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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阶段项目由 ICF 国际咨询公司和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能源研究所共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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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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读者朋友们，

时光飞逝，转眼又一年过去了，我们的《中欧能源杂志》圣诞节双刊在这里再
一次跟大家见面。
ECECP 的 2021 年是从一个研讨会开始的，我们探讨了在欧盟和中国引入创新
能源解决方案的机遇与挑战，但 2021 年真正是聚焦电力行业的一年。我们在夏季和
秋季又举办了两场研讨会，分享了欧洲电力部门在清洁能源转型方面的经验，并介
绍了中国的视角。11 月，ECECP 通过同传网络直播的方式将 COP26 联合国气候变化
大会的欧洲能源日边会活动从遥远的格拉斯哥搬到了北京，邀请了 50 位嘉宾与我
们共同聆听。
本月早些时候，ECECP 发布了我们的旗舰项目——“ENTSO-e 电网规划模型中
国演示”项目的最终报告，并共同庆祝了 ECECP 第一阶段的圆满结束和第二阶段
的启动，50 余位嘉宾出席了此次活动。
ECECP 一期项目于 2019 年 5 月 15 日启动，自那时以来，ECECP 已举办了 31 场
政策研讨会和 12 场网络活动。除了上面提到的这些研讨会外，我们的政策研讨会
还涵盖了促进欧盟和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可变可再生能源的系统整合、能效投资
的市场化融资以及天然气的作用等广泛议题。2020 年夏季我们还发表了三份联合声
明报告。
我们的网站自 2020 年上线以来，访问量已经增长了四倍。
尽管新冠疫情使欧盟和中国的互动变得更加复杂，我们希望我们的杂志能够在
一定程度上满足欧盟和中国能源界对行业资讯和观点的需求。
本期的《中欧能源杂志》包含了一些很意义的文章，如中国 2030 年碳达峰行
动计划、全球天然气危机，有的文章对电池储能在低碳能源系统中的作用进行了讨
论，还有的从行为角度探讨了绿色养老金问题。如果您想了解欧盟和中国最新的政
策发展，欢迎阅读我们的简讯板块。衷心希望大家喜欢我们在本期杂志中为您准备
的这些文章 !
最后，我们还要宣布一个重磅消息：从明年起，《中欧能源杂志》将改为每月
出版，欢迎大家关注。
我还要再一次感谢我们长期备受折磨的编辑 Daisy Chi 和 Helen Farrell 的付出，是
她们让本期的圣诞特刊成为可能。
ECECP 项目团队在此祝愿大家圣诞快乐！新年愉快！

Flora Kan
中欧能源合作平台 执行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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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引领全球能源转型
今年 11 月，在苏格兰举行的第 26 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6）召开之际，一场 ECECP 举办的
欧盟能源日边会直播活动将中欧能源行业人士相聚在北京。在本篇中，赤洁乔与 Helena Uhde 为您梳理了
来自世界各地能源专家在会上的精彩分享。

2021 年 11 月 5 日， 中 欧 能 源
合作平台（ECECP）在北京举办了
第 26 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大
会（COP26）欧盟能源日边会活动
的现场同步直播。能源日活动邀请
政策制定者、商界领袖和民间团体
的领导人就推进应对气候变化和能
源转型的倡议和相关举措展开讨论。
气候变化大会是联合国组织的每年
一度的全球性活动，自 1995 年起每
年在世界不同地区轮换举行，2020
年因新冠疫情爆发而被迫推迟。自
2016 年以来，欧盟每年都会举办欧
盟能源日系列活动，以展示欧盟在
推广清洁能源方面的成功经验及其
即将推出的各项举措。今年的欧盟
能源日活动重点聚焦公正转型、海
上可再生能源、绿氢、煤电退出及
甲烷减排等热议话题，为各方提供
了一场思想交流碰撞的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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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欧盟在能源转型和应对气候变化方
面面临相同的挑战，为此，中欧能源合作平台
（ECECP）特别组织策划了此次欧盟能源日的
直播活动，以同传的方式全程在线直播了地球另
一端格拉斯哥会场举行的欧盟能源日各场高级别
会议。国家能源局和欧盟驻华代表团的代表，以
及来自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国网能源研究院等
众多行业机构的专家学者以及媒体记者在线下共
同出席了此次活动。
欧盟驻华代表团气候行动与能源参赞傅维恩
（Octavian Stamate）在致辞中表示，此次欧盟
能源日直播活动将使中国加深对欧盟能源领域最
新政策的了解，并有助于同中国等国际合作伙伴
在探索有效应对未来转型挑战方面激发新的灵感。

政策

公正转型
到 2050 年实现气候中和的目标
会带来庞大的经济效益，一方面这
会创造出许多新的就业机会，但与
此同时，化石燃料的退出将使相关
行业及其从业人员深受影响。全球
各国和地区的起点不同，要实现公
正转型，必须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
措施，确保转型过程中的包容性和
公平性，更重要的是要始终秉持以
人为本的理念，兼顾社会和经济发
展，让能源系统变革的成本得以公
平分配，让转型带来的收益惠及所
有人，并对弱势群体给予充分保护。
在公正转型问题上，欧洲一直
走在全球前列。欧盟承诺到 2030 年
减排 55%，并在本世纪中叶实现净
零排放。欧盟能源专员 Kadri Simson
在发言中表示，能源转型将从根本
上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因此需要
对发展思路进行彻底的革新。为此，
欧盟把公正转型作为其能源和气候
核心战略——欧洲绿色协议的关键
支柱，并将新冠疫情后的复苏计划
视为投资于一个更具韧性且气候友
好型经济的绝佳机会。
据 Simson 介 绍， 在 确 保 公 正

获得的额外收入，来帮助那些受能

作伙伴国家的脱碳转型提供援助。

转型方面，欧盟计划投资超过 600

源价格上涨影响最大的人群。在退

前不久，欧盟与德、法、英、美和

亿欧元的复苏资金用于房屋翻新改

煤方面，欧盟提出了多项针对煤炭

南非一起，共同宣布建立长期公正

造；还将大规模投资可再生能源和

地区的倡议，积极为煤炭地区开发

能源转型伙伴关系，以支持南非逐

清洁交通；通过“公正转型机制”

新的经济增长点，创造新的就业机

步摆脱煤炭，加速其脱碳进程。

动员多达 750 亿欧元的资金，来帮

会。

全球其他国家也在为公正转型

助那些深受煤炭退出和产业转型影

欧盟始终致力于与国际合作伙

做出相应部署，化石能源行业人员

响的地区。此外，欧盟还提出成立

伴分享经验，积极参与由 IEA 牵头

的再就业问题是各国普遍关注的焦

一个新的类似规模的社会气候基金

的全球以人为本的清洁能源转型委

点。加拿大计划每年将拨款 2 亿美

（Social Climate Fund），利用未来

员会的相关工作。目前正在与德国

元用于受清洁转型影响的行业从业

从家庭供暖和道路运输碳定价方面

合作，计划为印尼和南非等主要合

人员的技能培训，以促进再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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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麦也在积极为传统的油气行业探
索新的出路，由于其宣布将停止北
海的油气勘探，政府正在与行业工
会进行合作，以帮助相关从业者寻
找新的就业机会。

聚焦中国：
远景能源集团 CEO 张雷看来，能

对于南非、印度、印尼、塞内

源转型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个实现

加尔等这样的新兴和发展中国家而

跨越式发展的绝佳机会，既有助于尽快

言，转型面临的压力和挑战更大，

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可再生能源系统，同

要在保障发展的同时进行能源转型，

时也有利于发展现代绿色产业。他举了

减少化石能源的使用，因此迫切需

内蒙古鄂尔多斯的例子，这个城市的经

要来自欧盟、美国、中国等国家的

济几乎全都建立在煤相关产业上，贡献

大力援助和支持。

了中国 16% 的煤炭产量。但另一方面，
这里风光等可再生资源非常丰富，虽然

挖掘海上可再生能源潜力

由于地处偏僻，电力送出受限，但配合
电池储能等技术，通过和一些大型汽车

由于全球 40% 左右的人口居住

企业、碳纤维行业合作，可以就地消纳

在沿海地区，发展海上可再生能源

可再生能源，从而有效解决了能源转型

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满足沿海大型城

带来的产业转型难题，为煤矿工人提供

市的用能需求。据国际可再生能源

了新的就业机会。

署（IRENA）测算，海上可再生能
源的潜力足以满足当前近 20 倍的全
球用电需求。
IRNEA 总 干 事 Francesco de
Lacamera 在发言中分享了该机构关
于海上可再生能源的相关研究成果。
据 IRENA 预测，想要在 2050 年前
实现碳中和，达成巴黎协定的减排
目标，全球需要安装 2000GW 的海
上 风 电 装 机 容 量， 以 及 300GW 的
海洋能装机容量，这意味着需要加
快海上可再生能源的部署。
由于欧洲独特的地理区位优势，
其在发展海上可再生能源，尤其是
海上风电方面有着巨大的潜力。为
了充分利用这一潜力，欧盟委员会
在一年前发布了一项专门针对海上
可再生能源的战略，计划到 2050 年
建设 300GW 的海上风电装机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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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 40GW 的海洋可再生能源发电

比如建设跨越国界的强大的海上和

目的前期规划、准备和许可环节所

容量，如波浪、潮汐能和浮式太阳能。

陆上电网，以及简化海上项目的审

花费的时间通常是实际建造用时的

欧 盟 能 源 专 员 Kadri Simson 认

批许可程序，这已经成为阻碍海上

四倍。这样的进度显然不利于净零

为，要实现这一雄心勃勃的战略，

可再生能源项目部署的巨大瓶颈。

目标的达成，因此需要扩大公共和

还有许多现实问题需要重点考量，

据业内人士透露，目前海上风电项

私人领域的合作，以加速这一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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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海上风电和绿氢的协同发
展
除 了 直 接 利 用 海 上 风 电， 绿 氢

聚焦阿姆斯特丹：

也是实现能源转型的重要一环，因为

荷兰的阿姆斯特丹港就是一个很好的例

其可以满足各种不同场景下的用能需

子。据荷兰 Clean Path Initiative 机构主席

求，特别是对于那些难以通过电气化

Dorine Bosman 女士介绍，阿姆斯特丹港

来实现减排的领域，比如航空和道路

从事海上风电相关的企业多达百余家，它们

运输，以及有色金属冶炼等。此外，

熟悉海上的各个行业，拥有丰富的实践操作

发展海上绿色氢能还有助于石化领域

经验，在参与海上风电和氢能产业方面拥有

的绿色转型，比如退役的海上油气平

得天独厚的优势。在实践中，阿姆斯特丹已

台在经过改造后可以重新用于氢能的

经建立起了较为完善的培训教育体系，确保

生产。据 IRENA 预测，到 2030 年左

从业人员技能能够满足商业需求。此外通过

右绿色氢能的成本竞争力将得到充分

公私合作的方式，阿姆斯特丹逐渐建立起了

显现，到 2050 年，30% 的海上风电

绿色氢能产业集群，计划以完善的配套服务

将用来生产绿色氢能，而绿氢部署届

扩大氢能的进出口贸易。

时将为全球贡献 10% 的减排量。
海上风能可以提供大量的优质可
再生能源，这正是电解槽生产绿色氢
能 的 理 想 来 源。 据 Simson 介 绍， 欧
盟已将可再生氢能列为优先发展的重
要事项，计划到 2024 年用于制氢的
电解槽装机容量达到 6GW，到 2030
年达到 40GW。届时，绿氢的成本价
格有望能与化石燃料氢能竞争。
港口对于海上风电和绿氢的发
展来说意义重大。港口附近的工业基
地往往是氢能的主要消耗者，而港口
地区既是海上风电项目建设和维护的
天然关口，又是海上风电输送和氢能
的着陆点，同样也是氢能等绿色燃料
的物流中心。因此在港口建造电解槽
利用海上风电制氢，可以为港口附近
的工业活动提供充足的绿色电力和氢
能，从而形成绿色能源生产和消费的
循环，有助于构建完整的绿色燃料生
态系统，并能产生巨大的协同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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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集西班牙：
在海上风电和绿氢协同发展方面，西班
牙的巴斯克自治区也积累了丰富经验。据该
区经济发展部部长 Arantxa Tapia Oraegi
女士介绍，巴斯克地区拥有海上风电的完整
产业链，涵盖开发、运行、维护各个环节，
当地企业的足迹几乎覆盖了全球大多数的海
上风电项目。在浮式海上风电基座方面，该
地区还建立了从材料到组件乃至整套设备的
100% 海上风电真实环境的测试平台。凭借
海上风电的技术和产业集群优势，巴斯克还
正在实施氢能走廊战略，通过广泛的公共和
私人领域的合作，创建一个覆盖生产、输配
及消费各环节的绿氢生态系统。

政策

促进甲烷减排
甲烷是造成全球变暖的主要因

收集和应用将有助于形成经济高效

Catalogue）项目。这些承诺将是欧

的解决方案，从而为企业以最合理

盟开展全球气候与能源合作的重要

的方式实现减排目标提供支撑。

落脚点，支持全球朝着零碳未来共

素。欧盟能源专员 Kadri Simson 在
会议上强调，甲烷在缓解气候变化
方面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加速

同迈进。

能源契约助力全球能源转型
合作共赢

甲烷减排进程是在短期内抑制全球

Enel SpA 欧 洲 负 责 人 Simone
Mori 在参与小组讨论时指出，在欧
盟及国际社会支持欠发达国家实现

变暖唯一最有效的战略，也是人类

应对气候变化和能源转型是全

“人人享有可持续能源”的目标方面，

在应对气候变化的斗争中仅存的“唾

球各国要共同面对的重大挑战，对

通常并不是从煤炭向可再生能源的

手可得的成果”。化石燃料行业目

任何国家都不例外，因此，深化这

能源转型问题，而是帮助其发展可

前占人造甲烷排放量的三分之一。

一领域的国际交流合作，对于各国

再生能源以满足最基本的能源需求

11 月 2 日，欧盟、美国和合作

来说都将具有重要意义。在 2021 年

问题。这不单纯在于技术层面，更

伙伴正式启动了“全球甲烷承诺”

9 月举行能源问题高级别对话之前，

是在于如何帮助其获得投资和为降

（Global Methane Pledge），这是一

联合国能源机制发起了能源契约

1

低风险创造条件。通过在全球范围

项旨在减少甲烷排放的全球性倡议。

倡议，旨在凝聚共识，加快全球行动，

内搭建各类合作平台，将有利于建

目前，占全球经济总量 70% 的 100

以确保国际社会走上符合联合国可

立起一个基于全球最佳实践经验的

多个国家已经签署了这项承诺，覆

持续发展目标 SDG7 和实现巴黎协

共同框架，以支持投资，降低风险，

盖了近一半的全球甲烷排放量。

定目标的正确轨道。

共同加快推进转型步伐。

要实现甲烷减排目标，需要足

为此，欧盟不仅致力于到 2050

够精准的数据，然而目前很难获得。

年实现欧洲大陆的气候中和，还力

【文 / 赤洁乔、Helena Uhde 】

在前不久举行的 G20 峰会上，联合

求与全世界分享自身经验，支持各

中欧能源合作平台

国环境规划署在欧盟的支持下启动

国培育清洁能源模式，实现公正和

了国际甲烷排放观测站（IMEO）项

包容的能源转型。

目，这是一项以数据驱动、注重行

为 此， 欧 盟 提 出 了 三 项 能 源

动的倡议，旨在监测全球甲烷承诺

契约作为欧盟承诺为全球转型努力

签约各国所做承诺的达成情况。

提 供 支 持 的 重 要 标 志： 一 是 将 与

欧盟在促进甲烷减排方面制定

国 际 能 源 署 IEA 合 作， 为 主 要 伙

了一套协同一致的战略，涵盖能源、

伴国家制定到 2050 年的零碳能源

农业和废弃物等各个相关部门。目

路线图；二是与国际可再生能源署

前，欧盟甲烷减排的战略蓝图已经

IRENA 合 作， 为 非 洲、 东 南 欧、

公布，下一步将在区域、国家和企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编制区域能

业等不同层面制定详细的立法措施。

源转型展望；三是与丹麦、德国、

而未来可能存在的挑战包括数据收

IRENA 和其他合作伙伴达成的绿氢

集、优化提取和发布。这些数据的

契约目录（Green Hydrogen Compact

1.“能源契约”是联合国的一个平台，将成员国、公司和国际组织聚集在一起，作出自愿承诺，对 SDG7 采取行动。详见：https://council.science/current/blog/
transform-21-terminology-explainer-energy-comp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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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2030 年碳达峰行动方案解读
中国近期发布了一份期盼已久的政策文件，详细阐释了中国计划如何实现 2030 年碳达峰的目标。
《2030
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涵盖了经济的各个领域，包括高污染行业、交通运输、生活垃圾等，并概述了逐步
减缓碳排放、向可再生能源过渡以及减少浪费的措施。

