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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责声明  
本报告所引材料不在任何程度和方面表达或暗示联合国对于任何国家、地域、城市或地区的

法律地位或合法性，以及其版图及边界划分的立场和观点。  

报告所述观点仅代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联合编写团队的研究成果，

不代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联合国（包括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以及联合国成员国（包括中

国）的相关工作的执行依据。编写团队已尽可能确保报告引用数据的准确性，但不为因数据引用

所导致的任何后果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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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大变局的一个重要驱动因素就是全球气候变暖问题。受

资源、技术、利益、能力和理念等多重因素的约束，人类高碳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导致全球温

室气体排放量持续上升。根据美国国家航空和航天局的报告，过去 100 年中，最热的 20 个年份

有 19 个年份出现在 2001 年后。截至 2020 年 3 月 29 日，全球海平面较 1993 年平均值上升了

94.2 毫米。如果持续这样的趋势，世界的未来将会怎样？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蔓延，人类已经受

尽苦头。而若气候变暖得不到有效遏制，可能会有成千上万个这样的疫情灾难等着我们或我们的

下一代。人类何去何从？唯有携起手来共同应对这种全球性挑战才是正确的出路！人类命运共同

体理念值得我们和我们的下一代恪守远播！ 

当然，应对气候变化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既需要在全球层面进行有效的沟通和协调，建立

可自我实施的规则和机制，也需要各个国家从自身国情出发真正将应对气变纳入到发展行动中。

对“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而言，推进低碳发展，潜力巨大，但遇到的困难和挑战也不少。由于

各国在经济结构、资源禀赋、技术水平及发展水平等存在巨大差异，因此不存在适用于所有国家

的低碳发展路径，政策制定者应基于具体国情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确定优先事项。在部分通电率尚

不到世界平均水平（89.6%）的发展中国家（如缅甸（66.3%）、巴基斯坦（71.1%）、埃塞俄

比亚（45%）、马达加斯加（25.9%）、尼日利亚（56.5%）、乌干达（42.7%）、赞比亚

（39.8%）），解决电的有无问题也许比电的清洁问题更加紧迫。换言之，《巴黎协定》所强调

的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公平原则和各自能力原则应当得到充分尊重。 

尽管如此，我们仍要秉持绿色发展的理念，竭尽所能推进共建绿色丝绸之路。事实上，早在

2015 年中国发布的《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中，就强调要着力“强化基础设施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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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化建设和运营管理，在建设中充分考虑气候变化影响”，以及“在投资贸易中突出生态文明

理念，加强生态环境、生物多样性和应对气候变化合作，共建绿色丝绸之路”。2019 年 4 月，习

近平主席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再次强调，“把绿色作为底色，推动绿色基

础设施建设、绿色投资、绿色金融，保护好我们赖以生存的共同家园。” 在这些倡议下，沿线国

家和地区近年来在资源绿色开发、污水处理、绿色基建等领域取得重大进展，势头迅猛。截至

2019 年末，“一带一路”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项目数量达 102 个，总价值 1049.5 亿美元。  

推进低碳发展，中国自身也在付出巨大努力。在刚刚过去的“十三五”期间，中国能源消费

结构向清洁低碳转型取得了重大进展：中国水电、风电、光伏、在建核电装机规模等多项指标保

持世界第一；到 2018 年，中国单位 GDP 的碳强度与 2005 年相比下降了 45.8%，提前两年实现

了 2009 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 15 届缔约方大会召开前向国际社会承诺的目标；到

2020 年底，中国清洁能源发电装机规模增长到 10.83 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容量，占总装机

比重接近 50%，达到约 49.2%；煤炭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已降低至 56.8%，能源消费结构向清

洁低碳加快转变。2020 年 9 月，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大会上承诺，将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

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在 2030 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这一雄心已经体

现在刚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

要》中：在十四五期间，中国将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协同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

水平保护，力争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提高到 20%左右，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和二氧

化碳排放分别降低 13.5%、18%。 

 

 



5 6

为全球和“一带一路”沿线低碳发展铺平道路

 

5 

 

作为致力于促进国际经济交流与合作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近年来与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就全球治理问题连续开展了多项研究。本报告作为“第四次全球治理报告”，

聚焦“为全球和‘一带一路’沿线低碳发展铺平道路”这样一个重大主题，也是双方志趣相投、

共识使然。我们期待，经过努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推进低碳发展的能力得到切实提

升。同样期待，在《巴黎协定》的框架下，经过国际社会通力合作，气候变化这一全球性挑战最

终得到有效化解。 

 

 

张晓强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执行局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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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让我们清晰感受到全球在面临自然挑战时的脆弱。疫情让我们也切实

领会到，为避免出现灾难性的气候变化，我们与自然界业已严峻的关系亟待修复。事实上，当前

地球升温正快速接近高于工业化前水平 1.5℃的关键阈值，按此速度发展，最早在 2030 年就会达

到这一阈值。这会带来毁灭性的后果，包括极端天气、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海平面不断上升等，而

且目前的生态环境已经对我们的现实生活造成影响。如果我们继续目前的发展路径， 到本世纪末，

全球气温升幅可能达到 3-5℃，届时上海外滩和浦东都将沉入水下。 

为防患于未然，各个经济体必须实施低碳减排发展路径，并在全球范围内立即采取协调一致

的行动，转向绿色发展轨道。中国宣布将力争 2030 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努力争取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这一重大承诺将有助于为推动全球的低碳转型奠定基础。 

本报告由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撰写。报告聚焦于在中国和全球促

进低碳发展的三种关键路径，即推动清洁能源技术创新、发展和转移，引导金融资源支持“一带

一路”沿线低碳项目以及加强低碳能力建设。 

鉴于可再生能源的可获得性存在波动，同时可再生能源的产地和消费地之间通常在地理上存

在一定距离，报告强调，提升能源的灵活性（包括通过网格规模的电池存储）和网络一体化程度

至关重要。这些对于促进提高可再生能源在整个能源结构中的占比非常关键。报告建议，为了充

分发挥和增强可再生能源相对于化石燃料的成本优势，可以利用统一的碳指标来评估投融资方案，

强化政策激励措施，为低碳能源项目提供更多支持。 

此外，报告同时探索了“一带一路”伙伴国家实施低碳减排发展路径面临的各种复杂环境和

问题，并就各国政府如何加快绿色经济转型提供了一系列政策建议。报告鼓励各国政府以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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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角，加强在融合标准和开发创新金融工具方面的协作，确保有效推动可再生能源不断增长的发

展部署。 

     过去 20 多年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一直与中国政府在提高能源效率方面有着密切的项目合作。

我想借此机会，衷心感谢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在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协作过程中提供的大力支

持，以及为本报告所提供的专业引领。我们希望，报告的研究成果可以有助于推动中国乃至全球

的低碳发展。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已做好准备，协同中国政府一起促进能源转型，实现碳中和发展

愿景。 

 展望未来，我们必须严肃面对和重视地球承受的压力和给予的警示。回归到疫情前的“旧常

态”不是一个合理的发展路径。我们只有迅速采取果断行动，遏制排放，支持各国负责任地发展，

才能保护好我们的地球，确保我们的子孙后代可以拥有一个可持续的世界。 

 

 

 

Beate Trankmann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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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摘要 

 
本报告的研究范畴与研究背景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与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自 2012 年共同发起全球治理倡议以来，已联合

研究、撰写了全球治理系列报告，旨在提出创新、有前瞻性的全球公共产品应对气候变化等公共

关切，积极助力各国在全球层面推进可持续发展。此次第四期《全球治理报告》(以下简称 "报告

"）延续以往全球治理报告研究宗旨，聚焦为“一带一路”低碳发展铺平道路。 

本报告的研究和撰写是在全球面临新冠肺炎疫情的背景下开展的。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的影

响超出了卫生健康领域，同时给各国经济增长和能源安全前景带来极大挑战，减缓甚至阻碍了可

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进程。这种阻碍在减贫、卫生、教育和消除不平等领域尤其显著。疫情也影

响了能源等基础设施项目在实地执行层面的实施。各国目前如何统筹制定系列政策、协同应对新

冠肺炎疫情危机对可持续发展的挑战，对未来全球可持续发展前景有着决定性影响。在此背景下，

为低碳发展铺平道路对于后疫情时代的世界发展至关重要，这也使本报告更具现实意义。 

经济增长、城市化和电力的进一步发展导致了全球能源领域的需求高涨，清洁能源的部署亦

更加迫切。过度依赖碳氢化合物的生产和消费，已导致温室气体排放量持续上升，全球变暖进一

步加速的效应愈加明显。过去 100 年中，最热的 20 个年份有 19 个年份出现在 2001 年后。截至

2020 年 3 月 29 日，全球海平面较 1993 年平均值上升了 94.2 毫米。1干旱、热浪等多种威胁生

物多样性的自然灾害持续严重影响生态系统，其爆发频率的上升与人类活动密切相关。大量实证

                                                      

        1 美国国家航空和航天局。全球气候变化：地球的生命迹象。来源 https://climate.nasa.gov/vital-signs/sea-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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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建立新的低碳发展、投资和治理模式，以有效推动能源开发和应用向着低碳、具备气候韧性

和绿色的道路发展。 

在全球范围内和“一带一路”沿线，多数国家仍然依赖化石燃料发电。化石燃料广泛分布于

世界各地，迄今仍是能源的主要来源。各国自然资源禀赋不同，比如，在那些现有或潜在能源需

求巨大、但缺少其他能源来源的地区，煤炭资源恰恰较为丰富。在发展中世界，平均每周有两座

燃煤发电厂在建。如何减少化石燃料在燃烧处理过程中带给当地的污染和温室气体排放，将是未

来全球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 

 在这一背景下，第四期《全球治理报告》力求提供深入客观的分析，增进共识，共同为“一

带一路”低碳发展铺平道路，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报告强调低碳发展对可持续发展的三大支柱

——社会、经济、环境的平衡发展均至关重要。报告聚焦于在“一带一路”沿线及更广泛地区促

进低碳发展的三种实施路径，即推动清洁能源技术创新、发展和转移，引导金融资源支持“一带

一路”沿线低碳项目以及加强低碳能力建设。报告认为，如有适当配套政策与激励机制，“一带

一路”沿线有望实现低本高效的低碳发展，从而推进各参与国可持续发展，并为全球环境做出重

大贡献。 

报告的结构和研究方法 

本报告分为三大部分： 

❖ 第一部分回顾分析了平衡平等发展目标下社会、环境、经济三大维度间既可能此消

彼长也可能协同增效的关系，研究了“一带一路”在促进低碳发展领域的潜力以及中国能源转

型带来的潜在优势和收益。 

❖ 第二部分提出了促进“一带一路”沿线低碳发展的三条关键路径：推进清洁能源技

术创新、发展和转移，引导可持续投融资和加强能力建设。对各关键路径的分析均包含背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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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分析，对机遇和挑战的研究，具体的实施途径、方法以及具有前瞻性分析的最佳实践案例。 

❖ 第三部分提出了一系列针对性、相互链接的具体措施，为包括政策制定者、金融机

构、公共与私人投资者和国际组织等关键利益相关者提供参考。 

本报告的研究方法在以全球视角识别并分析全球范围内可再生能源的先进技术和减少化石燃

料排放的先进技术的基础上，对多边开发银行和国别开发银行在环境、社会和治理框架下的十大

维度（涵盖 84 项细分领域的指标），《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

会、缔约方大会、二十国集团的环境、社会、治理核心原则和倡议等进行了深度梳理。报告采用

循证研究方法来采集和分析数据，在分析中坚持务实和前瞻性原则（详见专栏 1）。 

专栏 1 研究方法 

本报告的研究方法包括： 

❖ 系统梳理全球低碳发展背景下清洁能源技术、可持续投融资相关标准和基准。第三章聚焦电力行

业，对十种低碳能源的来源和先进的燃煤技术做了详细梳理和分析，包括其全生命周期温室气体排

放、现时及未来成本、能源产生的外部性以及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发展的潜力。第四章详细梳理

全球和区域国际组织、各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以及其他公共和私人机构的可持续投融资标准、基

准和指标。 

❖ 提炼、采集、分析 138 个“一带一路”伙伴国家低碳发展的 14 项关键指标，对各国经济、治理、

自然资源禀赋和电力领域的差异和多样化发展进行循证分析。这些量化指标包括人均 GDP、总人口

就业率、营商便利度、政治稳定度、法治、人类发展指数、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通电率、能源自

给率、人均能源使用量、人均用电量、化石燃料能源消费量、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和光伏实际发电潜

力。数据来自世界银行、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和联合国开发署等公众机构。 

❖ 开展实地调研和关键领域资深专家圆桌会议，消纳来自政策实践和技术性专家观点的直接意见。在

浙江省湖州市国家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与当地政府的政策制定者、金融机构、企业进行交流，



11 12

为全球和“一带一路”沿线低碳发展铺平道路

 

