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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日程
8:30

新闻发布会
卢迈,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

上午议程
主持：柯尔布恩 S. 威尔伯 (Colburn S. WILBUR)
大卫与露茜尔•派克德基金会董事
9:00

欢迎致辞
陈清泰,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第一单元：中国能源战略政策研究
9:10
• 中国 2020 年能源面临的挑战和发展目标
•
•
•

2020 年的经济发展目标
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的能源问题
面临的挑战(环境保护，公众健康, 能源安全, 全球变暖, WTO 等.)
刘世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部长

9:30

2020 年中国能源需求情景分析
• 情景分析背景介绍
• 寻求低成本的能源发展之路
• 低成本的能源发展之路要求中国政府尽快采用积极的提高能效和开发
利用可再生能源的政策
戴彦德, 能源研究所副所长

9:50

走可持续的和低成本的能源发展之路
• 概述各主要部门和跨部门政策， 使 2003-2020 年期间能效最大和环境
保护最好。
杨富强, 能源基金会副主席

10:15

讨论：需求情景分析和可持续的低成本的能源发展之路

10:35

休息

第二单元：部门节能潜力
10:50

交通节能
• 燃料经济性标准：鼓励先进技术转让和加强调石油供应安全
金约夫,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 (CATARC)
•

燃料质量：引进先进技术机动车的前提条件
贺克斌，清华大学教授

11:40

讨论：交通节能

12:00

午餐
•

演讲: 城市快速公交系统, 最佳交通系统效率
Hal Harvey (何豪), 威廉与佛洛拉？ 休利特基金会环境项目主任

下午议程
主持：刘世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部长
13: 30

建筑节能
•

电器设备标准和标识— 减少终端能源消费的能效政策
汤万金, 中国标准研究中心副主任

•

推进建筑节能标准实施，促进能效产业发展
武涌, 建设部科技司副司长

14: 10

讨论：建筑节能

14: 30

工业节能
•

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节能新机制: 通过政府和企业间的节能合作协议,
建立工业行业节能目标
王学军, 北京大学教授

•

通用工业设备能效标准的节能潜力
梁秀英, 中国标准化研究中心

15: 10

讨论：工业节能政策

15: 30

休息
电力节能和可再生能源的市场改革

15: 45

16: 25

•

开展需求侧管理和综合资源规划促进电力可持续发展
胡兆光, 国家电网公司动力经济研究所总工程师

•

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和政策框架设想
梁志鹏, 能源研究所可再生能源发展中心副主任

讨论：电力节能和可再生能源政策

第三单元：能源部门改革
16: 45
能源部门改革和机构完善
• 中国能源领域的市场化改革——目标、难点与对策
冯飞,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副部长
•

发挥政府主导作用，推进中国节能工作
唐元，国务院政策研究办公室工业司副司长

17: 25

讨论：市场与机构改革

17: 45

总结: 中国可持续能源发展之路
陈清泰,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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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请人员名单

中国可持续能源项目
高级政策顾问委员会成员
盛华仁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
北京西交民巷 １９ 号，１００８０４
电话： ８６－１０－６３１６－１３８８
传真： ８６－１０－８３０８－４３３８
陈清泰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北京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２２５ 号，１０００１０
电话：８６－１０－６５２３－６６２６
传真：８６－１０－６５２３－６０６０
张国宝
国家发展和改革计划委员会副主任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 ３８ 号，１００８２４
电话：８６－１０－６８５０－２１１７
传真：８６－１０－６８５０－２７２８
黄毅诚
中国能源研究会理事长
北京府佑街 １３７ 号，１０００３１
电话：８６－１０－６６０１－６０８５
传真：８６－１０－６６０１－６０８２
曲格平
原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主任委员
北京市朝阳区育慧南路 １ 号 １０００２９
电话：８６－１０－８４６３－２３５６
传真：８６－１０－８４６３－１４３８

毛如柏
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主任委员
北京西皇城根北街 ２ 号，１０００３４
电话：８６－１０－６３０９－１６２５／１６２７
传真：８６－１０－６３０９－８４３９
傅志寰
全国人大财经委主任委员
北京西交民巷 ２３ 号，１００８０５
电话：８６－１０－６３０９－９８９７
传真：８６－１０－６３０９－７４５２
宋 密
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副主席
北京市西城区西长安街 ８６ 号， １０００３１
电话： ８６－１０－６６０３－２７１３／６６５９－７９６８
传真：８６－１０－６６０３－２７１３
杨纪珂
天恒可持续发展研究所名誉所长
北京天安门中山公园东门东小楼，
１０００３１
电话： ８６－１０－６６０５－０１０５
传真： ８６－１０－６６０５－０１１５
电子信箱： ｊｋｙａｎｇ＠ｐｕｂｌｉｃ３．ｂｔａ．ｎｅｔ．ｃｎ
柯尔布恩 Ｓ． 威尔伯 （Ｃｏｌｂｕｒｎ Ｓ． ＷＩＬＢＵＲ）
大卫与露茜尔？ 派克德基金会董事
Ｄａｖｉｄ ＆ Ｌｕｃｉｌｅ Ｐａｃｋａｒｄ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３００ Ｓｅｃｏｎｄ Ｓｔｒｅｅｔ， Ｓｕｉｔｅ ２００
Ｌｏｓ Ａｌｔｏｓ， ＣＡ ９４０２２
电话：６５０－９１７－７１０６
传真：６５０－９１７－１９６８

中国可持续能源项目

电子信箱： ｃｗｉｌｂｕｒ＠ｐａｃｋａｒｄ．ｏｒｇ

对话小组成员

彼得·布雷德福 （Ｐｅｔｅｒ ＢＲＡＤＦＯＲＤ）
高级能源顾问
Ｐ．Ｏ． Ｂｏｘ ４９７
Ｂｒａｄｆｏｒｄ Ｒｏａｄ， Ｒｏｕｔｅ １１
Ｐｅｒｕ， ＶＴ ０５１５２－０４９７
电话：８０２－８２４－４２９６
传真：８０２－８２４－６００７
电子信箱： ｐｅｒｕｂｒａｄ＠ａｏｌ．ｃｏｍ

白荣春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能源局巡视员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 ３８ 号，１００８２４
电话：８６－１０－６８５０－２４１３
传真：８６－１０－６８５０－１４５４
范维唐
中国能源研究会会长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２１ 号，１００７１３
电话：８６－１０－６４２１－４１５７
传真：８６－１０－６４２３－５８３８
电子信箱： ｆａｎｗｔ＠ｐｕｂｌｉｃ．ｂｔａ．ｎｅｔ．ｃｎ

托马斯·乔汉森（Ｔｈｏｍａｓ ＪＯＨＡＮＳＳＯＮ）
郎德大学国际工业环境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ＰＯ Ｂｏｘ １９６
Ｌｕｎｄ， Ｓ－２２１ ００ ＳＷＥＤＥＮ
电话： ４６－４６－２２２－０２２２
传真： ４６－４６－２２２－０２０２
电子信箱 ｔｈｏｍａｓ．ｂ．ｊｏｈａｎｓｓｏｎ＠ｉｉｉｅｅ．ｌｕ．ｓｅ

高广生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小组办公室主任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 ３８ 号，１００８２４
电话：８６－１０－６８５０－１７１５
传真：８６－１０－６８５０－２８７３
电子信箱： ｇａｏｇｓ＠ｍｘ．ｃｅｉ．ｇｏｖ．ｃｎ

威廉·瑞利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Ｋ． ＲＥＩＬＬＹ）
国际合作集团总裁和首席执行官
Ａｑｕａ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 Ｌ．Ｐ．
３４５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Ｓｔｒｅｅｔ， Ｓｕｉｔｅ ３３００
Ｓａｎ 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 ＣＡ ９４１０４
电话：４１５－７４３－１５４２
传真： ４１５－７４３－１５０４
电子信箱： ｗｒｅｉｌｌｙ＠ｔｅｘｐａｃ．ｃｏｍ

何建坤
清华大学常务副校长
Ｐ．Ｏ．Ｂｏｘ １０２１
北京，１０００８４
电话：８６－１０－６２７８－２０１５
传真：８６－１０－６２７７－０３４９
电子信箱： ｈｅｊｋ＠ｍａｉｌ．ｔｓｉｎｇｈｕａ．ｅｄｕ．ｃｎ

苏珊· 蒂尔尼 （Ｓｕｓａｎ ＴＩＥＲＮＥＹ ）
分析集团主管
１１１ Ｈｕｎｔｉｎｇｔｏｎ Ａｖｅｎｕｅ， １０ｔｈ Ｆｌｏｏｒ
Ｂｏｓｔｏｎ， ＭＡ ０２１９９
电话： ６１７－４２５－８１１４
传真： ６１７－４２５－８００１

刘铁男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工业司司长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 ３８ 号，１００８２４
电话：８６－１０－６８５０－１６１３

史大桢（特邀）
原电力部部长
北京市西城区西长安街 ８６ 号，１０００３１
电话：８６－１０－６６５９－８８０３
传真：８６－１０－６６０１－６０７９

刘显法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环境保护和资源综合利用司副司长
北京三里河东路 ５ 号，中商大厦 ６ 楼
电话：８６－１０－６８５３－５６６７
传真：８６－１０－６８５３－５６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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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信箱： ｌｉｕｘｉａｎｆ＠１６３ｂｊ．ｃｏｍ

杨 昆
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
政策法规部副主任
北京市西城区西长安街 ８６ 号，１０００３１
电话：８６－１０－６６５９－７３０９
传真：８６－１０－６６５９－７３０５
电子信箱：ｙａｎｇｋｕｎ＠ｐｕｂｌｉｃ．ｂｔａ．ｎｅｔ．ｃｎ

陆新元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应急事故调查中心司长
北京市西直门内南小街 １１５ 号，１０００３５
电话：８６－１０－６６１５－１９２５
传真：８６－１０－６６１５－９８２０

叶荣泗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副理事长
北京宣武区白广路二条 １ 号，１００７６１
电话：８６－１０－６３４１－５２５６
传真：８６－１０－６３４１－５２６１
电子信箱ｙｅｒｏｎｇｓｉ＠ｃｅｃ．ｏｒｇ．ｃｎ

石保权
国家标准化管理局副局长
北京市海淀区马甸东路 ９ 号 Ｂ 座 １１０１ 室
１０００８８
电话：８６－１０－８２２６－０６８８
传真：８６－１０－８２２６－０６８９

张力军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污染控制司司长
北京市西直门内南小街 １１５ 号，１０００３５
电话：８６－１０－６６１５－１７６７

石定寰
科学技术部秘书长
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 １５ 号，１００８６２
电话：８６－１０－６８５１－５００１
传真：８６－１０－６８５１－５００６
电子信箱：ｓｈｉｄｈ＠ｃｓ．ｓｓｔｃ．ｇｏｖ．ｃｎ

张 全
上海市环保局副局长
上海市华山路 １０３８ 弄 １６１ 号，２０００５０
电话：８６－２１－６２２６－２７８８ 转 １１０２

王庆云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交通司司长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 ３８ 号，１００８２４
电话：８６－１０－６８５０－１４４６
传真：８６－１０－６８５０－２７２８

赵小平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价格司司长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 ３８ 号，１００８２４
电话：８６－１０－６８５０－１７３９
传真：８６－１０－６８５０－２１８３

吴 吟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能源局副局长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 ３８ 号，１００８２４
电话：８６－１０－６８５０－２４０７
电子信箱： ｍｔｇｙｂｗｕｙｉｎ＠２６３．ｎｅｔ

周大地
能源研究所所长
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北里甲 １１ 号
国宏大厦 Ｂ－１５１５，１０００３８
电话：８６－１０－６３９０－８５７５
传真：８６－１０－６３９０－８５５６
电子信箱： ｂｅｃｏｎ＠ｐｕｂｌｉｃ３．ｂｔａ．ｎｅｔ．ｃｎ

武 涌
建设部
科学技术司副司长
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路 ９ 号，１００８３５
电话：８６－１０－６８３９－３８４５
传真：８６－１０－６８３９－４５３０

周凤起
能源研究所研究员
北京西城区木樨地北里甲 １１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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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宏大厦 Ｂ－１５１５，１０００３８
电话：８６－１０－６３９０－８５６６／６８３４７６７８
传真：８６－１０－６３９０－８５６８／６８３０－８７１４
电子信箱： ｚｈｏｕｆｑ＠ｐｕｂｌｉｃ３．ｂｔａ．ｎｅｔ．ｃｎ

北京市宣武区白广路二条 １ 号
信息通信综合楼，１００７６１
电话：８６－１０－６３４１－６６１９
传真：８６－１０－６３４１－６５２５
电子信箱：ｈｕｚｈａｏｇｕａｎｇ＠ｃｈｉｎａｓｐｅｃ．ｃｏｍ．ｃｎ

发言人
金约夫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汽车标准化研究所
研究员高级工程师
天津市河东区万新村天山路口， ３００１６２
电话： ８６－２２－８４７７－１６６１
传真： ８６－２２－２４３７－５３５３
电子信箱： ｊｉｎｙｕｅｆｕ＠ｓｉｎａ．ｃｏｍ

戴彦德
北京能源研究所副所长
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北里甲 １１ 号
国宏大厦 Ｂ 座 １５ 层，１０００３８
中华人民共和国
电话：８６－１０－６３９０－８４６７
传真：８６－１０－６３９０－８５５６
电子信箱： ｂｅｃｏｎ＠ｐｕｂｌｉｃ３．ｂｔａ．ｎｅｔ．ｃｎ

梁志鹏
能源研究所可再生能源发展中心副主任
北京市木樨地北里甲 １１ 号
国宏大厦，１０００３８
电话：８６－１０－６３９０－８４６６
传真：８６－１０－６３９０－８４６８
电子信箱：ｚｈｐｌｉａｎｇ＠ｓｉｎａ．ｃｏｍ

冯 飞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产业经济研究部副部长
北京市朝阳门内大街 ２２５ 号，１０００１０
电话：８６－１０－６５２３－０８６１
传真：８６－１０－６５２３－６０６０
电子信箱： ｆｆｅｎｇ＠ｄｒｃ．ｇｏｖ．ｃｎ

梁秀英
中国标准化研究中心
北京市朝阳区育慧南路 ３ 号，１０００２９
电话：８６－１０－８４６１－１１７７－２４１０
传真：８６－１０－８４６３－１０２１
电子信箱：ｌｉａｎｇｘｙ＠ｃｎｉｓ．ｇｏｖ．ｃｎ

何豪（Ｈａｌ Ｈａｒｖｅｙ）
威廉与佛洛拉·休利特基金会
环境项目主任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ａｎｄ Ｆｌｏｒａ Ｈｅｗｌｅｔｔ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２１２１ Ｓａｎｄ Ｈｉｌｌ Ｒｏａｄ
Ｍｅｎｌｏ Ｐａｒｋ， ＣＡ ９４０２５
电话 ６５０－２３４－４６４７
传真 ６５０－２３４－１９４７
电子信箱： ｈ．ｈａｒｖｅｙ＠ｈｅｗｌｅｔｔ．ｏｒｇ

卢 迈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
北京市西城区德胜门东大街 ８ 号
东联大厦四层， １００００９
电话： ８６－１０－８４０８－０１８８－８０１８
传真： ８６－１０－８４０８－０１１８
电子信箱： ｌｕｍａｉ＠ｄｒｃ．ｇｏｖ．ｃｎ

贺克斌
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教授
北京，
１０００８４
中华人民共和国
电话： ８６－１０－６２７８－２０３０
传真： ８６－１０－６２７７－３６５０
电子信箱： ｆｕｃｈｅｎ＠ｔｓｉｎｇｈａｕ．ｅｄｕ．ｃｎ

刘世锦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部长
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 ２２５ 号， １０００１０
电话： ８６－１０－６５２７－６６６０
传真：８６－１０－６５２３－０８６１
电子信箱：ｌｉｕｓｊ＠ｄｒｃ．ｇｏｖ．ｃｎ

胡兆光
国家电力公司动力经济研究中心
总经济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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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 元
国务院政策研究办公室工业司副司长
北京中南海北区，１０００１７
电话：８６－１０－６３０９－６７４５
电子信箱：ｔｙ＿ｃｑ５２９＠ｓｏｈｕ．ｃｏｍ

其他与会者
陈 青
天恒可持续发展研究所执行所长
北京天安门中山公园东门东小楼， １０００３１
电话： ８６－１０－６６０５－０１０５
传真： ８６－１０－６６０５－０１１５
电子信箱：ｃｈｅｎｑ＠ｓｎｉｓｄ．ｏｒｇ．ｃｎ

汤万金
中国标准研究中心副主任
北京市朝阳区育慧南路 ３ 号， １０００２９
电话：８６－１０－８４６１－１１７７－３９１２
传真：８６－１０－８４６３－１０２１
电子信箱：Ｔａｎｇｗｊｊ＠ｃｎｉｓ．ｇｏｖ．ｃｎ

陈汝媚
上海市节能监查中心主任
上海制造局路 ２７ 号 ８ 楼，２０００１１
中华人民共和国
电话：８６－２１－６３７８－３４１７
传真：８６－２１－６３７７－１７２７
电子信箱： ｓｅｃｃ＠ｇｕｏｍａｉ．ｓｈ．ｃｎ

王学军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系
博士 教授
北京大学逸夫二楼下 ６７９ 室
电话： ８６－１０－６２７５－９１９０
传真： ８６－１０－６２７５－１１８７
电子信箱： ｘｊｗａｎｇ＠ｕｒｂａｎ．ｐｋｕ．ｅｄｕ．ｃｎ

陈和平
中国华能集团战略发展部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南路 ４０ 号，１０００８８
中华人民共和国
电话：８６－１０－６２２９－１３０１
传真：８６－１０－６２２９－１３０７
电子信箱： ｈｑ－ｃｈｅｎ＠ｃｈｎｇ．ｃｏｍ．ｃｎ

学术界代表
李京文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
尚海涛
煤炭工业技术委员会主任
中国煤炭工业发展研究咨询中心主任

陈国义
工程学硕士，高级工程师
建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
北京市百万庄，１００８３５
电话：８６－１０－６８３９－３４７２
传真：８６－１０－６８３９－４５６５

刘建民
中国能源化学工会副主席
芮素生
煤炭科学研究总院院长

高昌林
科技部研究中心预测与科技发展部部长
海淀区玉渊潭南路 ５５ 号，邮政信箱 ３８１４，
１０００３８
电话： ８６－１０－６８２５－４４８４
传真： ８６－１０－６８２５－７２３３
电子信箱： ｇａｏｃｌ＠ｎｒｃｓｔｄ．ｏｒｇ．ｃｎ

田 会
北京煤炭设计研究院（集团）院长
王革华
清华大学教授
张阿岭
清华大学教授

高沛峻
建设部
科学技术司
北京市三里河路 ９ 号，１００８３５

胡鞍钢
清华大学教授、国情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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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８６－１０－６８３９－３１５１
传真：８６－１０－６８３９－４５３０