8

政策

在 2021 年 11 月初举行的为期

《工作意见》概述了中国实现

两周的 COP26 峰会前夕，中国发布

2030 年和 2060 年目标的总体规划。

了两份至关重要的气候应对计划政
策文件。

与此同时，
《行动方案》
（中文版）
则全面概述了中国逐步减少化石能

《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

源、向可持续能源转型的具体领域

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

及方法，以减缓高碳产业及高碳经

见》
（以下简称《工作意见》）和《2030

济领域的增长。

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
（以下简称《行

在 本 文 中， 我 们 将 一 一 拆 解

动方案》）这两份文件是实现 2030

2030 年实现碳达峰的 10 大关键任

年碳达峰和 2060 年碳中“双碳目标”

务，并对其中五个会对未来十年造

的纲领性文件。

成深刻影响的领域进行更深入的解
读。

背景：中国的气候政策体系
上述两份文件标志着中国政府
应对气候危机的“1+N 政策体系”
正 式 启 动。 该 体 系 由 国 家 发 改 委
（NDRC）于 2021 年 3 月首次提出，
勾勒出了社会各个行业及领域的主
要目标和政策措施，为中国的长期
碳排放战略奠定了基础。
该体系中的“1”代表国家总体
指导原则的一份顶层政策设计文件，
“N”则指代一系列针对特定行业、
领域和目标的辅助政策文件。
10 月 23 日发布的《工作意见》
即是该体系中的“1”，这份涵盖广
泛、包含长达 37 项条款的政策文件
明确了为实现中国碳排放目标需要
做出改变或改进的具体经济社会领
域。10 月 24 日发布的《行动方案》
则是该体系“N”中的第一份文件，
在未来数月和数年内还将有更多的
文件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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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计划目标概述
《工作意见》中最重要的承诺

是分别设定在 2025 年、2030 年和

标的第一部分，为实现这些目标所

2060 年的三个主要的里程碑。

采取的举措提供了制度基础。

《行动方案》主要针对上述目

2060
到 2060 年：
◆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

80% 以上；

◆碳中和目标实现。

2030

2025

到 2030 年，中国“十五五”规
划时期结束时：
◆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大幅下降；

到 2025 年， 也 就 是 中 国
“十四五”规划时期结束时，要
实现：
◆

2020 年下降 13.5%；
放比 2020 年下降 18%；
◆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

25% 左

右；
◆ 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达到

◆ 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

12 亿千瓦以上；
◆森林覆盖率达到

20%

左右；

25% 左右，森林蓄

积量达到 190 亿立方米；
◆ 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峰值并实现稳

24.1%，森林

蓄积量达到 180 亿立方米

10

2005 年下降 65% 以上；
◆ 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

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比

◆森林覆盖率达到

◆ 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

中有降。

政策

实现碳达峰十项重点任务
概述
为了实现 2030 年碳达峰，《行

案提出了逐步向可再生能源过渡并

石化、建筑等高碳产业，同时还为

提高新建和现有基础设施能效的措

减少煤炭消耗和转向可再生能源提

施，以及促进循环经济，提高资源

供了更具体的措施。

利用率和循环利用率。

动方案》主要着眼于控制化石能源
消费和高耗能产业增长。同时，方

以下是实现 2030 年碳达峰十项

这些措施涵盖的行业范围很广，

重点任务的简要总结。

特别是钢铁制造、有色金属、建材、

到 2030 年实现碳达峰的 10 项行动
任务

措施

关键指标

推进煤炭消费替代和转型升级

1

向绿色低碳能源转型

大力发展新能源

到 2030 年：
•
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达到 12 亿千瓦以上。

因地制宜开发水电

“十四五”、“十五五”期间分别新增水电装机容量
4000 万千瓦左右。

积极安全有序发展核电
合理调控油气消费

加快建设新型电力系统

到 2025 年：
•
新型储能装机容量达到 3000 万千瓦以上
到 2030 年：
•
抽水蓄能电站装机容量达到 1.2 亿千瓦左右
•
省级电网基本具备 5% 以上的尖峰负荷响应能力。

全面提升节能管理能力
2

节能降碳增效

实施节能降碳重点工程
推进重点用能设备节能增效
加强新型基础设施节能降碳
推动工业领域绿色低碳发展

到 2025 年：
•
国内原油一次加工能力控制在 10 亿吨以内
•
主要产品产能利用率提升至 80% 以上

推动钢铁行业碳达峰
3

工业领域实现碳达峰

推动有色金属行业碳达峰
推动建材行业碳达峰
推动石化化工行业碳达峰
坚决遏制“两高”项目（高耗能、高排放）盲
目发展

推进城乡建设绿色低碳转型
4

城乡建设碳达峰

到 2025 年：
•
新建建筑全面执行绿色建筑标准
•
城镇建筑可再生能源替代率达到 8%
•
新建公共机构建筑、新建厂房屋顶光伏覆盖率力
争达到 50%。

加快提升建筑能效水平
加快优化建筑用能结构
推进农村建设和用能低碳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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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2030 年实现碳达峰的 10 项行动
任务

5

6

措施

关键指标

推动运输工具装备低碳转型

到 2030 年：
•
推动新能源和清洁能源动力交通工具当年新增占
比达到 40%
•
营运交通工具单位换算周转量碳排放强度比 2020
年下降 9.5% 左右
•
国家铁路单位换算周转量综合能耗比 2020 年下
降 10%
•
陆路交通运输石油消费达到峰值

构建绿色高效交通运输体系

到 2025 年：
•
集装箱铁水联运量年均增长 15% 以上
到 2030 年：
•
城区常住人口 100 万以上的城市绿色出行比例不
低于 70%

加快绿色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到 2030 年：
•
民用运输机场场内车辆装备等力争全面实现电动
化。

推进产业园区循环化发展

到 2030 年：
•
省级以上重点产业园区全部实施循环化改造

加强大宗固废综合利用

到 2025 年：
•
大宗固废年利用量达到 40 亿吨左右
到 2030 年：
•
大宗固废年利用量达到 45 亿吨左右

健全资源循环利用体系

到 2025 年：
•
废钢铁、废铜、废铝、废铅、废锌、废纸、废塑料、
废橡胶、废玻璃等 9 种主要再生资源循环利用量
达到 4.5 亿吨
到 2030 年：
•
9 种主要再生资源循环利用量达到 5.1 亿吨

大力推进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

到 2025 年：
•
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比例提升至 60%
到 2030 年：
•
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比例提升至 65%

实现绿色和低碳交通运输

循环经济助力降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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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2030 年实现碳达峰的 10 项行动
任务

措施

关键指标

完善创新体制机制
加强创新能力建设和人才培养
7

创新绿色低碳科技
强化应用基础研究
加快先进适用技术研发和推广应用

巩固生态系统固碳作用

8

到 2030 年：
•
全国森林覆盖率达到 25% 左右
•
森林蓄积量达到 190 亿立方米

巩固提升碳汇能力
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
加强生态系统碳汇基础支撑
推进农业农村减排固碳
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
推广绿色低碳生活方式

9

全民绿色低碳行动
引导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强化领导干部培训
科学合理确定有序达峰目标
因地制宜推进绿色低碳发展

10 各地区梯次有序碳达峰
上下联动制定地方达峰方案
组织开展碳达峰试点建设
资料来源：中国国务院《2030 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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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消费和向更清洁的能源过渡放

深度剖析：
中国如何在 2030 年实现碳达峰

在议程的首位。

（如农场和餐馆）的用煤形式。
减少煤炭消费的最大障碍之一

该《行动方案》还呼吁：

是在减少煤炭消费、确保居民以及

•

“十四五”期间严格控制

大型、经济重要产业的能源安全之

煤炭消费增长，“十五五”

间取得平衡。然而近期，限制煤炭

期间逐步减少煤炭消费；

使用的一些做法导致中国出现能源

严控新增煤电项目，确保

短缺，部分地区遭遇了限电停产。

一是减少煤炭消费。煤炭是污染最

新建项目符合国际标准，

前些年，中国也曾试图遏制散煤燃

严重的能源之一，且仍是中国最大

淘汰落后煤电产能；

烧，尤其是部分地区的农村家庭仍

确保新建可再生能源产能

然依靠这种能源取暖和做饭，但由

比重不低于 50%；

于缺乏替代能源供应，不得不取消

划定禁止散烧区域，多措

禁令。

减少煤炭消费
中国需要做出的最关键改变之

的电力来源。根据生态环境部的统

•

•

计数据，煤炭在中国能源结构中的
总 体 份 额 已 从 2005 年 的 72.4% 降

•

至 2020 年的 56.8%。然而，气候与

并举、积极有序推进散煤

使用“有序减少煤炭使用”的

能源智库 Ember 的一份报告显示，

替代，逐步减少直至禁止

措辞，很可能是为了应对部分行政

“十四五”期间煤炭消费总量增长

煤炭散烧。

区削减煤炭生产和消费行为过激而

了 19%，中国目前仍占世界煤炭消
费总量的 53%。
因此，该《行动方案》将减少

14

需要注意的是，《行动方案》

采取的一种手段，这些行为导致了

中提到的散煤燃烧是指小型燃煤，

过去和现在的电力短缺及煤价虚高。

通常是农村家庭或小型企业、设施

因此，很明显，尽管中国制定

政策

了雄心勃勃的减排计划，且国际社

该《行动方案》还呼吁在各地

会要求中国采取行动的呼声强烈，

区因地制宜发展其他可再生能源，

中国政府都不会允许人们在无电无

包括生物质发电、生物质供热、沼气、

暖供应的情况下冒然脱碳，这必然

地热能、波浪能、潮流能和热电能。

需要继续使用煤炭，直到有足够的
替代能源能够满足需求。

发展绿色交通
交通运输在中国的碳排放总量
中占了相当大的比例，伴随着中国
交通基础设施的持续扩张，若不加

实现工业和建筑领域碳达峰

以干预，排放量将持续增长。《行
动方案》涉及了交通运输行业的多

煤炭替代

想要遏制碳排放，中国必须解
决污染最严重的行业。

个领域，从私家车到货运。
减少未来碳排放的一个显著策

《行动方案》中提到的化石燃

众所周知，钢铁生产是一种高

略是增加电动汽车的普及力度。中

料主要替代能源是指太阳能、风能、

污染行业，而中国又是全球最大的

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市场和

水电和核能，以及其他形式的可再

钢铁生产国。在现有技术条件下，

最大的电动车市场，政府已经制定

生能源。

使钢铁完全无碳是不可能的，因此，

了电动汽车普及率的目标，要求到

中国计划通过削减产能和淘汰落后

2025 年，电动汽车达到全部新车销

产能来减缓该领域的排放。

量的 20%。

中国在向可再生能源转型方面
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根据 Ember
的中国能源报告显示，中国在过去

中国政府多年来一直在推行产

《行动方案》扩大了这一目标，

五年中可再生能源资源的相对份

能置换，企业如果想要在新地区建

要求到 2030 年新能源汽车达到新车

额 大 幅 增 长， 太 阳 能 和 风 电 占 比

钢铁项目的只有在同意消除其他地

销 量 的 40%， 以 及 到 2030 年， 营

从 2015 年的 4% 增长到 2020 年的

方产能的前提下才被允许，这些产

运交通工具单位换算周转量碳排放

10%，年增长率高达 45%。

能大都是陈旧且污染严重的生产方

强度比 2020 年下降 9.5%。当然，

式。

由于电动汽车需要从电网获取电力，

为了进一步摆脱对化石燃料的
依赖，中国正计划大规模采用和扩

当前的产能置换比例为 1.5:1，

大能源的使用。风电和太阳能首当

这意味着企业需要淘汰 150 万吨钢

其冲，《行动方案》提出了到 2030

铁产能，才能在其他地方新建 100

《行动方案》遏制物流和公共

年风电和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达

万吨产能。《行动方案》没有设定

交通领域碳排放的措施主要围绕提

到 12 亿千瓦的目标。

新的产能置换比例，但重申必须严

高效率和节约能源展开。在货运方

因地制宜开发水电也将是一个

格执行当前的要求。此外，它明确

面，这将涉及建设更多节能运输路

重要组成部分。该《行动方案》呼

禁止“新增产能”，并敦促削减落

线，如铁路和水路运输，以及加快

吁中国西部地区大力发展水电项目，

后产能，这意味着企业无法在产能

城乡物流配送体系建设和“创新绿

特别是青海、西藏、四川及云南地区。

置换计划之外开设新的钢铁生产项

色低碳、集约高效的配送模式”。

该方案还设定了新增水电装机容量

目。

4000 万千瓦的目标。

充电基础设施也必须进行脱碳，以
便对碳排放产生影响。

最后，《行动方案》要求建设
方案中其他着重强调的行业包

绿色低碳公共交通系统，并推动现

同时，该方案还规定必须以“有

括有色金属、建材和石化化工。《行

有设施的绿色升级，要求到 2030 年，

序合理”的方式核电发展，以确保

动方案》还提到为这些行业实施产

城区常住人口 100 万以上的城市绿

其安全。此外，《行动方案》还呼

能置换计划，同时呼吁用可再生能

色出行比例不低于 70%。

吁“推动高温气冷堆、快堆、模块

源（如风电、太阳能和水力发电）

化小型堆、海上浮动堆等先进堆型

替代化石燃料，并增加废物资源的

示范工程”。

再利用。

15

中欧能源杂志

Designed by macrovector_official / Freepik

发展循环经济

固废年利用量达到 40 亿吨左右；到

出台“N”政策文件的目的是构建一

2030 年，年利用量达到 45 亿吨左右。

个完整的政策体系，为实现碳达峰

中国碳达峰计划的另一个方面

该方案中还提到了包括废铁、

是进一步发展循环经济。循环经济

废钢、废铜、废铝在内的 9 种重点

指的是中国计划提高资源利用率和

资源，要求到 2025 年循环利用量达

产品的生命周期。该《行动方案》

到 4.5 亿吨，到 2030 年达到 5.1 亿吨。

和碳中和提出明确的目标、合理的
任务分工和有力的措施支撑。
《行动方案》本身也强调要建
立新的碳核算和节能标准，修订能

涉及了从工业废物到生活垃圾等广

最后，《行动方案》还提及了

耗配额，制定强制性的产品能效和

泛领域，并为各种资源的再利用和

生活垃圾的处理问题，呼吁减少生

设备能效国家标准，提高节能减排

再循环设定了具体目标。

活垃圾，并实施垃圾分类系统。中

要求。方案还指出需要制定新的法

就工业而言，《行动方案》呼

国较大的城市已经开始实施垃圾分

律和修改现有法规，例如《节约能

吁提高工业园区的回收能力。这主

类（最早可追溯至 2017 年）。该方

源法》、《电力法》、《煤炭法》

要涉及增加工业过程中产生废弃物

案旨在将这一目标扩大到所有城市

和《可再生能源法》，以使这些法

的再利用，例如余压余热、废液和

地区，并在 2030 年将生活垃圾的资

律更有助于实现减碳目标。

废气。

源化利用比率提高到 65%。

对于核心产业的生产，《行动
方案》提出了一套双管齐下的方法：

构介入指导和监管污染行业，并激

中国净零长征路的开始

加强工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大宗固
体废物的利用，以及促进工业产品
和资源的回收。

励向清洁能源和可持续发展模式的
转型，我们可以预见，未来数月和

在这两份文件发布后不久，国
务院网站上发表的一次官方采访中，

《行动方案》中提到的大宗固

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将要出台的

废包括可用于建筑材料的煤炭生产

“N”政策还包括一系列帮助实现这

的副产品煤矸石、粉煤灰，尾矿或

些目标的支持措施。

选矿残渣、熔渣等冶炼金属的副产

其中包括科技支撑、碳汇能力、

品，以及秸秆等农作物副产品。《行

统计核算、监督核查等支撑措施，

动方案》的目标是到 2025 年，大宗

以及财政、金融、价格等保障性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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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随着越来越多的政府机

数年内中国将会有更多相关的政策
文件、环境法规和立法陆续出台。
【文 / Arendse Huld 】
本文由 Dezan Shira & Associates
撰 写， 最 初 发 表 在《 中 国 简 报》
杂 志 上。 该 机 构 致 力 于 帮 助 外 国
投 资 者 进 入 中 国 市 场， 详 询 www.
dezshira.com

政策

电力市场改革：
需要给予消费者更多权力
欧盟能源监管机构合作署（ACER）已向欧盟提交了其对欧洲居高不下的能源价格以及当前批发电力市
场设计的初步评估报告。E3G 的 Simon Skillings 和 Lisa Fischer 认为，ACER 的评估表明他们希望维持现状。
然而，从长期看来，市场设计的变化是不可避免的。作者们希望 ACER 能够接受这一现实，并确保这些变
化能从消费者的利益出发，而不仅是为了满足电网运营商的利益。他们首先总结了 ACER 的分析，随后提
出建议，包括：让需求管理技术投资项目人人都能负担得起，而不仅仅是富人；电力边际成本计算应适当
地考虑地区差异；市场改革应使消费者能够管理自己的需求，从而为电网提供所需的灵活性，以推动清洁
电力的普及。ACER 将于 2022 年 4 月发布最终版的评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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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居高不下的天然气价格引