11 

 

深入探讨湖州绿色金融改革的推进过程和关键经验。 

❖ 提出清洁能源发展、可持续投融资和能力建设领域的一系列具体可行的政策措施，推动把握上述关

键机遇和资源促进低碳发展。第三章提出六项举措，涵盖低碳电力系统规划、需求侧管理、火电灵

活性提升、能源转型和分布式能源发展。第四章就推进可持续投融资提出五项具体举措及相关基准

和关键评估指标，涵盖监测、报告、核查以及从贷前到贷后的完整投资周期。第五章综合考量能力

建设和知识共享，提出一整套切实举措。 

❖ 在全球层面精选 15 个最佳实践案例，涵盖不同发展水平和多种情形。案例选取旨在分享清洁能源发

展、可持续投融资和能力建设领域富于启示意义的技术突破。相关经验经提炼吸收后可应用至多种

发展情形，助力解决关键瓶颈和低碳发展需求。第三章深度展示了分别处于低、中、高、超高发展

水平国家的能源转型路径和经验。第四章精选了可持续投融资领域可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

区的政府和金融主体参考的最佳案例，包括欧盟的排放交易体系和中国的绿色金融市场等。第五章

选取能力建设领域的最佳实践，涵盖个体、机构和体制三大层面。 

❖ 基于战略性、前瞻性研究原则，提出切实、创新的政策建议，推进低碳发展。本报告提供的政策建

议针对“一带一路”四类关键利益相关方。这些政策建议基于已产生大规模影响或有潜力得到大规

模应用的创新实践，旨在为利益相关方推进落实低碳发展提供建议。当然，后续行动和政策工具的

选择需基于具体国情来进行，力求最大程度推进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 

 

本报告的讨论基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的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原则，

承认各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不同能力和不同责任，不对该原则提出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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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的要旨和核心结论 

低碳发展是落实 2030 年议程的重要路径 

报告在探讨全球可持续发展进程的基础上，强调有必要做出进一步努力，实现 2030 年议程的

平衡公平发展。17 项可持续发展目标涵盖社会、环境和经济三大维度，17 项目标间既有协同增效，

也有均衡抵消。例如，失业和灾害会延缓减贫进程；基础设施和可负担的电力的普及有助于减贫

和把握社会经济优势，但可能对环境造成负面影响。低碳发展是链接各项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的

重要因素，民生、灾害、基建、发电都可能影响温室气体排放，或受到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 

为应对气候变化和其他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协同效应、共同推进 2030 年议程的达成，强化全球

经济政治领域的承诺和伙伴关系迫在眉睫。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低碳发展被广泛视为在全球范围内、

加快与气候目标相契合的环境友好型发展的可靠高效的路径。低碳发展也是可持续发展的先决条件。 

“一带一路”倡议促进全球低碳发展的潜力和中国能源转型的路径及优势 

报告使用经济、治理和电力发展领域的 14 个关键指标，对比、分析了“一带一路”伙伴国的

经济结构、资源禀赋、技术发展和电力发展所处阶段。在此基础上，报告指出，并不存在适用于

所有国家的低碳发展路径，政策制定者需基于具体国情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确定优先事项。报告在

梳理分析“一带一路”低碳愿景、互联互通范畴以及“一带一路”沿线电力基础设施供需情况多

样性的基础上，强调“一带一路”在推进全球及沿线低碳发展领域拥有巨大潜力。 

报告指出中国低碳能源转型的主要路径和经验，及促进全球低碳发展的潜力和前景。2020 年

9 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联合国大会上承诺，将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

力争在 2030 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中国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技术突

破，尤其在电力传输、电力存储、风能和太阳能光伏制造材料领域的技术突破，将给“一带一路”

沿线带来积极影响。中国的可再生能源行业（2019 中国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量全球占比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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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及其技术突破，对于改善全球能源结构和低碳发展具有显著的积极意义。报告提供了中国

可再生能源技术企业的最佳实践案例以及中国在特高压直流输电技术领域的创新突破，在不同层

面深入分享中国在能源转型和低碳技术经验领域的先进经验和积极影响。 

推动清洁能源技术创新、发展和转移，促进“一带一路”沿线低碳可持续发展 

为实现向低碳经济的平稳转型过渡，大规模发展、部署低碳技术至关重要。报告聚焦电力能

源行业，该行业在低碳能源系统转型中发挥核心支柱作用。电力部门是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

量最大的行业之一。如果创新、部署先进的电力技术，该行业具备大规模有效减排的潜力。 

报告对多种清洁能源技术及其发电能力进行详尽客观评估。在此基础上，报告指出，相较新

建的化石燃料发电站，基于可再生能源的新建发电站拥有成本优势。鉴于学习曲线效应，未来这

一成本优势将进一步扩大。对于化石燃料的清洁利用，报告突出强调碳捕集与封存和高效率低排

放技术。报告指出，如具备一定商业规模，这些技术将有助于降低每千瓦时的煤耗，其温室气体

排放量低于亚临界燃煤发电技术。 

报告提炼分析了“一带一路”国家能源状况的 7 个关键指标，强调因地制宜制定技术解决方

案至关重要。在电力系统规划方面，报告强调，有必要前瞻性地统筹规划“源网荷储”一体化发

展，协调推进跨区域和跨国电力系统互联互通规划，以大规模促进提升电力系统灵活性、能源效

率、供需平衡和互联互通。 

报告强调建立大数据信息交互平台、制定价格信号和提供激励补贴的重要性，以此提升需求

侧管理，助力实施峰谷电价和负荷转移。推动多能互补能源系统建设，促进供给侧能源结构调整、

及能源在物理和市场交易层面的互联互通。报告认为，提高负荷预测和调度预测能力对于平衡电

力供需至关重要。加快火力发电厂灵活性改造，包括降低最低负荷、确保锅炉稳定燃烧、改善调

峰速率、缩短启停时间等，以利于其发挥电力系统稳定器和压舱石的作用，支持更高比例可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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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加速并网。未来可进一步探索多元化商业模式，促进分布式能源发展，与集中式发电形成互

补。报告在全球范围内选择了代表不同发展水平国家的清洁能源发展最佳实践包括马达加斯加、

越南、南非、丹麦和乌拉圭的能源转型实践。 

引导金融资源科学支持低碳项目的创新、发展和推广实施 

报告强调，大规模推进“一带一路”沿线低碳项目需要为关键利益相关方提供可持续的投融

资工具。为引导金融资源流向低碳发展项目，促进碳定价相关技术标准的融合至关重要，尤其是

会计核算中碳排放配额的监测、报告和核查标准。进一步制定合理的基准、规则和程序，以确保

市场主体长期稳定遵守碳排放权交易试点要求，并促进碳市场发展。加快建设国内统一、明确、

可执行、并受国际广泛认可的绿色金融标准体系，也是促进金融资源流向“一带一路”沿线低碳

发展的关键路径。 

报告鼓励进一步创新金融工具，尤其创新绿色信贷产品、绿色债券产品、绿色保险和担保服

务，并针对此类创新产品加强政策激励，为低碳项目提供全周期支持。加强与多边发展机构的合

作，促进混合融资，助力清洁能源投资者实现融资渠道多元化。此外，由于气候风险尚未充分反

映在风险评估中，在贷前和贷后阶段加强环境和气候风险的识别、评估、监控和管理至关重要。

低碳可持续投融资领域的最佳实践案例包括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内部的配额标准协调、中国湖州

绿色金融市场的政策和立法激励引导机制、中国工商银行的环境风险压力测试，以及国际金融公

司的混合融资。 

加强能力建设，提升利益相关方对低碳发展的全面深度理解，达成低碳发展共识 

能力建设对于促进低碳发展至关重要。“一带一路”沿线低碳发展领域的能力差距主要包括

监管技术和经济壁垒、机制和政策瓶颈、教育和培训不足，以及重要数据、信息和意识的欠缺。

报告认为，为克服上述差距，有必要加强个体、机构和体制三大层级的能力建设，通过能力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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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推动气候变化相关法律监管框架领域的共识，分享能源转型路径和低碳发展规划实施方面的

专业经验。在当前背景下，有必要评估新冠肺炎疫情的潜在影响，采取能力建设措施，加强“一

带一路”沿线利益相关方之间和行业之间的低碳发展合作和伙伴关系，填补职业技能短缺的空白，

把握低碳行业扩张带来的更多更好的就业前景和工作机遇。 

基于上述分析，报告提出开展低碳建设的关键领域，加强相关领域专业知识和实地经验的分

享交流，包括能源转型轨迹和新冠肺炎疫情对低碳能源转型发展的影响，环境与气候风险的识别

与计量，碳排放管理的法律法规和国际共识，及绿色投融资的准入标准、投资工具和监管政策。 

报告鼓励通过多边平台促进“一带一路”国家间的交流，完善“政产学研用”统筹协调。鉴

于新冠肺炎疫情，报告强调，需要将经济刺激和复苏计划引向低碳发展，加速传统化石燃料行业

工作技能转移和适应新兴低碳行业的发展，帮助女性和青年从低碳转型中获得平等就业机会。低

碳发展能力建设领域的最佳实践案例包括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中国关于加强可再生能源技术转移

能力的南南合作三边项目、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的可再生能源准备情况评估工具，以及丹麦和乌

拉圭的相关能力建设经验。 

供关键利益相关方参考的结论和建议 

报告强调，政策制定者和金融机构在优化发展路径和政策中的作用至关重要。政策制定者是

促进全球和“一带一路”沿线低碳发展的重要引领者和参与者。报告强调，来自中国和“一带一

路”伙伴国的政策制定者可携手加强行业间协调以及政策和标准融合，将更高比例的可再生能源

并入各级电网。报告鼓励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国家开发银行、商业银行、多边

发展银行等金融机构引导金融资源科学支持低碳项目创新、发展和推广实施。 

报告认为，企业和国际组织同样是促进“一带一路”沿线低碳发展的关键利益相关方。国有

企业和私营企业是投资、建设、运营“一带一路”项目的市场主体，报告鼓励相关企业加强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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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为低碳项目寻找多样化的融资渠道，协助解决离网开发和可再生能源就业市场中的技能短

缺问题。报告强调，国际组织可进一步促进“一带一路”低碳发展，尤其在促成相关方达成低碳

发展共识，组织开展区域和全球层面的对话平台，促进区域间能源发展互联互通，开展联合研究

形成问题解决路径，应对低碳发展挑战等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后续步骤 

释放低碳发展潜力、寻找有效解决方案对于全球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一带一路”倡议有

望在全球范围内和“一带一路”沿线促进低碳和可持续发展。各个国家拥有各自发展路径和方案

的选择权。中国和“一带一路”伙伴国家在低碳发展领域的共同努力不仅为自身带来重大发展效

益，也将有力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在评估和展望“一带一路”低碳发展机遇的同时，深度思考

其潜在挑战和负面影响同样至关重要。 

通过全球层面的知识分享和合作行动，可以促进“一带一路”关键利益相关方讨论以便汲取

相关经验和专业知识。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背景下，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可持续发展使命下，

致力于同各国政府和联合国其他机构携手合作，共同支持各国制定和实施复苏计划，助力打造后

疫情时代的低碳发展。 

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的合作框架下，各利益相关方将在 2021 年全

球治理高层政策论坛的框架下，针对本报告的主题、关键结论和低碳发展的务实解决方案进行深

度分享和讨论。全球治理高层政策论坛助力于促进中国与“一带一路”伙伴国家开展政策对话，

共同推进公共与私营部门及一带一路相关各区域、各省份、各城市间的政策协调。 

通过专题研究和研讨会，利益相关方的进一步咨询讨论将同时举行，助力“一带一路”公共

与私营部门推动全球走向具备气候韧性和可持续发展的低碳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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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全球及“一带一路”低碳发展的背景和前景 

本报告第一部分介绍了全球可持续发展的现状和挑战，着重关注低碳发展对可持续发展的协

同增效，分析“一带一路”倡议促进全球低碳发展的前景，及中国的能源转型经验。第一章回顾

了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进程，尤其是社会、经济、环境三大支柱的协同增效和政策权衡，

并分析了低碳发展促进这一协同增效的前景。基于此，第一章梳理了全球低碳发展的共识和实施

路径，倡导低碳发展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共同途径。 

第二章展现了“一带一路”倡议促进全球低碳发展的前景和潜力，及中国的能源转型经验。

重点梳理了“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经济、治理、自然资源禀赋、能源发展阶段的差异化和多样性，

回顾了“一带一路”倡议下的能源合作和能源低碳转型前景。本章还进一步提取低碳能源转型经

验，深入探讨了中国能源转型的承诺、发展、全球影响及主要路径，并分析了中国能源转型的企

业社会责任和电力传输技术突破方面的最佳实践案例。 

第一章   推动低碳发展是实现 2030 议程平衡发展的重要途径 

1.1 平衡推进可持续发展三大支柱：社会、经济与环境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代表了联合国成员国对在规定时间内实现五个领域发展的承诺。这