刘小丽
能源研究所能源经济和发展战略研究中心副
主任
西城区木樨地甲 １１ 号，国宏大厦 Ｂ－１４１１，
１０００３８
电话： ８６－１０－６３９０－８４８１
传真： ８６－１０－６３９０－８４７２
电子信箱： ｌｉｕｘｌｉ＠ｐｕｂｌｉｃ．ｆｈｎｅｔ．ｃｎ．ｎｅｔ

高世宪
能源研究所能源经济和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
西城区木樨地甲 １１ 号，国宏大厦 Ｂ－１４１１，
１０００３８
电话： ８６－１０－６３９０８４７１
传真： ８６－１０－６３９０－８４７２
电子信箱： ｌｉｕｇａｏ＠ｐｕｂｌｉｃ３．ｂｔａ．ｎｅｔ．ｃｎ

吕文斌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环境保护和资源综合利用司副处长
北京三里河东路 ５ 号，中商大厦 ６ 楼
电话：８６－１０－６８５３－５６６０
传真：８６－１０－６８５３－５６６０

郝卫平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能源局电力处处长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 ３８ 号，１００８２４
电话：８６－１０－６８５０－２８７６
传真：８６－１０－６８５０－１４５８

吕 欣
煤炭工业洁净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办公室主任
北京和平里青年沟路 ５ 号，１０００１３
电话：８６－１０－８４２６－２８９５
传真：８６－１０－８４２６－１８３２

蒋 云
中国节能协会
北京市北三环东路 １８ 号，１０００１３
电话：８６－１０－６４２７－６３９４
传真：８６－１０－６４２７－６３９４

马 驰
科技部研究中心预测与科技发展部研究员
海淀区玉渊潭南路 ５５ 号，邮政信箱 ３８１４，
１０００３８
电话： ８６－１０－６８２５－２４４５
传真： ８６－１０－６８２５－０６７５
电子信箱： ｇａｏｃｌ＠ｎｒｃｓｔｄ．ｏｒｇ．ｃｎ

兰德年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
科技环保部副主任
北京市东四西大街 ４６ 号，１００７１１
电话：８６－１０－６５１３－３３２２ 转 １４１４
传真：８６－１０－６５１３－５８６４

渠时远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研究员
北京西城区木樨地北里甲 １１ 号
国宏大厦 Ｂ 座 １５０３
邮编：１０００３８
电话：８６１０－６３９０－８５５３
传真：８６１０－６３９０－８４７２

李俊峰
能源研究所教授
北京西城区木樨地北里甲 １１ 号
国宏大厦－１４１５ 室
电话：８６－１０－６３９０－８４６５
传真：８６－１０－６３９０－８４６５
电子信箱： ｌｉｊｆ＠ｐｕｂｌｉｃ．ｂｔａ．ｎｅｔ．ｃｎ

史立山
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
能源局新能源处处长
北京市月坛南街 ３８ 号，１００８２４
电话：８６－１０－６８５０－１２６２
传真：８６－１０－６８５０－１４４３

李铁军
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能源局局长
北京月坛南街 ３８ 号，１００８２４

6

涂逢祥
建筑节能专业委员会
北京市南苑新华路 １ 号，１０００７６
电话：８６－１０－６７９７－０３６０
传真：８６－１０－６７９６－２５０５

北京市西城区西长安街 ８６ 号，１０００３１
电话：８６－１０－６６５９－７３２９
传真：８６－１０－６６０２－６８６５
吴钟瑚
能源政策研究主编
北京西城区木樨地北里甲 １１ 号
国宏大厦 Ｂ－１４１０，１０００３８
电话：８６－１０－６３９０－８４６０
传真：８６－１０－６３９０－８４７２
电子信箱： ｗｕｚｈｈ＠ｐｕｂｌｉｃ．ｂｔａ．ｎｅｔ．ｃｎ

王金南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环境规划研究所
所长
北京市安外大羊坊 ８ 号
电话： ８６－１０－８４９１－５１０５
传真： ８６－１０－８４９１－５９９５
ｗａｎｇｊｎ＠ｓｖｒｌ－ｐｅｋ．ｕｎｅｐ．ｎｅｔ

肖云汉
中科院工程热物理所副主任
北京北四环西路乙 １２ 号，１０００８０
电话：８６－１０－６２５７－３３３１
传真：８６－１０－６２５７－５９１３
电子信箱：ｘｉａｏ＿ｙｈ＠ｍａｉｌ．ｅｔｐ．ａｃ．ｃｎ

王 骏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能源局副局长
北京市月坛南街 ３８ 号，１００８２４
电话：８６－１０－６３１９－２８４９
传真：８６－１０－６３１９－３５４１

许 倞
科学技术部高新技术发展及产业化司
能源交通处处长
北京复兴路乙 １５ 号，１００８６２
电话：８６－１０－６８５１－２６１８／６８５１５５４４ 转 １５１８
传真：８６－１０－６８５１－２６１８／６８５３０１５０
电子信箱：ｘｕｊ＠ｍａｉｌ．ｍｏｓｔ．ｇｏｖ．ｃｎ

王庆一
北京绿之都建筑节环保技术研究所
丰台区南路苑新华路 １ 号，１０００７６
电话： ８６－１０－８４６１－０１０２
传真： ８６－１０－６７９７－０３６０

徐华清
能源研究所能源、环境与气候变化研究中心
西城区木樨地甲 １１ 号，国宏大厦 Ｂ－１５０８，
１０００３８
电话： ８６－１０－６３９０－８５６８
传真： ８６－１０－６３９０－８５６８
电子信箱： ｘｕｈｑｉｎｇ＠ｐｕｂｌｉｃ３．ｂｔａ．ｎｅｔ．ｃｎ

王 毅
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中心
北京市海淀区双清路 １８ 号，１０００８５
电话：８６－１０－６２８４－９１００
传真：８６－１０－６２８４－８１７８
电子信箱： ｗａｎｇｙｉｚ＠ｐｕｂｌｉｃ．ｂｔａ．ｎｅｔ．ｃｎ
吴贵辉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能源局副局长
北京市月坛南街 ３８ 号，１００８２４
电话：８６－１０－６３１９－２８４９
传真：８６－１０－６３１９－３５４１

徐志强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环境保护和资源综合利用司处长
北京三里河东路 ５ 号，中商大厦 ６ 楼
电话：８６－１０－６８５３－５６５９
传真：８６－１０－６８５３－５６６０

吴姜宏
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
政策法规部法规处处长

殷明汉
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工交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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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海淀区马甸东路 ９ 号，１０００８８
电话：８６－１０－８２２６－２６５３
传真：８６－１０－８２２６－０６９４
电子信箱：ｙｉｎｍｈ＠ｓａｃ．ｇｏｖ．ｃｎ

国宏大厦 Ｂ－１５０３
电话：８６－１０－６３９０－８５５３
传真：８６－１０－６３９０－８４７２
电子信箱：ｇｅｎｇｚｈｉｃｈｅｎｇ＠ａｍｒ．ｇｏｖ．ｃｎ

俞珠峰
煤炭工业洁净煤技术中心副主任
北京和平里青年沟 ５ 号，１０００１３
电话： ８６－１０－８４２６２３２７
传真： ８６－１０－６８２－８４２６１８３２
电子信箱： ｚｆｙｕ＠ｃｃｔ．ｏｒｇ．ｃｎ

郭 元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研究员
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北里甲 １１ 号
国宏大厦
李 际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副研究员
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北里甲 １１ 号
国宏大厦

张 抗
中石化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３１ 号，１０００８３
电话： ８６－８２３１－２９６３
电子信箱： Ｚｈａｎｇｋａｎｇ＠ｐｅｐｒｉｓ．ｃｏｍ

刘志平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副研究员
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北里甲 １１ 号
国宏大厦

张正敏
能源所可再生能源中心
西城区木樨地甲 １１ 号，国宏大厦 Ｂ－１４１８
电话： ８６－１０－６３９０－８４６７
传真： ８６－１０－６８５７－３６９５

逯元堂
中国环境规划院助理研究员
北京安外大羊坊 ８ 号，１０００１２
吕永波
科技部副研究员

朱成章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顾问
中国能源研究会副秘书长
北京白广路二条一号，１００７６１
电话：８６－１０－６３４１－５３７４
传真：８６－１０－６８０２－３８６３

汪邦成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研究员
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北里甲 １１ 号
国宏大厦
张有生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博士后
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北里甲 １１ 号
国宏大厦

曹 东
中国环境规划院副研究员
北京安外大羊坊 ８ 号，１０００１２
电话：８６－１０－８４９１－５２６０
传真：８６－１０－８４９１－５９９５
电子信箱：ｃａｏｄｏｎｇ＠ｓｖｒ１－ｐｅｋ．ｕｎｅｐ．ｎｅｔ

郑 爽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副研究员
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北里甲 １１ 号
国宏大厦

高 虎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博士
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北里甲 １１ 号
国宏大厦

朱跃中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副研究员
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北里甲 １１ 号
国宏大厦

耿志成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副研究员
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北里甲 １１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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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际 人 士

费雯莉 （Ｂａｂａｒａ Ｆｉｎａｍｏｒｅ）
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主任
１２００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Ａｖｅｎｕｅ
ＮＷ Ｓｕｉｔｅ ４００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２０００５
Ｐｈｏｎｅ： ２０２－６８９－６８６８
传真 ２０２－６８９－１０６０
电子信箱： ｂｆｉｎａｍｏｒｅ＠ｎｒｄｃ．ｏｒｇ

苏珊·贝尔（Ｓｕｓａｎ Ｂｅｌｌ ）
威廉与佛洛拉 休利特基金会
副总裁
１０３２ Ｗｅｓｔ Ｍｏｎｔａｎａ Ｓｔｒｅｅｔ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ＩＬ ６０６１４
电话 ７７３－９２９－６９７７
传真 ６５０－３２８－６３６７
电子信箱： ｓ．ｂｅｌｌ＠ｈｅｗｌｅｔｔ．ｏｒｇ

甘 霖
世界自然基金会中国项目办公室
气候和能源项目主管
北京市朝阳区雅宝路 １０ 号
汉威大厦 ９０１ 室 １０００２０
电话 ８６－１０－８５６３－６５３８ 转 ２０９
传真 ８６－１０－８５６１－５７３１
电子信箱： ｌｇａｎ＠ｗｗｆｃｈｉｎａ．

Ｎｏｕｒｒｅｄｉｎｅ Ｂｅｒｒａｈ
世界银行东亚太平洋地区
能源和开采发展部
首席能源专员
１８１８ Ｈ Ｓｔｒｅｅｔ， ＮＷ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２０４３３
电话 ２０２－４７３－１１３２
传真 ２０２－５２２－１６４８／２０２－４７７－２７４３
电子信箱： ｎｂｅｒｒａｈ＠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ｏｒｇ

Ｄａｖｉｄ Ｇｏｌｄｓｔｅｉｎ
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
７１ Ｓｔｅｖｅｎｓｏｎ Ｓｔｒｅｅｔ，
Ｓｕｉｔｅ １８２５，
Ｓａｎ 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 ＣＡ ９４１０５
电话： ４１５－７７７－０２２０
传真： ４１５－５９５－５９９６
电子信箱：ｄｇｏｌｄｓｔｅｉｎ＠ｎｒｄｃ．ｏｒｇ

邓仁杰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
资深项目主管
中国北京亮马河南路 ２ 号，１００６００
电话 ８６－１０－６５３２－３７３１
传真 ８６－１０－６５３２－２５６７
安成朋 （Ｓｖｅｎ Ｅｒｎｅｄａｌ）
一等秘书
欧盟欧洲委员会驻华代表团
发展与合作处
北京市朝阳区三里屯西六街
乾坤大厦四层 １０００２７
电话 ８６－１０－８４４８－６３１７ 转 １３１
传真 ８６－１０－８４４８－６３２７
电子信箱： ｓｖｅｎ．ｅｒｎｅｄａｌ＠ｃｅｃ．ｅｕ．ｉｎｔ

简汉琳（Ｊａｎ Ｈａｍｒｉｎ）
资源解答中心执行主任
Ｐｒｅｓｉｄｉｏ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９７
Ｐ．Ｏ． Ｂｏｘ ２９５１２
Ｓａｎ 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 ＣＡ ９４１２９
电话 ４１５－５６１－２１００
传真 ４１５－５６１－２１０５
电子信箱： ｊｈａｍｒｉｎ＠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ｏｒｇ

Ｋｌａｕｓ Ｅｂｅｒｍａｎｎ
团长
欧盟欧洲委员会驻华代表团
东直门外大街 １５， Ｄｏｎｇｚｈｉｍｅｎｗａｉ Ａｖｅ．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２７， Ｐ．Ｒ．Ｃｈｉｎａ
电话 ８６－１０－６５３２－４４４３
传真 ８６－１０－６５３２－４３４２

郝克明 （Ｊａｍｅｓ Ｈａｒｋｎｅｓｓ）
世界自然基金会中国项目办公室
首席代表
北京市朝阳区雅宝路 １０ 号
汉威大厦 ９０１ 室 １０００２０
电话 ８６－１０－８５６３－６５３８
传真 ８６－１０－８５６１－５７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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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ｏｈａｉｌ Ｈａｓｎｉｅ
亚洲发展银行中东亚地区发展部能源处能源
专员 ＰＯ Ｂｏｘ ７８９
Ｍａｎｉｌａ， ０９８０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
电话 ＋６３２－６３２－４４４１／＋６３２ ６３２ ５７８２
传真 ＋６３２ ６３６ ２４２６
电子信箱： ｓｈａｓｎｉｅ＠ａｄｂ．ｏｒｇ

电子信箱： ｂｑｌｉｎ＠ａｄｂ．ｏｒｇ
电话：６３２－６３２－５６３４
传真：６３２－６３６－２４２２
Ｋｈａｌｉｄ Ｍａｌｉｋ
联合国发展计划署首席代表
北京市亮马河南路 ２ 号 １００６００
电话 ８６－１０－６５３２－３７３１
传真 ８６－１０－６５３２－２５６７

黄育川
世界银行中国项目首席代表
北京市东城区朝门北大街 ８ 号
富华大厦 Ａ 座 ９ 层，１０００２７
电话 ８６－１０－６５５４－３３６１ Ｅｘｔ．： ２０１０
传真 ８６－１０－６５５４－１６８６

马德威（Ｄａｖｉｄ ＭＯＳＫＯＶＩＴＺ）
电力监管援助计划主任
１７７ Ｗａｔｅｒ Ｓｔｒｅｅｔ， Ｇａｒｄｉｎｅｒ， Ｍａｉｎｅ ０４３４５
电话：２０７－５８２－１１３５
传真：２０７ ５８２－１１７６
电子信箱： ｄａｖｉｄｍｏｓｋ＠ａｏｌ．ｃｏｍ

Ｊｉｍ Ｌｅａｐｅ
大卫与露茜尔？ 派克德基金会
保护与科学计划主任
３００ Ｓｅｃｏｎｄ Ｓｔｒｅｅｔ， Ｓｕｉｔｅ ２００
Ｌｏｓ Ａｌｔｏｓ， ＣＡ ９４０２２
电话：６５０－９４８－７６５８
传真：６５０－９４８－５７９３
电子信箱： ｊ．ｌｅａｐｅ＠ｐａｃｋｆｏｕｎｄ．ｏｒｇ

布鲁斯？ 莫利（Ｂｒｕｃｅ Ｍｕｒｒａｙ）
亚洲开发银行驻华代表处首席代表
北京市复兴门内大街 １５６ 号国际金融大厦
Ｄ 座 ７ 层 １０００３１
电话 ８６－１０－６６４２－６６０１
传真 ８６－１０－６６４２－６６０６
电子信箱： ｂｍｕｒｒａｙ＠ａｄｂ．ｏｒｇ

马克·列文（Ｍａｒｋ Ｌｅｖｉｎｅ）
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
能源环境技术部主任
１ Ｃｙｃｌｏｔｒｏｎ Ｒｏａｄ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 ＣＡ ９４７２０ ＵＳＡ
电话： ５１０－４８６－５２３８
传真： ５１０－４８６－５４５４
电子信箱： ｍｄｌｅｖｉｎｅ＠ｌｂｌ．ｇｏｖ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Ｓｃｈｌｏｓｂｅｒｇ
大卫与露茜尔？ 派克德基金会
总裁
３００ Ｓｅｃｏｎｄ Ｓｔｒｅｅｔ， Ｓｕｉｔｅ ２００
Ｌｏｓ Ａｌｔｏｓ， ＣＡ ９４０２２
电话：６５０－９４８－７６５８
传真：６５０－９４８－５７９３

李 勇
亚洲开发银行驻华代表团
项目官员
北京市复兴门内大街 １５６ 号国际金融大厦
Ｄ 座 ７ 层 １０００３１
电话 ８６－１０－６６４２－６６０１
传真 ８６－１０－６６４２－６６０６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Ｓｐｅｎｃｅｒ
世界银行
Ｒｏｏｍ ＭＣ９－４３５， ＭＳＮ ＭＣ９－９１６
１８１８ Ｈ Ｓｔｒｅｅｔ ＮＷ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２０４３３
电话： ２０２ ４７３ ９９６３
传真： ２０２ ５２２ ３４８３
电子信箱： ｒｓｐｅｎｃｅｒ＠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ｏｒｇ

林
泊（Ｂｏ Ｌｉｎ）
亚洲开发银行能源部高级项目经济学家
ＰＯ Ｂｏｘ ７８９
Ｍａｎｉｌａ， ０９８０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

Ｋ． Ｓｒｉｄｈａｒ
亚洲开发银行驻华代表处
业务管理部主管
北京市复兴门内大街 １５６ 号国际金融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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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 座 ７ 层 １０００３１
苏挺 （Ｐａｕｌ Ｈ．Ｓｕｄｉｎｇ）

富华大厦 Ａ 座 ９ 层，１０００２７
电话 ８６－１０－６５５４－３３６１ Ｅｘｔ．： ３０６０
传真 ８６－１０－６５５４－１６８６
电子信箱： ｊｚｈａｏ＠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ｏｒｇ

德国发展合作
环境保护和能源管理部主任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 ８ 号

能源基金会

亮马大厦 ２ 座 １０１１ 室 １００００４

艾瑞克 （Ｅｒｉｃ Ｈｅｉｔｚ）
能源基金会主席
１０１２， Ｔｏｒｎｅｙ Ａｖｅｎｕｅ ＃１
Ｓａｎ 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 ＣＡ ９４１２９
电话：４１５－５６１－６７００
传真：４１５－５６１－６７０９
电子信箱： ｅｒｉｃ＠ｅｆ．ｏｒｇ

电话 ８６－１０－６５９０－６８０５
传真 ８６－１０－６５９０－６７８３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Ｐ． ＷＡＬＳＨ
前美国环保署流动源办公室主任
交通顾问
３１０５ Ｎ． Ｄｉｎｗｉｄｄｉｅ Ｓｔｒｅｅｔ
Ａｒｌｉｎｇｔｏｎ， ＶＡ ２２２０７