需要保护脆弱的消费者

起了欧盟内部的政治恐慌，其余波

必要措施。它可能会以以下两种情
形发生。一种是当前的批发市场规

使得一些国家，尤其是西班牙和法

在消费者看来，这些问题是紧

则保持不变，而电网运营商（输配

国，认为欧盟电力市场的规则需要

密相连的。当前的规则意味着，消

电层面）将不得不争取灵活性和其

改变。这是因为天然气价格高涨直

费者必须证明在仪表和控制技术上

他合同来经营实体电网。这些合同

接导致了电价上涨，虽然天然气只

的投资是合理的，因为他们期望这

在默认情况下将成为市场部署的关

是欧盟电源结构的一部分。这也同

些技术能为其节省未来的能源成本。

键组成部分。然而，电网合同传统

样引起了其他国家的强烈反应，认

然而，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这些技

上存在一定的官僚主义，未能刺激

为规则根本不需要改变。欧盟委员

术仍将是富人的专属。其他所有人

需求响应的快速增长。欧洲电力企

会呼吁 ACER 参与调停，其初步调

都必须承受价格波动的后果。从气

业联合会（Eurelectric）近日发表了

查结果近期刚刚公布。

候或社会角度来看，这是不可接受

一份报告，阐述了电力行业所设想

的。因此，有必要实施一项紧急计划，

的解决方法。

ACER 的分析

以一种公平的方式部署能够创造灵

另一种情形则是，市场改革方

活性需求的数字技术。这将使可再

案可以在不同地点创造不同的价格，

ACER 的分析显示，天然气在

生能源能够继续保持当前快速部署

甚至包括非能源成本因素。在这种

电源结构中占比较低的国家，以及

的步伐，并确保最脆弱的消费者能

情况下，消费者可以简单地通过调

那些与邻国联系较好的国家，受电

够免受高能源价格周期的影响。

整消费来提供所需的灵活性，以避

价上涨的影响较小。这是一个不足
为奇但却非常重要的观察结果。降
低化石天然气在能源结构中的份额，

开高价格。对于那些希望向消费者

边际成本计算需要考虑更多
局部特定因素

并在整个欧盟范围内共享电力资源，
必须成为欧盟政策的首要任务。

提供新能源产品和服务的企业来说，
这将会容易得多。
归根结底，关于电力市场设计

也许 ACER 评论中最大的盲点

的争论焦点不是是否应该做出改变。

ACER 认为，天然气和电力价

在于错误地认为当前系统产生的价

相反，这一个该如何取舍的问题，

格波动加剧是向以可再生能源为基

格准确地反映了电力生产的边际成

是继续增加对明确的电网合同的依

础的能源系统转型的必然结果。然

本。平均电价是在大的平衡区域上

赖，还是创造新市场、允许消费者

而，ACER 表 示， 与 其 试 图 抑 制 这

计算的，通常覆盖整个国家，而忽

对价格作出直接反应。

种价格波动，不如学着接受它。这

略了不同地点的不同电价。随着可

变革已然发生，我们必须继续

是因为有必要推动对灵活性资源的

再生电力的增加以及供热和交通运

加快步伐，以确保灵活性的缺失不

投资，包括需求响应。随着可再生

输电气化新需求的涌现，系统平衡

会阻碍能源系统的脱碳进程。ACER

能源发电量的增加，灵活性资源对

必须能够在局部实现。这将需要边

必须接受改革是不可避免的这一现

于保持稳定的电力供应至关重要。

际成本的计算要比当前系统的计算

实，并决定哪条道路才是符合消费

更加细化。此外，非能源服务的成本，

者利益最佳选择。

尽 管 如 此，ACER 并 没 有 完 全
拒绝西班牙和法国的要求。它将对

如系统惯性和无功功率，将成为消

两个关键问题的审议推迟到明年 4

费者总成本中更重要的一部分。
【文 / Simon Skillings、Lisa Fischer 】

月的最终报告中再做公布。这两个
问题是：短期价格信号是否是驱动

电力市场改革

投资的最佳方式，以及如何保护消
费者免受价格波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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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市场改革是应对新形势的

本文由 E3G 和 Energypost 授权转载。

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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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式能源和智能电网 :
是机遇还是干扰 ?
国际能源署（IEA）的 Doyob Kim 和 Alyssa Fischer 认为，公用事业公司对分布式能源（DER）了解甚少。
部分问题在于新的创新和解决方案正在迅速涌现，而决策者还没有为其建立耗激励机制和框架。但是，如果
做得好，将 DER 成功地整合到电网中将加速电气化，解决电网稳定性问题，并减少昂贵的传统能源基础设施
支出。作者们认为，所有这些对实现我们的清洁能源目标都至关重要。DER 解决方案涉及的范围广泛并且仍
在不断扩展，涵盖了屋顶太阳能、家庭 / 建筑电池系统、电动汽车、数字化、智能电网、需求响应、双向供电、
数据采集、智能供热、先进逆变器、虚拟电厂等。作者依次研究了每项技术，并指出了哪些才是电气化革命
所需的解决方案的一部分。但如果这些解决方案仍充满神秘，它们将永远不会被公共事业公司认真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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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 无 疑 问， 近 来 袭 击 北 半 球

近期分布式能源的增长。IEA 估计，

倍。此外，到 2030 年，约 6 亿台热

的前所未有的热浪、洪水和龙卷风

2017 年至 2020 年，全球新增分布

泵将提供清洁供暖，而太阳能光伏

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气候变化造成的

式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 179 GW，

将在本世纪末增长 4 倍以上，达到

后果。类似这样的气候影响是今年

其中中国和美国贡献了将近一半。

633 GW。

G20 峰会的一个主要讨论焦点，促

电动汽车保有量自 2017 年以来增长

使能源和气候部长级会议联合公报

了两倍，到 2020 年达到超过 1100

于 7 月 23 日发布。该公报强调了分

万辆。全球近 80% 的汽车在中国和

布式能源（DER）对于应对气候和

欧洲的道路上行驶。预计未来几年，

能源安全挑战的重要性。除了有益

电动汽车将在更多的国家取得快速

于脱碳和缓解气候变化外，DER 还

发展。

可以帮助抵御极端天气事件带来的
影响。

公用事业公司真的了解分布
式能源吗？

提供了支持，主要通过支持燃料转

式发电机组，并与输电网相连，仅

换来实现。分布式太阳能可以取代

以一个方向流向消费者。这种系统

化石燃料发电机组。电动汽车可以

的电力需求稳定，且缺乏价格弹性。

实现交通运输燃料从石油到电能的

电网运营商面临的主要风险是大型

供应规模的扩大，电动汽车和其他

仍然难以理解 DER 应如何应用于更

电气化解决方案可以将其应用扩展

广泛的能源图景。DER 到底是什么？

到新的行业。在 IEA 的净零排放情

它们如何用于提高电网可靠性和节

景中，全球电动汽车销量将从 300

约能源成本？值得为它们付出努力

万辆增长至 5600 万辆，增长了 18

根据其类型管理自身的能源消耗。
“分布式能源”一词涵盖了一系列
贴近用户侧的技术，如能源效率、
需求响应、太阳能光伏（PV）组件
和电池储能。DER 有时被更狭义地
定义为“电表后端”资源。电表后
端解决方案可能是一个黑匣子，对
电网运营商或公用事业公司几乎没
有透明度。

屋顶太阳能、电动汽车
虽然能源效率和需求响应解决
方案并不新鲜，但屋顶太阳能和电
动汽车（EV）一直在推动一些国家

20

是为 20 世纪的电力系统建造的。这
些旧的电力系统大都采用大型集中

然而，许多电力公共事业公司

DER 可以产生或存储能量，或

大多数电网已有数十年的历史，

分布式能源在很多方面为脱碳

大规模转换。随着清洁可再生电力

吗?

分布式能源的迅速普及给电
网带来了新的挑战

市场

发电机组和电网的故障。了解消费

来越多的电力是由依赖天气的可变

业公司提出了另一个挑战。当电力

者需求模式的激励手段也相对有限，

可再生能源生产，这就需要增加电

从消费者拥有的太阳能流向电网时，

所以输电线路补强通常只为了迎合

力系统的灵活性，以确保电力的持

可能会超出输电线路的容量，从而

峰值负荷。

续供应以满足需求。例如，太阳下

导致电网拥塞变得更加频繁。

山后，电池储能等灵活性解决方案

受天气影响的可变可再生能
源

使太阳能能够满足夜间需求。分布
式发电的双向功率流则又给公用事

自从分布式能源问世以来，电
力行业的格局一直在发生变化。越

Designed by pch.vector / Freepi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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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滑高峰需求
终端设备的电气化会给电网带
来额外的负担。许多消费者遵循着

2030 年，电动汽车充电可能需要增

乏对单个 DER 的了解和控制。电力

加约 23 亿美元的电网升级和发电成

消费正变得越来越复杂多变，尤其

本，除非能够平滑高峰需求，使其

是由于消费者对动态价格信号作出

转移到非高峰时段。

反应，将其消费需求转移到电价较

类似的日常习惯，比如晚上下班回
家的时间差不多是相同的。当大量
的通勤者给自己的电动汽车插上电

低的时候。

单个分布式能源的可见性和
控制

源开始充电，或者打开电动热泵时，

再生能源会增加消费模式预测的复
杂性。例如，电网运营商很难规划

电力需求可能会出现激增甚至会使

所有这些新出现的挑战都应激

电网不堪重负。一项纽约电动汽车

励电网运营商主动管理电网和电表

部署的成本效益分析显示，2017 至

后端的资源。然而，许多运营商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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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顶太阳能光伏和其他可变可

云层遮住太阳以及光伏无法满足需
求的时候。

市场

数字化可以将分布式能源转
变为有价值的电网资产
分布式能源带来的许多挑战均

运营商能够更密切地监控和影响分

负荷，改变日常能源消耗以匹配太

布式能源运行，提高其对整个电网

阳能发电，并在紧急情况下降低峰

的价值。数字化技术非常强大，因

值需求，而不会对消费者造成任何

为它可以用于任何级别的系统整合，

明显干扰。

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它们在很大

从单个设备到建筑物、社区，甚至

程度上是无形的，电网运营商无法

更大的区域。

掌控，这意味着很难将它们整合到
电网的整体运营中。数字化有助于

智能热泵热水器的响应速度较
慢，但可以帮助管理日常能源需求，
其 产 生 的 能 源 是 其 消 耗 的 2.5 到 3

并网电加热系统

倍。

应对这一挑战。智能数字化解决方
案使分布式能源所有者能够实时监

并网电阻热水器可以更好地管

控和管理这些资源。这有助于电网

理电加热。它们可以快速调节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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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逆变器
先进的逆变器有助于缓解屋顶太阳能发电引起的电网问题。当配备先进的
逆变器时，太阳能装置可以调整其发电率以减少电网拥堵，并可以通过轻微的
电网干扰保持在线状态。当大量太阳能装置过早地同时与电网断开时，可能会
产生严重后果。这一系列事件导致了欧洲在 2006 年遭遇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
的停电，波及 1500 多万户家庭。

储能电池
毋庸置疑，电池，包括电动汽车中的电池，都是多功能资源。电池可为电
力用户和电网带来多达 13 项共同利益。家用储能电池组合使消费者能够充分利
用屋顶太阳能提供的低成本清洁能源。这些功能使得电池储能成为新兴虚拟电
厂（VPP）项目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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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网服务。先进的优化算法，如人

度可控的电池在发电和消费两方面

工智能，使虚拟电厂能够在保持电

的使用。

网可靠性和满足客户偏好的同时为

此外，电网运营商需要数字化

分布式能源所有者带来价值。澳大

的管理系统来实施补偿方案和执行

利亚正在开发的世界上最大的 VPP

相应的规则。先进的计量基础设施

项目，包括 5 万个太阳能和电池系

是首批大规模部署的此类解决方案

统。

之一。分布式能源管理系统（DERM）
可用于有效注册和管理分布式能源。

仅靠数字化是不够的

解决数据隐私和网络安全问题也至
关重要。如果没有互操作性，消费

即使配备了数字化技术，分布
式能源仍然会给电网运营商带来挑

电网交互式高效建筑

者设备、聚合服务商和电网运营商
就无法有效地进行通信。

战。除非 DER 所有者受到激励或对

需要强调的是，新能源生态系

其有强制要求，否则他们没有理由

统的复杂性不应损害分布式能源的

考虑他们的设备对整个电网的影响。

可持续增长，而分布式能源是净零

补偿和监管可以鼓励 DER 所有者实

能源转型的主要驱动力。此外，作

时对其设备进行定位和操作，以更

为能源系统转型中心的消费者，必

好地满足电网状态，这样可以带来

须主动参与其中，不让任何人掉队。

诸多好处。

DER 技术、监管和商业模式的持续

补偿有助于使 DER 所有者的利

发展必将继续带来新的解决方案和

益与电网的需求相一致，从而提高

新的挑战。随着这一领域的发展，

电网可靠性和 DER 的经济效益。电

IEA 将继续与世界各国合作，通过

价设计可以确保 DER 创造的价值获

在数字化需求驱动电力网络（3DEN）

得公平的回报，这可能会取决于具

倡议的相关工作，来帮助各国应对

体的时间和地点。监管者可以促进

这些不同挑战，识别最佳、最具创

小型分布式能源的整合，并促进其

新性的解决方案。

电网交互式高效建筑集成了一

参与批发电力市场。激励机制还可

系列的分布式能源，可优化建筑能

以鼓励公用事业公司购买分布式能

耗，并可成为电网的宝贵资产。最

源以取代昂贵的电网升级改造。

近的一项研究估计，如果对美国约

在监管措施方面，可以引入最

9000 座公共建筑进行升级改造，增

低要求以帮助维持电网的可靠性。

加电网交互功能，每年可为电网用

数据收集规则可以改善对 DER 的监

户创造高达 7000 万美元的价值。

督，而不会给其所有者带来沉重的

【文 / Doyob Kim、
Alyssa Fischer 】
本文由 IEA 和 EnergyPost 授权转载。

成本负担。例如，当需要对输入电

虚拟电厂（VPP）

网的能源进行削减时，监管也有助
于限制危机的影响。两套不同的规

虚拟电厂可以聚合分散在广大

则通常管理发电商和消费者。量身

区域的分布式能源，并能提供每项

定制的电网互连规则有助于促进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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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欧盟：
并驾齐驱探索能源安全之路

Designed by pch.vector / Freepik

近年来，全球经济脉脉相通，

批发价格空前上涨，这不仅让人们

土产量下降，尤其是荷兰的陆上天

欧盟和中国遭受着相同的冲击。新

关注全球天然气市场日益一体化的

然 气 生 产 下 降， 进 口 天 然 气 占 到

冠疫情给这两个地区的医疗和经济

问题，也让人们关注欧盟和中国在

了欧盟 2020 年天然气消费总量的

都带来了的挑战。最近，两者又都

国家风险以及政策目标方面的共性。

80%。同样，中国的进口风险敞口

迎来了天然气供应的危机，表明了

能源安全问题对中国和欧盟

虽然略低，为 40%，但随着经济的

都至关重要。两者都越来越依赖天

强劲增长和煤改气推动天然气需求

然气进口来满足能源需求。由于本

不断增加，中国的进口风险敞口仍

他们在能源目标方面的相同境遇。
全球天然气短缺已推动天然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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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持续上升。由于中国希望在 2030

