

• 交通部门的政策措施：设定更严格的二氧化碳排放标准。 
• 税收和贸易：将税收激励措施的扶持对象由化石燃料转向清洁能源技术。 

● 社会气候基金：资金来自欧盟预算，用于支持家庭、交通领域的用户以及微型企业；
促进对能效和翻新改造的投资；提供直接收益以支持弱势家庭；为零排放和低排放交
通融资。 

 

丹麦可持续能源增长的故事：Ørsted 案例分享 

Alexander Newcombe，丹麦能源署顾问  
 

Ørsted 案例研究展示了能源公用事业公司如何从化石燃料向可再生能源转型，以及使这一转
型成为可能的监管框架。 

在 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石油危机愈演愈烈，迫切需要新的能源政策和技术。丹麦的石
油和煤炭公司合并成立了 DONG Energy（即后来的 Ørsted）。1996 年至 2000 年，欧盟内
部市场逐步开放，北欧电力市场发展壮大。2007 年，欧盟同意实施 20-20-20 目标，随后将
其转化为适用于单个成员国（包括丹麦）的国家目标。此后的几年，丹麦下定决心逐步淘汰煤
炭，并为其绿色转型设定了更加雄心勃勃的目标。DONG 宣布了企业自身的新的可持续发展
目标，但随后遇到了一些财务困难。然而，在成功进行财务重组后，DONG 最终在全球范围
内成功扩张，并更名为 Ørsted，现已成为全球首屈一指的海上风电开发商。 



 

 

在政策层面，稳定的政策框架、示范项目、精心设计的经济激励措施以及许可和降低风险策略
是不可或缺的关键要素。 

 

 

在商业层面，该案例研究表明，制定可持续发展愿景、化石燃料淘汰战略以及进入可再生能源
市场的选择至关重要。 

 



 

政策措施和商业战略必须相辅相成，才能实现高效的绿色转型。 

 

欧洲电力部门绿色转型战略：主要驱动因素 

Kristian Ruby，欧电联秘书长 
 

欧洲现在只剩九年半的时间来实现其到 2030 年减排 55%的宏伟目标。为了实现全行业碳中和
目标，欧洲大陆 80%的电力需要由无碳能源生产。Kristian Ruby 概述了欧洲扩大电力市场和
为客户创造价值的战略。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需要额外建设 500GW 的发电容量。然而目前的主要瓶颈在于这些项目的
审批许可问题。目前，这一过程可能需要 5 到 10 年的时间。这样的进度并不令人满意，因此
迫切需要找到更加快速且协同的解决方法。 



 

 

供给侧产能增加需要快速而广泛的电气化，以使新的可再生能源能够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清洁
能源消费需求。因此，现在人们所熟悉的“随时随地电气化”需要可靠的电动汽车充电公共基
础设施，这需要大量投资。热泵也是如此，预计需求量也会出现类似的增长。 

欧洲 ETS 排放交易体系 

秦炎，Refinitiv 首席分析师  
 

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ETS ）于 2005 年启动，覆盖了欧盟全部 27 个成员国、挪威、冰岛和
列支敦士登，并与瑞士 ETS 有联系。欧盟 ETS 有 12,000 多家机构参与，其中大部分是合规
实体。相关详细信息可在线查看：https://ec.europa.eu/clima/ets 

 

 

碳定价是能源转型的重要驱动力。 

市场交易价格对于 ETS 的有效性起着决定性作用，自 ETS 推出以来碳交易价格一直波动很
大，从最初的 3 欧元/吨上涨至 50 欧元/吨以上。 



 

 

欧盟绿色协议和“Fit for 55”提案将为碳价提供强有力的支持，预计未来碳价或将上浮至
100 欧元/吨。  

中国于 2013 年启动了碳排放交易的区域试点。全国碳市场的碳价水平明显低于欧盟 ETS，但
由于市场设计不同，涵盖的行业不同，因此价格无法直接进行比较。 

 

 

从监管角度看欧洲电力行业转型的关键推动因素 

Christian Zinglersen ，欧盟能源监管机构（ACER）主任  
 
Christian Zinglersen 关于欧洲电力行业重大转型的演讲大致分为三个部分：电力市场一体化
改革；支持一体化过程的主要因素；增加跨省电力贸易面临的挑战。 