欧道格（Ｄｏｕｇｌａｓ Ｏｇｄｅｎ）
能源基金会执行副主席
中国可持续能源项目主任
１０１２ Ｔｏｒｎｅｙ Ａｖｅｎｕｅ ＃１
Ｓａｎ 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 ＣＡ ９４１２９
电子：４１５－５６１－６７００
传真：４１５－５６１－６７０９
电子信箱：ｄｏｕｇ＠ｅｆ．ｏｒｇ

电话：７０３－２４１－１２９７／２０２－６８２－３１３８
传真：７０３－２４１－１４１８／２０２－６８２－３１３０
电子信箱： ｍｐｗａｌｓｈ＠ｉｇｃ．ｏｒｇ
王全禄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ＷＡＮＧ）
美国阿贡国家实验室
交通研究中心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３６２
９７００ Ｓｏｕｔｈ Ｃａｓｓｓ Ａｖｅｎｕｅ

杨富强
能源基金会副主席
能源基金会北京办事处首席代表
北京建国门大街 １９ 号
国际大厦 ２４０３ 室，１００００４
电话：８６－１０－８５２６－２４２２
传真：８６－１０－６５２５－３７６４
电子信箱：ｆｑｙａｎｇ＠ｅｆ．ｏｒｇ

Ａｒｇｏｎｎｅ， ＩＬ ６０４３９－４８１５
Ｐｈｏｎｅ： ６３０－２５２－２８１９
传真 ６３０－２５２－３４４３
电子信箱： ｍｑｗａｎｇ＠ａｎｌ．ｇｏｖ
张红军（Ｚｈａｎｇ Ｈｏｎｇｊｕｎ）
博瑞德法律事务所国际环境法小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Ｇｒｏｕｐ
Ｂｅｖｅｒｉｄｇｅ ＆ Ｄｉａｍｏｎｄ， Ｐ．Ｃ．
１３５０ Ｉ Ｓｔｒｅｅｔ， ＮＷ Ｓｕｉｔｅ ７００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２０００５
电话：２０２－７８９－６０７６
传真：２０２－７８９－６１９０
电子信箱： ｈｚｈａｎｇ＠ｂｄｌａｗ．ｃｏｍ

白夏蕾（Ｃｈａｒｌｏｔｔｅ Ｐｅｒａ ）
能源基金会项目主管
１０１２， Ｔｏｒｎｅｙ Ａｖｅｎｕｅ ＃１
Ｓａｎ 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 ＣＡ ９４１２９
电话：４１５－５６１－６７００
传真：４１５－５６１－６７０９
电子信箱： ｃｈａｒｌｏｔｔｅ＠ｅｆ．ｏｒｇ
张瑞英
中国可持续能源项目
能源基金会北京办事处
建筑与工业节能项目主管
北京建国门大街 １９ 号

赵建平
世界银行中国项目
能源专员
北京市东城区朝门北大街 ８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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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大厦 ２４０３ 室，１００００４
电话：８６－１０－８５２６－２４２２
传真：８６－１０－６５２５－３７６４
电子信箱：ｚｈａｎｇｒｙ＠ｅｆｃｈｉｎａ．ｏｒｇ

北京建国门外大街 １９ 号
国际大厦 ２４０３ 室，１００００４
电话：８６－１０－８５２６－２４２２
传真：８６－１０－６５２５－３７６４
电子信箱： ｌｕｈｏｎｇ＠ｅｆｃｈｉｎａ．ｏｒｇ

何东全
中国可持续能源项目
能源基金会北京办事处
交通项目主管
北京建国门大街 １９ 号
国际大厦 ２４０３ 室，１００００４
电话：８６－１０－８５２６－２４２２
传真：８６－１０－６５２５－３７６４
电子信箱：ｄｑｈｅ＠ｅｆｃｈｉｎａ．ｏｒｇ

侯艳丽
中国可持续能源项目
能源基金会北京办事处项目助理
北京建国门外大街 １９ 号
国际大厦 ２４０３ 室，１００００４
电话：８６－１０－８５２６－２４２２
传真：８６－１０－６５２５－３７６４
电子信箱： ｙｌｈｏｕ＠ｅｆｃｈｉｎａ．ｏｒｇ
王晓灵
中国可持续能源项目
能源基金会北京办事处项目助理
北京建国门外大街 １９ 号
国际大厦 ２４０３ 室，１００００４
电话：８６－１０－８５２６－２４２２
传真：８６－１０－６５２５－３７６４
电子信箱： ｘｉａｏｌｉｎｇ＠ｅｆｃｈｉｎａ．ｏｒｇ

王万兴
中国可持续能源项目
能源基金会北京办事处
电力与可再生能源项目主管
北京建国门大街 １９ 号
国际大厦 ２４０３ 室，１００００４
电话：８６－１０－８５２６－２４２２
传真：８６－１０－６５２５－３７６４
电子信箱：ｗｘｗａｎｇ＠ｅｆｃｈｉｎａ．ｏｒｇ

项 梅
中国可持续能源项目
能源基金会北京办事处项目助理
北京建国门外大街 １９ 号
国际大厦 ２４０３ 室，１００００４
电话：８６－１０－８５２６－２４２２
传真：８６－１０－６５２５－３７６４
电子信箱： ｍｅｉ＠ｅｆｃｈｉｎａ．ｏｒｇ

工作人员
李 新
中国可持续能源项目
能源基金会北京办事处财务及行政主管
北京建国门外大街 １９ 号
国际大厦 ２４０３ 室，１００００４
电话：８６－１０－８５２６－２４２２
传真：８６－１０－６５２５－３７６４
电子信箱： ｌｉｘｉｎ＠ｅｆｃｈｉｎａ．ｏｒｇ

汤丽娜（Ａｌａｉｎｎａ ＴＨＯＭＡＳ）
中国可持续能源项目
能源基金会北京办事处项目助理
北京建国门外大街 １９ 号
国际大厦 ２４０３ 室，１００００４

邝思卉（Ｐａｔｔｙ Ｆｏｎｇ）
能源基金会资深项目助理
１０１２， Ｔｏｒｎｅｙ Ａｖｅｎｕｅ ＃１
Ｓａｎ 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 ＣＡ ９４１２９
电话：４１５－５６１－６７００
传真：４１５－５６１－６７０９
电子信箱： ｐａｔｔｙ＠ｅｆ．ｏｒｇ

孟 菲
中国可持续能源项目
能源基金会北京办事处项目助理
北京建国门外大街 １９ 号
国际大厦 ２４０３ 室，１００００４
电话：８６－１０－８５２６－２４２２
传真：８６－１０－６５２５－３７６４
电子信箱： ｍｅｎｇｆｅｉ＠ｅｆｃｈｉｎａ．ｏｒｇ

芦 红
中国可持续能源项目
能源基金会北京办事处项目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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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 言 人 介 绍

陈清泰

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曾任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副主任，国家

经济贸易委员会副主任。毕业于清华大学动力系汽车专业。受聘为清华大学、北京工业大
学兼职教授。１９８８ 年被评为首届全国优秀企业家，获全国首届经济改革人才奖。
刘世锦

现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办公厅主任、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研

究员。长期以来致力于经济理论和政策问题研究，主要涉及企业改革、经济制度变迁、宏
观经济政策、产业发展与政策等领域。先后在《经济研究》、《管理世界》、《中国工业
经济研究》、《改革》、《人民日报》、《经济日报》、《中国经济时报》等国内外刊物
上发表学术论文及其他文章二百余篇，独著、合著《经济体制效率分析导论》、《后来居
上：中国工业发展长期展望》、《国有经济的战略性改组》、《中国“十五”产业发展大
思路》、《宏观思考》等学术著作 １０ 余部，一些观点在学术界和社会上有较大影响。撰写
诸多内部研究报告，某些观点和建议为中央决策层所重视。曾多次获得全国性学术奖励，
包括第四届孙冶方经济科学优秀论文奖，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论文奖，中国发展研究一等
奖等。刘世锦１９８２年毕业于西北大学经济系，１９８６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
院，１９８９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
戴彦德

１９８２ 年毕业于华东石油学院炼制系，现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

副所长，研究员。兼任国家经贸委／世界银行／全球环境基金（ＧＥＦ）中国节能促进项目项目
办主任、北京能源学会副理事长、中国能源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化工节能协会常务理事
等职。戴彦德长期从事能源经济、能源发展战略和能源规划、能源系统效率分析以及能源
管理信息系统方面的研究和开发工作。近几年参加并组织实施的主要项目有：中国温室气
体减排的潜力和对策研究、二十一世纪我国节能战略研究、中国节能机制转换研究、我国
“十五”能源发展战略、２０２０ 中国可持续能源情景分析、电力体制改革与需求侧管理政策
等研究课题。
杨富强 美国能源基金会副主席兼北京办事处首席代表。在 １９９２ 年至 １９９９ 年期间，
杨博士在美国能源部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工作。１９８４ 年，杨博士获世界银行麦克那
马拉奖学金赴美国康乃尔大学工作。１９７７ 年 ２ 月至 １９８４ 年 ９ 月，杨博士先后在中国科学院
和国家计委能源研究所从事研究及工作。杨富强博士参与国家能源规划、节能以及农村和
可再生能源发展等政策研究工作。杨先生持有多个能源和工程学位，包括美国西弗吉尼亚
大学工业工程博士，并曾于 １９７９ 年 ７ 月至 １９８０ 年 ８ 月间，在清华大学热能工程系进修。
金约夫

现任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汽车标准化研究所副总工程师，教授高级工程

师。金约夫是中国汽车协会会员、中国汽车学会会员、美国汽车工程协会（ＳＡＥ）会员、全
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制动分技术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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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约夫多年从事过汽车产品试验研究、产品设计与汽车产品有关的各项技术研究工
作。曾担任国家科学技术部“电动汽车总体专家组”专家，参与了国家“九五”计划进行
的电动汽车项目研究的技术管理工作，参加了能源基金会支持的“中国清洁汽车技术发展
路径”、“混合动力和燃料电池汽车的比较研究”等项目。金约夫参与“中国汽车燃料消
耗量限值标准和试验方法及政策建议”的起草和《轻型汽车燃料消耗量试验方法》的制定
工作，负责《乘用车（Ｍ １ 类）燃料消耗量限值标准》的制定工作。
金约夫 １９８２ 年参加工作。在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工作期间，任科研处处长助理、中
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办公室主任、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产品研究所副所长等职。曾获省
部级科技进步三等奖四项。
贺克斌 清华大学国际合作与交流办公室主任，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教授。自 １９９０ 年获
得环境工程博士学位以来，长期致力于空气污染，包括燃煤造成的空气污染和汽车尾气排
放的研究工作。他的研究包括燃煤排放的评估与控制、城市车辆造成的空气污染的评估、
城市摩托车排放的控制和交通部分 ＧＨＧ 排放的估算。作为主要的研究人员，他参与完成了
超过 ３０ 项由世界银行、国家环保局、科技部、福特和通用汽车等单位资助的研究工作，发
表了 １００ 多篇学术论文。贺教授 １０ 多年来还担任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学工作，包括空气污
染控制工程，能源和环境，以及悬浮微粒技术等课程。同时他也是丹麦科技大学、英国丽
兹大学、美国哈佛大学的高级访问学者。贺博士还是中国能源研究学会、中国环境科学协
会、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组织中国委员会污染控制工作组、美国空气与污染管理联盟和美
国汽车工程学会的成员。
何

豪 威廉与佛洛拉·休利特基金会环境项目部主管。１９９０ 至 ２００１ 年期间，他创建

了能源基金会并担任总裁职务。何豪先生曾经是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能源小组成员，主持
交通工作组，并且是能源效率工作组成员。他还是布什总统环境质量委员会能源工作组成
员。何豪先生在斯坦福大学获得了工程学学士和硕士学位，主攻方向为能源规划。
汤万金

工学博士，研究员。２０００ 年以来任职于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原中国标准研究

中心），主要从事能源与环境标准化科研工作，主持或参与 ＵＮＤＰ／国家经贸委“六项绿色照
明国家标准的研究与制定”、“中国技术标准发展战略”等 １０ 余项科研课题和多项国家标
准制修订工作。博士期间主要从事技术经济方向的研究工作，先后主持完成了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煤炭自然科学基金、煤炭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各一项；１９９８ 年于北京科技大学
获博士学位，同年进入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中心系统生态开放研究室做博士后研究，主要
从事生态经济方向的研究工作，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一项，参加国家科技攻关专
题、９５ 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各一项。出版《能效标识概论》等 ７ 部。在国内外核心期刊
上发表学术论文 ５０ 余篇。
武

涌

建设部科技司副司长。曾任建设部城建司综合计划处副处长、建设部城建司

产业发展处处长、建设部城建司副司长。１９９４－１９９６ 年，赴荷兰住房与城市发展学院进修。
毕业于重庆建筑大学道桥专业，工学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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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学军

北京大学环境学院教授。获得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系本科、硕士、博士学

位。自 １９９１ 年以来，主持科研项目多项，其中包括国家攻关项目 １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３ 项，教育部项目 ３ 项，科技部项目 ２ 项，国家经贸委项目 ５ 项，国家环保总局项目 ２ 项，
美国能源基金会项目 １ 项，洛克菲勒基金会项目 １ 项，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联合国
开发计划署项目 ４ 项。１９９７ 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作访问学者。曾获多个奖项，包括
２００１ 年入选“高校优秀青年教师教学科研奖励计划”，获高校青年教师奖；１９９１ 年和 １９９７
年两次获得北京大学科技进步一等奖；１９９９ 年两次获得国家教育部科技进步三等奖。曾在
国内外刊物上发表论著 １１０ 多篇（部），其中包括专著 ８ 部，译著 ３ 部。
梁秀英

任职于中国标准研究中心能源与环境标准化研究室，从事能源标准化、能源

政策、资源综合利用与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研究。曾参与的主要科研项目有复合生态系统可
持续发展研究、国外能效标识实施经验、能效标识管理办法前期研究、中国统一能效标识
研究、家用电冰箱能效标准制定、中国重点耗能产品节能潜力研究等。目前，主要负责
“中国中小型三相异步电动机超前性能效标准制定”和“中国 ３５ｋｖ 以下配电变压器超前性
能效标准制定”项目的能效分析工作。参与编译出版的著作有《产业转型研究》、《能源
效率标准与标识——家用电器、设备、照明器具指南》、《能源效率标识概论》等。毕业
于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系并获理学学士学位，２０００ 年获中科院生态学硕士学位。
胡兆光

博导，教授，国电动力经济研究中心总经济师，华北电力大学兼职教授，中

国电力科学研究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评议人，亚行需求侧管理专家
组成员，中国电机工程学会能源信息专委会副主任。从事智能工程（人工智能，模糊数
学，神经网络等）及其应用、电源规划、电网规划、电力需求预测、经济效益分析、电力
市场、能源政策、需求侧管理、环境、能源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等研究工作。享受政府特殊
贡献津贴。在国内外发表论文 ６０ 余篇，著书两本。 获省部级科技成果奖多项。
梁志鹏

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热能工程专业。现为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能源所副研究

员，从事能源经济和政策研究工作，主要专业领域为可再生能源和热电联产。曾参与国家
热电联产规划和政策研究，以及风力发电等可再生能源的规划和政策研究工作。
冯

飞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副部长，研究员。１９９３ 年进入国务院发展研

究中心工作，主要研究领域：产业经济、垄断行业的改革和管制问题。曾主持和主要参与
的研究项目包括：“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加入 ＷＴＯ 背景下中国汽车产业发展的若
干战略和政策问题研究”、“垄断性行业的改革与管制”、“电力工业的可持续发展战
略”、“电力监管体制改革”、“国家能源战略”。获政府特殊津贴，并多次获得部委级
奖励。１９９１ 年获得工学博士学位，并于 １９９１ 年至 １９９３ 年在清华大学博士后流动站工作。
１９９４ 年曾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和卡尔顿大学学习。还担任一些政府部门的咨询委员和顾
问。
唐

元

国务院研究室工交贸易司副司长。１９９１ 至 ９４ 年在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工