国的液化天然气消费者提供供应深

年实现碳达峰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

度替代来源。

（NDC），预计这一趋势还将持续
下去。

由美国页岩行业引出的一个共

政治参与者也开始采取行动，
使页岩气的生产合理合法。拜登最
近在 COP26 上就甲烷排放做出的承

同挑战是天然气的全生命周期排放。

诺，最显著的目标是到 2030 年将甲

为了应对这一共同挑战，中欧

天然气开采过程以及气化、运输和

烷排放量减少 30%，以期改善美国

双方可以就一些有利于互利共赢的

液化工序显著增加了美国页岩气的

页岩气的形象。在特朗普政府对甲

共同领域开展合作与对话。

碳排放。这主要是由于每个阶段的

烷排放、燃烧和泄漏进行了一系列

这些领域可以分为三类：

甲烷泄漏，其强度是二氧化碳的 80

监管之后，拜登时代的目标为美国

•

全球液化天然气产能和天

倍。鉴于潜在的环境影响，这削弱

液化天然气融入全球液化天然气市

然气行业透明度。

了消费者使用美国天然气的意愿。

场提供了一个契机。

价格弹性——合同设计和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这些排放问题，

最近，中国和美国液化天然气

采购。

爱尔兰政府已禁止进口压裂天然气。

出口商全球风投 LNG 公司（Venture

为了缓解这些担忧，中国和欧

Global LNG）达成了每年 400 万吨

•
•

可再生能源部署和市场设
计。

全球液化天然气产能和天然
气行业透明度

盟合作制定全球天然气透明度要求，

液化天然气的交易，凸显了美国液

可以提高消费者对页岩气排放生命

化天然气向供应紧张的市场提供额

周期影响的信心。此外，更高的透

外供应的潜力。

明度可能会激发页岩生产商之间的
竞争，促使他们努力减少排放。

预计在未来的相当一段时间里，
需求将继续超过液化天然气的年度
产能增长。这将导致 2025 年之前市
场将持续吃紧。然而，预计 2025 年
后产能增长将会超过年需求量的增
长，届时天然气市场将会放宽。
Baringa 公司对未来液化天然气
项目的分析表明，2025 年后约 70%
的新增产能将来自美国。拜登提出
了到 2035 年实现零碳发电的目标，
预计将产生大量本土天然气产量的
盈余。这种可能将发生在大多数的
关键摇摆州，此前的共和党总统候
选人通过将民主党现任议员的脱碳
议程武器化 ( 他们称之为“就业战
争”) 而获得了政治吸引力。为了管
理发电行业脱碳带来的政治风险，
出口支撑政策便提供了一个自然的
解决方案。美国的额外产能将为全
球市场注入新鲜血液，为欧盟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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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弹性
——合同设计和采购
天然气进口合同的设计体现了
供应安全与成本之间的平衡。在这
方面，近期形势表明，基于现货市
场的自由化设计相对于长期合约主
导的市场具有潜在波动性。如何找
到正确的平衡是各方的共同关注点。
欧洲市场主要采用分散和自由
化市场，价格由现货和期货市场的
市场竞争决定。因此，近年来当批
发价格较低时，欧洲消费者从中受
益，成为全球供应过剩的摇摆市场。
然而，当现货价格处于高位时，其
风险敞口会产生相应的负面结果；
因此欧洲更容易受到近几个月价格
冲击。
相比之下，中国对长期合同的
偏好使中国消费者比欧洲消费者可
以更大程度上免受价格冲击的影响。
例 如， 截 至 2018 年， 中 国 约 80%
的合同为长期合同 *1。马德里等欧
洲首正在呼吁欧洲改变当前的采购
模式，这对中欧双方来说可谓是一
个宝贵的知识共享机会，使双方能
够审查和讨论其不同模式和视角所
带来的的影响。
一些替代方案，比如固定采购
数量但价格灵活的合同等，可以为

用国内可再生资源的机会，而不用

然而，随着可再生能源发电量

两种市场设计提供 “第三种思路”

依赖进口能源。的确，后化石经济

的增加，其在能源结构中比重增大，

的发展不仅重新定义了国内能源系

电网管理需要增加灵活性以应对可

统，而且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它

再生能源发电量的可变性。此外，

重新定义了国家对外关系和地缘政

未来可再生能源边际成本将显著降

治环境。

低，增加了市场调度的效率优势，

可再生能源部署和市场设计
可再生能源革命提供了充分利

1. https://www.igu.org/resources/global-wholesale-gas-price-survey-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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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较低的来源将被优先考虑。

场，提高市场流动性。将可再生资

中国目前的电力市场设计限制

源纳入能源结构，通过减少国家对

了可再生能源的大规模部署。供应

化石燃料进口的风险敞口，可以显

和需求通过国家调度进行管理，并

著提高能源安全。然而，这些目标

以标准价格向行业提供供电服务。

都需要进行颠覆性的市场改革。当

这些条件有利于那些提供可预测容

前正是学习欧洲经验的良机，可能

量的基荷电力技术，而不是更不稳

为中国顺利过渡到自由化的电力市

定的可再生能源发电。一些辅助市

场带来机遇。

场提供了灵活性，由电力公司付费
来提供可用的爬坡容量，以满足需

总结

求的变化。
随着可再生能源产量的增加，

2021 年，全球天然气短缺导致

需要更大的灵活性来匹配供需。中

批发价格创历史新高，突显出中国

国目前正在试点八个允许基于市场

和欧盟能源安全面临的共同挑战，

调度的现货电力交易市场。利用价

为双方对话与合作创造了共同机遇。

格信号可以实现基于市场的供应分

通过排放信息披露、支持将压裂天

配，以满足电力需求，鼓励灵活调

然气纳入全球能源系统的工作，有

度发电商，并奖励成本最低的技术。

助于提高液化天然气的全球产能。

对中国来说，自由化市场的做

由于中国和欧盟在天然气采购方面

法确实有一些不利之处。具体而言，

采取了不同的做法，在优先考虑供

价格自由化消除了中国政府传统上

应安全的长期合同和优先考虑价格

用来实现特定经济和社会目标的某

优势的现货市场敞口之间取得适当

些杠杆。也就是说，定价使政府能

的平衡，为中欧双方在今年遭遇天

够补贴商业活动，并通过家庭能源

然气价格冲击后的交流对话提供了

账单管理鼓励社会稳定。然而，自

一个天然话题。最后，能源安全问

由化带来的收益预计将超过这些不

题激励着可再生能源的部署。然而，

利因素。

中国需要改变市场设计，在此方面

欧洲的经验为宝贵的对话提供

可以吸收借鉴欧洲的经验。

了机会。欧盟的电力市场是自由化
的，大多数国家提供长期容量市场、

【文 / Caspian Conran】

日前市场和日内平衡市场，以根据

Caspian Conran 是 Baringa 能源市场

价格信号管理供需。此外，通过积

和分析业务部门的政治经济学家。

极发展成员国国家电网之间的互联

Baringa 是领先的能源咨询和气候建

互通政策，增加了市场交易的深度。

模服务提供商，并为企业的能源转

中国政府表示还确立了这样两

型提供支持

个目标，一个是通过价格自由化发
展基于市场的电力调度，另一个是
通过跨区电力交易整合区域电力市

29

中欧能源杂志

沼气：

能源安全的绿色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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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天然气批发价格近期出现

然 而 目 前， 尽 管 潜 力 巨 大，

型和大型沼气厂（MLBP）9。2015

了前所未有的飞涨，充分凸显了天

但只有很少量地的可用资源被转

年，政府首次开始资助生物天然气

然气供应安全的重要性。这一问题

化 为 沼 气。 中 德 沼 气 战 略 联 盟 项

（BNG）项目，并在同年建设了 25

成了令欧盟和中国等大部分天然气

目（Sino-German Biogas Strategic

个 BNG 示范项目，2016 年和 2017

消费依赖进口的国家的能源规划者

Alliance Project）估计，中国每年可

年分别批准了 22 个和 18 个 BNG 项

们夜不能寐的头疼问题。

生产高达 600 亿立方米的沼气，但

目 10。每年批准的 BNG 项目数量似

自 2015 年以来，受环保力度加

当前的年产量不足 1 亿立方米 5。是

乎呈下降趋势。

大、煤改气和城市化进程快速的推

中国自己拖慢了进程，还是有其他

动，中国的天然气需求急剧上升。

原因导致沼气产业发展缓慢？

2018 年， 中 国 天 然 气 消 费 量 达 到

2019 年 12 月， 国 家 发 改 委
（NDRC） 发 布 了《 关 于 促 进 生 物
天然气产业化发展的指导意见（征

2877 亿 立 方 米， 其 中 近 44% 为 进

中国沼气发展现状

1

口 。沼气能填补这一缺口吗？

求意见稿）》。根据该文件中宣布
的发展目标，到 2025 年，中国的沼

中 国 的 沼 气 资 源 丰 富， 发 展

事实上，中国有着悠久的沼气

潜力巨大。中国每年产生的谷物秸

开发和利用历史：早在 19 世纪后期，

秆近 9 亿吨、大型畜禽养殖场粪便

中国南方沿海地区就有沼气厂的记

2

6

气年产量将超过 100 亿立方米，到
2030 年将超过 200 亿立方米 11。
中国政府总共发布了六份重点

20.5 亿 吨， 厨 余 垃 圾 2.5 亿 吨 。

载 。进入 21 世纪后，中国政府为

政策文件，明确了沼气在整体能源

据粗略估计，中国每年可利用生物

沼气厂的建设提供了更多的财政支

战略中的作用，其中包括《农业法》、

质 生 产 2000 亿 立 方 米 的 沼 气， 到

持；补贴总额从 10 亿元人民币（2003

《可再生能源法》、《畜牧法》、《节

2050 年， 这 一 数 字 甚 至 可 能 超 过

至 2005 年） 增 加 到 2010 年 的 50

约能源法》、《循环经济促进法》

3

3000 亿立方米 。

7

亿元人民币 。2009 年，中国对沼

中国非常清楚地认识到国产天

气项目的补贴力度占到了项目总成

然 气 的 重 要 性。2018 年 12 月， 国

本 25% 至 45%，并制定了类似于上

家能源局（NEA）首次将沼气纳入

网电价（FiT）的补贴政策 8。

以及当前修订的《能源法》12。

可再生能源中的灰姑娘

国家能源发展战略，呼吁各省和九

虽 然 政 府 在 2008 年 之 前 优 先

除了为沼气制定了整体的支撑

家中央企业制定沼气发展的中长期

支 持 发 展 农 村 家 庭 沼 气 池， 但 在

政策框架，中国还提供了多种多样

2009 年之后开始将支持重点放在中

的项目计划以支持沼气发展，“沼

4

计划 。

1.https://www.sohu.com/a/354271888_738536
2.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27757679226762926&wfr=spider&for=pc
3. 见注释 1
4. 同上
5.https://www.energypartnership.cn/zh/home/advancing-the-biomethane-industry-development-in-china/
6.Gu et al. (2017). Where is the future of China’s biogas? Review, forecast,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Pet. Sci. (2016) 13:604–624. DOI 10.1007/s12182016-0105-6
7. 同上
8. 同上
9.Zheng et al. (2020): What Could China Give to and Take from Other Countries in Term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Biogas Industry? Sustainability
2020, 12, 1490; doi:10.3390/su12041490.
10. 同上
11. 国家发改委 (2019)《 关于促进生物天然气产业化发展的指导意见》
12. 见注释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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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

气厂最初是以家庭为基础，逐渐转

亿欧元）的资金支持，逾期未发放

和 21.5% 之间。然而，所有中国沼

向 以 农 场 为 基 础。2000 年 至 2017

补贴累计高达 2000 亿元人民币（相

气厂的内部收益率均为负，这表明

年 间， 中 央 政 府 在 沼 气 领 域 投 资

当 于 280 亿 欧 元）， 相 当 于 每 年

它们并不具有经济可行性。”15 中

420 亿 元 人 民 币（ 相 当 于 55 亿 欧

220 亿元人民币 14。

国沼气厂面临的挑战之一是稳定的

13

元）” ，平均每年约 25 亿元人民币。

补贴可以提供初期的支持。但

基质供应，因为“畜牧业有着更为

然而，这种财政支持力度需要

问题是，若没有政府的援助，沼气

严格的环保要求，特别是在北京周

参照太阳能领域获得的补贴进行一

厂何时才能具有经济可行性？一项

边地区，许多畜牧场纷纷关闭”16。

下 对 比。 自 2010 年 中 国 政 府 宣 布

关于德国和中国农业沼气厂运营情

中国和德国的政府支持机制看

光伏发电为战略重点产业以来，保

况的比较研究得出结论，德国的沼

起来大不相同。虽然德国的 FiT 系

尔森基金会的一项研究发现，截至

气厂在其当前的 FiT 合同下是可盈

统对每单位生产的沼气给予补贴，

2019 年底，中国太阳能领域总共收

利的，但中国的情况远非如此。
“（在

但中国政府主要以补贴或赠款的形

到 1000 多 亿 元 人 民 币（ 约 合 140

德国）内部收益率（IRR）介于 8.4%

式向家庭或畜牧场提供资金，以帮

13. 同上
14. https://www.paulsoninstitute.org/our-stories/the-state-of-solar-bracing-for-a-post-subsidy-era-in-china/
15.Zhou et al. (2021): Operating Performance of Full-Scale Agricultural Biogas Plants in Germany and China: Results of a Year-Round Monitoring
Program. Appl. Sci. 2021, 11, 1271. https://doi.org/10.3390/app11031271.
16.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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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资助沼气厂的建设。这导致沼气

欧盟企业期待与中国达成沼气领域合作

厂使用效率低下，维护不足，且终
端产品投资率低。
道达尔能源公司（TotalEnergies）

道达尔能源（TotalEnergies）是一家法国能源企业，
也是全球化石燃料行业最大的参与者之一。该公司目前

的徐忠华博士认为，需要制定政策

已将沼气列为未来七大主要能源之一，突显了沼气在企

来支持沼气项目的直接融资，并减

业绿色转型战略中的作用。该公司一直在欧洲和世界范

少运营和资本支出。由于仅在建设

围内投资能够从工业和农业有机物中生产生物甲烷的设

期间提供财政支持，这意味着沼气

施，其目标是到 2025 年每年生产 1.5 TWh 的生物甲

厂运营商将重点放在项目的初始成

烷。徐忠华博士是 TotalEnergies 副总裁兼亚洲研发负

本而不是运营和维护上，以至于一

责人，也是欧盟商会中国能源工作组主席。

些项目一旦建成就停止运营。相比
之下，截至 2021 年，德国的许多沼
气厂已不再获得上网电价补贴 17。
这些沼气厂必须高效运作，并发展
一种不依赖补贴的商业模式。

SNAM 是一家意大利能源基础设施公司，通过其
子公司 Biogas IES 在全球成功投资和运营沼气和生物
甲烷生产项目。2020-2024 年，该公司计划投资 2.2 亿
欧元用于生物甲烷气基础设施，重点是用于天然气的生
物甲烷气和用于公路、铁路和海上可持续运输的生物液

如何实现生物天然气的巨大
飞跃
中国希望大规模增加生物天然
气的产量，这需要高效且具成本效
益的技术解决方案。然而，尽管沼
气仍然是中国研究人员的热门话题，
但与欧洲相比，该行业的工业化水
平仍然较低。这存在两个尤为普遍
的技术层面的挑战：沼气产量以及
使用效率低下。在使用先进预处理
系统和混合消化技术的欧洲，中温
条件下的容积产气率可达到 1.2 m3/
（m3d）至 2.0 m3/（m3d）。在中国，
沼气项目通常采用单一消化技术，
仅使用一种动物粪便，中温条件下
的容积产气率仅为 0.3 m3/（m3d）
至 1.0 m3/（m3d）18。

17. 见注释 15
18. 见注释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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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天然气（液化天然气）。2018 年，SNAM 与中国国
家电网国际发展公司（SGID）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
（MoU），以探索在中国农村地区建设沼气和生物甲烷
发电厂用于可再生电力生产的潜力。此外，SNAM 还处
于可再生天然气、可持续运输和电力天然气联合项目研
发伙伴关系的初步探索阶段。SNAM 目前正在中国进行
其第一个试点项目。彭宁科先生是 SNAM 中国的董事
会成员和高级副总裁。

市场

家用和运输会是生物天然气
的主要市场吗？

释放沼气的灵活性潜力
沼气最显著的优势在于，作为

如果沼气要进入中国的天然

一种可调度（随时可用）的能源，

气 网 络， 定 价 便 起 着 关 键 作 用。

它能够很好地补充太阳能和风能生

SNAM 中国公司高级副总裁彭宁科

产的可再生电力 21。通过将沼气与

先生指出，“在中国，如果将生物

电网和天然气管网耦合，沼气可以

质转化为天然气，而不是用于发电，

作为生物电池来发挥调节作用：当

将会取得更大的成功”。考虑到中

太阳能和风能供过于求时，沼气厂

国天然气的官方定价已经很低——

可以利用电解产生的氢气将沼气升

2.63 元人民币 / 立方米（0.9 欧元 /

级为生物甲烷，并满足供热或运输

立方米）——彭先生补充说，“碳

燃料的需求。沼气系统提供的这种

定价肯定有助于使沼气比煤气更具

灵活性有望提高电网的整体能源利

19

竞争力” 。
在瑞典和意大利，生物天然气

用率，并有助于为天然气系统注入
更多的绿色气体。

的主要最终用途是运输，这得益于
有利的税收支持系统以及国家资助

【文 / Flora Kan，ECECP 项目主任

的充气基础设施和甲烷车队的发展。

Helena Uhde，ECECP 青年研究生学者】

2012 年，瑞典卡车制造商斯堪尼亚

ECECP 青年研究生学者 Alliance Niyigena

（Scania） 牵 头 成 立 了 一 个 由 IVL

亦对此文有所贡献

瑞典环境研究所、斯堪尼亚、Xylem
Water Solutions、Malmberg 和 Envac
共同组成的瑞典财团，并为中国城
市提出了一项旨在引入涵盖整个价
值链的可持续交通解决方案：覆盖
从城市污水处理到沼气生产再到城
市公交解决方案 20。然而，该财团
面临的一个关键挑战是，中国的新
能源汽车并非为使用沼气等可再生
燃料而设计。
Designed by rawpixel.com / Freepik