五个领域分别是：人类、地球、繁荣、和平、伙伴关系。2 基于这一承诺，2015 年成员国宣布了

2030 年议程的 17 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和 169 个具体目标，以衡量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进程。3 自

                                                      

        2 联合国（2015 年）。《改变我们的世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来源

https://sustainabledevelopment.un.org/post2015/transformingourworld 

        3 联合国（2015 年）。《关于可持续发展目标》。来源 

https://sustainabledevelopment.un.org/content/documents/21252030%20Agenda%20for%20Sustainable%20Developme

nt%20web.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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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以来，为促进在地方、国家和全球各级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各国人民作出了积极努力。

这些努力也同时推动着建立包容性低碳社会。 

 

图 1.1 可持续发展目标 

 

资料来源：联合国4 

17 项可持续发展目标涵盖了不同的领域，旨在通过走可持续道路、平衡三个相互关联的支柱

（经济、环境和社会），来应对全球政策制定者面临的挑战（见图 1.2）。正如 1987 年《布伦特

兰报告》（the Brundtland Report）所说，可持续发展强调 "人类确保当前的发展满足当代人的

需要，同时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自身需要的能力"。5 因此，前瞻性思维对于可持续发展是不可或

缺的：在促进经济增长和提高生活水平来确保当代人的福祉的同时，也应尊重子孙后代所要依赖

                                                      

        4 联合国（2015 年）。 《可持续发展目标》。可持续发展目标知识平台，来源

https://sustainabledevelopment.un.org/?menu=1300 

        5 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1987 年）。《我们共同的未来》。来源 

https://sustainabledevelopment.un.org/content/documents/5987our-common-futur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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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环境条件。考虑到这一点，要实现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就需要有一条发展道路，同时考

虑到经济繁荣、人类福祉和环境质量之间的协同效应和政策权衡。 

图 1.2 可持续发展的三个支柱 

 

早在 1997 年联合国关于实现《里约宣言》进展情况的报告中，就明确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

三个 “相辅相成的组成部分 ”的概念。报告提出了“在实现经济持续发展、改善社会公平、确保

环境可持续性之间取得平衡”的设想。6 经济增长往往被视为促进人类发展的主要动力，因为经

济增长创造财富并推动技术进步。社会平等则反映了一个社会对每个人都具有包容性和公平性，

不论其性别、年龄、种族、宗教、身体状况等。环境可持续则涉及地球及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持

续，以稳固长期和包容性发展的基础。 

鉴于可持续发展三大支柱之间的相互联系，可持续发展目标被视为 “互为一体、不可分割"。

7 它们之间的联系体现在各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途径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例如，减贫非常

                                                      

        6 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97 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以来取得的总体进展，秘书长的报告》，附件：与贫困作斗

争，可持续发展委员会(CSD)。第五次会议。来源 https://digitallibrary.un.org/record/231333。 

        7 联合国大会（2015 年）。 《改变我们的世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大会通过的决议。A/70/L。纽约：联合国大会。 

经济发展

环境可持续社会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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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赖于确保收入安全和减少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而气候行动是减轻灾难性事件发生频率和严重

性的关键。换言之，贫困和气候变化会相互强化：为了摆脱贫困而竭泽而渔则会加剧气候变化；

而气候变化如得不到遏制也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但在另一方面，获得就业机会、基础设施、清

洁能源可以同时减轻贫困和气候变化，从而打破这种恶性循环。正如下一节的分析所示，关于实

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近期的进程，体现出了实现这些目标的协同效应和政策权衡。 

1.2 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进程、低碳发展与可持续发展 17 个目标之间的协同增效 

1.2.1 全球背景下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承诺和进展 

秉着消除贫困、促进共同繁荣的前瞻性计划与共识，各国政府已基本将可持续发展目标作为

优先事项纳入其国家计划和政策。对 2020 年 20 国集团、经合组织部分成员国、及人口超过 1 亿

的国家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实施工作的调查显示：30 个国家中，25 个国家在官方声明中背书了可

持续发展目标，27 个国家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已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纳入部门行动计划，尽管这

其中只有 12 个国家在国家预算中明确提及了可持续发展目标。8 

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显示出了一些积极趋势。极端贫困率持续下降（可持续发展目标 1），

到 2019 年降至总人口的 8.2%， 9 低于 2015 年的 10%、2010 年的 16%和 1990 年的 36%。10 

这意味着生活在极端贫困中的人口大幅下降，从 1990 年的 19 亿人减少到 2019 年的 6.3 亿人左

右。仅中国就使 8.5 亿人摆脱了极端贫困，占全球脱贫人口的 70%左右。11 虽然总体趋势是积极

的，但在减贫进展地域不平等仍然存在。如果持续 2020 年之前的减贫速度，到 2030 年仍将有

                                                      

        8 Sachs, J., Schmidt-Traub, G., Kroll, C., Lafortune, G., Fuller, G., Woelm, F. 2020。《可持续发展目标和新冠肺炎》。

《2020 年可持续发展报告》。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 

        9 联合国（2020 年）。  《消除各地一切形式的贫困》。来源 https://可持续发展目标.un.org/goals/goal1 

        10 世界银行集团（2018 年）。 《2018 年贫困与共同富裕：贫困难题拼图》。来源 

https://www.worldbank.org/en/publication/poverty-and-shared-prosperity 

        11 Liu, M., Feng, X., Wang, S., & Qiu, H。（2020 年）。《中国过去 40 年的扶贫：成功与挑战》。《 澳大利亚农业和资源经

济学杂志》。来源 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abs/10.1111/1467-8489.12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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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的世界人口处于赤贫状态，无法实现消除贫困的目标。12 而新冠肺炎疫情很可能在近期、甚至

长期使进展变得非常复杂。仅 2020 年，疫情可能将 7100 万至 1 亿人推向极端贫困。13 

社会保障、体面的工作、可获取的基础设施有助于减少贫困。2019 年，约有 7.1%的就业人

口仍然生活在极端贫困中，而全世界只有 45%的人享受到了社会保障福利，这一比例在亚洲更低。

14 以包容和可持续的方式提供体面的工作和生产性就业（可持续发展目标 8）是全球经济发展和

减少贫困的重要基础。自 2010 年以来，劳动生产率一直在提高，2018 年达到了 2.1%的最高年

增长率。15 2018 年和 2019 年，全球失业率降至 5%的低点，回到了 2008 年经济危机前的水平。

虽然整体趋势不错，但区域不平等仍然显著，北非和西亚的失业率（10.7%）几乎是东亚和东南

亚（3.8%）的两倍。劳动生产率走势也呈现出类似的区域不平等格局，2019 年拉美和加勒比海

地区、北非、西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劳动生产率有所下降，而其他地区则呈现上升趋势。

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给就业带来了严峻挑战。全球就业和劳动生产率受到严重影响，约 2,500 万

岗位面临威胁，比 2008-2009 年金融危机时更多。16 

新冠肺炎疫情是突发状况，影响到人们的健康和生活，加剧了环境和社会灾害对可持续发展

的损害（特别是对可持续发展目标 1、3、8 和 13）。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对健康、收入和教育的三

重打击，全球人类发展水平可能会下降，这是自 1990 年这一概念提出以来的首次下降。17 同时，

灾害往往会加剧贫困，造成巨大的直接经济损失。据估计，从 1998 年到 2017 年，灾害造成的全

                                                      

        12 Guterres, A。（2019 年）。《秘书长关于 2019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进展情况的报告：特别版》。 联合国。 

        13 世界银行集团（2020 年）。《新冠肺炎对贫困的预计影响》。来源

http://pubdocs.worldbank.org/en/461601591649316722/Projected-poverty-impacts-of-COVID-19.pdf  

        14 联合国（2020 年）。 《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来源  https://unstats.un.org/可持续发展目标/report/2020/The-

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Report-2020.pdf.  1.2.1 的所有数据，除非另有说明，皆出自这篇报告。 

        15 Guterres, A.（2019 年）。《秘书长关于 2019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进展情况的报告：特别版》。 联合国。 

        16 联合国新闻（2020 年）。《新冠肺炎：劳工组织负责人说，影响可能造成相当于 1.95 亿人失业》。来源

https://news.un.org/en/story/2020/04/1061322 

        17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20 年）。《新冠肺炎与人类发展：评估危机，展望复苏，2020 年人类发展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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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经济损失总额约为 3 万亿美元，在过去 20 年内增长了 150%以上。18 其中，与气候有关的地理

灾害夺走了约 130 万人的生命，给最易受全球变暖影响的国家造成了严重的社会经济后果。发展

中国家对气候变化更加敏感，受到的影响尤为严重。1998 年至 2017 年，低收入国家受到的经济

损失（相对于 GDP）是高收入国家的 4 倍多。各国正在努力根据《2015-2030 年仙台减少灾害

风险框架》制定和实施国家和地方减少灾害风险的战略，已有 85 个国家报告了这方面的进展。19 

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目标 13）影响到所有其他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进展，因为它不仅加剧灾

害，而且对生物多样性和地球维持生命的能力造成多种系统性风险。随着这些风险成为现实，恶

劣天气事件、海平面上升、粮食和水的短缺有可能破坏所有国家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安全，增加脆

弱国家和地区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截至 2020 年 3 月，已有 189 个缔约方通过了《巴黎协定》，

反映了全球减缓气候变化的坚定政治决心。2017-2018 年，全球平均气候金融资金流上升至

5,790 亿美元，比 2015-2016 年的平均水平增加了 1,160 亿美元（25%），比 2013-2014 年平

均水平增加了 2,120 亿美元（58%）。20 虽然政治承诺和气候金融呈现出积极趋势，但各项行动

仍远未达到实现与 1.5℃和 2℃情景相适应的 2030 年排放目标的要求，这极可能会对大量人群、

各类生命、及地球的安全和福祉构成风险。21 

 

 

 

                                                      

        18 Guterres, A。（2019 年）。《秘书长关于 2019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进展情况的报告：特别版》。 联合国。 

        19 同上。 

        20 Buchner, B., Clark, A., Falconer, A. Macquarie, R. Meattle C. and Wetherbee, C。（2019 年）。《2019 年气候金融的

全球格局》。气候政策倡议。 

        21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2018 年）。《全球升温 1.5℃》。来源

https://www.ipcc.ch/site/assets/uploads/sites/2/2019/06/SR15_Full_Report_High_Re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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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贫困、失业和灾害：现状 

 

建立韧性对于在地方、国家和国际各层面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至关重要。这不仅以满足人类

基本需求为本，而且也基于提供包括基础设施设备在内的必需品。如果没有道路、电力供应、供

水设施、铁路和建筑物等现成和可使用的基础设施，大量弱势群体将在创收和生计方面面临挑战。

这将进一步削弱他们对突发灾害的抵御能力，使它们困于贫困线以下。基础设施的提供也可以促

进工业发展，进而能为更多家庭创造就业与收入。仅仅依靠市场机制不足以建立韧性，正因如此，

公共基础设施角色十分重要。 

近年来，基础设施（可持续发展目标 9）一直在迅速增长。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官方发展融

资22 在 2018 年达到约 560 亿美元，自 2010 年以来实际增长 40%。2018 年，获得援助的主要部

门是运输和储存（41%）及能源（36%）。尽管官方发展融资有所增加，但最不发达国家获得资

                                                      

        22 包括主要双边和多边发展伙伴（主要是经合组织成员国）为支持基础设施项目和动员私营部门参与基础设施建设而提供的官

方发展援助和其他政府资金流。数据来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19 年)。按捐赠方排列的用于基础设施的官方发展融资一览，来

源

https://public.tableau.com/views/Infrastructure_6/bydonor?:embed=y&:display_count=yes&publish=yes&:toolbar=no?&:

showVizHome=n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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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流（26%）不到中等收入国家（74%）的一半。23 作为重要的资金来源，企业可以发挥更广泛

的作用，弥补每年巨大的投资缺口，帮助实现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同时，在基础设施支持

下，制造业在 2018 年雇佣了 14.2%左右的全球从业人员，而 2000 年至 2016 年期间，该行业的

全球碳排放强度下降了 20%以上。24 这说明 GDP 增长和二氧化碳排放之间的最终脱钩是切实可行

的。 

获得电力供应（可持续发展目标 7）从根本上说是由能源发电和电力传输基础设施和设备支

持的，是家庭、企业和国家经济繁荣和福祉的另一个重要基础。尽管全球电气化率从 2010 年的

83%提高到了 2018 年的 90%，但 2018 年全球仍有 7.89 亿人无法获得电力供应。在撒哈拉以南

非洲地区，2018 年只有 47%的人口能够获得电力供应，尽管这一比例相对 2000 年的 25%已经

明显上升。一方面，能源是减少贫困和增进社会公平的必需品，另一方面，确保能源的清洁与低

碳对于人类和地球的健康是必不可少的。同时，更清洁的能源和电力供应也有助于改善妇女的健

康状况和赋权，因为妇女担负着家庭生产生活的最大职责，而许多家庭没有清洁燃料。25 2019 年，

与能源相关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历史最高值 333 亿吨，26 凸显了加快能源生产绿色转型的必要