作，任副处长。１９９４～９７ 年期间，在国家经贸委研究室工作，任处长。１９９７ 年后，在重庆
任中共重庆市委研究室副主任；其间 ２０００ 年 ８ 月至 ２００１ 年 １０ 月，任重庆机电控股（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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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公司副总裁。２００１ 年 １０ 月调入国务院研究室工作。唐元先生 １９８３ 年毕业于成都科技
大学；１９８３ 至 ８９ 年在能源部电科院读研究生，获硕士、博士学位；１９８９ 年在中国科学院系
统科学所作博士后，研究我国国民经济资金流仿真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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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2020 年能源面临的挑战和发展目标
刘 世 锦
中国 ２０２０ 年的宏伟目标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在社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
环境和生态保护、资源合理利用等方面全面协调地发展。可持续发展是应对各种面临挑战
的长远战略。能源是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动力，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目标能否实现的具
体保证。中国正处于工业化过程中，社会经济发展对能源的依赖要比发达国家大得多。例
如 ２００１ 年全国能源费用支出达 １．２５ 万亿人民币，占 ＧＤＰ 的 １３％。能源的开采、转换和利用
对环境、公众身体健康、全球气候变化、经济发展、国家能源安全产生巨大的影响。
按照目前的能源消耗方式预测，中国在 ２０２０ 年需要一次能源 ３３ 亿吨标煤以上。其中
煤炭 ２８ 亿吨，原油 ６ 亿吨。能源消费比 ２０００ 年增长 ２．５ 倍多，碳排放量达到 １９．４ 亿吨。
中国目前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温室气体排放国。如果延续目前的排放状态，中国有可能
在 ２０３０ 年左右成为第一排放大国，将面临着强大的国际压力。按照这种发展趋势估算，
２０２０ 年仅 ＳＯ ２ 产生量就可能达到 ５０００ 万吨，比 ２０００ 年增长 ２．６ 倍。目前全国的环境形势严
峻，生态平衡脆弱，污染排放总量远远超过环境容量和承载能力。土地荒漠化和沙化仍在
扩大，大气空气质量继续降低。２００１ 年世界银行发展的报告中列出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 ２０
个城市，中国占 １６ 个，大众的身体健康受到很大的威胁。如果情况不加改善，２０２０ 年将会
有 ４．５ 亿人暴露在空气污染中（超过国家二级空气质量标准）。据保守估计，大气中 ＳＯ ２ 浓
度增加一倍，则总死亡率增加 １１％，而悬浮颗粒每增加一倍，则死亡率增加 ４％。中国的大
气污染损失已经占到 ＧＤＰ 的 ３－７％，延续下去到 ２０２０ 年估计将高达 １３％，经济损失惊人。
中国的能源系统效率为 ３３．４％，比国际先进水平低 １０ 个百分点左右。中国无论在能源
消费强度和单位产品能耗都高出国际水平许多，节能潜力巨大。宝贵的能源资源没有得到
合理高效的利用，加剧了能源资源开采的强度，使得资源迅速枯竭，中国人均能源消费在
２０２０ 年仍不到世界平均水平。长期以来，政府对节能的管理偏重工业，忽视交通和建筑部
门节能；偏重行政管理，忽视激励措施；偏重政策制定，忽视贯彻实施；偏重技术改造，
忽视技术创新。在经济结构、行业发展和产品结构调整有着巨大的节能潜力。节能和提高
能效应是能源可持续发展的重中之重。
２００２ 年中国进口石油达 ７０００ 多万吨。２０２０ 年预计进口达到 ２．５ 亿吨左右，进口依存
度将高达 ７０％。中国电力改革中，急需解决电网投资不足，电价偏高，技术落后和管理不力
的状况，全力避免大面积停电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中国天然气工业监管缺位，输网中断的
风险高。能源供应安全和可靠性已是经济发展的心腹之患，急需建立应对措施和预警机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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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部门滞后经济和体制改革的进程，已成为发展的阻力。在能源领域，计划经济的
弊端主要表现在靠大量消耗资源维持经济低效益增长，不能优化资源配置，节能优先不能
落实；政企不分导致部门分割和条块摩擦，是能源管理机构变动频繁、能源决策失误的体
制上的根源；能源生产、分配和使用脱节，能源消费结构不合理；资源物价和能源价格扭
曲，导致资源浪费和环境恶化；节能仅仅当做能源短缺时的缓解和弥补手段，而不是一种
长效机制；能源定价、财会制度、能源统计等与国际通行准则不符，影响扩大开放和国际
合作。
在市场经济中，能源节约和开发是完全不同的。政府的作用应注重市场失灵的领域。
节能的市场缺陷和市场障碍很多。市场价格不能反映长远利益；投资者偏向近期的能源开
发项目；能源生产利用的环境成本和健康成本未计入能源价格；消费者缺乏节能信息和技
能；财税政策和管制政策不足以使节能潜力充分发挥。市场国家的实践表明，节能同环保
一样，政府必须起主导作用，克服市场机制失灵，同时也应充分利用市场手段推动节能。
中国 ２０２０ 年能源发展的战略可概括为：节能优先、清洁环保、供应安全、市场推动。
节能是中国能源战略和政策的核心。要以终端节能为主，政策引导，辅以激励政策，重点
抓好交通、建筑和工业节能。在 ３３ 亿吨标煤的基础上，强化节能措施，争取节约 ８－１０ 亿
标煤。能源开发应强调电力先行，清洁开发，多元互补，立足长远。２０２０ 年装机容量预测
９．５ 亿千瓦，通过优质能源调整和提高效率，争取少装 １－１．５ 亿千瓦。可再生能源装机 １ 亿
千瓦和开发 ５ 亿吨标煤可再生能源。大力发展天然气，适当发展核电，强力推行清洁煤技
术。充分利用国内外资源和市场，以长远的利益和社会成本／效益评价能源开发政策和项目
评价。
环境不仅是中国能源部门发展的制约因素，更重要的是引导和推进能源开发利用的杠
杆。２０２０ 年环境的各项污染指标应低于 ２０００ 年 ３０％－６０％，社会经济损失要减少一半。温室
气体排放在 ２０２０ 年只增加 ６０％左右，达到 １３－１５ 亿吨碳排放，人均 ０．８－１ 吨／人。加强环境
法规、政策和标准的制定，推动能源向排放少的清洁化和低碳发展。能源供应安全是保障
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保证，要建立预警机制和强有力的应对措施，保障经济和人民生活的
能源需要。能源发展的长期的根本的出路在于技术的创新和发展。利用进入 ＷＴＯ 的机遇和
市场机制，改造和更新技术和设备，高效地利用能源。协调国际合作和突出国内技术研发
重点，增强竞争优势。能源部门的改革在 ２０２０ 年要建立一套完善的市场和监管机制，优化
资源配置，投入少产出大，充分发挥市场功能。
在 １９８０ 年至 ２０００ 年期间，中国政府制定了“能源开发与节约并重，近期将节能放在
优先”的战略，使能源消费增长翻一番，保证了国民经济翻两番目标的实现，使能源消费
结构更趋合理和高效，节能效果和成绩世人瞩目。新的 ２０２０ 年国家能源战略和政策，将强
调能源、环境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增强各级政府的政策制定能力和职能转变，加速市场化
改革，减少投资和发展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中国应更高更快和全方位地融入世界的发展潮
流中，发挥中国应有的重要的作用。新的 ２０２０ 年国家能源战略和政策，不仅可以重复
１９８０－２０００ 年的这一奇迹，更使可持续能源发展迈向新的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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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中国能源需求情景
——政策选择对能源需求情景的影响
戴 彦 德
中国既定的经济发展目标是在本世纪中叶达到当时中等发达国家的经济水平，即人均
ＧＤＰ 按购买力平价（ＰＰＰ）计算达到 ２５０００ 美元。“十六”大报告又进一步提出到 ２０２０ 年
ＧＤＰ 要在 ２０００ 年的基础上再翻两番，人民生活要全面达到小康水平，并且基本实现工业
化。从世界目前人均 ＧＤＰ 达到这一水平的国家来看，其人均一次能源消耗至少达到 ３．５ 吨
标准油以上。假如届时中国的社会发展结构、科技进步的水平以及人民的生活模式等同于
现在发达国家的水平，那么届时中国的能源需求量将达到 ５０ 多亿吨标准油，这一需求量是
目前全世界能源消费总量的 ５７％，是目前中国能源消费总量的 ５．５ 倍。虽然这一简单的分析
结果是一个冻结的情景，是完全不可能发生的，但它向人们展示的问题是毋容置疑的，这
就是中国要实现其长远的经济发展目标，能源需求将会成倍的增加，而由此产生的环境问
题不仅影响着本国的经济发展而且将对全球环境产生深刻的影响。
另一方面，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型的工业化国家，同现有工业化国家在过去近百年的工
业化过程中的内、外部环境相比，具有明显的后发优势。特别是在目前面临世界经济、资
源一体化，信息产业迅速发展并带动传统产业结构变革和技术革新的背景下，中国未来可
供选择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满足既定经济发展目标的能源供应模式的空间较大，未来中
国的能源需求量有可能在较大的范围变化。在能源基金会的支持下，由国家发改委能源研
究所组织社会各方面的力量，采用对比分析、规划指标、和专家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自上
而下诠释小康社会的情景，然后，在充分考虑未来 ２０ 年内、外部条件变化（世界经济一体
化、全球环境和区域环境保护、技术进步、国际贸易、市场化等）对能源需求影响的的基
础上，采用 ＬＥＡＰ２０００ 模型自下而上计算全社会终端能源，分析了 ２０２０ 年全面实现小康社
会的能源需求情景。其研究表明：在 ２０２０ 年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下能源需求，在
趋势照常即保持现有的政策力度下，能源需求约为 ３２ 亿吨标准煤，在强化可持续发展的政
策情景中，能源需求约为 ２４ 亿吨标准煤，同趋势照常情景相比，能源需求量降低了三分之
一。由此可以看出，只要政策选择和组合适当，在目前，和可以预计的未来内外部环境条
件下、中国完全可以以当初发达国家一半的能源供应实现其相应的人均经济发展目标。
从长期来看，影响未来能源需求情景的关键因素，首先是经济增长模式。在过去的二
十年中国经济实现了持续高速的增长，其结果是，使中国经济告别了短缺时代。这一时期
经济增长的明显特征是物质生产能力和生活能力粗放型的扩张和外延，其发展模式是高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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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高消耗、高污染。今后中国经济的增长随着全球经济、资源的一体化进程加快，随着
技术进步在经济发展地位的逐渐加强，以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ＷＴＯ）等内外部条件的变
化，已具备了相对于前二十年高增长、低消耗的条件。在利用模型进行的多个情景分析当
中，其理想情景即当政策组合（包括产业发展政策、各种结构的调整、进出口贸易以及高
耗能产品进出口政策的调整等）处在最佳状态时，这种变化一方面将导致新增经济增量对
能源的依赖程度同过去的二十年相比降低了 ５０％，另一方面原有经济对能源的需求可降低
２５％。
影响能源需求情景的政策因素其次是能源发展战略。由于中国能源消费以煤为主，同
世界能源消费结构相比，中国属低质型的能源结构。这种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是客
观上造成中国能源经济效率低、污染重、产品竞争能力差的根本原因。分析表明由于中国
的能源消费结构以煤为主，同世界发达国家相比在实现同等的经济目标下，由于能源消费
结构（能源质量）方面的差异，多消耗了近 ２ 亿吨标准煤。在用 ＬＡＥＰ 模型对 ２０２０ 能源需
求进行情景分析的结果表明，在终端“能量”需求一定的情况下，能量供应的结构对一次
能源需求情景产生的影响接近 ２ 亿吨标准煤。
影响未来能源需求情景的第三个政策因素是能效政策。这一政策的选择和力度将在如
下两个方面起作用。
——对新增生产和生活能力的影响。主要指建筑、交通（家庭轿车）和家电。从长远
来看，上述三者是未来能源需求增长最快的领域，也是能效技术变革最活跃的领域。在各
种情景分析当中，能效政策的有、无或强、弱，对上述领域的能源需求产生至关重要的影
响，特别是在建筑和交通领域，在三个情景中，合适的节能政策可抑制能源消费增长范围
在 ３０￣５０％之间。
——对既有生产能力能效改进影响。尽管中国的节能工作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各种
分析测算表明，目前市场上技术上可行、经济上合理的节能潜力仍高达 １．５￣２亿吨标准
煤。情景分析的结果表明，只要节能政策得到落实，这一节能潜力就可得到挖掘，其结果
是冶金、建材、化工等高耗能行业，２０２０ 年时可以实现国家既定的发展目标而能源需求仅
为 １９９７ 年的水平或略有增长。
上述三个因素对能源需求的影响度理论上讲依次为：经济增长模式、能源发展战略、
能效政策，但由于经济增长模式受到发展阶段不可逾越的影响、能源结构的改善受到了资
源等条件的影响而受到限制，而真正能够影响未来能源需求的是能效政策。情景分析的结
果表明，在上述的两情景之间 ８ 亿吨标准煤的差距之中，能效政策的影响 ４．８ 亿吨标准
煤，占到了总量的 ６０％。因此，能效政策的强弱对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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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可持续的低成本的能源发展之路
杨 富 强
中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匮乏，自然生态环境脆弱。如何保障能源供应，如何保护环境
和公众健康，如何协调经济全面综合的发展成为迫切需要研究解决的问题。显然，针对中
国的发展状况和制约条件，正确的答案是走可持续的低成本的能源发展之路。
目前，中国温室气体排放量占全世界总排放量的 １０％以上。估计中国在 ２０３０ 年前后可
能成为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２００１ 年全国能耗费用支出已达成 １．２５ 万亿元，占 ＧＤＰ 的
１３％，而美国仅占 ７％。在应对温室气体排放和维持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问题上，国家发改委
能源研究所建立的 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年时间段的中国能源需求和中国中长远能源政策选择的情
景分析表明在一般情景中：２０２０ 年中国一次能源总需求将达 ３２．８ 亿吨标煤，比 ２０００ 年增加
２５３％，人均 ２．２ 吨标准煤。２０００ 年到 ２０２０ 年期间中国的能源消费弹性系数为 ０．６５，能源
需求年均增长 ４．８％，电力需求的增长速度比一次能源更快。到 ２０２０ 年，全社会用电需求将
达 ４．２ 万亿千瓦时，发电装机容量达 ９．５ 亿千瓦。石油需求为 ８．７ 亿吨标煤，煤炭为 ２０ 亿
吨标煤，碳排放也将达到 １９．４ 亿吨，人均 １．３３ 吨碳排放．能源消费的增长将对资源、环境，
温室气体排放和能源供应安全施加更多压力，对中国的能源发展提出了严重的挑战。
２００２ 年，全国一次能源消费量为 １４．８ 亿吨标准煤。其中煤炭占 ６６．１０％，石油 ２３．４％，
天然气 ２．７％，水电 ７．１％，核电 ０．７％。中国人均能耗为世界平均值的 ４５％左右，但中国能耗
强度为世界平均值的 ２－３ 倍以上。中国 １１ 个高耗能产业的 ３３ 种产品能耗比国际先进水平
高 ４６％左右，这些高耗能部门与国际水平相比之下，每年多耗能 ２．３ 亿标煤。节约能源应是可
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中国政府应加强对节能工作的领导。大力加强各级政府领导节能工
作的综合决策能力和协调管理能力。在政府机构中，应加强节能管理机构，转变政府职
能。政府对节能的管理，包括制订价格和税收政策，制订、实施法规和标准，支持节能技
术研究开发，引导和协调各种节能组织的活动，以及政府机构自身节能。节能激励政策包
括尽快制订节能项目和产品的税收减免政策，节能投资的优惠政策。设立节能管理专项资
金，用于节能政策法规和标准的研究制订、公众宣传、教育培训、信息服务、奖励表彰等
活动。《节能法》实施十分重要，但目前实施措施有待强化。
中国的交通部门是目前能源消费增长最快的一个部门，尽管该部门目前只占能源总能
耗的 １０％左右，但预计到 ２０３０ 年将占到 ２５％以上。到 ２０２０ 年，进口石油将占石油需求总量
的 ６０％以上。持续增长的石油进口将严重威胁中国石油供应的安全。中国车辆的燃料效率
明显低于发达国家水平，尾气排放水平和控制比发达国家落后 １０ 年左右，单车排放的污染
物是发达国家的 ５－１０ 倍。中国政府应推动先进车辆技术的研发和市场化，开展推动先进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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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车辆引进的政策和规划研究，促进先进技术的引进和应用。在提供与目前传统的燃油发
动机几乎同样的动力性的同时，其燃油经济性得到很大改善，有害排放大大降低，甚至接
近零排放的水平。积极推动燃料质量标准和机动车排放标准的制定。我国机动车排放水平
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不仅仅是因为车辆的排放控制技术落后，还有燃油质量差的原因。
加速推动燃料经济性法规的制定和实施。燃料经济性法规被认为是政府控制机动车排
放最有效的手段之一。例如美国的燃料经济性标准（ＣＡＦＥ）仅在 ２００１ 年就节约了 １．９ 亿吨
原油和 ９２０ 亿美元的费用。日本政府对汽油和柴油的轻型客货车制定了一套燃油经济性标
准。根据这套标准，到 ２０１０ 年，汽油客车的燃油经济性将达到 １５．１ 公里／升，比 １９９５ 年
提高 ２２．８％。在中国实施燃油效率标准，仅节油一项，产生的经济效益就相当于三峡工程
的总投资。如果此标准采纳实施，２０２０ 年机动车耗油可节省 １５－２０％。减少石油进口能够为
国家节省大量的外汇和减少进口石油的依存度。根据目前汽车技术的发展情况，实现在
２０１０ 年左右与国际技术发展的接轨目标。提高经济性技术的成本都可以在 ８－１０ 年回收，增
强中国汽车产品的竞争能力。
改善城市交通系统和建立快速公交系统。城市拥堵已经成为中国城市可持续化发展的
瓶颈，一般来说，城市道路的改善只能刺激更多的汽车使用，不能解决交通问题。而目前
被广泛关注的轨道交通由于投资费用太高，很难在短期内满足城市交通的需求。快速公交
系统是一种低费用高效率的交通模式，该系统可以以轨道交通 １０％的投资达到近似于轨道交
通的运输效率。特别是在人口超过 １００ 万的密度较大的城市，公交系统能够发挥举足轻重
的作用。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城市交通需求迅速增加，而中国大城市高密度的土地利用
模式决定了道路空间资源的有限性，加上交通资源分配的不合理，特别是近年来小汽车交
通的迅速增长，造成城市交通拥挤程度日益增大，城市交通效率急剧下降。交通拥堵不但
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还浪费能源和严重污染城市空气环境。
我国目前建筑能耗大约占总能耗的 ２３％。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建筑用能会逐渐
增加。至 ２０２０ 年，建筑能耗约占总能耗的 ３５％以上。政府机构节能是建筑节能的一个重要
组成部分，并已经引起了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政府机构节能约占总能耗的 ４－５％。政府
的表率作用将对节能工作有事半功倍的效能。如何促进全民节能，目前还没有很具体的政
策措施。如能提供激励政策，鼓励居民购买节能楼房和节能家用电器产品，从而和政府机
构节能配合，有效地拉动节能建筑和节能产品市场，从而促进该领域的投资和技术进步，
实现建筑节能的良性循环。在建筑节能方面，国家建筑节能设计标准的制定以及家用电器
最低能效标准的制定。是极其有效的节能措施。能效标准是发达国家控制终端用能的主要
政策手段。有关分析表明，仅冰箱、电视机、洗衣机、房间空调器、照明设备的能效标准
在未来 ２０ 年带来的节能量，就相当于 １０ 个 １００ 万千瓦电厂的发电量。
政府政策和节能标准的有效贯彻实施是落实建筑节能的基本前提。中国政府正在加速
制定炎热地区的民用住宅节能标准和公共建筑节能标准的同时，更应注意加强建筑节能标
准的贯彻实施。例如北方寒冷地区民用住宅标准实施已近二十年，但只有少部分的新建筑
符合节能标准要求，使实际的节能效果大打折扣。应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独立监督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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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力推动节能标准。充分利用市场转换机制，清除低劣能耗高的产品，宣传高效节能产
品，促使消费者积极购买节能的家用电器和设备，使高效的节能产品能迅速地占领和扩大
市场，同时也培育和推动新兴节能材料和产品产业的发展。
在工业节能方面，致力贯彻实施节能法，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节能新机
制。行业目标节能自愿协议是一种节能新机制。该机制广泛应用于发达国家，尤其是欧洲
国家。例如荷兰政府和工业界共同实施的节能自愿协议，在 １９９０－２０００ 年间使工业企业的
能效提高了 ２０％。其他国家如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丹麦、法国、德国、日本、挪威也
开展了卓有成效的节能或减污自愿协议活动。自愿节能与减排机制促进节能法及新颁布的
清洁生产促进法的实施。自愿协议机制为企业参与者规定清晰的、可测量的节能、环保等
效益目标， 政府主管部门则为企业达到目标提供必要的政策支持。企业和政府部门签订协
议以建立一套有效的责任机制，保证在一定时间内实现节能或减污目标。自愿协议机制促
使政府各种环保和经济政策的协调运作，且保障这些政策实施的量化效果。
工业节能的重点应放在制定主要的耗能设备标准，从源头上就使进入市场销售的设备
具有能效高的优点，改变从前在能效低的效益差的设备上搞投资搞技术改造的被动局面。
跟国外的效率高的设备相比，中国的工业耗能设备普遍低 ２０－３０％，节能潜力很大。能效标
准的制定应首先瞄准那些跨部门的设备和技术，例如锅炉、电机、风机和水泵等。家用电
器标准制定和市场推广的经验可借鉴参考。耗能设备的标准应与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和排放
许可紧密结合，借助环保标准的强制性和排放收费来推动高效的跨部门的工业设备的制造
和销售。
配合国家电力体制改革和协助新成立的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开展能力建设，从而使其
在制定监管规则和决策时，能够充分考虑能源效率和包括可再生能源在内的清洁能源发
展。在发电端竞争市场中，应实施公平的原则，鼓励清洁发电厂商的电力有较强的竞争
力。发电绩效标准为清洁发电厂商创造了公平竞争的平台。这种以产出为基础的排放标准
（排放物 ｋｇ／ｋｗｈ）对所有电厂排放都是统一的。这种标准鼓励采用各种低成本的办法达到
排放标准。有了这种发电绩效标准，排放物总量控制和交易也能同时推广，降低达标排放
的系统成本。国家环保总局在浙江、江苏、山东和山西开展试点工作，进行排放总量分
配，逐步推进 ＧＰＳ 排放标准的建立。尽快制定和实施火电厂发电绩效标准，鼓励提高能效
和清洁能源发展，实现国家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目标。与先进国家的发电能耗相比，中国
发电每千瓦小时要多消耗 ５０ 克标煤。如果中国 ２０２０ 年发电能耗水平赶上目前发达国家的
水平，可减少 ６４００ 万吨发电煤耗。
国内外经验表明，电力需求侧管理是最经济有效的节约用电和削峰填谷手段，也是监
控电力改革中市场支配力操纵市场的有效措施。２００１ 年以来，经济快速增长和生活水平的
提高，拉动了电力需求，造成电力供应短缺的加剧。２００１ 年加州电力危机的情况表明，整
个能源利用的 ７－９％是通过节能来实现的，这是反映最迅速和低成本的办法。在加强电源建设
的同时，在近期内，应将节电和提高能效做为最直接有效的措施。政府部门应在政策上明
确实施主体，建立激励的经济手段和设立鼓励节能的基金，强力推进 ＤＳＭ 和提高能效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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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机制。终端节电的潜力巨大，但政策缺位。在《电力法》的修改中，应强调终端节电。
过去十几年来，国际上在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在部分欧美国
家，可再生能源，尤其是大型风力发电项目，已经基本具备了与煤电竞争的条件。国际上
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与政府制定长远目标、政策和资金方面的大力支持密不可分。鼓励国家
和地方政府应制定和实施可再生能源框架性政策，支持可再生能源强制性市场份额以及通
过建立公共基金支持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政策研究和试点。通过政策的实施，加强市场培育
和积极引入竞争，促进可再生能源成本迅速降低和规模化发展。
有关研究报告预测，为使能源、经济、环境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到 2020 年，中国可再
生能源装机总量应达到总装机容量的 12%，即 1 亿千瓦，其中风力装机 2 千万千瓦左右。
国内外经验表明，在改革的竞争电力市场中，建立公众利益基金是行之有效的手段。公众
利益基金可以支持可再生能源、节能和其他公共项目。公众利益基金可以从电费、环境收
费、公共财政开支、转变旧税费款项等方法筹集。成本效益分析表明，公众利益基金的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都远远高于成本许多。
在强化节能、可再生能源以及清洁能源的政策情景中，2020 年的总能耗可从 32.8 亿吨
标煤降到 24.7 亿吨煤，节约 8 亿吨标煤。其中工业（不包括电力部门）、电力、交通、建
筑部门分别节能 3.6, 1.6, 1.3 和 1.6 亿吨标煤。可再生能源可替代 2.2 亿标煤。矿物燃料需
求为 22 亿吨标煤左右。与 2000 年能耗相比，仅增加 90%。与此同时，碳排放量从 19.4 亿
吨下降到 14.4 亿吨，比 2000 高 57%，可节约碳排放量 5 亿吨。2020 年人均碳排放量不到 1
吨，，约为目前 OECD 国家的 33%，世界平均水平的 93%左右。值得指出的是，上述情景
中仍有节能和节碳潜力。
能效提高和可再生能源开发是中国可持续能源发展的重中之重。我们应更加注重国家
政策和地区贯彻实施，加强中国重大能源政策的研究，将中国专家和国际上“最佳实用”
的成效结合起来，加强能力建设，促进技术政策的交流与传递。中国政府如进一步强化节
能、提高能效和开发可再生能源，中国能源增长翻一番可以保证经济翻两番和其他社会发
展的需要，而且碳排放的增长率会比能源消费的增长更低，使整个经济更趋向能耗低、排
放少的优化经济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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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乘用车限值标准的制定和节能潜力的分析
金 约 夫
从我国现有汽车保有和需求的增长情况分析，未来 １０－２０ 年将是我国汽车的高发展
期。车辆油耗情况的好坏，对我国石油的需求走向以及能源安全将产生重大影响。为了保
证我国汽车工业的健康发展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应当认真研究和制定汽车燃料消耗量限
值标准和其他相关政策。从国外的经验看，制定对于乘用车的燃料经济性限值标准是非常
好的办法，制定燃料经济性限值标准可以适度的抑制高油耗车辆的过快发展和从总体上保
证能源的安全性。