19. 与 SNAM 中国的董事会成员和高级副总裁彭宁科先生的访谈。
20. Gattoni (2021): Biogas: Renewable, flexible, enabler of decarbonisation – ally of circular economy. Presented during ECECP workshop Promoting
Innovation in Energy Technologies - Opportunities for Cooperation
21. https://www.ieabioenergy.com/blog/publications/new-publication-integration-of-biogas-systems-into-the-energy-system-technical-aspects-offlexible-plant-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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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构储能——
用液流电池打造无化石燃料未来

Designed by upklyak / Freepi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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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

电气化、可再生能源和创新有

国际能源署（IEA）估计，2020 年

电池占据了欧盟的大部分电化学存

望使我们到本世纪中叶实现气候和

至 2040 年 间， 全 球 公 用 事 业 规 模

储项目 9。据德国弗劳恩霍夫太阳能

碳 中 和。 丹 麦 有 望 到 2030 年 实 现

的 电 池 储 能 装 机 将 增 加 25 倍， 到

系统研究所（Fraunhofer ISE）估计，

2040 年将达到 10 TWh，相当于当

2019 年全球锂离子电池的累计容量

1

完全可再生的电力供应 。然而，如
何在没有基荷化石能源电源的情况

前市场规模的 50 倍 。麦肯锡预测，

为 195 GWh，其中移动应用（主要

下确保提供稳定的电力供应，这一

到 2040 年， 储 能 的 增 长 速 度 将 更

是电动汽车）所占份额最大，其次

问题仍有待解决。电池储能似乎可

为迅猛，达到 85 至 140 TWh 。而

是电子产品 10。

以带来一丝希望，它能够在平衡电

在 Elestor 基 于 到 2050 年 全 球 实 现

锂离子电池在能量密度方面是

网的同时降低排放和成本。Elestor

100% 无碳电力供应情景的预测中，

无可匹敌的，它们将在能源转型中

是一家正在成长的公司，正在开发

这 个 数 字 还 要 高 得 多， 达 到 500

发挥关键作用。根据欧盟委员会联

一 种 氢 溴（HBr） 液 流 电 池， 并 在

TWh 。尽管各家机构的预测数字相

合研究中心（Joint Research Centre）

电池储能方面制定了宏伟的计划。

差悬殊，但很明显，储能行业将继

的 估 计， 到 2040 年， 全 球 锂 离

ECECP 的青年研究生学者 Veronika

续蓬勃发展，尤其是长时间储能。

子电池的年销售量将从 2017 年的

Spurna 和 Helena Uhde 与 Elestor 的

一些指标已经明显地证明了这一趋

约 60 GWh 增 加 到 约 0.6 TWh 至 4

首席执行官 Guido Dalessi 进行了交

势，比如 2005 年至 2018 年间相关

TWh11。

流，共同讨论了欧洲的储能创新、

专利地申请数量增长了 14%7。

4

5

6

2

发展思路和相关政策框架 。
全球储能容量仅在 2020 年一年

然而，完全基于锂电的电网级
储能并不可行。首先是存在着严重

锂电储能要一统天下了吗？

就增长了 50%，而且这种快速增长

的资源短缺问题：“即使用上了全
世界所有的锂来做电网级储能，也

的趋势可能会持续下去 。然而，人

根 据 IRENA 的 数 据，2017 年

不 可 能 达 到 500 TWh， 这 是 我 们

们对于储能未来的预测各有不同。

的储电量大约是 4.67 TWh 。锂离子

所预测的到 2050 年的全球储能需

3

8

1.IEA (2021): Denmark https://www.iea.org/countries/denmark
2.Elestor: Homepage https://www.elestor.nl
3.IEA (2021): Energy Storage. https://www.iea.org/reports/energy-storage
4.IEA (2020): Innovation in Batteries and Electricity Storage. https://www.iea.org/reports/innovation-in-batteries-and-electricity-storage
IEA (2021): The Role of Critical Minerals in Clean Energy Transitions. https://www.iea.org/reports/the-role-of-critical-minerals-in-clean-energytransitions
5.McKinsey (2021): Net-zero power: Long-duration energy storage for a renewable grid.
https://www.mckinsey.com/business-functions/sustainability/our-insights/net-zero-power-long-duration-energy-storage-for-a-renewable-grid
6.Elestor (2019): Electricity storage at unrivalled cost. https://www.elestor.nl/wp-content/uploads/2019/05/Elestorbrochure.pdf
7.IEA (2020): Innovation in Batteries and Electricity Storage. https://www.iea.org/reports/innovation-in-batteries-and-electricity-storage,
IEA (2020): A rapid rise in battery innovation is playing a key role in clean energy transitions.
https://www.iea.org/news/a-rapid-rise-in-battery-innovation-is-playing-a-key-role-in-clean-energy-transitions
8.IRENA (2017): Electricity Storage and Renewables: Costs and Markets to 2030. https://www.irena.org/-/media/Files/IRENA/Agency/
Publication/2017/Oct/IRENA_Electricity_Storage_Costs_2017_Summary.pdf
9.European Commission: Energy storage. https://ec.europa.eu/energy/topics/technology-and-innovation/energy-storage_en.
IRENA (2017): Electricity Storage and Renewables: Costs and Markets to 2030. https://www.irena.org/-/media/Files/IRENA/Agency/Publication/2017/
Oct/IRENA_Electricity_Storage_Costs_2017_Summary.pdf
10.Fraunhofer ISE (2021): Stromgestehungskosten erneuerbarer Energien. https://www.ise.fraunhofer.de/content/dam/ise/de/documents/
publications/studies/DE2021_ISE_Studie_Stromgestehungskosten_Erneuerbare_Energien.pdf.
11.Tsiropoulos et al. (2018), Li-ion batteries for mobility and stationary storage applications, EUR 29440 EN, Publications Off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 Luxembourg, ISBN 978-92-79-97254-6, doi:10.2760/87175, JRC113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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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12。别忘了，汽车行业也需要数
百 TWh。 到 时 就 会 出 现 短 缺， 我

在电池存储领域实现真正的
技术中立

不相信锂电池只会变得更便宜”，

许多其他应用，而锂离子电池的回
收目前仍是一个挑战。
此外，HBr 液流电池可以提供

Dalessi 表 示。2021 年 1 月 至 11 月

根据技术中立原则，所有技术

真正工业规模的存储。事实上，只

间，由于供不应求，锂的价格飙升

都应有平等机会在公平的环境中竞

有大规模应用才具有经济意义，因

争。随着新技术的成熟，我们还没

为更大的安装量降低了储能的平准

其次，由于锂生产国的地理分

有看到大规模固定储能领域的真正

化 成 本（LCOS）。 对 于 Elestor 电

布较为集中，这意味着其供应链十

竞争。目前，抽水蓄能已成为间歇

池，我们可以自由选择功率和容量

性能源的主要负载平衡工具，约占

的组合（MW 和 MWh）。在传统的

13

了 276%，这也印证他的观点 。

14

分 脆 弱 。Dalessi 说，“ 这 种 情 况
很容易造成寡头垄断，正如我们已

18

全 球 电 力 储 能 的 99% 。 然 而， 由

电池技术中，这两者是相互耦合的，

经在欧佩克国家目睹的那样 。而

于其高度特定的地理限制和潜在的

因此，功率越大，获得的电能越大。

且，没有竞争来压低价格。事实正

环境问题，其布署不可能实现能源

而在这里，我们可以自由选择，这

好相反 : 他们限制供应以保证价格利

转型所需的规模。

意味着这项技术非常适合在没有太

15

润。”此外，锂电池消耗大量的水、

这正是液流电池，如 Elestor 的

多功率的情况下坚持更长时间（10

能源和酸，而且回收率很低。再加

HBr 固定式储能电池可以发挥作用

到 12 小时）。这使得该储能技术在

上锂矿的开采存在不安全因素，很

的地方。在液流电池中，钒是最常

没有多余电力的情况下可以满更长

明显，这种储能方式无法达到所需

用的，但 Elestor 决定使用溴，因为

时间（目前为 10-12 小时，但可能

它不会面临典型的资源限制，并且

会增加到 100 多个小时）。

16

的规模 。
尽管欧盟也预见到了锂离子电

每 MWh 的成本可以缩减 20 倍。溴

让每项技术都能物尽其用是很

池在固定式储能系统中的作用，但

来自海洋，数量巨大，且不限于特

重要的。将最合适的储能技术与其

很明显，重大技术突破和其他储能

定的地理位置。在其寿命结束时，

各自的应用场景相匹配，需要以体

技术创新的快速商业化，对于能源

HBr 流电池可以完全回收，因为化

现技术中立原则并让市场发挥决定

学元素（氢和溴）可以简单地用于

性作用的能源存储政策为基础。

17

转型亦至关重要 。

11.Tsiropoulos et al. (2018), Li-ion batteries for mobility and stationary storage applications, EUR 29440 EN, Publications Off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 Luxembourg, ISBN 978-92-79-97254-6, doi:10.2760/87175, JRC113360.
12.Lithium: 56 Mton mineral deposits & 130 kton Li/TWh [Greim et al. Assessment of lithium criticality in the global energy transition and addressing
policy gaps in transportation, Nature communications (2020) 11:4570].
13.Reuters (2021): Soaring Lithium Prices Spur Changes in Supply Contracts. https://www.reuters.com/markets/commodities/soaring-lithium-pricesspur-changes-supply-contracts-2021-11-23/.
14.Fawthrop (2020): Top six countries with the largest lithium reserves in the world.
https://www.nsenergybusiness.com/features/six-largest-lithium-reserves-world/
15.McKinsey (2018): Lithium and cobalt a tale of two commodities. https://www.mckinsey.com/~/media/mckinsey/industries/metals%20and%20
mining/our%20insights/lithium%20and%20cobalt%20a%20tale%20of%20two%20commodities/lithium-and-cobalt-a-tale-of-two-commodities.ashx
16.Nature (2021): Editorial - Lithium-ion batteries need to be greener and more ethical.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21-01735-z
17.Tsiropoulos, I., Tarvydas, D. and Lebedeva, N. (2018), Li-ion batteries for mobility and stationary storage applications, EUR 29440 EN, Publications
Off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 Luxembourg, ISBN 978-92-79-97254-6, doi:10.2760/87175, JRC113360.
18.Dena (n.a.): Pumped-storage integrates renewable energy into the grid.
https://www.dena.de/en/topics-projects/energy-systems/flexibility-and-storage/pumped-sto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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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是要认识到每种技术都

图 1 ：HBr 液流电池

有自己的优点。选择最适合某一应
用场景的储能技术，需要有能体现
技术中立性原则、让市场发挥决定
性作用的储能政策为基础。

政策助力储能创新
欧盟通过广泛的资助工具为储
能研究提供支持，近年来关注的重
点是可持续电池 19。Dalessi 先生表
示，虽然有很多机会为研发项目提
供资金，但市场普及方面仍缺乏相
应的激励措施。
强制性规定为创建储能市场提
供了一个契机。作为世界首例，加
利福尼亚州的能源法规规定新的商

来源：Dr Marcel Tuckner

业和多户建筑必须安装太阳能和电
池储能系统 20。财政激励则是另一
种替代或补充措施。在德国，“太
阳能 + 储能”补贴政策支持了 27 万
多套私人太阳能 + 电池储能配套系
统 21。然而，分布式住宅储能仅能

的激励措施可以促进储能的更快地

为平衡电网提供少量支持，未来的

推广。而即将到来的基金，如欧盟

能源电网需要更大规模的社区储能

致力于疫后重建的 “下一代欧盟”

然而，补贴只是促进储能市场

解决方案来发挥作用。如果整个欧

（NextGenerationEU） 刺 激 计 划，

发展的一种短期援助措施。从长远

盟区域可以更新当前政策增加类似

可能会是一个绝佳的机会，通过进

来看，开发一种可行的储能商业模

的强制执行性要求，将为投资者提

一步推广可再生能源拉动储能投

式以吸引投资，用来弥补巨大的前

供一定的确定性，这是一个健康的
储能市场所必需的。类似屋顶光伏

22

资 。

储能监管

期成本是非常重要的。政策支持需
要建立在系统的成本效益评估以及

19.European Commission (2020): Research & innovation for sustainable batteries.
https://op.europa.eu/en/publication-detail/-/publication/682933cb-39d5-11eb-b27b-01aa75ed71a1/language-en
20.Misbrener (2021): California Energy Commission mandates solar + storage on new commercial buildings.
https://www.solarpowerworldonline.com/2021/08/california-energy-commission-mandates-solar-storage-new-commercial-buildings/
21.Hannen (2021): Germany has 270,000 residential batteries linked to PV.
https://www.pv-magazine.com/2021/02/19/germany-has-270000-residential-batteries-linked-to-pv/
22.European Commission (2020): Recovery Plan for Europe. https://ec.europa.eu/info/strategy/recovery-plan-europe_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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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同储能技术服务和使用案例的

鉴于不稳定电源和电气化的份

为单位），类似于太阳能光伏的补

额不断增加，电网运营商必须面对

贴政策。另一种选择是所谓的“容

在欧盟，储能被定义为参与电

一个日益复杂的优化问题。然而，

量报酬机制”（CRM）。“这是将

力和辅助服务市场的发电资源。后

由于分业监管，电网运营商不允许

电力储存作为备用容量的报酬。即

来出于电网电价和税收目的，将该

拥有任何储能资产——这是一个难

便没有人购买，人们也可以从政府

定义进行了延展，储能同时被看做

以打破的恶性循环。将电力系统划

那里获得每 MWh 的固定报酬，以

电力的生产者和消费者 。自欧洲

分为发电、输电、配电和消费几部分，

保持 10 MW 的可用电力以防万一。

电力市场分拆以来，能源供应和生

并不能充分发挥储能的作用，并且

Dalessi 先生表示，“它的作用就类

产从输电网络的运营中分离出来。

谁来负责建设储能系统这一问题仍

似于保险”。在比利时，竞争性拍

大型太阳能和风能等发电厂很少认

然没有解决。

卖机制允许传统和新的市场参与者

了解之上。

23

参与 CRM。在 2021 年的第一次拍

为自己有责任平衡其不稳定的能源
供应，因此它们在储能方面的投资

储能技术的商用案例

往往不足，除非法律要求他们这样

卖中，总共有 4477 MW 的储能被选
中，但仅有 4 家电池企业中标且只

做。分拆过程发生在电网仍主要依

要部署液流电池，成本至关重

占全部中标项目的 1%，其余绝大多

靠化石燃料的时期，这有助于提高

要，因为它决定了技术普及的速度。

数中标项目为燃气电站 24。当这些

电力系统的竞争力并向私营企业开

“就拿一个大型风电场来说，在大

电站在未来完全脱碳系统中被逐步

放。

风天气，电价非常低，有时甚至是

淘汰时，大规模电池储能看起来是

新的市场参与者带来新的服务

负值。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发电

一个可行的替代方案。

并引导体制快速变革，不光包括公

商没有兴趣将电力输送给电网。风

如今，很少出现发电量过少的

用事业规模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量，

电厂最好将电能储存在电池中，在

情况，正如“负电价”市场所显示

还包括电表后端资产，如屋顶太阳

风力很小或无风的时候再出售，因

的那样 25。当天气条件有利于可再

能、热电联产系统、电动汽车和新

为这样价格会高得多，”Dalessi 先

生能源的生产而需求较低时，发电

兴的活跃消费者等都在不断增长。

生说道。对于储能来讲，只有当每

厂就会停运以并自动削减电力供应。

然而，Dalessi 先生并不认为消费者

MWh 的储能成本小于这两种价格之

然而，Dalessi 先生认为未来的情况

有责任满足电能存储需求，他表示：

差时，才有盈利的空间。

会有所不同：“一旦我们更多地依

“我们不能指望个人客户解决这个

目前，正在试验不同的潜在储

赖太阳能和风能，就会产生发电量

问题。这是一个全国性甚至在欧盟

能商业模式，例如，最低价格保证，

不足的时候。正如今天这样，外面

层面的问题，我们尚需解决方案来

其中电池开发者根据其存储的电量

阳光不足，没有风，但很热，今天

推动它”。

获得一定数量的补偿（以 EUR/kWh

的发电量就会很低。如果没有化石

22.European Commission (2020): Recovery Plan for Europe. https://ec.europa.eu/info/strategy/recovery-plan-europe_en
23.European Commission (2020): Study on energy storage – Contribution to the security of the electricity supply in Europe.
https://www.euneighbours.eu/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s/2020-09/MJ0319322ENN.en_.pdf
Norton Rose Fulbright (2019): Regulatory progress for energy storage in Europe.
https://www.nortonrosefulbright.com/en/knowledge/publications/8b5285f4/regulatory-progress-for-energy-storage-in-europe
24.Elia Group (2021): CRM Results of First Auction (Y-4) Now Available on elia.be/crm https://www.elia.be/en/news/pressreleases/2021/10/20211031_crm-results-of-first-auction-available
25.Jones (2020). Negative energy prices sweep across Europe, report finds. https://industryeurope.com/sectors/energy-utilities/negative-energyprices-sweep-across-europe-report-fi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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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料发电，你会看到电价飞涨。尽