性。值得一提的积极趋势是，可再生能源在最终电力消费总量中的比重也在不断提高，2017 年达

到 23.9%。27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必须加快和扩大能源的低碳转型。 

                                                      

        23 同上。 

        24 Guterres, A.（2019 年）。《秘书长关于 2019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进展情况的报告：特别版》。 联合国。2019 年 9 月 10

日查询。 

         25 ENERGIA、世界银行和联合国妇女署（2018 年）。《政策简报：可持续发展目标 7 的全球进展-能源和性别》。来源

https://sustainabledevelopment.un.org/content/documents/17489PB12.pdf 

       26 国际能源署（2020 年）。《2019 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来源  https://www.iea.org/articles/global-co2-emissions-

in-2019 

        27 国际能源署（2018 年）。《2018 年可再生能源：到 2023 年的分析和预测》。来源 

https://www.iea.org/reports/renewables-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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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伙伴关系（可持续发展目标 17）是协调各利益相关方、将资源导向可持续发展方向的关

键之一。相比于前几年，2018 年的官方发展援助总额净值、对最不发达国家的双边官方发展援助、

及对非洲的援助都有所下降。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 84%的 GDP 和 90%的就业都是由私营部门

创造的。28 这再次凸显了利用私营金融资源，填补包括基础设施和能源等各行业向下可持续发展

目标资金缺口的重要性。这同时有助于增强韧性（图 1.4）。 

图 1.4 基础设施、电力和实施低碳减排发展路径：现状 

 

1.2.2 低碳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的协同增效和政策权衡 

如上一节所述，不同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实现一个目标的进展会

影响另一个目标的实现。同样，如果在实现一个目标方面的行动不足，就会严重影响另一个目标

的实现。由此，不可认为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经济、环境支柱相互独立。采取综合的方法来平衡

                                                      

        28 联合国（2019 年）。《2019 年全球可持续发展报告：未来已来——科学促进实现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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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个支柱，确保以可持续的方式，为不断增长的人口创造更高层次的福祉、更健康的环境，至

关重要。 

目前，全球赤贫人口为 6.3 亿，且可能由于新冠肺炎进一步增加，加强社会保障、增强人们

的创收能力十分必要。然而，不同地区区域之间的就业率差异仍然很大，欠发达国家的人更缺乏

就业机会和保障，容易受到失业和缺乏就业安全等风险的困扰。疫情与加上日渐频繁的自然灾害，

使世界上许多各国家的经济增长停滞不前，就业保障降低。气候变化作为引发此类灾害的关键因

素，已在 1998-2017 年间夺走 130 万人的生命，这为许多国家的政府敲响了采取行动的警钟。

加快扶贫和减轻灾害的影响需要提高家庭的抗灾能力。这就需要制定保护政策，提供方便易得的

基础设施，以满足人类的基本需求。 

尽管基础设施领域官方发展融资在增加，但其并未出现流向最需要的那些国家的趋势。29 全

世界仍有约 7.89 亿人无法获得电力供应。30 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即使存在开发的可再生能源

潜力，目前仍亟需解决电力供应、贫困、饥饿和营养不良问题。由于流向发展中国家的官方发展

援助不稳定，加强全球伙伴关系以及私营部门参与，可帮助世界上最有所需求的地区建立韧性。

“一带一路”倡议提供了公私合营的机会，可以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政策协调，有潜力成为

缩小发展差距的重要推动力。 

 

 

 

                                                      

        29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19 年）。按捐助方排列的基础设施官方发展融资一览。来源 

https://public.tableau.com/views/Infrastructure_6/bydonor?:embed=y&:display_count=yes&publish=yes&:toolbar=no?&:

showVizHome=no#1 

        30 联合国（2020 年）。《202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来源 https://unstats.un.org/sdgs/report/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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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各项可持续发展目标考虑因素之间的联系示意图 

 

如图 1.5 所示，应对气候变化是贯穿链条的关键，这不仅要求提高抗灾能力（气候韧性），

还要求用低碳方式确保有人人能够获得清洁基础设施。减少贫困、增加就业、经济增长、控制灾

害风险、应对气候变化、建设基础设施、增强电力供应、加强伙伴关系贯穿了发展的三大支柱。

这也凸显了各项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突出了利用三大支柱之间协同效应的重要

性。平衡这三个相互关联的发展支柱还有助于增强韧性——由于环境退化不断升级，这个任务非

常迫切，也是社会经济稳定和繁荣的要求。 

1.3 以低碳发展应对环境可持续性挑战的潜力和前景 

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前的过去几十年里，可持续发展的三大支柱中，社会和经济方面的进展

最为迅速。 

在社会支柱方面，大多数人的预期寿命显著提高，获得教育以及商品和服务的机会比以往任

何时候都多。几乎所有国家，无论其人类发展水平高、中还是低，都显现出这一趋势。31 自 1990

年以来，全球贫困率一直在下降，2000-2015 年下降速度更快。 

                                                      

        31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18 年）。《人类发展报告指数和指标》。来源 http://report2017.archive.s3-website-us-east-

1.amazonaws.com/#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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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经济支柱而言，过去几十年里，世界经历了全球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虽然金融危机对增

长带来了冲击，但并未使其停滞。2000-2019 年期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包括撒哈拉以

南非洲的经济体，年均经济增长都超过 5%，尽管近期有所放缓。32 这使得减少贫困和改善生计成

为可能。中国在这些全球成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与社会和经济指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根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2019 年的《全球环境展望》

报告，过去十年间，大部分环境指标均有所恶化，包括水质、全球变暖、海洋污染、土地退化等

（一些大城市的空气质量指标除外）。33高速的经济增长虽然带来了生活水平的提高，特别是在

今天的工业化国家和发达国家，但也带来了长期的环境成本和其他外部性。环境损害包括各种负

面影响，例如气候变化、空气、水和土壤污染、生物多样性丧失、以及自然资源和系统的退化。34 

全球平均气温的持续上升以及与之相关的天气波动的加剧，也将破坏全世界社会和经济发展所依

赖的稳定基础。 

更加令人担忧的是，全球有四个趋势朝着不利方向发展，而其中有三个都属于环境支柱。根

据《全球可持续发展报告（2019 年）》，35 不平等加剧、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人类活动

产生的垃圾是目前趋于恶化的四类问题，对整个 2030 年议程产生交叉影响。正如上一节的数据

和分析所显示的那样，如果不采取转型行动，这些负面趋势甚至可能会达到临界点，以至于细小

的变化就会引发地球生态系统不可逆转的改变。 

                                                      

        3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DataMapper》。来源 

https://www.imf.org/external/datamapper/NGDP_RPCH@WEO/OEMDC 

        33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19 年）。《全球环境展望 6》。来源 https://www.unenvironment.org/resources/global-

environment-outlook-6 

        34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2018 年）。《全球升温 1.5℃》。来源

https://www.ipcc.ch/site/assets/uploads/sites/2/2019/06/SR15_Full_Report_High_Res.pdf 

        35 联合国（2019 年）。《2019 年全球可持续发展报告：未来已来——科学促进实现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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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发展，特别是通过能源系统的低碳转型，可以高效、有效地解决因气候变化和缺乏电力

供应带来的挑战。伴随着工业化，全球人均能源需求增加，尤其因为发达国家的平均消费量高且

不断增长，人均能源需求从 1965 年的 1.3 吨石油当量增加到了 2015 年的 1.9 吨石油当量。36鉴

于快速的城镇化和世界不断增长的人口，能源需求将不断增加。低碳发展可以为变革性发展道路

做出重要贡献，从而协助在 2030 年议程的三个可持续发展支柱之间取得平衡。一个积极的信号

是：可持续发展目标各国年度实现状况指数显示，北非、西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太平洋岛国等

需要较多能源供应的地区（可持续发展目标 7），同时也是气候行动（可持续发展目标 13）表现

较好的地区。37 这为低碳发展的未来开辟了可能性——可以一方面提供高效能源技术和可负担的

清洁能源，另一方面在这些地区继续确保减缓气候变化。 

1.4 推动全球低碳发展的共识和实施路径 

鉴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情况不同，很难为低碳发展道路做出普遍的定义，但“低碳发展”概

念的核心是在社会经济持续发展中最大限度地减少温室气体38排放。39 作为全球可持续发展趋势

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图 1.6 所示），低碳发展被广泛认为是应对气候变化和实现可持续经济增长

的有效途径。本报告特别关注低碳发展，旨在为“一带一路”国家及其他国家提供明确的措施建

议，使之成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36 同上。 

        37 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网络（2020 年）。《可持续发展报告仪表盘：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而进行的变革》。来源 

https://dashboards.可持续发展目标 index.org/map 

        38 温室气体包括二氧化碳（CO2）、甲烷（CH4）、一氧化二氮（N2O）、臭氧（O3）、氯氟烃（CFC）、一氧化碳

（CO）、二氧化硫（SO2）。本报告将主要关注占全球变暖效应一半以上的二氧化碳排放。 

        39 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2010。《亚太低碳发展道路：能源部门的挑战和机遇》。来源 

https://www.unescap.org/sites/default/files/Energy%20Resources%20Development%20Series%204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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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可持续发展和低碳发展 

 

各国和各地区的低碳发展轨迹体现了全球对此的共同关切，也提炼出已有经验教训、下一步

的优先事项。“低排放发展战略“一词于 2008 年首次出现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40 

在此之前，各国对低碳发展的兴趣和实践已经出现。在 2003 年的一份政策文件《我们的能源未

来——创造低碳经济》中，英国政府首次提出了“低碳经济”的概念，以应对本土能源供应萎缩、

东海岸干旱和洪涝灾害风险增加等挑战。41 英国也是第一个将低碳发展作为国家战略的国家。

2004 年，日本启动了面向 2050 年的低碳社会情景研究项目；2008 年提出了到 2050 年将二氧

化碳排放量在 1990 年的基础上减少 70%的十几项行动，包括舒适绿色的建筑环境、迅捷顺畅的

物流、低碳电力、满足当地需求的可再生能源等。42 2009 年，美国国会通过了《美国清洁能源和

                                                      

        40 国际能源署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10 年）。《低排放发展战略》。来源 

https://sustainabledevelopment.un.org/index.php?page=view&type=400&nr=708&menu=1515 

        41 英国贸易和工业部（2003 年）。《我们的能源未来——创造低碳经济》。来源

https://fire.pppl.gov/uk_energy_whitepaper_feb03.pdf 

        42  “2050 年日本低碳社会”情景小组（2008）。《日本走向低碳社会的情景和行动》。来源 

http://2050.nies.go.jp/report/file/lcs_japan/2050_LCS_Scenarios_Actions_English_08071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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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法案》，提出了总量控制与交易制度。43 此后又推出了 2013 年的《总统气候行动计划》44 和

2014 年的《全方位能源战略——通向可持续经济发展之路》。45 欧盟委员会于 2011 年发布了

《迈向具有竞争力的 2050 年低碳经济路线图》，确定了实现能源效率目标所需的一系列综合措

施。46 

对中国来说，2009 年是中国低碳发展的里程碑。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在当年发布

了政策研究报告《中国的低碳经济之路》。47 在同年的联合国气候峰会上，中国领导人公布了一

系列气候目标和计划。自“十二五” 时期（2011-2015 年）以来，国家低碳投融资快速增长，而

碳排放强度（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却总体保持下降态势。2012 年中共十八大报

告首次同时提到“绿色发展”、“循环发展” 和 “低碳发展” 的概念。48 2017 年，中国共产党

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明确强调，要促进绿色发展、低碳发展、循环发展，建设清洁低碳、

安全高效的能源行业，鼓励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49 

如图 1.7 所示，不同国家和地区把关注点主要放在四个方面：创新低碳技术、开发低碳能源、

促进低碳生产、塑造低碳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50 尽管在节约能源、降低能耗、发展可再生能源、

                                                      

        43 111 届美国国会（2009 年）。H.R.2454 - 2009 年《美国清洁能源和安全法案》。来源 

https://www.congress.gov/bill/111th-congress/house-bill/2454 

        44 美国总统行政命令（2013 年）。《总统气候行动计划》。来源 

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sites/default/files/image/president27sclimateactionplan.pdf 

        45 美国总统行政命令（2014 年）。《全方位能源战略—通向可持续经济发展之路》。来源 

https://scholar.harvard.edu/files/stock/files/all_of_the_above_energy_strategy.pdf 