 
欧洲范围内电力贸易的增加反映出过去十年来欧洲大陆的跨境贸易有所增长。为跨区电力贸易
分配更多产能将有利于经济优化和降低成本，从而早日实现欧洲雄心勃勃的脱碳目标。  
 
市场耦合在促进欧洲电力市场一体化方面已被证明是一项非常高效的策略，它能够优化国家间
跨境电力容量的分配，通过一种共同承担的方式来确保欧洲内部资源的充裕性，这将有助于降
低成本，并提高市场的兼容性。欧盟成员国将共同确保区域内拥有充足的发电量，包括备用电
源。 
 
Zinglersen 以 2021 年 2 月德克萨斯州的电力危机和 2021 年 1 月 8 日发生的欧洲电力系统解
裂事故为例，强调了确保更大范围的电力系统安全性的迫切需求。如果系统储备和电源集中在
不同的欧洲国家，输电系统运营商（TSOs）将能够提供更为安全的电力供应。同时，监管框
架也需要为更加灵活多变的电力系统提供助力。 
 
未来应主要着眼于进一步改善欧洲的跨境电力交易。其中的一项关键任务在于利用现有互连线
路增加可用于电力交易的发电容量。有几种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例如电网加固、对当前竞
价区域进行调整并采取更多的补偿措施，以反映电网的实际拥堵情况——一些成员国已经采用
了这种方法）。未来，共享（可再生）电源的增加将需要加快基础设施发展，鉴于目前某些地
区遭遇许可延期和公众反对等问题，这可能会引发越来越多的争议。展望未来，在远离需求中
心的地点建造大型可再生能源发电设施，相较于服务周边来说远距离输送被证明更加有利。因
此，需要采取不同的成本分担模式，其重点在于不应把当地利益放在首位，而应更加着眼于整
个欧洲大陆更广泛的利益。 
 
最后，Zinglersen 反思了能源行业面临的另一个挑战，即欧洲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正与
日俱增。若是从成员国各自的资源禀赋出发，很可能会导致能源出口国和进口国的角色发生重
大转变。几十年来，欧盟通过立法等措施建立了相应的规则、协定、合作机构、监管和执行措
施。未来此方面的政治对话能否跟得上这一发展，仍有待观察。 

 

小组讨论：中国背景下的绿色电力转型 

● 主持人：Kaare Sandholt，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可再生能源发展中心首席国际专家 

讨论嘉宾： 

• 蒋莉萍，国网能源研究院副院长 
• Bente Hagem，欧洲输电网络运营商联盟（ENTSO-e）前任主席 
• 雷晓蒙，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高级顾问 
• Lucian Ion，ENEL X 中国区总经理兼亚洲业务发展副总裁 
• 秦炎，Refinitiv 首席分析师 
• Christian Zinglersen，欧洲能源监管机构（ACER）主任 
● Kristian Ruby，欧电联（EURELECTRIC）秘书长 

 

 

 



 

 
蒋莉萍，国网能源研究院副院长 

 
 

欧盟的“Fit for 55”是中国政府目前为推动“双碳”目标而制定的 1+N 政策体系的一个很好
的样版。 

与丹麦一样，中国的大部分能源和电力公司都是国有企业。中国可以借鉴丹麦 DONG/Ørsted 成
功转型的经验，探索国有企业如何在推动政府设定的减排目标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国有制的一个潜在好处是 Ørsted 在向可再生能源转型时可以从长远的角度考虑。丹麦经验的

重要經驗是，必须明确界定政府和企业各自的角色和责任，并且必须赋予企业作为市场参与者

的完全独立性和做出管理决策的权利。这样才能保证两者的优势互补。与欧盟电力同行一样，
中国也在努力推进全国电力市场，不同之处在于欧盟的市场环境更加成熟，利益相关者的市场
意识更加强大。因此，其市场作用和有效性更加明显。 

对于跨境贸易以及在协调涉及的各方利益方面出现的问题，蒋女士表示，“欧盟似乎也没有制
定出最佳解决方案”，在这个问题上，中欧之间还有更大的交流空间。 

 

 
 

Bente Hagem，ENTSO-e 前任主席 
 

 

引入一体化的电力市场并建设更多的互联线路，作为能源转型的一项战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欧洲市场的一体化进程加速了能源转型，也带来了更多的竞争、更好的价格、更低的排放
和更低的基础设施成本。 