图 2：双向发电厂

管尚未面临这种紧迫性，但我们现
在需要建立跨越较长时段的储能能
力。”到目前为止，随着可再生能
源在市场上所占份额的增加，价格
波动也在加大。长期储能可以弥补
这一缺陷，并满足系统基本负荷的
需求。
根据 Dalessi 先生的说法，“储
能只是一个缓冲器，它不会产生任
何东西”。然而，在未来可再生能
源渗透率较高的电力系统中，储能
可 以 作 为 能 源 系 统 的 基 本 负 荷，
来源：Elestor

这种缓冲作用将变得非常有价值。
Elestor 公司认为，未来天然气发电
厂将被大规模的电池储能所取代，
并有望将液流电池与氢气基础设施
连接起来，从而降低投资成本。

电池储能可以被设计为双向发电站，

Elestor 声称，创建一个由风能、

存储来自太阳能和风能的间歇性能

太阳能和储能组成的系统的最佳经

量，并在必要时进行充电和放电。

济配置，可以提供与当前系统类似

这种设计提供了最佳的环境和经济

的可靠性。使用 Elestor 的液流电池

性能，可以用来替代现有的燃气发

技 术， 达 到 99.98% 系 统 可 靠 性 的

然而，关于储能在我们未来的

电厂。在加利福尼亚州已退役的莫

每 KW（可靠 KW27）的成本估计为

电力系统中应该扮演何种角色的问

斯兰丁天然气发电厂，已经建设了

6300 欧元，而使用锂离子技术，每

题不止如此，“全世界都认为太阳

一 座 容 量 为 400MW/1600MWh 的

可靠 KW 的成本为 10600 欧元 28。

能电池板和风机是化石燃料发电厂

大型储能设施 26。该项目使用了锂

Elestor 看 到 了 巨 大 的 潜 力：

的替代品，我们重新构想这个概念：

离子储能技术，但 Elestor 质疑锂离

天 然 气 发 电 量 约 为 6300 TWh， 占

太阳能电池板和风机取代了化石燃

子电池是否是此类项目的最佳技术

发电总量的 24%29。尽管天然气发

料，电池则正在扮演发电厂的角色，”

选择。

电厂的污染程度低于燃煤发电厂，

用液流电池替代燃气电厂
——双向发电厂

26.NS Energy (2021): Moss Landing Battery Storage Project.
https://www.nsenergybusiness.com/projects/moss-landing/
27.“可靠 kW”是指太阳能光伏 + 风能 + 储能的最佳经济组合建模策略，目标是实现 100% 零碳发电，同时实现与现有电网（99.98%）
相同的可靠性。
28.Elestor (2021): https://www.elestor.nl/enabling-affordable-decarbonization/
29.IEA (2021): Natural Gas-Fired Power. https://www.iea.org/reports/natural-gas-fired-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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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它其排放仍占全球温室气体的很

们的 HBr 液流电池与未来的氢基础

大一部分。因此，HBr 液流电池等

设施相连接，将减少存储系统的资

技术在未来向完全脱碳的电力系统

本支出和物理足迹，并降低每兆瓦

储能需求的增长直接与绿色能

发展过程中能起到重要作用。从技

时（LCoS）的成本。在建设大型双

源革命直接相关。虽然研发层面已

术角度来看，这是可以实现的，因

向发电厂时若能加入这一技术特性，

经可以通过各种计划得到慷慨的资

为液流电池是一种模块化技术，因

将使资本支出水平维持在 25 欧元 /

助，但重要的是要为储能创造可持

此可以添加电源块以获得合适的容

千瓦时左右。

续的商业模式，并通过适当的政策

未来前景

量。Dalessi 先生描述道，“该技术

这种解决方案符合系统整合战

框架予以支持。大型储能系统的案

是 100% 模块化的。理论上，你可

略的理念，该战略旨在将不同的能

例还表明，整个能源系统中不同参

以通过添加功率模块和容量模块达

源连接在一起，并将终端用能部门

与者的作用正随着能源转型而发生

31

到任意规模。当然，在某些时候，

结合起来 。例如，系统整合解决

变化，这些变化应在监管中得到充

它会变得太大或看起来不现实，但

方案解决了关于电池与氢的争论，

分反映。储能可以提供大量的管理

从技术角度来看，你只需要添加模

因为这样不但使这两个行业结合起

工具和服务，如电能质量控制，从

块以增加功率和容量，这就像搭积

来，还为整个能源系统带来了新的

柔性放电到频率调节或调峰等，从

木一样”。目前，Elestor 的电池容

优化可能。此外，液流电池有助于

而有助于促进实现以 100% 可再生

量 在 1 MWh 到 15 MWh 之 间， 但

解决电解导致的高额电力成本问题。

能源为基础的未来能源系统。

在未来十年，他们将把电池容量提

Elestor 的一项分析预测，通过将其

高 到 数 百 MWh。2021 年，Elestor

技术与电解结合，绿氢生产成本将

与 Vopak 签 署 了 一 项 协 议， 将 在
未来两年内将电池容量提高到 300

32

降低 30% 。

【文 / Veronika Spurna、
Helena Uhde】
ECECP 青年研究生学者

MWh 。
30

与氢能基础设施互联
Elestor 的另一个思路是将氢能
基础设施（欧盟目前尚未建成）液
流电池的氢存储连接起来。在充电
周期中，液流电池可以代替单独的
氢罐向管道中输送氢气，而在放电
周期中，电池可以再次提取完全相
同数量的氢气。据 Elestor 称，将他

30.Elestor (2021): Elestor enters cooperation with Vopak for scaling HBr Flow Battery Technology. https://www.elestor.nl/elestor-enters-cooperationwith-vopak-for-scaling-hbr-flow-battery-technology/
31.European Commission (2020): EU Strategy on Energy System Integration. https://ec.europa.eu/energy/topics/energy-system-integration/eustrategy-energy-system-integration_en
32.Innovation Origins (2021): Elestor found the egg of Columbus for the efficient deployment of hydrogen.
https://innovationorigins.com/en/elestor-found-the-egg-of-columbus-for-the-efficient-deployment-of-hydro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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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SO-E
电网规划模型中国演示
一个国家该如何确保电网能够可靠地满足其人们日益增长的用电需求？随着可再生能源发电的快
速增长，如何在不影响供电稳定的情况下将其整合纳入复杂的电力网络？在各国努力阻止全球气温升超
过 1.5 摄氏度之际，这些计划在应对气候紧急状况方面又将起到哪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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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1 年， 中 欧 能 源 合 作

战都有各自独一无二的特点，但的

接下来的一步是进行复杂的成

平台（ECECP）与欧洲和中国的电

确也有很多相似之处：双方都见证

本效益分析，系统成本因素包括资

网规划机构共同合作，开展了一个

了各自电网系统的同步发展与扩张，

本支出、发电供热的可变成本、运

联合项目，旨在加强交流学习和相

并且都迫切需要减少燃煤发电并大

行和维护支出、排放税以及失负荷

互借鉴，以期能够帮助中国显著减

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发电。欧洲拥有

价值。

少其电力系统的二氧化碳排放，复

世界上最大的同步电网，由欧洲输

制欧洲电力系统已经取得的良好成

电系统运营商网络（TSOs）运营，

果。

而中国有两个广域同步电网，由国

TYNDP 是欧洲电网开发的
核心参考

家电网和南方电网分别负责运营。
自 2011 年以来，中国大陆所有的电

2018 年 版 的 TYNDP 包 括 166

网都已通过高压直流线路实现了互

个输电项目和 15 个储能项目，计划

能源建模涉及到评估个别拟建

联互通。中国已经迈出了发展电力

全部在 2030 年之前投入使用。在四

的输电项目在各种预测情景下的影

现货市场的第一步，这将有望为电

种不同的欧洲情景下对这些项目进

响。这些评估会定期更新或被重新

力行业带来新的灵活性。如果能源

行了成本效益评估。得出结论是，

评估，以确保任何电网开发都能保

模型能够证明跨境输电需要更灵活

投资建设更多的电网连接线路是进

证电力供应的安全。能源建模是促

的方法，就像欧洲所做的那样，那

一步整合可再生能源的先决条件，

进可再生能源发电电力系统整合的

将很可能会加快可再生能源的系统

同时由于新项目缓解了系统中现有

有力工具，其重要性正日益凸显。

整合。

的输电瓶颈，因此还有助于提高电

何为能源建模？

力供应的安全性。

欧盟和中国面临怎样的
挑战？

ENTSO-E 是如何进行建模
的？

TYNDP 成 功 的 关 键 在 于 它 的
公 共 属 性。 被 列 入 欧 洲 共 同 利 益
项 目 列 表（PCI） 的 项 目， 必 须 是
TYNDP 中所包含的项目，并且必须

摆在欧洲和中国的电网规划者

欧洲输电系统运营商网络

面前的任务十分艰巨。首先，中、

（ENTSO-E） 由 欧 盟 内 部 42 个

欧人口数量庞大，合计约 20 亿人口

输 电 系 统 运 营 商 组 成。ENTSO-E

ENTSO-E 要求项目参与者必须

（中国 14 亿，欧洲 4.47 亿）；此外，

负责起草欧洲电网十年发展计划

共享数据，并且以市场将决定电网

都有内部边界，欧盟有 27 个成员国，

（TYNDP），并且每两年重新评估

使用为指导思想。因此，在电网规

而 中 国 有 23 个 省、5 个 自 治 区、4

一次。该计划中包括 ENTSO-E 在整

划过程中，利益相关方发挥积极作

个直辖市和 2 个特别行政区。电网

个欧洲范围内筛选出的项目，以及

用至关重要，这样才能对电力供需

规划者的目标是确保电力供应安全，

由第三方投资者向欧盟委员会提交

作出贴近现实的预测。作为一个集

同时还要做到提前规划，以确保所

的 符 合 TYNDP 标 准 的 项 目。 而 在

成系统，市场模型模仿欧洲现货市

发的电能能够输送到需要的地方，

接下来的审议环节，所有的市场主

场，并选择社会经济效益最高的边

此外还要始终密切关注价格和可负

体都能够参与进来。

界进行进一步评估。

确保公开透明。

担能力。此外，为了应对气候变化，

筛选过程评估了新基础设施（新

专家们使用常见的方法和

需要将越来越多的可再生能源纳入

建线路或现有线路的扩容改造）在

工具来研究欧洲在不同情境下

电源结构。这些挑战显然成了令电

未来不同情景下的价值。 所有潜在

2030/2040 年的电力流动情况。这

网规划者头痛的问题。

的新连接线路都根据其“收益比成

样可以看到瓶颈在哪里，以及需要

本”进行排名。

多少跨境输电能力来管理这些流量。

虽然中国和欧洲面临的许多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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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如何做电力系统建模？
在中国，电力规划分为国家和
省两个级别，经国家发改委批准后，
由国家能源局编制并发布。国家电
力规划提前两年完成，在五年计划
的第一年的 5 月底之前提交给国家
发改委审批，而省级电力计划则必
须在一个月后提交。这些计划可能
在批准后的两到三年内进行调整，
以反映实际情况。
自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一
直在尝试将越来越复杂的模型引入
能源规划，但其建模过程通常是严
格保密的，工业部门和学术机构使
用了许多不同的模型。

ECECP 联合研究项目是何
内容？
ECECP 牵头组织的这个联合研

益分析过程。欧洲专家与中国同行

各自模型的优缺点提供了一个独一

分享了他们的研究方法和最终发现。

无二的机会。随着全球经济正逐渐
从新冠肺炎疫情的阴霾中恢复，化

究项目于 2020-2021 年实施，它提
供了一个独特的机会，将 ENTSO-E

项目有何发现 ?

石燃料价格飙升，特别是中国，由
于电煤价格机制未能理顺出现了严

的 电 网 规 划 模 型 方 法 应 用 于 CRI/
CNREC 制定的两种情景：既定政策

研究发现，扩大和新建输电能

重的断电和电力短缺局面，使得工

情景和低于 2℃情景。在该项目中，

力都是有益的。项目组针对个别项

业和发电厂的正常运营深受影响。

根据这两种情景对 76 个不同的拟议

目进行了详细评估，因此可以就执

由于工业电价相对固定，因此当化

输电项目进行了充分评估。这些规

行哪些项目的成本效益最高达成一

石燃料价格出现波动时，这种做法

划的输电项目的预期影响是通过与

致意见。ENTSO-E 的方法主要基于

很快便难以为继。为此，建立一个

电网系统的一个固定的“快照”状

两个方面，一个是电力现货市场，

考虑到这些变化因素的模型系统，

态来比较衡量的。通过逐一将每个

因为电能可以根据需要进行快速交

寻求建立一个弹性灵活、能够迅速

拟议输电项目加入固定电网，并评

易；另一个是基于高效的输电网络，

响应的电网以应对不可避免的价格

估每个项目对电力价格、配电、可

能促进将电能输送到人口更为稠密、

波动，并且制定长期计划，以确保

再生能源整合和其他一些因素的影

需求更有可能激增的地区。这有助

全国电力的安全稳定供应，这对于

响，ENTSO-E 专家筛选出了一系列

于限制利用化石能源发电来满足峰

中国来说必然大有裨益。

潜在的新输电线路（补强线路）。

值负荷的需求。

随后，项目组选取了 3 条新线

该项目为中国和欧盟评估各自

【 文 / Helen Farrell】

路用于演示 ENTSO-E 详细的成本效

能源模型体系、共同分析探讨确定

中欧能源合作平台（ECE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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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变化：
2050 年实现净零的战略和案例研究
技术解决方案本身不足以使我们达到 2050 年净零排放所需的减排速度和规模。国际能源
署（IEA）的 Daniel Crow、Insa Handschuch、Gabriel Saive 和 Leonie Staas 研究了一系列政
策驱动的公民行为变化，这种行为模式的变化可以用来弥合这一差距。能源强度最高的发达
经济体将受到的影响最为明显。与此同时，新兴经济体现在养成的良好习惯将引导它们在能
源消费增长的同时降低排放。本文作者描述了广泛领域的变化，包括运输、供暖、产品选择、
回收，并提供了可避免排放的预估。行为改变的成功还将有助于减少对清洁能源的需求，因
为清洁能源已经面临扩张过快的压力。本文列举了许多政府如何利用激励、税收和规则来影
响行为变化的实例，例如欧盟、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斯堪的纳维亚、瑞士、哥
伦比亚和肯尼亚。公众接受度是至关重要的，尽管许多措施刚开始推行时可能会遇到阻力，但
随着受益变得显而易见，人们的想法也会随之改变。作者们表示，人们的行为一直在发展变化，
历史和新冠疫情告诉我们这一点，忽视这一事实将错失一个令这种改变与净零目标保持一致
的巨大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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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人们用能方式的行为变化

绝塑料包装，过去的经验表明，人

减少了约 4%。行为方式的改变主要

是到 2050 年实现净零排放解决方案

们的态度和习惯并非一成不变。最

以三种方式发挥作用：

组合的重要部分。

近，新冠疫情的大流行表明，人们

国际能源署的“2050 年净零排

愿意在危机面前采取快速而彻底的

放情景”（NZE）呼吁在全球能源

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

系统的每个角落都进行深刻变革，

将在 2050 年实现净零排放的情况下

以到 2050 年实现一个既完全脱碳，

保持不变的假设可以说是不切实际

净零情景下，人们会以前所未

又能支撑两倍于当前全球经济规模

的，并且有可能忽视了民众通过个

有的速度采用清洁能源技术，但这

的能源行业。它列出了在所有领域

人选择和习惯的调整来帮助和引导

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实现。

部署清洁能源技术和提高能源效率

能源系统走上可持续道路的潜力。

的 400 个里程碑。
但光靠技术是不够的：如果没
有民众的同意和积极支持，2050 年

行为方式的改变有助于减少
现有碳密集型资产的排放

减少或集中使用如燃气锅炉或
内燃机（ICE）汽车等碳密集型资产，

在净零情景中发生了哪些类
型的行为改变，效果如何？

的净零排放不可能实现。从某种程

是快速减排的捷径。例如，尽管到
2030 年，净零情景下电动汽车占新
车销量的 60%，但道路上行驶的汽

度上说，这涉及到许多不被视为行

在 IEA 的净零情景中，行为改

车仍有五分之四是 ICE 汽车。在这

为变化的一次性事件，但却涉及到

变有助于减少建筑物、道路和空中

种情况下，在高速公路上低速驾驶

许多低碳技术以及人们的参与，如

交通的排放和能源需求。2021-2050

以及在大城市限制使用传统车辆等

购买电动汽车（EV）或对阁楼进行

年间，净零情景下的二氧化碳排放

行 为 改 变， 到 2030 年 将 使 道 路 运

隔热。

总量比没有发生行为改变的情况下

输领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 15%

然而，行为方式的改变也是必
要的，即日常生活中减少浪费或过
度的能源消耗。在全球高能源强度
的生活方式已成常态的富裕地区，
行为上的改变尤为重要。行为上的
改变包括骑自行车或步行代替开车，
将暖气调小，到离家更近的地方去
度假。此外，制造商更有效地使用
材料以及鼓励消费者回收利用也可
以有效减少工业中的能源使用。