        46 欧盟委员会（2011 年）。《2050 年迈向具有竞争力的低碳经济路线图》。来源 https://eur-

lex.europa.eu/LexUriServ/LexUriServ.do?uri=COM:2011:0112:FIN:EN:PDF 

        47 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09 年）。《中国的低碳经济之路》。来源 

http://www.cciced.net/ccicedPhoneEN/Events/AGMeeting/2009_3973/meetingplace_3974/201609/P02016092238104797

9521.pdf 

        48 China.org（2012 年）。《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来源 

http://www.china.org.cn/china/18th_cpc_congress/2012-11/16/content_27137540_8.htm 

        49 新华社（2017 年）。《确保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而奋斗》。来源 

http://www.xinhuanet.com/english/download/Xi_Jinping's_report_at_19th_CPC_National_Congress.pdf 

50 Du, X. （2016 年）。“低碳发展总论” 。中国环境出版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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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碳汇等领域已进展初显，但低碳发展在能源、重工业和交通运输等关键行业的加速，还要求

做更多的工作。如前几节所述，能源和电力部门在减缓气候变化和确保低碳发展前景方面发挥着

核心作用，因此，该部门是本报告讨论的重点。 

图 1.7 低碳发展的主要方面 

 

低碳发展的步伐可能会受到某些社会经济和环境条件的影响或推动。例如，新冠肺炎疫情的

影响已经转化为对能源需求的冲击，这一冲击可能会产生持久的后果，尽管其长期影响仍不确定

（见专栏 1.1）。与其他能源相比，煤炭和石油是 2020 年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因其需求严重萎

缩：煤炭主要被全球电力需求下降所影响，石油则是被运输部门需求急剧下降所影响。51 同时，

2020 年可再生能源的发电量增加了。 

                                                      

        51 国际能源署（2020 年）。《可持续复苏》。《世界能源展望特别报告》。来源 https://www.iea.org/reports/sustainable-

reco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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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1.1 新冠肺炎疫情对低碳能源转型的影响 

在生物多样性减少、土地退化、水资源日益短缺和气候变化之外，新冠肺炎疫情是显示世界目前的发展

道路不可持续、环境问题具有重大健康影响的若干迹象中最新的一个。 

 新冠肺炎疫情是全球同步的（几乎同时影响到所有国家）。鉴于必要的社交距离措施和新出现的经济

问题，疫情还会产生广泛的经济和社会影响，包括裁员、贸易交易成本提高、价值链精简、社会紧张局势加

剧、不平等现象升级等。而由于疫情对一些看似不相关领域的冲击会进一步扩散和相互作用，其发展趋势及

其未来影响仍存在很高的不确定性。 

鉴于各国政策效果的相互关联和外部性，各国的应对措施以及这些措施的协调程度，是决定疫情深度和

持续时间的关键，是确保后疫情时代发展可持续性的决定性因素。应对疫情的社会经济刺激政策，将在短期

和长期内对低碳发展前景产生影响，因此需要认真纳入环境方面的考量。 

目前的初步信号揭示了可能存在的巨大的挑战。生产、消费和投资受到了抑制，对能源的需求相应减

少：石油和煤炭的需求减少了 8%，而 2020 年全球一次能源需求预估下降了 6%。52 这已经导致了油价的

大幅下跌和波动（对于管制更严的煤炭价格来说，价格会下降得少一些，但也受到了工业需求下降的重创，

而且作为发电的主要原料，其在全球范围内可能面临 5%的下跌）。相比之下，基于可再生能源的发电量预

计在 2020 年预估增加 5%，原因是尽管受到冲击，但上半年的整体需求仍在持续。然而，可再生能源也受

到了一定程度的冲击：2020 年净新增产预估下降 13%，2021 年才会反弹。53 

以上情况影响了化石燃料和可再生能源在短期的价格对比（4 月下旬，一些市场出现了原油价格为负数

的情况，反映出供过于求的情况下，化石能源缺乏储存能力）。但正如本报告所强调的，能源长期需求和价

格预测，全球治理共识，对清洁空气的需要，对气候变化的重视，才是影响投资决策和发展政策低碳方向的

关键。新冠肺炎疫情严重，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另一方面，它也凸显了本报告的重要性。报告在严谨

                                                      

        52 同上。 

        53 国际能源署（2020 年）。《可再生能源市场最新情况》。《2020 年和 2021 年展望》。来源

https://www.iea.org/reports/renewable-energy-market-up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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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的基础上，对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低碳发展）提出了务实的建议。为了避免世界像 2008 年金

融危机后的情况一样，重新回到不可持续的发展道路，鉴于中国和“一带一路”伙伴国家的经济产出、发展

角色、及对当前和未来温室气体排放全球影响大，其政策对低碳发展至关重要。 

 

除了不同国家各自的努力外，全球的气候治理也因为各个政府间为执行《巴黎协定》等而建

立的协调机制得到深化和扩展。各国正在用实证案例来检验概念性情景，同时呼吁采取进一步的

全球协调行动。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在 2018 年的特别报告中，讨论了全球经济、

社会技术、社会生态系统过渡到1.5℃情景的关键路径。在能源、土地、城市和工业系统性转型的

背景下，需要采取迅速而深远的全球应对措施，塑造低碳和气候韧性强的未来。54 越来越多的国

际组织和多边机构也启动了低碳发展项目，包括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世界银

行和世界自然基金会。 

迄今为止，在制定低碳发展道路方面，在以下领域达成全球共识，已经采取了有效的步骤： 

• 将低碳政策与其他优先事项相结合，例如经济增长、能源安全、能源获取和创新； 

• 推动关键的系统变革； 

• 开发组合方案和技术； 

• 促进行为改变； 

• 拨付必要的资金。 

                                                      

        54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2018 年）。《全球升温 1.5℃》：在加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威胁、可持续发展和努力消除贫困

的背景下，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关于比工业化前水平高出 1.5℃的全球升温的影响和相关的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途径的特别报

告。来源 https://www.ipcc.ch/site/assets/uploads/sites/2/2019/06/SR15_Full_Report_High_Re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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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低碳发展不仅需要提高能源消费效率、改善生活方式、降低各行业的碳强度，还

需要改善能源生产技术和组成。低碳发展可以利用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协同效应并减轻相应政策权

衡，因而是一个有前景的解决方案。报告呼吁关注能源电力行业低碳发展的巨大潜力和技术手段，

重点关注技术、资金、能力等方面。报告还指出了市场结构和明确价格信号的重要性。 

基于现有的低碳发展经验和教训，本报告强调了“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在帮助实现可持续

能源供应和电气化方面的巨大潜力（第二章）。正如后面几章的深入分析所表明的那样，可以通

过推动清洁能源发展（第三章）、引导低碳投融资（第四章），以及巩固“一带一路”沿线能力

建设（第五章）来实现这一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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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一带一路”倡议促进全球低碳发展的前景与中国能源转

型的路径和技术优势 

2.1  “一带一路” 沿线能源发展的背景及能源低碳转型的前景 

2.1.1 “一带一路” 沿线经济、治理、自然资源禀赋、能源发展阶段的差异化和多样性 

“一带一路”倡议于 2013 年启动，其影响深远，既体现在吸引国际伙伴参与的广度上，也

体现在经济金融的流量上。“一带一路“伙伴国家和相关项目的定义和范围是动态变化的，本报

告中的“一带一路”伙伴国家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是指与中国签署了“一带一路”合作协议

或备忘录的国家。根据中国的官方文件和媒体门户网站，尤其是“一带一路”官方网站数据，截

至 2020 年 1 月，中国已与 138 个国家和 30 个国际组织签署了 200 份与“一带一路”倡议相关

的合作文件。55 “一带一路”国家之间的合作建立在互联互通的五大支柱上，即政策沟通、设施

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见图 2.1）。 

 

 

 

 

 

 

 

 

                                                      

55 “一带一路”门户网站 (2020 年). “已同中国签订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国家一览”(链接为中文，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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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一带一路”倡议互联互通的五大支柱 

 

这五个互联互通支柱中的每一个支柱都取得了实质性进展，这反映了“一带一路”倡议在全

球范围内日渐上升的重要性。以贸易和投资为例，2013-2019 年期间，中国与“一带一路”伙伴

国家的贸易总额超过 7.8 万亿美元（见图 2.2）。56 仅 2019 年一年，中国与“一带一路”伙伴国

家之间的贸易额就超过了 1.3 万亿美元，年增长率为 6%。57 

  

                                                      

56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2020 年）。 “6 年时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贸易总额超 7.8 万亿美元” （链接为中

文，见参考文献）。 

57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2020 年）。“商务部：去年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贸易额增长 6%”（链接为中文，见参

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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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中国与“一带一路”倡议伙伴国贸易额及年增长率  (2013-2019 年) 

 

资料来源：“一带一路”官网、商务部58 

“一带一路”沿线的投资合作在不断深化。2013-2019 年，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倡议伙

伴国直接投资超过 1,100 亿美元。在此期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新签对外承包工程总

金额近 8,000 亿美元。“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建设的境外经贸合作区累计投资达 350 亿美

元，为当地人创造了 32 万个就业岗位，为东道国创造超 30 亿美元税收。59 

统计数据显示，尽管出现了新冠肺炎疫情，但“一带一路”倡议经贸合作总体保持稳定。

2020 年前 4 个月，中国与“一带一路”伙伴国家货物贸易额同比增长 0.9%，中国对“一带一路”

                                                      

58 “一带一路”门户（2019 年）。“图解：“一带一路” 倡议六年成绩单” （链接为中文，见参考文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2020 年）。 “商务部：去年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贸易额增长 6%” （链接为中文，见参考

文献）。 

59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2020 年）。 “6 年时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贸易总额超 7.8 万亿美元”（链接

为中文，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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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伴国家非金融部门的直接投资同比增长 13.4%。全球互联互通和全球价值链转型有望进一步深

化，反映出“一带一路”沿线贸易和投资的不断增长，以及日益突出的比较优势。 

充分考虑到“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2015 年《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作为确

定“一带一路”倡议原则、重点、机制的顶层政策文件，强调要着力 "强化基础设施绿色低碳化

建设和运营管理，在建设中充分考虑气候变化影响"，以及"在投资贸易中突出生态文明理念，加

强生态环境、生物多样性和应对气候变化合作，共建绿色丝绸之路"。60 2017 年“一带一路”国

际合作论坛对 "抓住新一轮能源结构调整和能源技术变革趋势，建设全球能源互联网，实现绿色

低碳发展"， "践行绿色发展的新理念，倡导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的生产生活方式"的重要性

给予了肯定。61 2019 年“一带一路”论坛期间再次强调了 "“一带一路”坚持开放、绿色、廉洁 

"理念，以及应将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作为“一带一路”合作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62 

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具体政策和项目的出台，促进低碳发展作为“一带一路”合作的重要指

导原则被反复强调。 

在低碳愿景下的宝贵承诺下，同样重要的是充分考虑“一带一路”倡议伙伴国的多样性和不

同发展阶段，以便在国家层面实现承诺。“一带一路”伙伴国家在经济和技术发展、治理能力、

电力基础设施需求和自然资源禀赋等方面的差异不容忽视。表 2.1 从经济、治理和电力这三个维

度对各大洲 50 个选定的 “一带一路”伙伴国家的 8 个指标进行了调查，显示了不同地区之间、

                                                      

60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国务院（2015 年）。《推动共建“一带一路”

的愿景与行动》。来源 http://2017.beltandroadforum.org/english/n100/2017/0410/c22-45.html 

61 新华社（2017 年 5 月 14 日）。习主席在“一带一路”论坛开幕式上的讲话全文。来源 

http://www.xinhuanet.com/english/2017-05/14/c_136282982.htm 

62 中国日报（2019 年 4 月 27 日）。习近平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领导人圆桌会议上的讲话全文。来源 

https://www.chinadaily.com.cn/a/201904/27/WS5d9c5982a310cf3e3556f38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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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区内部“一带一路”伙伴国家的差异。（针对 138 个“一带一路”伙伴国家，即 2020 年 1 

月前与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倡议合作协议文件或谅解备忘录的国家的完整数据集，见附件一）。 

表 2.1 部分“一带一路”倡议国家的主要经济、治理和电力指标（2019 年）63 

国家 
人均

GDP64  

就业占总人

口% 

营商便

利性65 

政治稳

定性66 

法治

67 
通电率68 

光伏发

电实际

潜力69 

人均二氧

化碳排放

70 

中国 10261.7 65.1 77.9 53.8 52.4 100.0 3.88 7.18 

东南亚 

柬埔寨 1643.1 81.8 53.8 58.6 25.5 91.6 4.13 0.63 

印度尼西亚 4135.6 64.3 69.6 43.3 50.5 98.5 3.77 2.15 

老挝 2534.9 78.0 50.8 79.5 26.0 97.9 3.87 2.59 

马来西亚 11414.8 62.2 81.5 61.9 77.4 100.0 3.74 8.09 

缅甸 1407.8 60.7 46.8 16.7 20.7 66.3 4.14 0.48 

                                                      