1 我国汽车需求和保有特征
我国汽车保有和需求具有以下特征：
（１）我国汽车市场的潜力巨大。石油消耗将大幅上升分析预测，到 ２００５ 年我国汽车
需求量超过 ５００ 万辆，汽车保有量超过 ３０００ 万辆。到 ８ 月底我国汽车的轿车需求量已经超
过 １２０ 万辆，预计年底将超过 ２００ 万辆。十年来，我国汽车产量由 １９９０ 年的 ５０ 万辆激增
至 ２００２ 年的 ３２５ 万辆，年平均增长速度接近 １３％，轿车产量占总产量的比重也达到了
３４％。
（２）我国汽车保有量增长很快。实施轻型车限值标准迫在眉睫。十年来，我国汽车保
有量增长很快，２００１ 年末达 １８０２ 万辆，比 １９９０ 年增长 ２２７％，年均递增 １１．４％。与 １９９０ 年
相比，载客汽车（含轿车和客车） 的保有量增长 ５１３％，普通载货车增长 １０７％，专用载货
车、专用车及特种车增长 １１４％。
（３）私人汽车保有量增长迅速。近年来，私人汽车保有量增长迅速，１９９０ 年只占总保
有量的 １４．８％，２００１ 年占 ４２．８％，２００１ 年比 １９９０ 年私人汽车所占比重增长了 ２．８９ 倍。中
期预测结果显示，到 ２０１５ 年汽车保有量将超过 ８０００ 万辆，其中轿车（主要是家庭用车）
的保有量所占的比例将占相当大的比例。
（４）我国汽车普及率还很低，每千人保有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２００１ 年末，我国汽车
普及率平均每千人拥有 １３．８ 辆，载客汽车普及率每千人拥有 ７．６ 辆。北京和广州的千人保
有量分别为：１２０ 和 １４０ 辆，略超过世界平均千人保有水平。
根据分析预测，２００５ 年我国汽车保有量将超过 ３０００ 万辆、２０１０ 年将超过 ５０００ 万辆、
２０１５ 年将超过 ８０００ 万辆，轿车产量分别将超过 １０００ 万辆、２０００ 万辆和 ４０００ 万辆。我国
的机动车保有情况比较特殊，到 ２００２ 年机动车保有量为 ９１０５ 万辆。其中汽车的保有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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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用车占 ５５．１２％，约为 １１３１ 万辆，到 ２００５ 年的 ７ 月 １ 日将有 １１３１ 万辆乘用车将实施燃料
消耗量限值。还有 ７９７４ 万辆轻型车、农用车和摩托车的油耗问题亟待解决。因此不能只对
乘用车实施油耗限值标准，还应当考虑对摩托车和轻型车实施油耗限值，将农用车的管理
纳入汽车的管理之中，这样才能从更本上解决汽车油耗增长过快的问题。

2 我国汽车燃料经济性现状分析
图 １ 为中国轿车燃料经济性现状和日本 ２０１０ 年目标、欧盟的 ＣＯ２ 排放协议要求以及美
国的 ＣＡＦＥ 标准比较。从中可以看出，我们国家轿车的燃料经济性水平同发达国家在未来 １０
年内的要求有很大差距，因此，尽快制定燃料经济性标准，推动技术进步，才可能保证中
国的汽车工业在未来 １０ 年中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保证中国汽车工业的竞争力，并减少交
通部门对石油消耗和能源安全问题的压力。中国汽车的整备质量按车型平均要小于美国，
排量和发动机功率也小于美国。整备质量较美国少 ２４％，排量只有美国的 ５７％，功率与美国
相比只有 ５０％，但整体比较油耗只略好于美国约 ５％。虽然我国从车型平均的汽车燃料消耗
量和美国相当，但由于排量、功率、车辆重量等都小于美国车，整体评价汽车油耗要比美
国差。
中国按车型平均油耗与美国、日本和欧洲的第一阶
段、第二阶段按销售量平均油耗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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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燃料经济性与世界水平比较

我国的《乘用车燃料消耗量限值标准》水平介绍
根据国家提高车辆燃料经济性，减少石油消耗的要求，国家发改委委托中国汽车技术

研究中心组织制定了轻型乘用车燃料经济性标准，该标准采用重量分组的方法，要求汽车
企业分别在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和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达到第一和第二阶段限值标准。从现有车型数据分
析，现生产车型达到 ２００５ 年第一阶段限制要求的车型占 ５０％。从现有车型数据分析，现生
产车型达不到 ２００８ 年第二阶段限制要求的车型占 ８２％。图 ２ 表示要求实现两阶段目标，及
其与国际水平（日本）的差距。图中可以看出，我国到 ２００８ 年的标准总体上仍然比日本
２０１０ 年的标准宽松较多，但在车重超过 １５００ 公斤的车辆中，要求相对严格，接近日本的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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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限值，这反映国家鼓励生产小型节油车辆的政策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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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为我国标准同目
前发达国家生产使用的车辆
燃料经济性的比较，资料来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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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图比较了世界各国 ３２ 个
厂家，５０６ 种轿车车型的燃
料经济性，统计结果表明，
第二阶段限值与 ２００２ 年世
界各国轿车的平均油耗水平
基本相当，即按标准要求，

图 ３ 中国燃料经济性标准与世界车辆水平比较

２００８ 年新开发的乘用车达
到 ２００２ 年世界轿车平均油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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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实施该标准，到 ２０３０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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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中国燃料经济性标准的节能潜

加严标准，使中国车辆节能技
术同世界同步，并同时扩展标准覆盖的车型，到 ２０３０ 年则可以累计节油 ８ 亿吨，仅 ２０３０
年一年就可以节油 ８５００ 万吨，相当于 ２００２ 年石油总的进口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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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燃料质量的提高及政策建议
贺 克 斌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的机动车保有量增长迅速。２００２ 年，中国
机动车总保有量约为 ２０００ 万辆。机动车的排放造成了城市空气质量的迅速恶化。据统计，
中国有大约 ２／３ 的城市空气质量超过国家标准，而机动车在大城市的污染贡献率已经超过
５０％。造成机动车污染的原因除了保有量的增加，更重要的是中国机动车排放控制技术相
对落后，控制标准宽松。近年来，我国已开始重视机动车污染的控制，不断提高控制技术
水平，并加严机动车排放标准。然而，油品质量的改善是采用先进控制技术的前提。为
此，我国从 １９９７ 年起，在两年内全面禁止了含铅汽油的使用，为我国机动车实现欧 Ｉ 排放
标准提供了必要的基础。
目前，中国已计划在近期实施欧洲 ２ 号标准，并在 ２０１０ 年要与国际水平接轨。为实现
这些目标，中国将引进先进的控制技术，这意味着，中国将需要进一步提高燃料的品质，
才能确保先进技术的成功引进，从而实现更严格的排放标准。纵观国际上机动车污染控制
的经验，随着机动车污染物排放限值标准的不断加严，当汽车排放污染控制技术发展到一
定阶段后，燃油作为一项基础条件，其品质的好坏就成为制约整个污染控制计划的瓶颈。
由此可见，燃油品质在机动车污染控制战略中已经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当前我国汽油品质标准同世界燃油规格还有很大差距，特别是铅、苯、烯烃和硫的含
量仍然具有对大气质量的危害和对发动机控制系统形成一定潜在的破坏性。如我国的标准
中所规定的铅含量小于 ０．０１３ｇ／Ｌ 是为控制大气铅污染而规定的，并不能满足三效催化转化
器的正常工作需求，导致我国三效催化转化器的寿命周期短。而我国目前的汽油品质现状
还没有完全达到本国的标准。就柴油而言，无论是品质还是标准，我国都同国际水平相差
很多。柴油内的高含硫量使得许多有效的排放控制技术，如电控喷射加三效催化器及颗粒
物捕集技术无法引进和应用，限制了符合欧 １、欧 ２ 要求的高性能清洁柴油机在中国的推
广。目前中国柴油质量的状况是，轻柴油的合格率约占总量的 ４２％，其中催化裂化组分约占
４０－５０，合格品的十六烷值低（４０－５０），安定性较差，胶质高，芳烃含量高。轻柴油中的
硫含量为 ０．１－０．２％。
我国石油工业在提高产品品级和标准方面，面临着两大挑战，一是近期为达到严格的
标准，主要针对国内原油（低硫高质量原油）的技术改造；二是长期维持或进一步强化油
品质量标准，而需要的技术进步和原料改善，因为中国石油加工部门将不可避免地增加高
硫原油进口比重。另外，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国际上的石油公司将进入中国的燃
料市场，它们可以提供更加清洁的油品，如果中国的石油行业没有迅速达到这一要求，由
于环保法规的限制，中国的石油行业将失去一部分市场。因此，从中国石油行业发展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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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中国也需要快速的提高国内企业的燃料品质。
中国石油公司表示，生产符合 ２００－３００ ＰＰＭ 含硫量的汽油和符合 ５００－ＰＰＭ 含硫量的柴
油并不困难。中国石化公司表示，所面临的挑战虽然比以往更大，但可以生产 ５００ＰＰＭ 的汽
油（可供道路上的车辆使用）以及的 ５００ＰＰＭ 柴油。中国利用现有并已商业化的技术可以实
现欧洲 ２ 号和欧洲 ３ 号标准。各大石油公司还表示完全掌握了达到欧洲 ４ 号标准和欧洲 ５
号标准所需要的技术。虽然某些其它的技术进步是必然会发生的事，也是预料之中的事，
两家公司在被问及是否能够按照政府的要求在 ２０１０ 年前达标时都做了肯定回答。中国石油
加工科学研究院（ＲＩＰＰ）表示有信心在该期限内实现上述目标。
根据目前的情况，采取有效的政策措施，改善油品的质量以满足改善城市环境质量和
引进先进车辆技术的需求，已经迫在眉睫。国际经验表明，政府的政策调控手段，是推动
企业进行技术改造，生产更清洁燃料的最有效的方法，鉴于中国进行油品改造的紧迫性，
我们建议中国政府在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工作，促进中国油品生产的技术改造，提高中国石
油行业的竞争力：
（１） 协调各政府部门之间的合作，建立体系油品质量的标准颁布和监管
燃料和燃料质量影响石油，汽车，环境，人体健康，经济和科技进步等社会发展多个
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因此，应该协调上述各主管政府部门的职责，从环境和
人体健康的最终目标出发，建立油品质量的标准颁布和监管的机制，保证中国的油品达到
环境改善的需求。
（２） 尽快建立长期的燃料质量改善计划和燃料质量标准时间表
一般来说，企业需要通过技术改造来满足更加严格的燃料质量标准，因此尽早颁布标
准将保证企业有充分的时间进行技术改造，以满足标准的要求。另外，标准在动态的不断
更新，如果能够从保护环境的角度，给企业一个清晰的标准发展的方向，则有助于企业确
定长期的发展战略，而不必要经常进行短期的调整。同时，建立长期的燃料质量时间表，
可以保证政府官员和研究人员从更长远的交通发展的角度考虑机动车污染控制，从而是决
策规划更具有科学性。比如在欧洲，在 ２０００ 年，欧洲的标准颁布时间表已经制定到 ２０１０
年左右。
（３） 考虑经济激励和税收调节的手段推动燃料质量的改善
经济激励是市场经济下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另一条主要手段。研究表明，中国的燃油
质量从当前的水平分别提高到满足欧洲 ３ 号和欧洲 ４ 号排放标准，每升汽油的成本仅增加
２．６ 分和 ３．３ 分，每升柴油的成本仅增加 ４．６ 分和 ７．０ 分。如果采用有效的经济激励政策，
保证石油工业的投资能够通过税收得到回报，这将有效的保证燃料质量的改善。欧洲的一
些国家如德国，就是采用税收的手段，使燃料质量达到很高的标准。香港也采取同样的方
法，在很短期间内，是燃料中硫含量由 １５００ｐｐｍ 降低到 ５０ｐｐ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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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公共汽车交通——通向可持续交通之路
何东全 Hal Harvey

背景
中国的汽车数量正在持续以惊人的速度增长。２００３ 年 ６ 月的汽车销售量较 ２００２ 年 ６ 月
增长了近 ８３％。即使 ＳＡＲＳ 也未影响到汽车的销售状况；４ 月份，仅北京的汽车销售量就达
到 ４０，０００ 辆。随着过去两年汽车价格大幅下降，消费者还将拥有比以往更大的选择空间。
据预测，中国汽车保有量迅速增长的趋势将会持续。政府已经将汽车产业发展视为支
持经济长期增长的一个重要消费项目。根据十六大的规划，２０２０ 年中国的 ＧＤＰ 将翻两番，
这同样要求汽车工业在未来的 ２０ 年内继续快速发展。根据中国工业和交通统计处的报告，
目前，汽车工业已经成为带动全国经济发展的先导行业。
但是，不断增长的汽车保有量也引发了广泛的环境和经济问题：如二氧化碳排放量上
升、城市多种污染物超标、由于机动车排放造成的人体健康损失增多、交通堵塞和石油资
源短缺等等。
世界各地的经验表明，发展公共交通是使城市可持续运转的最佳手段，中国的决策者
们也在继续加大力量进行道路建设和发展铁路系统。但是，根据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
这两种措施都不能满足城市不断发展的需求。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汽车价格的下降，道
路建设将会进一步刺激私人汽车的数量和使用的增
多，而不断增长的汽车数量将很快再次使这些道路不
堪重负。地铁或轨道交通本身时刻持续的交通方式，
但是，由于过高的建造成本使任何轨道系统都不能快
速满足迅速增长的交通需求，结果造成居民不得不转
向小汽车交通。
由于缺乏有效的改善公共汽车交通的措施，当前
的公交系统不能满足交通需求。在各种交通工具中，
公共汽车效率低下、设计过时、人员拥挤并且乘坐不
舒适。落后的公交服务水平使人们转向了私人交通工
具。于是又导致了更严重的交通问题。交通拥挤降低
了人们的生产效率，加重了空气污染问题，形成了典
型的交通恶性循环。据估计，由交通拥堵导致的工人生产率降低使上海的 GDP 降低了
1