人们的行为方式确实会发生
改变——历史和新冠疫情证明了
这一点
行为改变可以发生而且确实已
经发生了。从节食到吸烟，再到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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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700 公吨（Mt），这大致相当于
2019 年国际航运排放量的总和。同
样，在冬季将住宅、办公室和其他
商业建筑中的恒温器设置在不超过
19-20° C 的温度，到 2030 年可以
将现有化石燃料锅炉存量的累积排
放量减少 10%，从而为清洁供暖改
造争取了时间 1。
若在不改变行为方式的情况
下实现相同的减排目标则需要以惊
人的速度吸收和采用低碳技术。例
如，要想在 2030 年使电动汽车占到
公路上行使汽车的近一半，这就意
味着未来五年内，电动汽车的全球
销量需要从目前的 4% 左右达到近
100%。

对于那些没有其他减排选择
的行业，行为改变是唯一出路
净零情景下，到 2050 年大多数
终端用能领域都是无排放的，因为
它们已经实现了电气化或使用生物
燃料和低碳气体。然而，在一些行
业，低碳技术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
或者大规模部署成本很高。航空业
尤其如此，主要在发达经济体，减
少商务旅行和长途度假（超过 6 小
时的飞行时间）可在 2050 年减少约
170 公吨二氧化碳排放，相当于该
行业剩余排放量的 40%。
设计和建造更高效的建筑和车
辆，以及更高的回收率，也能减少

工业排放，因为有些活动很难完全

的回收率从若目前的 17% 左右提高

脱碳。例如，在化工行业，塑料（主

到 2050 年的 50% 以上，则有望将

要是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 PET 瓶）

2050 年的排放量减少了 13%。

1. 行为方式的改变考虑了当前的实践和行为规范。例如，只有在目前高速限速超过 100 km/h 的国家，高速公路速度才会降低；减少建筑采暖的目的是遏制
能源的过度使用，但仍允许家庭根据个人喜好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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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改变减少了能源需求，
减轻了新低碳电力来源的压力，
并有助于将生物燃料生产控制在
可持续的范围内
如果不改变行为方式，净零情
景下 2050 年终端能源消费将增加
约 16 艾 焦（EJ）（ 增 长 5%）。 最
大的单一增长来自于电力需求，到
2050 年将增加约 1600 TWh，即增
长 3.5% 左右（大致相当于欧盟、加
拿大和澳大利亚 2019 年的可再生能
源发电总量）。行为改变，特别是
航空业的行为变化，也会在 2050 年
将现代生物能需求减少 1.5 艾焦，
即 3%，大约相当于给类似希腊大小
的土地面积植树的效果。
在世界的不同地区，行为改变
的程度不同，在净零情景下其采用
的速度也不同。这在一定程度上反
映了地理和基础设施方面的限制：
例如，用高速铁路完全取代区域航
班可能需要 30 年时间，这反映在大
型公共基础设施项目的交付周期可
能面临复杂的政治问题。但该设想
也考虑到了现有的行为规范、文化
偏好和对环境问题的普遍看法 2。
在净零情景下，行为改变使发
达经济体到 2050 年公路车辆行驶里
程减少了约三分之一，但在亚洲新
兴经济体仅减少了 14%。类似地，
一系列航空措施（如减少商务旅行）
只导致发达经济体 2019 年至 2050
年期间乘客里程数略有增长，而同

2.World Value Survey, Wave 7: 2017 –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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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亚洲新兴经济体和其他发展中经

公着装，从而减少了空调的需求。

济 体 的 增 长 率 分 别 高 达 200% 和
150%。

再生电力的客户比例从不到 5% 增
加到 80% 以上。尽管绿色电力套餐

为电器贴上能效标签

由于发达经济在净零情景下体

价格更高，且消费者有可能退出并
选择“经典”能源套餐，但这一转

的行为变化更快且更加深刻，因此

今天，我们往往缺乏可及且明

它们具有平衡全球人均能源消费分

确的信息，以了解我们的相关能源

布的作用。例如，通过将理想温度

决策会对气候造成何种影响，这可

设置为 19-20° C 来调节建筑采暖

能导致我们做出的选择与集体的可

的使用，2030 年全球电力需求将减

持续能源目标不一致。在某些情况

财政激励和价格信号，如补贴

少 160 TWh，其中 70% 以上发生在

下，决策者可以采用非强制性且低

注重气候变化的生活方式，提高排

发达经济体。尽管 2019 年至 2050

成本的解决方案，温和地鼓励更多

放密集型活动的成本，有助于促进

年间，尽管超过 85% 的建筑和交通

的环保选择。所谓的“温和劝说”

更清洁的选择。一个例子是住宅供

领域的活动增长发生在新兴市场经

简化了决策，特别适合用于降低家

暖，节能解决方案的高额预付成本

济体，但发达经济体的相关行为变

用电器的能耗。2010 年，欧盟为一

让消费者望而却步。为了应对这一

化对排放的影响也是最大的。

系列电器采用了能源标签：一个简

情况，德国在 2020 年对旧的燃油取

单、醒目的彩色 A 到 G 分级刻度，

暖器采取了报废奖励措施，为新的、

使消费者能够轻松了解其购买电器

更高效的设备提供高达 45% 的购置

的能效。国际能源署估计，该计划

补贴。在一年内，超过 11 万名消费

使 欧 盟 在 2019 年 避 免 了 超 过 310

者申请了该计划，其中大多数计划

尽管行为改变可以带来重要的

吨（占 11%）的能源相关的二氧化

用热泵或生物质锅炉取代燃油。在

减排效果，通常还伴随着个人和集

碳排放。能效等级最高的电器的前

运输领域，城市道路收费方案已被

体的社会及经济利益，但个人也很

期成本溢价通常可以由较低的能源

广泛采用。它们最初用于解决交通

难改变他们使用能源的方式。决策

账单来补偿，使消费者从经济上受

拥堵、噪音和空气污染问题，是道

者需要认识到行为改变的障碍，并

益。消费者态度也会影响企业为保

路运输脱碳的有效工具。如果把在

制定政策，使人们更容易改变用能

持其市场份额而做出的投资决策。

城市中私人 ICE 汽车的使用变得相

政府在促成行为改变方面扮
演着重要角色

方式。国家和地区层面都有一些现
实的政策案例，这些政策通过告知、

者习惯的变化。

供暖和纳凉时的着装选择

奖励、补贴和税收

对更昂贵、使其更加不便，就有助

“默认”采购绿色电力

激励措施，有时甚至强制执行的方
式，促进了行为方式的改变和消费

变在几年中一直保持稳定。

于鼓励人们转向其他更清洁的交通
方式。政策制定者可以通过额外的

然而有些时候，即使完全知情

激励措施促进公共交通或自主出行

也是不够的。当改变行为需要付出

的改变。例如，哥伦比亚通过了一

努力时，无论多么微小，我们都倾

项法律，规定雇员每骑 30 次自行车

向于不采取行动。决策者可以利用

上班就有半天带薪休假。

这种现状偏见，促使能源消费者自
通过提高对气候变化及其后果

动选择最环保的解决方案。正确的

的认识来调整社会规范有助于节约

默认选项可以在消费者中引发根本

能源。例如，自 2005 年以来，日本

性的变化。一项针对瑞士电力采购

重要的是，转变交通方式的激

开展了“清凉商务”（Cool Biz）活

的大规模实地研究发现，将“绿色”

励措施必须与公共投资相结合。如

动，提倡在夏季穿休闲、轻便的办

电力套餐作为标准选项可将使用可

果有方便的选择，人们当然会少开

公共事务、投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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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因此，公共交通和自主出行的

分点以上的速度增长，2019 年达到

筑必须整合电动汽车充电和太阳能

选择取决于地铁线路、公交专用道

70%，超过了人口增速。

光伏系统，从而推动该州车辆电气

和自行车基础设施的建设。在新兴

2050 年 实 现 净 零 排 放 道 阻 且

化和太阳能的普及。美国能源部估

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电力接入方

长，自愿行动、温和劝说或财政激

计，类似的国家级建筑规范可以在

面的公共投资在确保居民和商业消

励还远远不够。最终，消费者的选

30 年内避免约 900 公吨的二氧化碳

费者使用清洁能源方面发挥着重要

择都需要与实现低碳目标保持一致。

排放。在运输领域，强制性政策可

作用。例如，2018 年，肯尼亚通过

这突出了强制性标准对电器、建筑

以补贴更清洁运输模式的投资，正

了到 2022 年实现普遍可靠供电的战

或车辆的作用，以及在促进所有私

如法国最近生效的一项法规规定，

略，其重点放在可再生能源，包括

人投资逐渐转向低碳方面所发挥的

如果乘坐列车不到两个半小时便可

离 网 光 伏 系 统。 自 2017 年 以 来，

作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通过了一

到达的线路，则禁止设立国内航线。

肯尼亚的电力普及率以每年 6 个百

套雄心勃勃的建筑标准，要求新建

实现行为改变的关键政策选项和现实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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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的行为干预必须被公众
接受

在某些情况下，政府立法必须
起到引领作用，随着行为方式变化
的共同利益逐渐显现，公众支持率

所有创造性的行为政策都面临

会随之上升。道路收费计划就是一

一个关键条件：公众的接受度。很

个突出的例子。在斯堪的纳维亚半

明显：只有公民充分支持政策目标

岛的许多城市，公众对这些措施的

和工具时，行为措施才能充分发挥

支持度在最初宣布时并不高，但一

效力。如果公民认为该计划的影响

旦个人受益变得明显，接受度就大

在社会上是不公平的，那么接受度

幅提高。

就会大打折扣，法国“黄背心”对

到 2050 年实现净零排放需要对

汽油税的抗议以及挪威“道路通行

全球能源系统进行深刻变革。但仅

费战争”运动就是明证。

仅依靠非侵入性的技术解决方案不

政府的责任不仅在于以透明的

太可能实现减排所需的速度和规模。

方式解释行为改变对实现气候目标

行为方式的改变是必要且切实可行

的重要性，还在于强调行为改变的

的，政府有责任确定这些改变的方

许多共同利益，包括改善健康和福

向，并通过有效和持续的政策支持

祉、清洁空气、减少交通拥堵、更

使其充分发挥作用。

便宜的燃料账单和更少的道路交通
伤害等，这是伦敦在 2020 年引入低

【 文 / Daniel Crow 、

车流量街区后的评估结果。决策者

Insa Handschuch

还可以通过所谓的“绿色专款”（将

Gabriel Saive 、Leonie Staas】

新行为政策产生的额外收入与减排

本文由 IEA 和 Energypost 授权转载。

活动挂钩）来增强公众对行为干预
的支持。
Designed by rawpixel.com / Freepi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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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金的绿色化：行为视角

通过总额超过 2.6 万亿英镑的

乱；由于担心环保养老金的财务回

对财务问题不感兴趣或不愿谈及；

养老津贴，英国绝大多数人都可以

报较差而产生的风险规避；在识别

以及安于现状的心理，使人们更强

成为投资者 。将这笔资金的大部分

绿色养老金选择并做出更换时的摩

烈倾向于默认依靠雇主或工作单位

以可持续的方式投资，即投资于对

擦和麻烦；漠不关心和缺乏紧迫感；

分配养老金。

1

环境和绿色技术有积极或中性影响
的企业，可以显著加快我们向低碳
社会的转型。
尽管 68% 的人表示希望他们的
投资能够对社会产生积极影响 2，但
遗憾的是每 10 英镑中仅有 1 英镑被
用于可持续投资 3，并且许多关注气
候变化的养老金持有人在不知不觉
中便投资了对环境有害的活动 4。
那么是什么阻止人们对环保型
养老金的投资呢？有证据表明，养
老金持有人要想转而采用更环保的
养老金，必须克服无数的行为障碍，
其中包括：养老金选择的范围过广、
种类过多且不够透明，使人眼花缭

1.Thinking Ahead Institute, 2021, Global Pension Assets Study, available here: https://www.thinkingaheadinstitute.org/content/uploads/2021/02/
GPAS__2021.pdf
2.HM Government (September 2019), Investing in a Better World Survey Results.
3.Morning Star (2021), European Sustainable Funds Landscape: 2020 in Review, available here: https://www.morningstar.com/content/dam/
marketing/emea/uk/European_ESG_Fund_Landscape_2020.pdf?utm_source=eloqua&utm_medium=email&utm_campaign=&utm_content=18267
4.Client Earth (2019) ClientEarth’s Climate Snapshot 2019: A survey of UK attitudes towards climate change and its imp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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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科学告诉我们，要使我们

•

个人养老金持有人

望他们的储蓄能够帮助应对气候变

的养老金绿色化，我们需要上下游

•

养老基金经理

化 5，但他们受到客观现实和心理障

的联动。在下游即个人层面，我们

•

企业

碍的影响，这使得他们很难按照这

都清楚要将我们的养老金转移到更

这七个建议主要基于两个层面

绿色的基金中。但在上游，基金管
理公司必须根据单个企业的高质量

和两个目标：
•

种偏好行事。我们可以应用行为科
学来支持个体养老金持有人克服他

下游：推动个体养老金持

们在转向更环保的养老基金时面临

有人转向更环保的基金。

的行为障碍，帮助他们将更合乎道

上游：塑造养老金市场，

德的投资愿望转化为养老金选择变

硬币的两面，相辅相成——储蓄者

其中包括确保养老基金经

化。

对绿色养老金的需求增加推动基金

理为养老金持有人提供可

提供者做出改变，这反过来又使更

靠的绿色选择，而这反过

向养老金持有人提供有关环境影响

多的储蓄者更容易选择更绿色的养

来又取决于资产持有人（例

的及时信息

老金。因此，要实现广泛而有意义

如企业）衡量和披露其环

的养老金绿色化，我们不仅需要赋

境影响的情况，从而为养

57% 的养老金持有人有兴趣了

能消费者，激励其采取行动，还需

老基金经理的决策提供信

解他们的养老金对人类和地球的影

要确保监管和市场的运作能够支持

息。

响 6，但大多数人不知道其养老金投

环境信息披露，开发出高质量的绿
色养老金投资选择。这就像是一枚

•

资是否符合自己的价值观 7。当人们

和鼓励更绿色的选择，甚至使其成
为自发行为。
在本报告中，我们提出了七项

规劝支持养老金持有人做出
更环保的选择

建议，每项建议都针对三个主要利
益相关者中的一个：

真正试图了解其养老金对环境的影
响时，相关信息往往无法获得或是
很难解释。我们可以通过向养老金

虽 然 68% 的 养 老 金 持 有 人 希

持有人提供有关其养老金对地球影

5.Client Earth, 2019, ClientEarth’s Climate Snapshot 2019: A survey of UK attitudes towards climate change and its impacts
6.HM Government (2019). Investing in a better world: Understanding the UK public’s demand for opportunities to invest i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7.Interactive Investor (2020). The Great British Retirement Survey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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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 议 3： 通 过 养 老 金 仪 表

金的权利，而个体养老金持有人仍

盘 轻 松 切 换。 许 多 养 老 金 持 有 人

可根据自己意愿，选择切换不同的

◆建议 1：给养老基金贴上标

根本不清楚自己的养老金存于何

基金。

签以传达环境绩效信息。养老金（不

处，更不必说其资金是否用于可持

仅仅是其中的个体资产）的环境影

续投资 9。英国政府目前正在开发

响应该以一种显著、一致且易于解

一 个“ 养 老 金 仪 表 盘”（Pensions

释的方式呈现。有证据表明，一到

Dashboard），个人可以在其中轻松

响的清楚且及时的信息，支持他们
做出更明智的决策。

8

塑造养老金市场：提高绿色
养老金的可用性和完整性

查看所有养老金的价值和去向 10。

个体养老金持有者的选择会受

◆建议 2：定期提供有关养老

此外还有两点可以优化的地方：i)