63 对于一些国家和指标，2019 年的数据尚未公布，因此采用了最新的数据，如下脚注所示。 

64 现值美元。伊朗是 2017 年的数据。  

65 总分 1-100。100 = 最高。 

66 百分比排名。上限为 90%置信区间。100 = 最高。 

67 百分比排名。上限为 90%置信区间。100 = 最高。 

68 2018 年数据。占人口的百分比。  

69 光伏系统长期实际光伏发电量，千瓦时/千瓦峰值/天。 

70 公吨，2016 年数据。意大利是 2014 年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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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 3485.1 58.3 62.8 27.1 46.2 94.9 3.93 1.18 

新加坡 65233.3 67.6 86.2 100.0 100.0 100.0 3.55 6.69 

泰国 7808.2 66.8 80.1 41.4 63.0 100.0 4.06 4.11 

越南 2715.3 75.9 69.8 62.4 61.1 100.0 3.55 2.06 

南亚 

阿富汗 502.1 43.5 44.1 2.9 5.3 98.7 5.02 0.25 

孟加拉国 1855.7 56.5 45.0 26.7 39.9 85.2 3.88 0.53 

巴基斯坦 1284.7 50.2 61.0 5.2 38.0 71.1 4.71 0.99 

斯里兰卡 3853.1 51.7 61.8 53.8 61.1 99.6 4.21 1.10 

东亚 

蒙古 4295.2 56.1 67.8 84.3 52.4 98.1 4.76 8.30 

中亚 

哈萨克斯坦 9731.1 65.6 79.6 56.7 46.6 100.0 3.69 13.89 

吉尔吉斯斯坦 1309.4 56.0 67.8 46.7 27.4 100.0 4.11 1.61 

塔吉克斯坦 870.8 37.4 61.3 41.4 16.3 99.3 4.34 0.61 

乌兹别克斯坦 1724.8 61.2 69.9 53.3 20.7 100.0 4.27 2.88 

中东 

伊朗 5520.3 39.6 58.5 10.5 33.7 100.0 4.92 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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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克 5955.1 37.5 44.7 3.8 5.3 99.9 4.68 5.19 

科威特 32032.0 71.9 67.4 66.7 69.2 100.0 4.82 24.95 

黎巴嫩 7784.3 44.1 54.3 11.4 27.9 100.0 4.83 3.69 

卡塔尔 64781.7 86.7 68.7 88.6 80.3 100.0 4.92 38.90 

沙特阿拉伯 23139.8 52.6 71.6 46.7 65.4 100.0 5.16 17.37 

土耳其 9042.5 45.7 76.8 13.8 51.4 100.0 4.32 4.67 

阿联酋 43103.3 80.2 80.9 87.1 83.7 100.0 5.00 22.04 

非洲 

埃及 3020.0 41.4 60.1 21.4 47.1 100.0 5.25 2.53 

埃塞俄比亚 857.5 77.9 48.0 15.7 46.2 45.0 4.70 0.14 

加纳 2202.1 64.9 60.0 61.9 61.1 82.4 4.02 0.59 

肯尼亚 1816.5 72.7 73.2 20.0 46.6 75.0 4.50 0.37 

马达加斯加 522.2 84.6 47.7 53.3 21.6 25.9 4.76 0.16 

摩洛哥 3204.1 41.2 73.4 48.1 56.7 100.0 5.01 1.74 

尼日利亚 2229.9 48.6 56.9 8.1 26.4 56.5 4.30 0.65 

南非 6001.4 40.2 67.0 53.8 58.2 91.2 5.00 8.48 

乌干达 776.8 69.0 60.0 37.1 50.5 42.7 4.46 0.14 

赞比亚 1291.3 66.1 66.9 56.7 46.6 39.8 4.83 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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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 

保加利亚 9737.6 53.0 72.0 79.0 61.1 100.0 3.70 5.85 

意大利 33189.6 44.7 72.9 74.8 69.7 100.0 3.99 5.3 

匈牙利 16475.7 54.5 73.4 89.5 75.0 100.0 3.44 4.64 

波兰 15595.2 54.7 76.4 78.1 74.5 100.0 2.98 7.88 

罗马尼亚 12919.5 52.5 73.3 78.1 71.6 100.0 3.52 3.52 

俄罗斯 11585.0 59.0 78.2 41.4 32.7 100.0 3.36 12.00 

塞尔维亚 7402.4 47.9 75.7 57.1 57.7 100.0 3.52 6.41 

乌克兰 3659.0 49.3 70.2 11.9 34.1 100.0 3.30 4.49 

大洋洲 

新西兰 42084.4 67.1 86.8 99.5 100.0 100.0 3.68 7.33 

美洲 

智利 14896.5 58.2 72.6 66.2 87.0 100.0 5.36 4.71 

萨尔瓦多 4187.3 56.7 65.3 55.7 32.2 100.0 4.83 1.13 

巴拿马 15731.0 64.0 66.6 69.0 57.7 100.0 3.97 2.65 

秘鲁 6977.7 75.1 68.7 54.8 45.7 95.2 4.90 1.86 

乌拉圭 16190.1 58.4 61.5 96.2 78.8 100.0 4.30 1.98 

世界平均 11433 57.5 63.63 61.8 58.1 89.6 4.19 4.56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71 

                                                      

71 世界银行数据库，来源 https://data.worldbank.org/；世界银行太阳能地图，来源 https://globalsolaratlas.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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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表 2.1 所示，138 个“一带一路”伙伴国家中的 50 个选定国家72 的统计数字显示，参加

“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 

在经济发展方面，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就业与人口比率、营商便利指数等指标说明，在低碳

发展规划和投资过程中，应考虑各国经济结构、劳动力技能、营商环境等方面的差异。从表格中

的 50 个国家可以看到，各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 500 美元左右到 6 万多美元不等，而 2019 年

世界平均水平为 11,433 美元。在就业率方面，各国也存在巨大差距，最高的达 80%以上（如柬

埔寨和马达加斯加），而最低的不到最高的一半（如塔吉克斯坦为 37.4%）。在营商环境方面，

营商便利指数在新加坡高达 86，而阿富汗和伊拉克只有 44。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异明显，且每个

地区内部的差距也很大。 

在治理方面，政治稳定和法治指数也因国而异。政治稳定指数反映了发生政治动荡和由恐怖

主义等政治原因引发暴力事件的可能性，而法治指数则反映了一个社会遵守规则和法律的情况。

政治稳定指数差异很大，最高的是新加坡、乌拉圭和新西兰（接近 100），最低的是尼日利亚、

伊拉克、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不到 10）（主要因为恐袭和内战）。法治指数的数据也呈现出类似

的模式，从几乎满分到 10 分不等。大多数国家在这两项指标上的表现相似，也有一些国家，法治

情况优于政治稳定。 

在电力基础设施需求和可再生能源的自然禀赋（尤其光伏发电潜力）方面，“一带一路”伙

伴国家既有多样性，也表现出积极前景。在世界平均通电率为 89.6%的水平下，大部分“一带一

路”伙伴国家的通电率已超过 90%，不过表格中的 50 个国家中，仍有 9 个国家通电率远远落后

于世界平均水平（如缅甸、埃及、马达加斯加、尼日利亚等）。同时，许多“一带一路”伙伴国

家的人均碳排放量低于 4.56 吨的世界平均水平，在 1 吨左右浮动，但也有些国家的人均排放量较

                                                      

72 这 50 个国家是在按比例考虑“一带一路”倡议伙伴国的地区分布并反映各国人均 GDP（经济规模）多样性的基础上选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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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超过 30 吨（如卡塔尔）。“一带一路”伙伴国家的自然禀赋条件也各不相同，有的国家光伏

发电实际潜力低于 3 千瓦时/峰值功率/天，还有许多国家高于 5 千瓦时/峰值功率/天，几乎反映

了世界范围太阳能潜力波动水平（2.51 到 5.38 之间）。一个积极信号是，对大多数有较高改善电

力供应需求的国家，可再生能源（如光伏）的实际发电潜力高于 4.19 千瓦时/峰值功率/天的世界

平均水平（如巴基斯坦、埃塞俄比亚、马达加斯加和赞比亚）。 

鉴于经济结构、人力资源、机构治理、自然禀赋、电力基础设施需求等方面的现有差异，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不存在普遍适用的低碳发展道路。更重要的是，对于许多国家来说，

即使可再生能源和电力基础设施需求的实际潜力相当大，但其治理和劳动力条件可能带来低碳发

展的挑战。同样，对于其他一些国家来说，虽然经济发展势头和治理能力较强，但自然禀赋可能

会限制其低碳发展的潜力。考虑到这种情况，在确定发展道路时，政策制定者需要根据国家的具

体情况，结合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考量，确定优先事项。 

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包括技术转让、贸易、投融资，以及知识共享和能力建设，

将有助于这些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避免高碳发展轨迹的锁定效应和相关的发展陷阱。例如，

在开放的贸易环境中，如果一个国家出口产品的碳强度较低或利于降低碳强度，由于国际发展趋

势和碳交易体系，其在国际市场上往往更有竞争力，出口收入也更稳定。这有助于优化资源配置，

尤其如果这些产品是诸如高能效基建材料、运输设备、通信设备等社会经济发展的必需品。 

“一带一路”沿线的开放贸易还有利于低碳技术的推广和外溢，包括可负担的可再生能源技

术和跨区域电网等。同样，绿色投资也可以推广绿色技术。一系列针对中国的研究表明，外国直

接投资带来的技术溢出有利于降低碳强度（Huang 等人，2018）。73 随着环境友好型外国直接

                                                      

73 Huang, J.等人。（2018）。技术因素对中国碳强度的影响：来自太阳能电池板阈值模型的新证据。《能源政策》。来源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abs/pii/S0301421517308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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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进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低碳技术、管理能力、可持续发展理念有望提高东道国

的低碳生产率和经济福利。 

另一方面，许多发展中国家都背书了”国家适当减缓行动（NAMAs）”，各国在满足国家

发展需要的同时，可以利用国家适当减缓行动中自主提出的各项工具，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作出

贡献。“一带一路”倡议下的活动可以对国家适当减缓行动中的项目和行动起到重要的补充作用。

所有这些都有助于形成一种新的共识，即经济增长应当最大限度地降低生态成本，并进一步深化

“一带一路”沿线的可持续发展。 

2.1.2 “一带一路” 倡议下能源合作的主要发展，及有效推动能源低碳转型的优势和前景 

能源合作是“一带一路”倡议的优先领域。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截至 2019 年 4

月，中国新建立了 24 个双边能源合作机制，建立或加入了 10 个多边能源合作机制，签署了 100

多个能源领域的合作文件。74 例如，2016 年，在中国的倡议下，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成

立，旨在推动完善一体化能源系统，促进全球范围内负担得起的能源生产、传输和使用，以应对

能源短缺和地域不平衡的挑战。该组织近期在清洁能源并网与传输的技术机制方面的工作，显示

了其帮助解决气候变化和环境污染方面的承诺和潜力。例如，该组织以"智能电网+特高压输电+

清洁能源 "交叉依托为理念，号召联合行动促进“一带一路”沿线跨境基础设施网络互联互通，

从而推动可再生能源规模的扩大和普惠。再比如，2019 年 4 月，“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伙伴关系

正式成立，涉及到委内瑞拉、土耳其、伊拉克等 30 个参与国和 5 个观察国。75 根据《“一带一

路”能源合作伙伴关系合作原则与务实行动》(2019 年)，参与国将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加大

                                                      

74 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2019 年）。《促进“一带一路”全球能源互联网的发展报告》。来源 

https://www.geidco.org/html/ydyl/ydyl.html. 