10%。在一些城市中，道路上的平均行驶速度低于每小时 ２０ 公里。
最近，中央政府意识到依靠轨道交通解决城市交通问题存在许多困难并且成本太高。
因此，国务院暂缓审批全国至少 ２０ 座城市的地铁项目。但是，中央政府并没有为这些城市
提供代替的解决方案来解决它们的城市交通问题。
快速巴士客运
根据国际上的经验，快速公共汽车交通系统（简称快速公交，ＢＲＴ）等低成本且高效率的
公交系统可以缓解交通问题，并且建设速度快、成本合理。通常，快速公交系统（ＢＲＴ）是一
种高质量的面向消费者的运送系统，可以提供快速、舒适和低成本的城市交通。在不同的
国家和地区，ＢＲＴ 还有其他名称，包括大容量公交系统、高质量公交系统、地面地铁、特快
公交系统和公交专用通道系统。ＢＲＴ 系统融合地铁系统的众多优点，成本却相对低廉。因此
ＢＲＴ 也称为“地上地铁”系统。ＢＲＴ 系统的主要特点包括：
·专用的公交车道/道路
·上下车速度快
·车站和枢纽站清洁、安全、舒适
·高效的车下付费系统
·高效的运营管理体制
·清晰直观的标志牌和实时的信息显示
·十字路口的优先通行机制
·车站和枢纽站外观统一
·清洁的车辆技术
·完备的营销手段
·优良的客户服务。
在拉丁美洲，已经以较低的成本建立了一些 ＢＲＴ 系统。ＢＲＴ 系统的费用为每公里 １００ 万
到 ５３０ 万美元，而建造地铁的费用为每公里 ６５００ 万美元到 １ 亿 ８ 千万美元。另外，ＢＲＴ 系
统在建成后，其收入通常可以完全满足运营成本的自身需求。在拉丁美洲，每张车票的价
格通常低于 ０．５０ 美元。ＢＲＴ 系统运送乘客
的能力通常大于轻轨系统，与地铁系统相
近。使用快车线路和通行线路系统，在巴
西的圣保罗和哥伦比亚的波哥大，客车单
方向的旅客运送量达到了每小时 ３５，０００
名乘客。
中国各城市的政府机构正在不断寻求
解决城市交通问题的方案。在过去两年
中，中国许多城市对 ＢＲＴ 的热情不断高
涨。其中最重要的结果就是，北京市政府
2

计划建立一个 ＢＲＴ 的示范走廊。这条走廊将市中心与南部卫星城连接在一起，将于明年建
成和投入使用。该走廊结合了 ＢＲＴ 的所有要素，其中包括（１）道路中央的专用公交车道，（２）
低入口车辆和水平登车，（３）车外检票系统，（４）信号优先系统，（５）智能信息系统控制，（６）
车站处设置超车道。这条走廊将作为试点，为在北京甚至全国范围内进一步实施 ＢＲＴ 系统
提供参考。
在巴西的库里提巴、圣保罗，哥仑比亚的波哥大以及世界范围内的其他十几个城市已
经成功建立了 ＢＲＴ 系统。包括温哥华、休斯敦以及洛杉矶在内，有一半的北美城市都在进
行 ＢＲＴ 系统的试验。虽然这些城市还未建立一套完整的 ＢＲＴ 系统，据我们所知，ＢＲＴ 正在吸
引着越来越多的乘客并可获得可与地铁相媲美的运送效率。

结

论
对于快速成长中的发展中国家大城市而言，切实可行的交通方案并不多。私家汽车只

能导致大家都陷入无休止的交通堵塞当中。而建立大规模地铁系统所需的高昂造价足以使
世界上最富足的城市望而止步。而轻轨则显得缓慢、昂贵而且缺乏灵活性。
在目前为止所尝试的各种方式中，快速公交系统在解决这一难题方面上显示了极好的
发展前景。ＢＲＴ 能够以低廉的成本获得高速度和高载客量。但是 ＢＲＴ 只有在具备了包括专用
的公交车道、快速上下车、车下付费系统、信号优先权以及超车车道等特征，才能取得成
功。
ＢＲＴ 成功与否的关键既非金钱，也非技术，而是政府职能部门的决心。只要政府措施得
力，ＢＲＴ 定可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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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器和设备标准和标识：减少终端能源消费的能效政策
汤 万 金

1 实施能效标准和标识的节能潜力
能效标准与标识是减少终端产品能源消耗的重要政策工具之一，在美国、欧盟、加拿
大、澳大利亚、韩国、泰国等国家和地区得到成功得实施，取得了可观的经济和社会效
益。目前，中国正处在工业化的加速阶段，面临着能源安全和环境保护的双重压力，提高
能源利用效率，是中国减少能源消耗、保护环境的最有效的途径之一。中国政府职能的转
变也要求：节能的管理方式将由过去对企业的直接管理向引导性的间接管理、创造公平的
市场环境以及保护消费者利益的方向转变，即由对企业的生产过程管理向终端用能产品管
理转变。考虑到标准和标识的成本效益，中国政府已把电器和设备的能效标准和标识作为
优先的节能政策工具。
为了配合政府制定能效工作计划，美国能源基金会中国可持续能源项目资助中国标准
化研究院开展了“中国重点耗能产品节能潜力分析”的研究。通过表 １ 可以看出：对家用
电器和照明产品制定和有效实施新的能效标准，提高产品的能效水平，在 ２０１０ 可节约 ０．３２
亿吨标准煤；２０２０ 年可节约 ０．５０ 亿吨标准煤；同时通过实施能效标识可在 ２０２０ 年节约
０．０８ 亿吨标准煤，减少的峰荷电力共计 ２０．６ＧＷ（相当于 ７０ 座装机容量为 ３００ＭＷ 的发电厂
的发电能力），减排 ０．４６ 亿多吨的碳（约相当于 ２２０ 多万辆中型载客汽车一年的碳排放
量）。以上预测结果说明通过能效标准与标识的实施能够产生显著的节能效果，并由此带
来可观的环境、经济和社会效益（从项目中可知能效标准标识的平均成本效益比为 ３．４ 左
右）。在未来的节能工作中，能效标准与标识应作为重要的节能手段之一，尽快全面实施
以切实获得这些效益。

2 我国能效标准实施所面临的障碍和建议
与国外先进国家相比，中国以前通过实施能效标准与标识所取得的节能效果非常有
限，要实现上文所述的效益，取决于能效标准的顺利和有效实施，现阶段我国能效标准实
施还面临着一些现实障碍。
（１）目前中国实施能效标准产品范围还比较窄，产品集中在电冰箱、空调器、洗衣机
等主要家用电器以及少数照明器具和工业设备上，对于许多已广泛应用的耗能电器和设备
尚未制定能效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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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能效标准中所规定的能效限定值和节能评价值指标偏低；
（３）目前还缺乏比较有效的能效标准与标识实施手段以及激励机制。
为解决以上障碍，推动我国能效标准和标识的有效实施，建议如下：
（１）扩大能效标准制修订的产品范围，对工业锅炉、镇流器、水泵、变压器、冰箱、
电动机、照明产品、风机等节能潜力大的产品给予优先考虑；
（２）尽快实施能效信息标识，冰箱、房间空气调节器、洗衣机以及双端灯等作为优先
考虑的候选产品；
（３）同时加强超前性能效标准的研究以有效提高能效标准的指标水平；
（4）加强相关宣传和培训，提高市场的能效意识。
表１
产

新能效标准和标识产生的节能量、夏季峰荷减少和碳减排量
节能量（MMTce）

品

夏季峰荷减少（ＧＷ）

碳减排量（ＭＭＴ）

2010 年

2020 年

2010 年

2020 年

2020 年

电视机

1.19

1.73

0.25

0.39

1.38

房间空气调节器

5.21

7.25

5.91

8.84

5.79

冰箱

4.92

7.88

1.88

3.25

6.29

电饭煲

1.82

3.04

0.80

1.43

2.43

冰柜

1.53

2.67

0.58

1.10

2.13

洗衣机

0.58

1.25

-

-

1.00

双端荧光灯

3.72

4.65

1.87

2.52

3.72

荧光灯镇流器

6.92

16.71

3.49

9.04

13.34

HID灯

0.98

0.29

0.23

0.07

0.23

交通灯

3.53

2.76

1.29

1.08

2.20

出口指示灯

1.27

1.60

0.46

0.63

1.28

31.67

49.83

16.76

28.35

39.79

5.5

7.8

3.8

5.8

6.2

37.2

57.6

20.6

34.2

40.1

实施标准
家用电器

照明产品

小计
实施能效标识
总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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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加强超前性能效标准的研究
目前，我国能效标准属于部分条款强制的现状标准，从发布到实施大约需要半年的时
间。能效限定值一般低于近期市场产品的平均能效水平，以淘汰一定比例的低效产品为原
则。这种标准制定和颁布模式对引导产品的能效更新换代作用不够明显。而超前性能效标
准是国外普遍采用的标准模式。超前标准中主要规定产品的能效限定目标值，该值通常高
于目前市场平均能效水平，一般企业要达到能效限定目标值必需进行技术改造。标准出台
到实施要有一个较长的准备期，一般 ３～５ 年，以便企业对目前产品的节能技术和生产工艺
进行改进。在我国加强超前标准的研究，革新能效标准制定和发布的模式，实施超前性能
效标准，以不断促进耗能产品和设备的更新换代，引导企业走节能技术进步之路具有重要
的意义。为加强超前性能效标准的制定和实施，提出以下建议：
（１）在法律法规方面：明确对相关产品制定能效限定目标值的合法性，明确超前性能
效标准制定和实施程序，鼓励企业为实现能效限定目标值进行技术改造。
（２）在研究制定方面：制定超前性能效标准时不但要对产品能源效率现状进行调研分
析，更重要的是对目前产品的节能技术进行充分的研究。在制定超前能效标准时还应进行
对工程经济分析和宏观经济、节能和环境影响分析。
（３）在实施方面：超前性能效标准应强制实施，并在相关法律法规的框架下严格进
行，以有效地促使能效限定目标值的实现。在强制实施的同时，辅助于一定的经济手段和
其他措施，与其他节能制度配套使用，如节能产品认证制度、能效信息标识制度、高耗能
设备淘汰公示制度等。

4 强制实施能效信息标识制度
能效信息标识有效地保证了能效标准的符合性和扩大了能效标准的影响，是能效标准
实施的重要工具之一。在国家发展改革委指导下，在能源基金会等机构支持和资助下，在
国内外专家的共同努力下，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对我国建立和实施能效信息标识制度进行了
研究，有效的推动了我国能效信息标识制度适时出台。
我国将实施强制性的能效等级标识（能效信息标识的一种，对产品能效进行分级）。
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国家认监委拟定于 １１ 月颁布《能源效率标识管理规定》。２００４ 年国家将
强制要求电冰箱加施统一的能效标识。考虑到提高标识符合性和便于以后的市场监管，我
国将采用“企业自我声明＋企业能效数据的备案＋市场监管”的模式。为了配合能效信息标
识制度，新修订的 ４ 项产品能效标准（家用电冰箱、家用洗衣机、双端荧光灯、自镇流荧
光灯）中增加了能效的等级指标。其中家用电冰箱和家用洗衣机的能效分为 ５ 级，２ 项照明
产品的能效分为 ３ 级。
鉴于能效信息标识在我国还是一个新的事物，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尚处在不断完善之
中，能效标识的顺利实施尚存在以下现实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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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相关法律法规尚不完备，市场监管机制有待加强和创新；
（２）目前市场还不够成熟、市场诚信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
（３）制造商和行业自律性和自组织能力较差；
（４）消费者能效意识较低；
（５）相关方信息不对称现象十分严重，导致市场监管困难；
（６）缺乏相应激励和约束政策。
为消除以上实施障碍，提高我国能效信息标识符合性的能力建设，推动能效信息制度
的顺利实施，提出以下建议：
（１）市场能效意识调查和培育；
（２）加强市场监管的能力建设，开发和完善能效数据备案和报告信息系统；
（３）研究相关配套政策手段：如政府采购、企业自愿协议等和标识的结合；
（４）研究能效标识实施效果评估指标体系和方案；
（５）研究产品目录的规划，相关能效标准、标识的多边互认协议等。

4

推进建筑节能标准实施，促进能效产业的发展
武 涌
能源的使用状况和利用效率反映了一个国家生活质量的高低和经济效率的大小，从长
远来看，也是国家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具体体现。
但是，不得不承认，人均能源资源占有量过低与单位国民生产总值能源消耗量过高，
长期以来始终是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加快推进全国建筑节能工作，对
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促进能效产业的发展，拉动经济增长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1 我国建筑能耗总量大、比例高，能效低、污染重，已经成为影响可持
续发展的重大问题
建筑能耗是指建筑使用过程中的能耗，主要包括建筑采暖、空调、热水供应、炊事、
照明、家用电器、电梯、通风等方面的能耗（各部分能耗大体比例见下表）。
居住建筑能耗各部分所占的比例
建筑能耗的构成
各部分所占的比例

采暖空调

热水供应

６５％

１５％

电气照明
１４％

炊事
６％

（１）每年城市新增民用建筑 ７ 亿平方米，建筑用能需求急剧增长。近年来，每年全国
城乡新增民用建筑面积 １５ 亿平方米左右，其中城市新增民用建筑面积达 ７ 亿平方米。随着
这些建筑投入使用，建筑用能急剧增长。例如，仅空调一项，２００１ 年全国新增房间空调器
装机容量 １６００ 万 ＫＷ，已超过三峡竣工后的发电总装机容量。
（２）既有建筑用能总量大、比例高。据统计，到 ２０００ 年末，我国建筑年消耗商品能
源共计 ３．７６ 亿吨标准煤，占全社会终端能耗总量的 ２７．６％。而且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随
着城市化的进程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改善，这个比例还会持续上升并将最终达到 ３５％左右。
（３）建筑用能能效低，建筑能耗是发达国家的 １．５￣３ 倍（居住建筑和公共建筑情况有
所不同）；污染严重，建筑用能对全国温室气体排放的贡献率达 ２５％左右。仅以建筑供暖为
例，北京市在执行建筑节能设计标准前一个采暖期的平均能耗为 ３０．１Ｗ／ｍ２ ，执行节能标准
后一个采暖期的平均能耗为 ２０．６ Ｗ／ｍ ２，而相同气候条件的瑞典、丹麦、芬兰等国家一个采
暖期的平均能耗仅为 １１ Ｗ／ｍ２ 。因建筑能耗高，仅北方采暖地区每年多耗标准煤 １８００ 万
吨，直接经济损失达 ７０ 亿元；多排 ＣＯ２ ５２００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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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建筑节能潜力分析
目前我国约有 ３７０ 多亿平方米的既有建筑（包括城镇和乡村），存在着围护结构保温

隔热性和气密性差、供热空调系统效率低下等问题。总体来看，我国单位建筑面积能耗相
当于气候条件相近的发达国家的二至三倍，建筑节能潜力十分巨大。根据编制建筑节能设
计标准工作中的计算分析，全国新建和既有的居住与公共建筑采暖、空调节能 ５０％都是可以
做到的。

２．１

住宅类建筑的节能潜力
住宅建筑占我国城市建筑总面积约 ６０％，２００１ 年末有 ６６．５ 亿平米。由于我国地域辽

阔，不同地区气候条件差异很大，因此不同地区的住宅能源消耗情况以及存在的问题也不
尽相同。然而，由于住宅建筑规模较大，因此建筑节能潜力很大。
以采暖地区为例，该地区城镇住宅面积约有 ４０ 亿平方米， ２０００ 年的采暖季平均能耗
约为 ２５ｋｇ 标煤／平方米·年，如果在现有基础上实现 ５０％的节能，则每年大约可节省 ０．５
亿吨标煤，实现减排 ＣＯ ２ １．０６ 亿吨；节能效果和环境效益十分明显。
空调是住宅能耗的另一个重要方面。近十年来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无论是住宅
还是一般性民用建筑，空调的安装率迅速提高。２００１ 年上海市每百户居民空调安装率为
１００．４ 台，广州市为 １０７．９１ 台。空调器市场销售量持续以每年 ２０％左右的速度增长，住宅
空调总量年增加约 １１００ 万台，空调电耗在建筑能耗中所占的比例迅速上升。根据预测，今
后十年我国城镇建成并投入使用的民用建筑（含住宅和公共建筑）至少为每年８亿平方
米，如果它们全部安装空调或采暖设备，则十年增加的用电设备负荷将超过 １ 亿 ＫＷ，约为
我国 ２０００ 年发电能力的三分之一。如果我国大部分地区新建建筑按节能标准建造并对既有
建筑进行节能改造，则可使空调负荷降低 ４０％～７０％，有些地区建筑甚至不装空调也可保证
夏季基本处于舒适范围。

２．２

公共建筑节能潜力
全国公共建筑面积大约 ４５ 亿平方米左右，其中采用中央空调的大型商厦、办公楼、宾

馆为 ５ 到 ６ 亿平方米。据调查，一般情况下，商场、写字楼的能耗（包括空调、采暖、照
明等）费用为 ７０～２００ 元／ｍ ２ ·年；政府机构公共建筑的能耗费用在 １００ 元／ｍ ２ ·年左右（北
方采暖地区、过渡地区、南方炎热地区各部分能耗所占比例不同，但总能耗相差不大），
其中采暖制冷的能耗约占 ５０－６０％。如果按节能 ５０％的标准进行改造，公共建筑可实现节
能 ３０ｋｇ 标煤／ｍ ２ ·年，总的节能潜力约为 １．３５ 亿吨标煤；其中可节电 １５００ 亿千瓦时，远远
超过 ８ 亿农民的年用电总量。
实践证明，通过围护结构节能改造、改善设备系统的维护和管理、降低输配系统能
耗、改进过渡季运行方式等措施，可实现公共建筑节能 ５０％以上，所增加的费用在 ２－３ 年内
有望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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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从节能改造的投资收益率和可操作性上看，公共建筑节能也是可行的。

3 建筑节能可大量节约能源，实现温室气体的有效减排
值得指出，在我国政府核准《京都议定书》后，我国减排温室气体的压力很大。而短
时间内对我国能源结构调整，把一次性能源以煤为主的结构改变成大幅度减少温室气体排
放的新能源结构，无疑是我国现行经济、社会发展所不能承受的。因此，在不断提高室内
舒适性的同时，通过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使建筑用能的总水平不断降低，从而减少温室气
体的排放，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是实现我国国民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也是
保护资源、减少环境污染的重要举措，同时，是实现我国政府对国际社会承诺的具体行
动。
经专家测算，如全国城市既有建筑按 １０ 年改造完毕，新建建筑全面执行建筑节能设计
标准，则提高能效和减少污染的综合效益是：
既有建筑节能改造每年可节约标煤 １７３０ 万吨；新建建筑每年可节约标煤 １１５０ 万吨；
两项合计每年可节约标煤 ２８８０ 万吨；每年可减排温室气体：ＣＯ ２６１２６ 万吨，悬浮颗粒 １０ 万
吨，ＳＯ ２ ７３ 万吨，Ｎｏ ｘ ３６ 万吨。