到养老金提供者所提供的选择的限

金市场环境绩效的反馈，以便有机

提供关于每笔养老金的环境影响信

制和影响。要让养老金持有人做出

会转向更环保的选择。应定期向养

息；ii) 增加可轻松整合养老金并切

环保选择，就要有高质量的绿色养

老金持有人提供有关其养老金对环

换到更可持续选择的功能。

老金可供其选择，并且易于获得，

五颗星的评级可能最有效 。

境影响的最新信息，并适时提示他

◆建议 4：强制进行周期性主

们转投更环保的基金。这些信息应

动选择。可以要求养老金提供者和 /

该在他们可能更愿意转投更环保的

或雇主定期让个人对其养老金选择

然而，要实现这一点，还有几

基金时及时传达给他们（例如在年

做出积极的选择，以确保其随时与

件事情要做。首先，养老金提供者

度收益结算窗口或在收到年度报表

自己的价值观保持一致。这些选择

必须创建真正环保的养老基金；这

时）。

应该在出现变动时提供给持有者（例

需要准确评估他们可能投资的不同

如离职或开始新工作、加薪或申请

资产的环境影响，并做出相应的决

抵押贷款时），因为有证据表明人

定。其次，资产持有者必须衡量和

们在旧习惯被打破时更愿意在生活

披露他们的环境影响，以便使养老

改变选择架构以支持绿色养老金
一些养老金持有人在掌握了更

11

中做出改变 。

此外还要确保养老金提供者的环境
声明真实可信。

基金经理在做投资决策时可以根据

多有用信息后将更有动力去探索更

◆建议 5：将绿色养老金作为

这些信息进行考量。第三，监管环

环保的选择。然而，动机本身可能

默认选项。在养老金自动登记取得

境需要能够促进绿色投资方案的开

12

不足以克服他们转变投资时怕麻烦、

巨大成功的基础上 ，应当强制要

发和营销。第四，消费者对优质绿

不确定和害怕风险的心理。调整与

求工作场所退休金提供者选择可持

色投资选择的需求与对养老金提供

人们养老金决策相关的制度和环境

续养老金的默认选项。个人工作场

者的激励之间，需要建立起强有力

（即选择架构）可以减少这些摩擦。

所应为其员工保留选择不同默认基

的反馈渠道。

8.Bassen, Alexander & Gödker, Katrin & Lüdeke-Freund, Florian & Oll, Josua. (2019). Climate Information in Retail Investors’ Decision-Making:
Evidence From a Choice Experiment. Organization & Environment. 32. 62-82. 10.1177/1086026618771669.
9.Pensions Policy Institute (October 2018), Lost pensions: what’s the scale and impact?
10.Money and Pensions Service (2020), Pensions Dashboard Programme, accessed 13th July 2021, https://www.pensionsdashboardsprogramme.
org.uk/
11.Keller, P.A., Harlam, B., Loewenstein, G., & Volpp, K.G. (2011). Enhanced active choice: A new method to motivate behavior change. Journal of
Consumer Psychology 21, 376-383.
12.ONS (2019). Employee workplace pensions in the UK: 2018 provisional and 2017 revised results, Accessed 13th July 2021, https://www.ons.gov.
uk/releases/annualsurveyofhoursandearningspensiontablesuk2018provisionaland2017revised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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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养老基金经理物色绿色企业进
行投资
◆建议 6：提供清晰及时的企

◆建议 7：奖励高质量的信息

官方认可。

披露，突出短期商业收益。企业领

以下表格对我们每项建议可

导人通常受短期、季度和财务业绩

能产生的影响和可行性进行了评估

的激励

15 16

，而不会受到长期的环境

17

。

业环境影响信息。难以理解不同投

收益的激励。这可能使他们不太愿

我们希望本报告中的这些建议

资机会对环境的影响是实现绿色投

意采取环境披露举措。要解决这一

能够激励政府、投资者和养老金提

资的主要障碍 。养老基金经理应

问题，应向企业领导人提供实施披

供者采取行为科学的方法来支持绿

获得标准化、清晰且及时的资产环

露计划的近期激励措施。应当强调

色养老金。

境影响信息，以便使他们在做出投

企业信息披露对于声誉和合法性方

资决策时能够轻松将这些环境影响

面的益处，企业领袖个人可以因成

考虑在内。

功实施信息披露制度而获得奖励或

13

支持企业高质量地披露环境影响
表 1 建议小结，包括影响和可行性评估
为了让养老基金经理基于环
境考量做出有意义的决策，他们必

No.

建议

影响

可行性

1

给养老基金贴上标签以传达环境绩效

中

高

2

定期提供有关养老基金市场环境绩效的反馈，
以便有机会转向更环保的选择

低

高

3

通过养老金仪表板轻松切换

中

中

4
5
6

强制进行周期性主动选择
将绿色养老金作为默认设置
提供清晰及时的企业环境影响信息

高
高
中

中
低
中

7

对企业领导人强调中短期披露的益处

低

中

须能够评估不同类型资产的影响，
例如股票、债券、私募股权和房地
产。在本报告中，我们特别关注如
何鼓励企业披露有关其环境影响的
优质数据，帮助养老基金经理在不
同股票之间进行选择。尽管大量英
国企业已被要求披露其环境影响（到
2025 年还会有更多企业），但有证
据表明，非自愿披露的信息质量往
往较差 14。鉴于此，可以使用以下
策略来鼓励企业提供高质量和有意
义的环境信息披露：

【文 / Alice Farrell、Kristina LondakovaIzzy Brennan、Jake Reynolds、Toby Park 】
本报告摘要由 BIT 授权转载。
如果您想进一步探索这些想法，或在您的组织中测试它们，
请通过 info@bi.team 与 BIT 联系。

13.Moss, Austin and Naughton, James P. and Wang, Clare, The Irrelevance of ESG Disclosure to Retail Investors: Evidence from Robinhood (May 19,
2020). Available at SSRN: https://ssrn.com/abstract=3604847 or http://dx.doi.org/10.2139/ssrn.3604847
14.Nelson, K. K., & Pritchard, A. C. (2016). Carrot or stick? The shift from voluntary to mandatory disclosure of risk factors. Journal of Empirical Legal
Studies, 13(2), 266-297.
15.Velte, P., Stawinoga, M., & Lueg, R. (2020). Carbon performance and disclosure: A systematic review of governance-related determinants and
financial consequences.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120063.
16.Luque-Vílchez, M., Mesa-Pérez, E., Husillos, J., & Larrinaga, C. (2019). The influence of pro-environmental managers’ personal values on
environmental disclosure. Sustainability Accounting, Management and Policy Journal.
17. 我们根据可能的目标受众规模和可能的行为变化幅度，评估了给定建议的影响，并将上游干预措施的权重提高，因为它们仍有更大的能力改变个体的选择
结果。可行性是根据以下标准确定的 : 目前的管理规定 ( 即是否需要对政策作出重大改变 )、可能的执行成本和是否有必要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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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 in Brief
欧盟发布“能效优先”实施指南
欧盟于 12 月 15 日达成了一个关于修订跨欧洲能源网络（TEN-E）规则
的政治协议，旨在更好地支持欧洲各国之间跨境能源基础设施的现代化，确
保新的基础设施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可再生能源能源图景。
TEN-E 规则通过共同利益项目（PCIs）支持这一转变，被列入 PCI 名
单的这些项目必须能够反应出实现欧盟气候中立目标和清洁能源转型相关的
不断变化的优先事项。
根据修订后的 TEN-E 法规，天然气基础设施和石油管道将不再具备被
列入 PCI 清单的资格。新建和翻新的基础设施将支持智能电网和更好地消纳
整合可再生和低碳气体，包括氢能。陆上和海上基础设施规划的一体化新方
法将支持在欧洲海域扩大海上电网的发展。此外，修订后的法规还增加了“欧
盟与第三国之间的互利项目（PMIs）”的新规定，以确保欧盟能源供应的安全。
根据欧盟委员会的说法，修订后的新规将继续确保新跨境基础设施项目
响应欧盟市场一体化、竞争力和供应安全的目标。
欧盟委员会已于 11 月下旬批准了第五批 PCI 清单，其中包括 98 个项目：
包括 67 个电力输电和储能项目，20 个天然气项目（第四批 PCI 清单中的项
目），6 个二氧化碳网络项目和 5 个智能电网项目。此次提议的新规则将适
用于定于 2023 年秋季发布的第六批 PCI 项目清单。

+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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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出台天然气市场脱碳框架
欧盟委员会 12 月 15 日提出了一套关于天然气市场脱碳的立法提案，包括一项新的法规和指令，旨在逐步
摆脱化石天然气并促进可再生和低碳气体的发展和市场渗透，以确保所有人的能源安全。
新提案的主要目标是为可再生气体和低碳气体，特别是生物甲烷和氢能创造有利条件，提议将给予其 75%
的入网优惠，并取消可再生和低碳气体的跨境关税，使其更容易接入欧洲现有的天然气网络。
这项新的立法提案还旨在促进氢市场的发展，具体措施主要包括为氢能创造合适的投资环境，理顺氢能基
础设施的准入，分拆氢能生产和运输业务，以及定价措施等。此外，欧洲还将建立一个名为欧洲氢能网络运营
商网络（ENNOH）的特殊机构以促进整个欧洲内部氢能部门的协调发展。
为了避免化石天然气的锁定效应，新的立法提案还对天然气长期合同设置了期限，不再签订从他国进口延
续到 2049 年后的天然气长期合同。它还提出了一个系统，通过这个系统，各国的天然气系统运营商可以联合
购买天然气战略储备，以应对天然气严重短缺的紧急情况。
此外，新的立法提案强调了各类能源网络规划一体化整合的重要性，呼吁国家层面的网络规划情景设定应
统筹考虑电力、天然气和氢能的发展。此外还呼吁配电系统运营商和区域供热基础设施运营商的规划应进行垂
直整合。
新的立法提案还提及了天然气部门消费者保护和为消费者赋能问题，以更好地满足消费者想要充分了解其
能源消费状况以及参与市场的有效工具的具体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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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修订建筑能效标准
欧盟委员会 12 月 15 日通过了修订后的建筑能效指令（EPBD），为正在进行大型翻新工程的现有建筑引入
了最低能效标准，以期在 2050 年实现建筑领域净零排放，确保与欧洲绿色协议的目标保持一致。
由于欧盟的大多数现存建筑并不节能，且仍然使用化石燃料，因此目前建筑领域能耗占欧盟用能总量的约
40%，排放了 36% 的温室气体。按照新修订的建筑能效指令，欧盟要求到 2030 年所有新建筑必须达到零排放。
欧盟建筑领域最低能效标准系统（MEPS）的引入是此次指令修订的核心，要求每个成员国能效表现最差的
建筑的能效证书必须从 G 级升级到 F 级，非住宅建筑的升级期限是到 2027 年，住宅建筑为 2030 年。EPBD 还要求，
到 2025 年，所有能效证书必须基于从 A 到 G 的统一标准尺度，其中 A 代表零排放建筑，G 代表各国 15% 能效
最低的建筑。
建筑能源性能指令的修订将欧盟委员会的革新浪潮战略（Renovation Wave Strategy）转化为具体的立法行动，
同时也为会员国制定自己标准留有空间。然而，它要求各成员国的建筑改造计划必须完全纳入国家能源和气候
计划，其中包括最迟在 2040 年前逐步淘汰供热制冷领域化石燃料使用的路线图。此外还明确规定，在 2027 年
之前，各成员国不应为安装化石燃料锅炉提供任何财政激励。

+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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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将技术中性基准定为 100 克二氧化碳 / 千瓦时
欧盟于 12 月 15 日达成了一个关于修订跨欧洲能源网络（TEN-E）规则的政治协议，旨在
更好地支持欧洲各国之间跨境能源基础设施的现代化，确保新的基础设施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可
再生能源能源图景。
TEN-E 规则通过共同利益项目（PCIs）支持这一转变，被列入 PCI 名单的这些项目必须能
够反应出实现欧盟气候中立目标和清洁能源转型相关的不断变化的优先事项。
根据修订后的 TEN-E 法规，天然气基础设施和石油管道将不再具备被列入 PCI 清单的资格。
新建和翻新的基础设施将支持智能电网和更好地消纳整合可再生和低碳气体，包括氢能。陆上和
海上基础设施规划的一体化新方法将支持在欧洲海域扩大海上电网的发展。此外，修订后的法规
还增加了“欧盟与第三国之间的互利项目（PMIs）”的新规定，以确保欧盟能源供应的安全。
根据欧盟委员会的说法，修订后的新规将继续确保新跨境基础设施项目响应欧盟市场一体化、
竞争力和供应安全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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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新政府拟出台 2030 年清洁转型计划
德国新一届联合政府已于 11 月 24 日在 2021 年联盟条约中制定了加快清洁能源转型的计划。
总的来说，德国的目标是到 2030 年将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提升至 80%。新政府还特别计
划将 2030 年海上风电目标从之前的 20GW 提高到 30GW，并制定了到 2035 年和 2045 年分别
达到 40GW 和 70GW 的海上风电新目标。此外，政府还计划将全国 2% 的土地用于开发陆上风
电项目。业内人士认为，这些新目标将使海上风电供应链和绿氢的可行性得到极大的推动。
在太阳能领域，新政府计划到 2030 年将太阳能发电能力提高到 200GW，并强制要求新建
商业建筑使用屋顶太阳能。
此外，一旦德国能在 2030 年前实现彻底退煤，新政府计划逐步取消政府对可再生能源的支持，
以确保一个完全竞争性的市场。新政府还认识到天然气在向可再生未来转型的过渡期间起着不可
或缺的作用。
2021 年联盟条约中提到的到 2030 年的其他重要目标还包括：建设 10GW 的电解能力用于
生产绿氢；供热领域实现气候中性的比重达到 50%；2030 年 1500 万辆全电动乘用车上路行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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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发布省间电力现货交易规则

11 月 22 日，中国国家电网公司印发了《省间电力现货
交易规则（试行）》。该规定的出台，标志着中国统一电力市
场建设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是电力现货市场建设的重要里程
碑。
中国一直在鼓励跨省、跨地区的电力交易，以促进国内
电力供应的平衡分布，更好地消纳部分省份的富余电力。
省间电力现货交易启动后，将助于促进不同省份的发电
商和电网之间在面对电力供应短缺和富余时的相互支持，有利
于激发市场主体活力，通过市场化手段实现全网电力余缺互济，
充分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促进清洁能源大范围消纳。
根据新规定，省间电力现货的交易品种为卖方发电企业
与买方电网企业、售电公司、电力用户之间进行的电能量交易。
输电价格是顺序链接形成交易路径的各跨省区交直流输电通道
和各省内相关输电通道的输电价格之和。输电价格按政府主管
部门核定价格执行。此外，市场主体范围从新能源扩展到了火
电、核电，为燃煤发电跨省跨区外送提供短期交易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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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风电装机突破三亿千瓦
据国家能源局公布，2016
年 至 2021 年， 中 国 风 电 并 网
装机量翻番，突破 3 亿千瓦大
关，占中国电源总装机比例约
13%，发电量占全社会用电量
比例约 7.5%。中国开发和制造
的最大风机的单机容量达到 7
兆瓦。
从 2015 年 底 到 2021 年
10 月，中国的可再生能源累计
装 机 容 量 翻 了 一 番， 达 到 10
亿千瓦，占中国发电总装机容
量的 43.5%。

+ more

中国发布煤电机组改造升级实施方案
2021 年 11 月 3 日，中国国家发改委（NDRC）公布了一项关于
煤电机组升级改造实施方案，旨在提高煤电灵活性，推进节能降耗。
该计划将涵盖所有落后的煤电机组，“十四五”期间（2020-2025
年）改造规模将不少于 3.5 亿千瓦。燃煤电厂的拆除必须事先获得国
家发改委的批准。目前，以煤为基础的发电厂和热电厂占中国二氧
化碳排放总量的 40%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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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石化投建国内首个万吨级光伏制氢项目
中国国有企业中石化公司近日宣布将在新疆库车市开工建设一座电解制氢项目，
预计每年可生产 2 万吨绿氢。该装置将使用一个新建的 300 兆瓦太阳能光伏发电厂
供电。
该项目预计于 2023 年 6 月开始运营，预计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48.5 万吨。
目前，中石化每年可生产约 390 万吨氢气。该项目将涵盖电解制氢、储输等五大板块。
光伏组件、电解槽组件和储氢罐将在当地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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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发布“十四五”全国清洁生产推行方案
2021 年 11 月 9 日，中国政府发布了一项促进工业、农业、服务业、建筑业和交
通运输业清洁生产的国家计划 -《“十四五”全国清洁生产推行方案》。方案提出将
在钢铁、焦化、建材、有色金属、石化化工等行业选择 100 家企业实施清洁生产改造
工程建设，提高工业领域非化石能源使用比重，对以煤炭、石油焦、重油、渣油、兰
炭等为燃料的工业炉窑、自备燃煤电厂及燃煤锅炉，积极推进清洁低碳能源、工业余
热等替代。中国国务院于 10 月下旬公布了《2030 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其中提出
到 2025 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 20% 左右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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