75 “一带一路”能源合作（2019 年）。“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伙伴关系在北京正式成立。来源 

https://bremc.obor.nea.gov.cn/showOneNews?nd=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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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投资力度，促进清洁能源、能源效率、能源技术创新与传播、能力建设和人员培训等方面的

合作。具体而言，“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伙伴关系将为可再生能源、智慧能源系统、化石燃料清

洁利用、分布式能源等方面的双边和多边项目合作和技术交流提供对等、公平、透明、市场化的

交流平台。76 

与此同时，一系列能源项目相继启动。如图 2.3 所示，从 2013 到 2020 年第一季度，“一带

一路”沿线的能源投资和建设合同中，化石燃料占 52%，其中煤炭占 20%，石油占 18%，天然

气占 14%，其余项目由水电（21%）、其他可再生能源（8%）、其他未知能源（9%）组成。这

一比例显示，“一带一路”沿线能源行业尚需进一步践行低碳发展。由于各国各级的政策执行和

治理水平的多样性，低碳发展在各国的路径较为复杂。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能源行业的低

碳过渡需要妥善处理潜在的社会政治风险，比如对于一些家庭而言，新能源普及过程中的高电价

或电价波动，会增加其经济负担。解决现有的困难和环境外部性等问题不仅需要前瞻性的规划，

还需要一系列能够考虑到各行业、地方、国家和全球各级情况的具体可行的措施。 

 

 

 

 

 

 

                                                      

76 “一带一路”能源合作（2019 年）。《“一带一路”能源伙伴关系的合作原则和具体行动》。来源

http://obor.nea.gov.cn/detail/821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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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能源行业的投资和建设（2013-2020 年一季度） 

 

资料来源：美国企业研究所77 

        事实上，过去十年见证了“一带一路”沿线逐渐向低碳转型的过程。在可再生能源投资方面，

2014-2018 年，“一带一路”倡议下投资的太阳能和风能项目预计装机容量达到 1.26 万兆瓦。78 

其中，已建成的太阳能光伏项目总装机容量为 1,277 兆瓦，风电装机容量为 433 兆瓦，其余项目

正在规划或建设中。如图 2.4 所示，从地域上看，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股权投资的风电

装机量（80%）和太阳能装机量（93%），大部分位于南亚和东南亚地区。 

 

 

 

                                                      

77 美国企业研究所和传统基金会。《中国全球投资追踪》。来源 https://www.aei.org/china-global-investment-tracker/ 

78 绿色和平组织和四川省循环经济研究中心（2019）。 “ ‘一带一路’后中国企业风电、光伏海外股权投资趋势分析” （链

接为中文，见参考文献）。 

石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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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投资建设的风电和太阳能项目的地理分布情况 (2014-2018 年) 

 

资料来源：绿色和平组织和四川循环经济研究中心79 

根据绿色和平组织和四川循环经济研究中心的数据，“一带一路”沿线的风力和太阳能项目

（包括正在规划和建设中的项目）的落成，可以每年减少 1500 万吨的二氧化碳排放量80 (以 25 年

预期寿命估算，这些项目总共能减少 3.75 亿吨排放）。《中国与世界经济》杂志 2018 年的一项

研究发现，太阳能和风能的投资需求占国家自主贡献所需投资的 71%。81 从技术角度来看，太阳

能技术在国家自主贡献中最被重视，中国和“一带一路”的技术优势更加突出了目前的新能源投

资窗口机会。“一带一路”倡议下的投资和技术合作，加之进一步的政策沟通和设施联通，将有

助于“一带一路”伙伴国家履行国家自主贡献并向低碳前景迈进。82 

                                                      

79 同上 

80 1 兆吨等于 100 万吨。  

81 Cabré, M., Gallagher, K.P. and Li, Z。（2018 年）。《可再生能源：中国海外投资的万亿美元机遇》。《中国与世界经

济》 ，26: 27-49. 来源 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abs/10.1111/cwe.12260 

82 同上。 



57 58

为全球和“一带一路”沿线低碳发展铺平道路

 

57 

 

表 2.2 整理了 2020 年 1 月前与中国签署了“一带一路”倡议合作协议文件或备忘录的 138

个伙伴国的数据，将“一带一路”伙伴国按照全球 6 个地区进行分类，计算处理了各地区“一带

一路“伙伴国的碳排放、电力基础设施需求、光伏发电潜力的平均水平，并将这些地区平均数与

所有 138 个伙伴国平均数、全球的平均数进行了比较（原始数据详见附件一）。 

表 2.2 各区域的“一带一路”伙伴国家电力和低碳发展的关键指标平均值 

各地区伙伴国指数 

平均值 

人均二氧化碳排放

（2016 年） 

(吨) 

通电率（2018 年） 

（%）  

光伏发电的实际潜力

（2019 年） 

(千瓦时/峰值功率/天) 

亚太 3.91 91.34 3.94 

南亚 1.04 91.41 4.38 

欧洲与中亚 5.43 99.98 3.62 

拉丁美洲与加勒比海 4.59 98.57 4.43 

中东与北非 10.55 93.48 4.94 

撒哈拉以南非洲 0.98 51.00 4.49 

138 个“一带一路”

伙伴国家平均值 

4.26 83.80 4.22 

世界平均值 4.56 89.60 4.19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83 

                                                      

83 世界银行数据库，来源 https://data.worldbank.org/；世界银行太阳能地图，来源 https://globalsolaratlas.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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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表2.2，“一带一路”倡议在促进低碳发展方面的潜力是显而易见的。大部分“一带一路”

伙伴国家的平均碳排放量都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欧洲和中亚、中东和北非这两个地区是例外。

同时，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一带一路”伙伴国家的平均通电率较低，尤其撒哈拉以南非洲地

区对电力基础设施的需求很大。另一方面，“一带一路”伙伴国家的光伏发电量实际潜力高于世

界平均水平。考虑到碳排放现状、电力基础设施需求、光伏发电潜力，“一带一路”沿线的低碳

发展潜力巨大，尤其是中东和北非、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是有较大改变需要且可再生资源丰富

的区域。但如表 2.1 所述，各个区域之间和之中国家的各个指标表现不尽相同，因此低碳规划和

投资时应考虑各国的具体特点和禀赋。 

除了太阳能光伏和风能之外，“一带一路”沿线的低碳发展涵盖了多个行业，并将推动包括

低碳设计、研发、采购、制造、物流、销售、服务、消费和回收的完整绿色产业链发展。在这一

过程中，低碳技术的突破将成为关键的推动力，带动储能、电动汽车、智能电网、智慧社区等各

行业的升级。在政府机构的引导下，设备供应商、网络运营商和客户等整个低碳产业链参与者之

间的密切合作是实现资源效用最大化、探索全新商业模式、塑造共赢产业格局，进而实现社会、

环境和经济综合效益的关键所在。 

2.2 中国能源低碳转型的主要路径和经验，及促进全球低碳发展的潜力和前景 

中国在能源领域大力发展低碳技术，中国企业也在海外创造了重要的成功案例。电力行业的

各种扶持政策有力推动了中国向低碳发展的迈进。 

2.2.1 中国能源低碳转型的承诺、发展及对全球的影响 

中国自身的发展和国内的政策反映了大力发展低碳经济的必要性、可行的具体措施和由此带

来的积极成果。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通过实施低碳政策，鼓励技术创新，推动了能源结构和

电力生产的低碳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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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直观地体现了中国碳减排的进展。2018 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碳强度84 与 2005

年相比下降了 45.8%，并仍在持续下降。85 这意味着，中国提前两年实现了在 2009 年《联合国

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 15 届缔约方大会召开前向国际社会承诺的目标：即到 2020 年，单位国内

生产总值的碳强度将比 2005 年降低 40%-45%。86  

强化可再生能源部署和发电是推动中国碳排放下降的重要因素。可再生能源（尤其是水电、

太阳能和风能）在中国的使用显著上升：1990 年可再生能源只占一次能源供应总量的 1%，但

2017 年这一比例达到了 6%。87 作为该领域全球第一大投资国，中国 2017 年可变可再生能源供

应（风能、太阳能，不包括水电）超过 7000 万吨油当量，是 2010 年的 4 倍，1990 年的 2000

多倍。88 截至 2018 年底，中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为 19 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的 26.7%。89 

可再生能源在能源供应、消费和发电总量中占比之提升，直接得益于清洁能源领域装机容量

和投资的增加。2017-2019 年，中国各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的上升幅度较大：水电由 3.4 亿兆瓦

升至 3.56 亿兆瓦，核电由 0.36 亿兆瓦升至 0.49 亿兆瓦，并网太阳能由 1.3 亿兆瓦升至 2.05 亿

兆瓦，并网风电由 1.64 亿兆瓦升至 2.1 亿兆瓦。90 中国也是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投资国，2019

                                                      

84 单位 GDP 的碳排放量。 

85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2019 年）“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 2019 年度报告” （链接为中文，见参考文

献）。 

86 每日经济新闻 （2009 年 11 月 27 日）。 “中国承诺：到 2020 年碳减排 40%~45%” （链接为中文，见参考文献）。 

87 国际能源署（2019 年）。数据和统计。来源 https://www.iea.org/data-and-

statistics?country=CHINAREG&fuel=Energy%20supply&indicator=Total%20primary%20energy%20supply%20(TPES)%20b

y%20source 

88 同上。 

89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2019 年）。“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 2019 年度报告” （链接为中文，见参考文

献）。 

90 国家能源局（2020 年）。“国家能源局发布 2019 年全国电力工业统计数据”（链接为中文，见参考文献）。 

国家能源局（2017 年）。“2017 年全国电力工业统计数据” （链接为中文，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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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在该领域投资 834 亿美元，尤其是风电领域，同年投资增长了 10%，达到 550 亿美元。91 如图

2.5 所示，从 2006 年到 2019 年，中国清洁能源季度新增投资一直在稳步增长（2018 年有细微

波动）。太阳能和风能吸引的投资额也都在逐步增加（尽管 2018 年也有所波动）。 

图 2.5 中国清洁能源季度新增投资额（2006-2019 年） 

 

$bn=10 亿美元；Solar=太阳能；Wind=风能；Other=其他 

资料来源：彭博新能源财经92 

中国能源行业规模大、覆盖广，因此其能源结构能对世界能源供应及电力生产结构存在影响，

尤其是过去几年，中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和投资不断增加，此类影响显而易见。能源结构方面，

2010-2017 年，全球水电的新增装机中有 70%位于中国，太阳能的新增装机有 31.8%位于中国。

93 电力生产结构方面， 1990-2017 年，可再生能源全球发电量里，中国的占比从 5%上升至 27%

                                                      

91 彭博新能源财经（2020 年）。《2019 年清洁能源投资趋势》。来源 

https://data.bloomberglp.com/professional/sites/24/BloombergNEF-Clean-Energy-Investment-Trends-2019.pdf 

92 同上。 

93 国际能源署（2020）。世界和中国的一次能源供应总量，来源数据和统计： https://www.iea.org/data-and-

statistics?country=WORLD&fuel=Energy%20supply&indicator=Total%20primary%20energy%20supply%20(TPES)%20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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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2.6 所示）。这些增长不仅体现了中国能源低碳发展的速度，更说明了中国能源结构在全

球影响的不断上升。 

图 2.6 全球可再生资源发电量里中国的占比（1990-2017 年） 

 

资料来源：国际能源署94 

虽然可再生能源前景可期，但目前世界和中国对碳密集型能源的利用比例也凸显了加强能源

行业低碳转型的必要性。这一转型能增加可再生能源在整体一次能源供应的占比，响应全球和中

国在近 30 年内的不断努力。1990-2018 年，全球能源供应总量从 80 亿吨石油当量逐渐上升至了

130 亿吨石油当量。其中，化石燃料（煤、石油、天然气）仍然发挥着主导作用，占全球整体一

次能源供应总量的 81%，基本维持 1990 年水平。95 事实上，2017 年，化石燃料在中国一次能源

供应占比为 89%，高于 1990 年的 76%。在这些化石燃料中，煤炭仍占主导地位，2017 年占一

                                                      

20source 

94 国际能源署（2020 年）。世界和中国按来源计算的发电量，来源数据和统计： https://www.iea.org/data-and-

statistics?country=WORLD&fuel=Energy%20supply&indicator=Electricity%20generation%20by%20source 

95 国际能源署（2020 年）。按来源计算的全球一次能源供应总量，来源数据和统计： https://www.iea.org/data-and-

statistics?country=WORLD&fuel=Energy%20supply&indicator=Total%20primary%20energy%20supply%20(TPES)%20by%

20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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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能源供应总量的 64%。96 在全球发电方面，化石燃料仍是主导，煤炭和天然气的发电量占全球

总发电量的 62%。对于中国，2017 年煤炭发电比例为 68%。97降低能源部门的碳排放仍将是中国

实现低碳目标的重要部分。2020 年 9 月第 75 届联合国大会上，中国承诺在 2060 年前实现碳中

和。这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表明了中国在低碳转型方面继续努力的坚定承诺。 

专栏 2.1 中国承诺继续深入疫情后时代的低碳转型 

2020 年 9 月举行的第 75 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中国向国际社会表明了承诺，并呼吁追求 "创

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 "和 "推动疫情后世界经济绿色复苏 "。98 

为采取果断措施履行《巴黎协定》，中国承诺 "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

施"。在尊重“自我革命，加快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必要性的同时，中国还提出了 "二氧化

碳排放力争于 2030 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 

在全球治理方面，中国在 "提供更多全球公共产品 "方面继续表现出积极态度。尊重各国差异，通过

对话协商化解分歧是重要的原则。 

鉴于其在经济和环境方面的巨大影响，中国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的承诺是全球低碳发展的重要里程

碑。更重要的是，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建立起来的知识、技术和商业模式，有可能通过国际发展合作倡议

和实践（如“一带一路”倡议）对其他发展中国家产生溢出效应。 

中国的碳中和目标也呼吁各利益相关方制定和采取更强的计划和行动，以加快各行业（包括能源和

电力行业）的低碳转型。如 2.2.1 中的分析所示，作为一个能源需求不断增长的发展中国家，中国需要在

                                                      