鉴于中国电动汽车和电池领域的快速发展，中国能源市场一体化的发展速度可能会比欧盟更
快。根据国际能源署 2019 年 3 月的报告，中国拥有 1400TW 的水电，如果用于系统平衡，
可以减少 7.5 亿吨二氧化碳排放并显著降低成本。 

 

 

 

 

 

 



 
 
雷晓蒙，中电联高级顾问 
 

 

1、中欧能源转型合作意义重大  

近年来，中国和欧盟在可再生能源发电的开发领域取得了重大进展。REN21 的《2020 年
全球可再生能源现状报告》列出了可再生能源发展排名前五的国家。中国连续多年排名第
一，部分欧盟国家也常居前五。欧盟国家能源转型步伐领先于中国。中国在 2020 年前制
定的 2030 年目标与欧盟的 2020 年目标基本等同，而中国在 2020 年 9 月宣布的 30/60 目
标又向前迈进了一步。同时，欧盟的目标也在不断调整，从 2019 年的 CE4AE 到 2021 年
的“Fit for 55”一揽子能源计划，旨在加速实现 2030 年的目标。  

2、雷先生介绍了他目前所进行的关于电力系统充裕性和灵活性容量评估的主要研究结果，作
为到 2030 年和 2050 年能源转型中电力发展规划研究的一部分。 

● 该研究中的假设，如需求预测、电源部署、可再生能源性能指标、常规发电的灵活容
量等，与大多数其他类似研究大体一致。  

● 预计要实现 2030 年目标，届时可变可再生能源装机将达到 1375GW，煤炭发电容量
将减少到 1123GW。包括抽水蓄能和电池储能（P&B）在内的储能系统总装机容量将
是当前的三倍，以在年度用电高峰期间为六个区域电力系统提供峰值负载。这意味着
在大多数区域系统的非高峰时段，即使在那些风电占比较高的系统中，其灵活容量也
是足够的。在东北电力系统中，系统灵活性容量需求的一部分通过区域互联由其他区
域系统来提供。 

● 到 2050 年，预计可变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将达到 5000GW，煤电装机或将减少到
400GW 至 600GW 之间。这将需要大量的储能来为额外的可变可再生能源发电提供峰
值负荷和灵活容量。与风电相比，太阳能光伏发电的弃电潜力可能更大。 

 
 
 

 
 
 
Christian Zinglersen，ACER 主任 

 
 

 
● 对中国而言，能源平衡可能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需要处理好火电的逐步退出与系统

中额外灵活性资源需求之间的联系。水电是维持一体化电力系统平衡的有效手段，但
改善需求侧响应也同样非常重要。 

● 非市场解决方案的优点值得商榷：雄心勃勃的脱碳轨迹可能包括利用市场竞争加剧带
来的市场和贸易机会来获得收益和效率。这就是为什么需要着眼于更广泛的视角来对
政策干预和补贴方式进行不断调整。  



 

 
 
Kristian Ruby，欧电联秘书长 
 
 

政策和措施之间的相互作用必须仔细协调，并应能够为政策目标提供支持。应避免使用那些会
使其他政策措施的影响大打折扣的政策工具。关键在于实现整个行业的协调，并向行业发出正
确的信号。  

 

 
 
 
秦炎，Refinitiv 首席分析师 

 

中国需要建立一个适合自身特点的定制化的 ETS，但可以借鉴欧盟模式的某些方面。欧盟碳
市场已经存在了 16 年，在促进碳减排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这要归功于市场与气候政策和目
标保持一致，并且市场改革已被作为稳定机制。 

此外，欧盟排放交易体系在设计之初便遵循公平、公开和透明的原则。较高的碳价水平对减排
起到了鼓励的作用，欧盟还设立创新和现代化基金以支持低碳转型。而更高的碳价格也意味着
将有更多的拍卖收入，可以用来减轻行业面临的沉重的减排负担。 
 

 

 
 
Lucian Ion，ENEL X 中国区总经理兼亚洲业务发展副总裁 
 

 

ENEL X 中国为促进中欧政策和能源规划对话提供了帮助，包括如何使能源转型相关赋能技术
实现商业化。这种信息交流为双方的业务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 

新能源汽车（NEVs）作为可移动能源，其重要性正在日益凸显。EV 电池和充电模式在电网
规划和运营中正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未来，能够将能源/产能/辅助市场的参与统一协调起来的创新政策和技术解决方案将会受益
良多。 

*** 

本摘要由 ECECP 初级研究生学者 Helena Uhde 和 Alliance Niyigena 撰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