4 筑节能可有效扩大内需，拉动国民经济的发展
全面开展建筑节能工作，可以从以下三方面拉动内需（仅考虑城市民用建筑）：
一是既有建筑的节能改造。到 ２００１ 年末，全国既有房屋建筑面积达 ３７０ 亿平方米，其
中城市为 １１０ 亿平方米，这些建筑绝大多数是不节能的。若考虑先对 ９６．５ 亿平方米的民用
建筑进行城市节能改造，按每平方米 １００ 元计算，在 １０ 年内完成，则一年的有效需求约为
１０００ 亿元。
二是新建建筑按节能标准进行设计和建设，建筑节能增加的成本为每平方米建筑面积
１００ 元左右，城镇新建房屋每年新开工约 ８ 亿平方米，每年新增有效需求约 ８００ 亿元。
三是发展建筑节能产业，不仅可以直接带动节能墙体材料、门窗，变流量供暖系统，
节能制冷设备，节能照明设施等新兴产业的发展，而且将会直接推动建材、化学建材、建
筑业的结构调整与技术升级。发展，而且将会直接推动建材、化学建材、建筑业的结构调
整与升级。其中，仅节能墙体需 ５ 亿平方米／年，有效需求 ３００－５００ 亿元；节能型门窗 １．８
亿平方米／年，有效需求 ４５０ 亿元。
因此，如果全面启动建筑节能，每年新增的有效需求近 ２５００ 亿元，拉动国民经济增长
１－２％。并可增加新的就业机会，形成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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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节能新机制：
通过政府和企业间的节能合作协议，
建立工业行业节能目标
王 学 军

前

言
中国的工业部门面临着能源和环保的双重压力，必须采取有效措施，落实《节能法》

和《清洁生产促进法》的要求，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在过去 ２０ 年，中国一次能源的年增长率为 ４－５％，但支持了 ８－９％的经济增长率。中国
实现了经济增长一半靠能源生产，一半靠能源节约和能效提高的目标。但能源效率低下的
问题仍十分严重，每万元 ＧＤＰ 的能源消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 ２ 倍，主要用能产品的单位能
耗比世界先进水平高 ４０％。能源消费所导致的污染也十分严重。由于工业消耗了总能源的三
分之二、电能的四分之三，因此工业是节能的关键部门。
现有的法律和政策框架为节能工作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基础。例如，在过去的 ６ 年中，
《节能法》在促进工业节能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近年来，各级政府也积极促进和帮助企业实现其节能目标，为此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相
关政策。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政府需要研究和建立的新的节能政策和管理机
制。通过政府和企业间的合作协议， 建立工业行业节能目标被认为是行之有效的“国际最
佳实践”。

1 节能合作协议
节能合作协议在国外经常被叫做节能自愿协议或谈判协议， 是一个新的政策手段。它
是指企业与政府部门或政府授权的组织签订协议，承诺在一定时期内实现一定的节能目
标。与此同时，政府机构应为企业提供相应的激励措施，以促使企业加入节能合作协议。
节能合作协议为企业提供清晰和可测量的节能目标，并建立有效的责任机制。相应的
政府机构应根据协议承担相应的责任。一方面，政府应监督企业的行为；另一方面，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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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为企业提供诸如在媒体上公开企业的节能表现、向市场推荐该企业产品等政策手段。通
过实施节能合作协议，企业可以改进能源利用效率，减少污染排放，提高技术与管理能
力。
与纯粹的强制性手段相比，节能合作协议可以为企业提供动态的、灵活的机制，以实
现其能源和环境目标，并促进工业环境管理从末端治理向清洁生产转变。它鼓励政府和企
业之间的对话和建立信任机制。节能合作协议比传统的管理手段更有效和灵活，是建设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也有利于降低管理和实施成本。

2 外节能合作协议的实施情况
节能合作协议在发达国家应用十分广泛，为政府和工业部门所广泛采纳。很多企业将
参加节能合作协议作为改善其形象和竞争力的一个重要手段。政府也把建立节能合作协议
作为改善管理效率的一个有效手段。由于节能合作协议可为政府和企业提供更具弹性化的
手段，因而被认为是一种重要的能源和环保政策。
最近一些年来，节能合作协议被一些欧洲国家当作了一个主要的节能和温室气体减排
政策手段。在荷兰，很早就实施了节能合作协议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有 29 个工业部门与
政府签定了节能合作协议，这些工业部门占了全国工业能源消费的 90%。由于采取了节能
合作协议，能源利用效率每年大约提高了 2%。从 1989 年到 2000 年，能源利用效率提高了
22.3%。
其他很多国家，如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丹麦、法国、德国、日本和英国等也在
工业部门中广泛实施了节能合作协议，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尽管各国采用的名字和组
织、程序等有所不同，但节能合作协议多是由政府推动，并由政府和企业共同实施的。
如前所述，有些国家将节能合作协议称之为自愿协议。应指出的是，这些所谓的自愿
协议通常是与其他“非自愿”手段结合在一起使用的。在很多情况下，“自愿是一种基于
法规和命令的自愿”。例如，在一些欧洲国家的温室气体减排方面，企业可以选择用节能
合作协议来代替或减少碳税，但如果企业不加入节能合作协议，则仍需交纳碳税。

3 在中国实施节能合作协议的必要性
如前所述，中国目前面临着能源短缺的压力，而且未来的情况预计会更加严重。改进
能源利用效率将是政府和企业的首要任务之一。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政府应为企业提供灵活和具有革新性的新机制。在节能
领域，实施在其他国家证明行之有效的节能合作协议手段可以为企业在节能方面提供有效
的手段。同时，通过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将会建立更高效的政府，增加政府实施政策的
透明度。
实施节能合作协议能帮助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目前，中国的经济增长和企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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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着与国际接轨的任务，企业越来越多地参与国际经济活动。面对更加竞争的市场以及
来自于能源和环保的压力，政府应引导企业通过技术、管理、信息、工艺、设备和形象建
设等措施降低成本，赢得市场。实施节能合作协议可以帮助企业改进其技术和管理体系，
促使企业升级。

4 中国的节能合作协议研究
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和能源基金会的支持下，一个节能合作协议的试点项目已经
在山东实施。山东省经贸委与济钢和莱钢签订了节能合作协议。这两个企业承诺实现在 3
年内节能 30 万吨标准煤的目标，这一目标比其最初目标高了 13 万 7 千 5 百吨。如果山东的
经验能在整个钢铁行业和其他主要能源利用行业进行推广，可以取得巨大的节能和环保效
果。
同样在国家发改委和能源基金会的支持下，另一个关于在中国实施节能合作协议的政
策研究项目也在进行中，初步研究成果将在本研讨会材料中提供（实施办法草稿和政策研
究报告）。

5 政策建议框架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为相关政府部门提出下面的政策建议：
（1）相关的政府机构，如发改委和环保总局等，应选择一些工业部门开展节能合作协
议试点工作，并将经验推广到其他主要能源利用部门；
（2）发改委、环保总局、财政部、税务总局和其他有关政府部门应制定节能合作协议
的配套支持政策。在这个政策体系中，现有的能源和环境政策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同
时，其他的政策，如信息披露、税费减免等也应发挥重要作用，以鼓励工业部门制定节能
目标和采取具体行动。这个政策体系应包括基于市场的激励政策手段、强制性要求、表彰
奖励、技术支持、培训与信息披露、公众参与等；
（3）由于节能合作协议的政策手段可以在中央和地方两个层次实施，因此建立节能合
作协议政策手段也应当在这两个层次进行。在山东进行的试点工作可为此提供一些经验；
（4）发改委可以根据《清洁生产促进法》和《节能法》的要求，主持制订“节能与减
污节能合作协议实施办法”，以便指导和规范节能合作协议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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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工业设备能效标准的节能潜力
梁 秀 英

1 制定我国通用工业设备能效标准的必要性
在我国，电机、空气压缩机、风机、水泵、变压器、工业锅炉等工业设备广泛应用于
工业、商业、国防、公用设施和家用等各个领域，是石油、化工、煤炭、冶金、电力、矿
山、纺织、环保和科研等国家重点工程的重要配套设备，与人们正常的生产生活密切相
关，其能源消费量巨大，在全国能源总消费量中占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但在能源利用效率
水平上，这些量大面广的高耗能设备则要远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同类产品，举例来说，
我国电动机提供单位动力的耗电量相对国际平均水平要高出 5～10％，工业锅炉的热效率只
是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 80％。差距表明：这些设备在节能技术改造方面存在着很大的提升
空间，应是当前政府节能工作的重点。
目前，能效标准是国际上公认的可以有效促进终端产品和设备能效提高的重要手段之
一，很多国家的成功实施经验都显示出能效标准在创造可观节能量的同时，也带来了显著
的经济和环境效益。但能效标准在我国涉及的产品范围还比较小，标准水平也普遍远远低
于国际水平。特别是对于高耗能的通用设备来说，已颁布实施的能效标准仅有《中小型三
相异步电动机能效限定值及节能评价值》一项，而且受现行能效标准的颁布实施程序所
限，其能效限定值的确定不得不迎合当前市场上大多数产品的能效水平，起点较低，难以
满足现阶段节能工作的需要。因此，为通用设备制定相应的能效标准对于促进其能源利用
效率的整体提高是十分必要的，将对减缓我国总能源需求量的增长产生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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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设备能效标准的节能潜力
在美国能源基金会中国可持续能源项目的资助下，中国标准化研究院与美国促进能源

效益经济委员会合作进行了终端用能产品能效标准的节能潜力分析预测，其中包括了针对
通用设备制定能效标准的节能潜力分析，分析结果如表 1 所示。
从表中可以看出，通过制定和有效实施能效标准来提高通用设备的能效水平，在 2010
年将节电 49.26TWh，约折合 0.32 亿吨标准煤的节能量；在 2020 年将节电 89.41TWh，约
折合节能量 0.70 亿吨标准煤。由此带来的经济效益也是十分巨大的，工业锅炉、水泵、变
压器、电动机、风机、空气压缩机能效标准的收益－成本比基本都在 5 以上，平均成本效
益比为 9.5 左右，这说明与收益相比，实施标准造成的成本增加要小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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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通用设备能效标准的节能量和经济效益
节能量

２０１０年

产品

２０２０年

净收益
(收益净现值-成本净现值)

电动机

11.29

百万吨
标煤
4.67

16.46

6.33

37301

5.0

风机
水泵
空气压缩机
小型空气压缩机
大型空气压缩机
变压器
工业锅炉
生活用工业锅炉
生产用工业锅炉

7.87
16.64

3.25
6.88

12.27
29.49

4.72
11.35

31320
70558

17.3
24.8

0.76
4.41
8.29

0.31
1.82
3.43

1.23
7.88
22.08

0.47
3.03
8.50

2740
17245
30182

7.2
8.1
4.9

-

2.07
9.43

-

4.83
30.82

4751
26588

79.3
27.3

总计

49.26

31.86

89.41

70.05

220685

9.5

ＴＷｈ

表２

ＴＷｈ

百万吨
标煤

百万元

收益／
成本比

通用设备能效标准的环境效益和峰荷减少

夏季峰荷减少
产品

２０２０年减排量

２０１０年
ＧＷ

２０２０年
ＧＷ

碳
百万吨

ＮＯｘ
千吨

ＳＯ２
千吨

ＰＭ１０
千吨

电动机
风机

2.42
1.69

3.53
2.63

5.06
3.77

76.99
57.38

1004.51
748.59

469.15
349.62

水泵
空气压缩机
小型空气压缩机
大型空气压缩机
变压器
工业锅炉
生活用工业锅炉
生产用工业锅炉

3.57

6.33

9.06

137.96

1799.87

840.62

0.21
0.95
1.67

0.34
1.69
4.45

0.38
2.42
6.78

5.77
36.84
103.30

75.24
480.65
1347.73

35.14
224.48
629.45

-

-

3.28
20.91

49.90
318.39

650.99
4153.91

304.04
1940.06

总计

10.51

18.97

51.66

786.53

10261.49

4792.56

用电的减少对于降低峰荷需求、平衡夏季峰谷差也有明显的作用，分析显示这些能效
标准的实施在 2020 年节约的峰荷电力共计 18.97GW，相当于 60 座装机容量为 300MW 的
发电厂的发电能力，峰荷需求的降低省去了新建电厂或电网扩容的需要，改善了电网的供
电能力，提高了供电的可靠性和电能质量。
由于能源消耗量的减少，在发电和用能过程中产生的大气污染物排放也得到了控制。
在 2020 年，上述设备能效标准的实施总共将减少 0.52 亿吨的碳排放量；氮氧化物的减排量
将达 78.65 万多吨；硫氧化物的减排量将达 1026.１５ 万吨；大气颗粒物减排量将达 479.26 万
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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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下一步工作重点与建议
上述分析说明了通过制定实施能效标准能够产生显著的能源节约，并由此带来可观的
环境、经济和社会效益，是实现通用设备节能潜力的最佳途径，应该成为政府部门组织制
定能效标准的重点并予以优先考虑。在尽快扩大通用设备能效标准研制范围的同时，我们
也建议及时引入“超前”标准的概念，在标准制定中寻求新的模式，将目标限定值与现有
的能效限定值和节能评价值结合起来，积极解决我国现行能效标准水平偏低的问题，从而
保证切实获得节能潜力及其相关的社会经济效益。
目前，能源基金会已计划与 ＣＬＡＳＰ 共同资助有关电动机超前性能效标准的研究制定，
同时资助变压器超前性能效标准的研制（与 EUEEP 变压器项目配合）；此外，UNIDO 关
于电动机拖动系统经济运行标准的修订工作也已经开始，这些具有远见的合作必将大力推
动和促进我国高耗能设备能效水平的大幅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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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需求侧管理和综合资源规划促进电力可持续发展
胡 兆 光

1 经济发展
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二十年来，我国的经济保持年均 ９．７％的高速增长，１９９０——
２０００ 年 ＧＤＰ 年均增长 ９．９％，实现了稳定发展。根据党的十六大确定的全面小康社会的经济
发展目标，到 ２０２０ 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比 ２０００ 年翻两番，也即未来 １８ 年 ＧＤＰ 年均增长速
度达到 ７．２％左右。为满足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未来 １８ 年我国电力需求增长需要
持续保持较快的发展速度。２０２０ 年全社会用电量将达到 ４４００Ｔｗｈ 左右，需要装机为 ９．４ 亿
ｋｗ 左右。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的能源消费总量很大。２００２ 年能源消费大约 １４２５Ｍｔｃｅ，对
能源的需求预测，２０２０ 年将达到 ２８ 亿吨标煤（ｔｃｅ），环境问题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制
约因素。电气化将是我国能源发展趋势。因此，加速提高电气化水平将是中国能源发展战
略的要求。

2 环境问题
我国也是世界上第二大的电力生产和消费国。电力生产是我国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硫的
最大排放源，二者的年排放量分别各占全国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硫年排放量的 １／３ 左右。我
国电力工业将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持续增长，其能源消耗量以及二氧化碳、二氧化硫的排放
量将呈不断增加的趋势。预计 ２０２０ 年发电用煤将达到 １７ 亿吨（１２．４ 亿吨 ｔｃｅ），这对我
国的电力可持续发展具有很大的挑战。对此，我们必须给予高度重视。

3 战略选择：需求侧管理
从终端用电来看，我国电力利用效率很低，单位 ＧＤＰ 耗电量是发达国家的 ３－５ 倍。目
前我国终端用电的主要设备中：泵类、风机、空气压缩机、工业电炉、轧机和矿用提升
机、制铝和制碱电解槽、滚筒磨机、无轨电车及电力机车、电焊机、照明和家用电器等，
大多能效较低。还有大量用于把电力转变成机械能的电动机，供电用的变压器，也都消耗
大量电能。我国的终端用电设备能效低，如果采用需求侧管理节电降耗提高能效，则每年
有约 ２０００ 亿 ｋＷｈ 的节能潜力。
另外，从近年全国各大区负荷曲线可以看出，全国占高峰负荷 ９５％以上的部分约 １０００
万千瓦，年累计持续时间只有几十个小时。到 ２０２０ 年这部分负荷将达到 ４０００－５０００ 万千
瓦，采用增加调峰发电装机的方法来满足这部分高峰负荷是很不经济的。如果采用需求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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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降低这部分高峰负荷，将具有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如果采用需求侧管理减少电力需求，节电 ５％及降低高峰负荷 ５％，则到 ２０２０ 年将减少
装机 １ 亿千瓦。
如果 ２０２０ 年需要装机为 ８．４ 亿 ｋｗ 左右。则今后 １８ 年平均每年需新增加 ２７００ 万 ｋｗ 的
发电装机容量。
今后每年将节约电力投资约 ３３００－８１００ 亿元；每年将节电约 ９００－２２００ 亿 ｋｗｈ，累计节
电 ２８０００ 亿 ｋｗｈ；每年将减少用煤约 ０．３４－０．７７ 亿吨 ｔｃｅ，累计减少用煤 １４．３ 亿吨（１０．２ 亿
吨 ｔｃｅ）；每年将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０．２２－０．５４ 亿吨，累计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７ 亿吨； 每年
将减少二氧化硫排放 ０．００５３－０．０１３ 亿吨，累计减少二氧化硫排放 ０．２ 亿吨。具有明显的经
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也将为我国的电力可持续发展做出巨大的贡献。
显然综合资源规划是适合我国国情的电力可持续发展的路径。需求侧管理将是电力可
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战略选择。

4 建

议

ＤＳＭ 具有巨大的市场潜力。我国已有实施 ＤＳＭ 的经验。但实施 ＤＳＭ 需要政府的支持，需
要政府出台鼓励实施 ＤＳＭ 政策。这将牵涉到法规、标准、财税、物价等多个部门，关系到
国家、电力公司、用户等各方面的利益。电力体制改革后，电力企业（发电公司及电网公
司）将无力从供应与需求双方综合考虑资源优化配置问题。电力企业也无兴趣将资金投入
到需求侧。电力企业更多关心的将是企业自身利润和效益。从而，将要面临的一个突出的
问题是，电力市场化改革后，主导实施 ＤＳＭ 的主体是谁？ＤＳＭ 项目的实施，可以达到资源优
化配置和保护环境的目的而具有巨大的社会效益。国外 ＤＳＭ 项目的实施是有资金支持的。
通过折扣补偿节电设备购置费，按节电效益对用户补贴等措施，以促进 ＤＳＭ 的实施。没有
ＤＳＭ 基金，很难推行 ＤＳＭ 工作。当前中国的电价中，还没有广泛推行季节性电价，分时电价
和可中断负荷电价。没有合适的峰谷电价，很难激励电力用户改变其用电方式实现移峰填
谷；没有制定可中断负荷电价，用户也不会主动在高峰时段将用电设备停下来躲峰；由于
电价结构的不合理，缺乏价格的诱导，使得 ＤＳＭ 项目的经济效益难以体现，而社会效益也
难以转化为企业效益。用户对 ＤＳＭ 兴趣不大，为实施 ＤＳＭ 带来困难。
因此我们必须从电力工业可持续发展的高度，从资源利用最优出发，高度重视需求侧
管理工作，加大需求侧管理应用和发展的力度，使得电力需求侧管理在我国电力工业可持
续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到 ２０２０ 年，要达到减少 １ 亿 ＫＷ 的电力装机的目标，还需要有
相应的政策支持。对此建议：
（１）政府应大力倡导各地区积极开展需求侧管理工作
ＤＳＭ 项目的实施可以使社会、电力公司及用户都能受益。实施 ＤＳＭ 具有显著的社会效益
和经济效益。政府应从可持续发展的高度，维持已经建立起来的良好的投资环境，满足经
济发展对电力的需求，积极引导与支持需求侧管理的推广与实施，敦促电网公司与用户密
切合作，在互利互惠的基础上，共同分享 ＤＳＭ 的成果及效益，取得多赢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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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要有法律的保证或支持需求侧管理的法规框架
实施 ＤＳＭ 需要有健全的法律体制及良好的法制环境，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将严重阻碍
ＤＳＭ 的顺利实施。我国已通过了“节约能源法”及“电力法”。并且颁布了“节约用电管理
办法”、“电力需求侧管理办法”。新的“电力法”正在修改当中，应将需求侧管理纳
入”电力法”中。同时，电力市场规则和监管结构设计应当让电力公司或其它需求侧项目
管理和实施机构能够盈利，并允许需求侧资源在电力市场中与供应侧资源公平竞争。
（３）广开渠道筹集资金保证需求侧管理的实施
需求侧管理采用激励手段，鼓励需求方（用户）节约能源。激励虽然有多种办法，但
经济手段是必不可少的。有效的激励离不开资金，用户采取节电措施也离不开资金，大量
管理工作更需要资金。资金成为需求侧管理的要素之一。资金来源便成为推广需求侧管理
必须解决的现实问题。各级地方政府应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政策，确保高
峰时段移峰的资金需求。河北省的经验值得一鉴，在冀经贸电力［２００２］３４２ 号文“关于大力
开展电力需求侧管理的意见”中规定：在电价所含的城市附加费中提取 １ 厘／ｋＷｈ 作为省电
力需求侧管理专项资金。它为需求侧管理项目的实施、缓解高峰时段调峰压力及避免拉闸
限电提供资金保障。若这种政策推广到全国，则今后每年可以筹集到资金约 １０－４０ 亿元，
用于需求侧管理项目的宣传、培训、技术推广、典型用户的奖励、可中断负荷的补偿、节
电设备的补贴、示范工程、项目评估、咨询服务等。保证今后每年移峰 １０００－４０００ 万 ｋｗ 的
资金需求。这是实施时需求侧管理的必要条件。
（４）建立合理电价体系
ＤＳＭ 的主要目标是通过改变电力用户的用电方式如削减峰荷，转移峰荷及节约电能达到
更有效地合理的使用电力。要达到这个目标，对电价提出新的要求，即合理的电价结构：
如分时电价，可中断电价及可靠性电价等。
要尽力扩大实行峰谷电价的用户范围。工业、商业用户都应实行峰谷电价，并要拉大
峰谷电价的差距，其比值不能低于 ５ 倍。居民用电负荷率很低，对电网高峰负荷影响很
大，而其负荷特性对电价的敏感性最大，应尽可能为居民用户实行峰谷电价创造条件（如
筹集资金为居民用户安装峰谷电表等），对居民用户购买节能灯给予补贴，利用价格杠杆
引导居民合理避峰。
对于供电可靠性要求高的用户，应实行可靠性电价。对于供电可靠性要求不高的用
户，可通过协商，实行可中断负荷电价，或给予一定的避峰补偿，以削减尖峰负荷。
（５）建立相应的能效标准
国外在终端用电设备方面都有详细的能效标准，这对推行节电设备很有帮助。我国应
借鉴国外的经验，建立和强化相应的能效标准，如工业用电设备、家用电器、建筑节能标
准等，全面推动节电工作的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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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和政策框架设想
梁 志 鹏
我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蕴藏着极其丰富的可再生能源，主要有水能、风能、太阳
能和生物质能，是我国能源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三北”地区和东部沿海地区，风能
资源比较丰富，据气象资料估算，陆地可开发利用风能资源约 ２．５ 亿千瓦，加上海上可开
发利用风能资源，共计有约 １０ 亿千瓦的资源潜力。根据最新水能资源复查结果，全国小水
电资源可开发量约为 １．２５ 亿千瓦。全国总陆地面积 ２／３ 以上地区年日照时数大于 ２０００ 小
时，是世界太阳能资源丰富地区。农业废弃物资源分布广泛，其中可作为能源使用的秸杆
年产量折合约 ３ 亿吨标准煤，再加上农产品加工、森林和林业剩余物、城市垃圾、沼气等
生物质能资源，可开发利用的生物质能的资源量约 ５ 亿吨标准煤。
到 ２００２ 年底，我国小水电装机容量达到 ２８５０ 万千瓦；全国建成并网风力发电场 ３２
个，总装机容量 ４６．８ 万千瓦，还有约 １７ 万台小型风力发电机（总容量约 ２ 万千瓦）用于
边远地区居民用电；全国太阳能热水器使用量达到 ４０００ 万平方米，占全球使用量的 ４０％以
上，太阳能热水器产量达 １０００ 万平方米；全国有户用沼气池 １０００ 多万口，年产沼气约 ３０
亿立方米；已安装太阳能光伏电池 ３ 万千瓦，为边远地区的居民供电。目前，可再生能源
利用量相当于替代能源 ４７００ 万吨标准煤，不仅对常规能源起到了有益地补充作用，而且解
决了许多常规能源难以解决的问题。
但是，由于可再生能源能量密度低，有些技术比较新，与常规能源相比竞争力比较
弱，其发展还面临下列障碍：新的经济体制下，原有的政策体系没有及时转变，可再生能
源政策支持力度变弱，技术进步缓慢，产业化水平低，影响了可再生能源的应用；可再生
能源资源勘查和评价不足，规划工作滞后，缺乏科学、准确的评价体系，使可再生能源处
于不利的竞争地位，全社会对可再生能源了解不够，社会关注度仍比较低。
根据 ２０２０ 年我国社会和经济发展目标，能源供应任务十分艰巨，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
是重要选择之一。经初步研究，可再生能源的优质、高效、清洁利用将是重要发展方向，
包括发电、制气、供热和制取液体燃料等。可再生能源发电将是最重要的发展领域，到
２０２０ 年时，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容量将达到 １ 亿千瓦，占全国电力总装机容量的 １０％左
右，主要是小水电、风电、生物质发电和太阳能发电。可再生能源制气也是一个重要发展
领域，利用户用沼气池、大中型沼气工程和工业废水处理沼气，预计可供 ７０００ 万户居民使
用。太阳能热水器已经进入商业化发展阶段，到 ２０２０ 年时，预计热水器保有量将达到约
２．７ 亿平方米集热面积，总供热量相当于 ４５００ 万吨标准煤。到 ２０２０ 年时，总计可再生能源
供应和替代能源量将达到 ２ 亿吨标准煤，在能源供应中达到 ８％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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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离不开国家政策的支持，我国政府先后实行了一系列经济激励政
策，如税收优惠、优惠价格、投资补贴、研发投入和国家推广计划等，但随着向市场经济
的转型，原有政策不能适应新的发展需要，在已形成的市场竞争中，可再生能源的价值不
能充分体现，处于不利地位，同时没有建立起可再生能源规模化发展和产业成长的机制，
使可再生能源的成本和价格下降缓慢。为了促进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需要在已有政策基
础上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可再生能源的政策：
１． 加强可再生能源法规体系建设，为促进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奠定基石。要以法律为依
据建立全国可再生能源管理体系，并制定有关鼓励政策，把促进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作为国
家管理社会的责任，以及全社会应承担的义务。
２． 把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作为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发挥其在农
村能源供应中的重要作用。结合西部大开发、生态建设和重点扶贫等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
计划，继续通过政策支持扩大高效、清洁的可再生能源在农村地区，特别是偏远地区的应
用。
３． 促进新型可再生能源的规模化发展，形成完备的可再生能源工业体系。在目前的经
济条件下，一些可再生能源的市场竞争力还很弱，为了尽快促进可再生能源的技术进步和
产业化发展，采取科技推动和市场拉动的双重鼓励政策，使新型可再生能源的发展达到经
济规模，以规模化发展促进可再生能源的产业化，以产业化促进技术进步，尽快形成完备
的可再生能源工业体系，提高可再生能源的竞争力。
４． 建立可再生能源发电的市场保障机制，通过稳定持续的市场保障措施促进可再生能
源的投资和技术进步。发电是可再生能源最有前途的发展方向，我国小水电、风力发电、
生物质发电和光伏发电潜力巨大，可再生能源产生的电力与常规能源产生的电力品质相
同，但需要进入以常规能源为主导的电力市场。为此，建立保障可再生能源电力进入电力
市场的政策至关重要。在近期推行风电特许权政策的基础上，将可再生能源发电的市场保
障政策推行到各个可再生能源发电领域。各级电网经营企业必须收购满足规定条件的可再
生能源电力，在发展初期可采取政府核定价格或招标确定价格的方式，对经济上尚不具备
竞争力的可再生能源通过国家价格管理措施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做到额外成本由全社会公
平负担。在竞争性电力市场比较完善，条件成熟时，建立专门的竞争性的可再生能源电力
市场，规定总电力消费中可再生能源的比例，通过市场竞争优化配置资源，并通过竞争机
制促进可再生能源发电技术的进步。
总体上讲，为实现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结合经济发展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进程，
早期政策体系以国家投入引导为主，依靠国家重大建设项目和国家资金支持促进可再生能
源工业体系的建设，培育可再生能源市场，将来逐渐过渡到以税收、信贷优惠鼓励为主，
依靠国家政策建立可再生能源的市场需求，并建立国家监管下的竞争性可再生能源市场。
政策目标是为了使可再生能源的自我发展能力逐渐加强，可再生能源在能源消费中的比例
逐步提高，在不远的将来可再生能源成为社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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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能源领域的市场化改革
——目标、难点与对策
冯 飞

1 我国能源市场化改革的目标
初期目标：（１）低价、优质和充足的能源供应可以满足国民经济快速增长对能源的需
求，（２）通过实施有效的市场监管，防止能源市场上垄断势力的强化，同时确保能源价格
和能源市场不会发生大的波动从而引起一连串的经济与社会影响，（３）能源生产领域的国
有企业改革所释放出的过剩劳动力能够顺利转出，（４）各级政府的财政压力控制在可接受
的范围之内，（５）不会显著增加日后改革的难度和改革成本。
中长期目标：（１）国家长期能源供应的安全性，满足国民经济持续增长所必需的能源
需求，（２）能源部门具有一定的投资吸引力，现有厂商保持再投资或更新改造能力（如电
力市场化改革之后，电网公司必须形成再投资或改造旧电网的能力），（３）独立的、有效
的市场监管体系保证竞争的充分性和有序性，防止市场垄断行为，（４）能源部门的发展与
资源、环境保持协调性，（５）政府能源管理体制和能源政策的科学性、有效性和统一性，
（６）能源部门的国际竞争力在开放体制下得到根本性提升。

2 改革经验与基本评价
（１）国际经验。国家能源战略、长期规划与年度安排；政府政策的稳定性、统一性和
协调性；法律体系的调整与完善；打破垄断，开放市场，引入竞争；竞争主体的塑造与产
业重组；行政性监管——社会性监管；必不可少的财政补贴机制；争取社会公众对改革的
理解和支持。
（２）国内经验。采取渐进式改革模式，避免大震荡；价格改革起步，逐步放开，政府
补贴；放松投资限制，增加能源供给；改革初期，政府职能管理与监管职能的统一；调动
地方积极性，区域能源市场建设先行一步；企业制度建设，竞争性主体的塑造。
（３）总体评价与当前形势。尽管能源领域以往的改革还存在各种遗留问题，但是总体
上讲，我国能源领域的改革特别是渐进式改革模式还是成功的，没有造成影响国家安全、
国民经济增长的重大能源危机。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只有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目前仍处于
1

改革的初级阶段和攻坚阶段，影响能源领域深化改革和长远发展的一系列深层次矛盾和问
题还没有解决。利益集团的阻力，竞争框架正在搭建中，竞争主体、市场秩序、市场功
能、定价机制等还未改革到位。

3 市场化改革中面临的难点问题
法律体系尚不健全；能源生产、能源结构优化、能源安全、节能、环保等关系还有待
进一步理顺；职能管理受条块分割的影响较大，监管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竞争还不
充分，垄断势力依然存在；企业制度建设滞后；能源部门改革的不均衡性；政府行政性准
入限制过多；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健全；煤炭、石油等资源型城市的转型问题。

4 下一步改革的原则、过渡安排与改革要点
４．１ 基本原则
“立法定规”先行原则；能源总体战略指导原则；积极稳妥原则；定价机制改革与市
场建设相协调原则；监管体系建设与政府职能转换改革相协调原则；改革的配套性原则。

４．２

过渡安排
改革的复杂性与长期性，过渡模式的必要性；先易后难，分阶段实施；过渡期内，政

府管理的机构设置与职能配置，法制化管理，集约化管理，专业化管理；
近期改革重点：完善法律体系，制定国家能源战略，加强市场监管，改革投融资体
制，放开市场准入限制，调整税收政策，企业改革。
中长期改革重点：优化能源结构和市场结构，完善能源市场和监管体制，实现政监分
离，促进国家能源战略实现。

４．３

改革要点
（１）加快相关法律体系建设，制定面向二十一世纪的国家能源战略，建立战略性能源

的储备体系和能源安全预警机制，将能源供应与能源安全、节能、环保等目标结合起来。
（２）改善和优化能源的供应结构和地区结构。着重发展天然气、核能、风能等新型能
源，加大对新能源和清洁能源的开发扶持力度，鼓励能源清洁化和高效化的研究与开发。
（３）改革政府职能管理的体制和方式，将行业管理职能与市场监管职能分开，将产业
政策与监管政策分开，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可考虑将市场监管职能独立，形成社会性监管机
构。
（４）建立现代监管体制。近期“政监合一”，条件具备时“政监分离”，独立性，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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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经济性监管的同时，加强垄断环节及外部性监管；
（５）降低能源生产领域的市场准入限制，鼓励各种民间资本进入能源基础设施和能源
生产领域。通过公开的招投标形式来确定能源建设项目的投资者、建设者和经营者，严格
对资源开采型企业的资格认定，防止滥采滥挖，破坏生态环境。
（６）打破地区和行业垄断和封锁，鼓励竞争，统一能源市场。
（７）加快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和国有企业的公司制改组，大力培育若干上下游一体
化的、跨行业、跨地区的大型能源企业集团，提升国际竞争力。
（８）加快相关产业的改革进程，与能源部门改革形成互动机制。如电力、煤炭与铁路
改革保持同步性。
（９）多渠道筹资，尽快建立煤炭、石油等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的良性机制。
（１０）汽车产业政策的调整：鼓励清洁燃料和替代燃料汽车，经济型轿车，提高尾气
排放的环保标准。
（１１）调整能源行业的税收结构，降低税负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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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政府主导作用，推进中国节能工作
唐

元

节能，对于中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从缓解能源供给压力，保障能源安全，
加大环保力度，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实现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等角度考虑，都应当加大节
能工作力度，选择最为严格的节能政策方案，制定高强度的节能战略。这要求我国把节能
及资源节约定为基本国策，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然而，对节能工作仅仅重视还不够，从
国外经验和我国国情来看，节能又是市场机制容易失灵的领域，这要求政府在推进节能工
作中必须发挥主导作用。这里，对政府在推进节能工作中如何发挥主导作用问题，谈几点
看法。

１

进一步健全政府节能管理体制和政策支持体系
节能工作是一项跨行业、跨部门的经济综合工作，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有健全的节

能管理体制，并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节能运行机制和政策保证体系，随着我国经济体制
转轨过程的逐步深入，传统节能管理体制和机制不太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出现了节能管理
弱化、机制失灵的状况。因此，建立健全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政府节能管理体制和政策支
持体系是推进节能工作的当务之急。建议：
（１）完善政府节能机构。国务院设立资源节约办公室，定期召开资源节约特别是节能
方面的跨部门协调会，研究解决节能方面的问题，国家发展与改革委成为国务院资源节约
办公室的办事机构。
（２）将节能工作纳入政府工作日程。各级政府把节约资源特别是节能摆到更加重要的
位置纳入工作日程，切实加强领导，政府分管领导对资源节约工作要抓紧抓实。
（３）调整和改善节能激励政策。尽快制订《节能法》的配套法规和标准，制定节能项
目和产品的税收减免、信贷优惠等政策措施。
（４）设立节能管理专项资金。用于节能政策法规和标准的研究制订、公众宣传、教育
培训、信息传播、奖励表彰等活动。

2 加快引进和采用国外节能新机制
这是推动我国节能工作最为迫切的任务。借鉴国外节能机制成功经验，对于引导和促
进我国节能机制面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当前，要注重从营造政策
1

环境、培育中介机构、加强信息导向、扩大国际合作等方面，着力引进五种机制：
一是基于市场的节能信息传播机制。通过制作和发布节能案例，促进节能新技术、新
经验、新工艺、新设备的推广应用，克服节能信息障碍。
二是合同能源管理的技术服务机制。通过合同购买节能潜力的方式，克服节能技术、
产品推广中的市场障碍。
三是电力需求侧管理方法。引导电力用户自觉节约用电。
四是节能产品政府采购机制。使节能产品进入政府采购目录。
五是企业节能自愿协议。引导企业与政府采取自愿方式实现节能目标。

3 制定节能专门规划，突出重点，统筹推进
应当把节能战略作为能源战略最为重要的内容考虑，继续坚持“开发与节约并重，节
约优先”的能源方针。
（１）制定制定详细的节能规划。明确节能的目标、方针、原则、工作重点、政策措施
和组织保障。
（２）对工业、建筑、交通、民用、政府等领域的节能既要把握重点，又要统筹推进。
当前一个时期要重点抓好三个领域的节能工作。
① 工业节能。工业能耗占总能耗的 ７０％左右，工业节能潜力巨大，是节能工作的重
点，力争工业能源消费增长率明显低于全社会能源需求增长率。
② 建筑业和交通运输业。这两个行业属于新兴能源消费行业，要高度重视，促进建筑
业和交通运输业在成长期就走上节能型发展路子。
③ 政府节能。主要是发挥示范作用，作为推动全国节能工作深入开展的一个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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