96 国际能源署（2020 年）。按来源计算的中国一次能源供应总量，来源数据和统计： https://www.iea.org/data-and-

statistics?country=CHINAREG&fuel=Energy%20supply&indicator=Total%20primary%20energy%20supply%20(TPES)%20b

y%20source 

97 同上。 

98 中国国际电视台，（2020 年）。全文：习近平在第 75 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的讲话。来源 

https://news.cgtn.com/news/2020-09-23/Full-text-Xi-Jinping-s-speech-at-General-Debate-of-UNGA-

U07X2dn8Ag/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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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良好势头的基础上，取得更多的技术突破，引导更多的绿色资金，以降低碳排放，同时保持电力系

统的稳定。 

到 2020 年底，至少有 36 个国家99 和欧盟在立法、政策文件或声明中明确了碳中和目标。 

2.2.2 中国能源低碳转型的实施路径，及在“一带一路”倡议和沿线国家和地区推广实施的前景 

考虑到可再生能源的快速发展，现有发电结构需要改变，提炼中国的经验和教训可为全球的

低碳发展提供参考。如图 2.7 所示，目前可再生能源在中国发电装机中的比例已经达到 35%左右，

2040 年有潜力达到更高。100 这一预测基于中国的低碳发展步伐和举措。尽管中国可再生能源与

化石燃料的比例仍需进一步提高，但其可再生能源的快速增长说明，各种激励和支持措施有助于

能源低碳转型。总结中国的支持性政策可以帮助应对中国乃至全球范围内的低碳挑战。 

图 2.7 中国发电装机容量(2016 年和 2040 年预测) 

 

                                                      

99 包括阿根廷、奥地利、巴西、不丹、加拿大、智利、中国、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丹麦、斐济、芬兰、法国、德国、格林

纳达、匈牙利、冰岛、爱尔兰、日本、马尔代夫、马绍尔群岛、尼泊尔、新西兰、挪威、巴拿马、葡萄牙、新加坡、斯洛伐克、南

非、韩国、西班牙、瑞典、瑞士、英国、美国、乌拉圭。更多信息，请见气候之家新闻（2020 年）。哪些国家有净零碳目标？来源

https://www.climatechangenews.com/2020/09/17/countries-net-zero-climate-goal/ 

100 国际能源署（2017 年）。《2017 年世界能源展望》。来源 https://www.iea.org/reports/world-energy-outlook-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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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W=吉瓦；Coal=煤炭；Oil=石油；Gas=天然气；Nuclear=核能；Hydro=水电；Wind=风能；Solar PV=太阳能

光伏；Bioenergy=生物质能；Other renewables=其他可再生能源 

资料来源：国际能源署101 

国家战略规章和顶层设计，尤其是长期规划、战略、立法等，为加大可再生能源应用设定了

目标和任务，而具体实际政策和准则进一步促进了目标的实现和执行。以下是一些具有代表性的

战略规划实际和行动计划。 

表 2.3 推动中国能源低碳转型的主要政策 

政策 目标或措施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十三五”规划》

(2016-2020 年) 

  单 位 国 民 生 产 总 值 碳 排放 要 减 少 18%（ 比 “ 十 二 五 ” 期 间 减 少 量 高

1%）；要用可再生能源项目替代部分地区的中小型煤电厂；支持提高可再生能

源的发电能力和互联互通；发展储能、智能电网、特高压输电技术等。 

《可再生能源发展 "十

三 五  "规 划 》 (2016-

2020 年) 

  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分别达到 15%（2020 年）和 20%（2030

年）；2020 年前，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达到 68 万兆瓦，发电量达到 19 亿兆瓦

时，占总发电量的 27%。 

《能源发展战略行动

计 划 》  (2014-2020

年) 

  要求到 2020 年，煤炭年消费量要控制在 42 亿吨以下，煤炭占能源消费总

量的比重要低于 62%；2020 年非化石燃料在一次能源总量中的比重目标应达

15%，高于 2013 年的 9.8%。 

《能源生产和消费革

命战略》 (2016-2030

年) 

   要求到 2030 年，非化石燃料在能源消费总量中的比例达到 20%，并在

2021-2030 年期间主要用清洁能源满足新的能源需求；到 2030 年，单位国民生

                                                      

101 这是根据新政策情景作出的预测，国际能源署将其定义为 "现有政策和已宣布的意图可能会引导能源系统，预计这将为决

策者提供信息，因为它们正在努力改善这一结果"。资料来源：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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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总值碳强度比 2005 年降低 60%-65%；非化石燃料应占能源消费总量一半以

上。 

《 电 力 发 展 “ 十 三

五 ” 规 划 》 (2016-

2020 年) 

       强调通过特高压输电线路和智能电网加强电网建设。先后批准并实施了 3.77

亿网络用户 6000 多万米电网的试点，总投资 220 亿元的 27 个新能源微电网试

点项目，及总投资 196 亿元的 23 个多能互补集成优化项目。102  

《智能光伏产业发展

行 动 计 划 》（ 2018-

2020 年） 

       确定了太阳能光伏规模化发展的五个主要方面：推进光伏材料全周期智能制

造、发展智能光伏集成运维、推动最佳实践示范项目、完善技术标准、改善行业

发展营商环境。 

《清洁能源消纳行动

计 划 》 (2018-2020

年) 

       解决可再生能源生产和消纳的地域不平衡问题；制定措施，力争 2020 年平

均风、光、水电利用效率达到 95%的国际目标，力争弃风、弃光率不超过 5%。 

《大气污染防治法》 与上述文件提出的目标一致，该法要求推广清洁能源生产和使用，逐步降

低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推行煤炭洗选加工清洁化，责成地方政府管理民

用散煤（法律第四章第一节）。 

这些规划和政策强调了能源低碳发展的一系列任务和措施，包括但不限于推进技术创新、改

善对利益相关方的投融资服务、加强能力建设（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电力系统平衡、技术创新、

公共服务和治理等方面）。在这些政策的基础上，发输电领域的改革和市场化也有序进行。 

电力市场改革为公共和私营部门多方参与提供了机会，最早在 1985 年就已启动，2015 年以

来进行了最新一轮。103关键的政策工具包括：促进电力定价机制，完善电力交易系统和平台，稳

                                                      

102 瑞典智能电网 (2019 年)。智能电网市场分析：中国。来源

http://swedishsmartgrid.se/globalassets/publikationer/china_marketanalysis21mars.pdf 

103 Pollitt, M., Yang, C. H., & Chen, H。 (2017 年)。中国电力供应部门的改革：国际经验的借鉴。来源

https://www.eprg.group.cam.ac.uk/wp-content/uploads/2017/03/1704-Tex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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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改革电力销售和分配，加强电网和电力传输的公平准入104，加强综合电力规划和监督体系。105 

2014 年，深圳启动电网输配电改革试点，2020 年 9 月，相关改革扩展到了全国。106 在相关改革

下，发改委根据电网运营商的准许成本和准许收益，制定独立的输配电价，从而避免运营商的定

价不透明。这一改革可以有效激励可再生能源并网，促进电力供应一体化。 

随着支持性政策和改革的逐步出台，中国可再生能源行业的市场效率、技术突破、创新发展

都有了较大进展。专栏 2.2 提供了一个简要概览。 

专栏 2.2 中国在世界可再生能源发电中愈发重要的角色 

在支持高水平可再生能源发电一体化方面，中国在许多技术和方法上处于领先地位。尤其是： 

分布式能源：2018 年中国分布式能源装机容量达到 6 万兆瓦，其中 5 万兆瓦为分布式光伏。107 分布

式能源占中国电力总装机容量的 3%左右。108 

多能互补工程：中国启动了 23 项以上集成互补示范项目，利用一体化供能系统为用户提供高效服

务。109 比如，贵州省贵安 2.8 兆瓦 启动了"1+3 "项目，将天然气和水源热泵、太阳能光热、空气动力储

                                                      

104 这意味着公平接入电网和可再生能源电力输送。根据能源 "十三五 "规划（2016 年启动），国家能源局规定了各省的 "最低

满负荷小时数保障"。电网企业每年必须签订这些额度的采购合同，并将最高优先调度权授予这些项目。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将获得当

地的上网电价，或项目招标中约定的价格。 

105 中国政府门户网站 (2014 年)。“李克强：要像对贫困宣战一样 坚决向污染宣战” (链接为中文，请见参考文献)。 

106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20 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对电价制定的回应。来源 

http://www.scio.gov.cn/xwfbh/gbwxwfbh/xwfbh/fzggw/Document/1538542/1538542.htm    

107 Li, Q 等人 (2020 年)。"分布式能源规模化发展前景及关键问题"。分布式能源，5 (2): 1-7。来源  

 http://der.tsinghuajournals.com/CN/Y2020/V5/I2/1 

108 同上。 

109 国家能源局（2016 年 7 月 7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关于推进多能互补集成优化示范工程建设的实施意见。"

来源 http://www.nea.gov.cn/2016-07/07/c_13549603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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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多能互补，为 50 万平方米的建筑提供制冷、制热、热水、电力等能源需求。110 多能互补为商业和工业

系统供应提供了灵活的解决方案。 

数字化：中国电力行业很早就开始采用实时分析数据的商业模式。111 中国已经建设了创新性的虚拟

电厂，包括 2019 年 12 月河北省依托物联网的虚拟电厂项目，达 2 万兆瓦的清洁电力储备。112 

需求侧响应：尽管需求侧响应在中国的发展相对缓慢，但最新灵活政策鼓励了灵活的消费行为，包括

浮动电价机制，按时间和行业区分电价机制。113 

电力存储：截至 2018 年底，已投入使用的电池电力存储超过 1000 兆瓦，仅 2018 年就建成 683 兆

瓦。114 

新能源车（电动汽车）: 2020 年，中国计划达到 200 万辆电动汽车产能。115 智能充电桩为提高电力

系统灵活性提供了宝贵的机会。116 

上述的各项技术，如太阳能光伏、电力存储、数字化需求侧响应、新能源车等，都有助于低碳发展，

117 且进一步支持了中国制造业、数字通信、软件业的发展。 

                                                      

110 中国能源网 (2017 年 4 月 10 日)。“贵安新区建设国内首座“1+3”多能互补分布式智慧能源站”。来源 

https://www.china5e.com/news/news-983905-1.html  

111 国际能源署 (2019 年)。中国电力系统转型。评估优化运行和先进的灵活性方案的效益。来源 

https://webstore.iea.org/download/direct/2440?fileName=China_Power_System_Transformation.pdf  

112 人民网 (2019 年 12 月 13 日)。中国第一座虚拟电厂投入运行。来源 http://en.people.cn/n3/2019/1213/c90000-

9640526.html 

113 国际能源署 (2019 年)。中国电力系统转型。评估优化运行和先进的灵活性方案的效益。来源

https://webstore.iea.org/download/direct/2440?fileName=China_Power_System_Transformation.pdf 

114 中关村储能产业技术联盟 (2019 年). “储能产业研究白皮书”。没有网络版。 

115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2018 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坚决打好工业和通信业污染防治攻坚战三年行动计

划的通知” 。来源 http://www.miit.gov.cn/n1146285/n1146352/n3054355/n3057542/n3057545/c6273874/content.html 

116 国际能源署 (2019 年)。中国电力系统转型。评估优化运行和先进的灵活性方案的效益。来源

https://webstore.iea.org/download/direct/2440?fileName=China_Power_System_Transformation.pdf 

117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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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本节所分析的，支持性政策激励了中国低碳能源技术的进步和推广。同时，这些政策所带

来的多元化资金、持续能力建设、以及多利益相关方参与也是中国低碳能源发展不可或缺的因素，

因为这些为低碳技术的升级和推广打下坚实的基础。本章的分析也表明，“一带一路”伙伴国家

在发展低碳能源方面具有不同规模和能力。如果不解决政策欠佳、技术壁垒、财政资源和能力不

足的问题，家庭用电难、用电贵的现象更易出现。118 这进一步凸显了本报告所分析的挑战和提出

的解决方案的重要性。本章接下来的案例和剩余章节所提出的三个路径将进一步说明这些因素的

重要性。 

2.2.3 中国能源低碳转型在提升海外社会责任和电力传输技术突破领域的最佳实践案例 

在低碳发展的总体战略和能源电力行业的鼓励政策的支持下，中国在企业社会责任和技术方

面都初步出现了最佳实践案例。 

（一）新能源民企的最佳实践案例 

2020 年，中国有 27 家企业位于全球最碳清洁企业 200 强。119 跻身百强的中国民营企业中，

隆基股份、晶科能源和金风科技因其先进的新能源技术和企业社会责任，值得在此分析。 

隆基股份的一些项目和技术，为当地的绿色发展和扶贫做出了贡献。该公司是世界上领先的

单晶电池和组件生产企业，在集中和分布式光伏发电装置、离网光伏系统、智能微网系统方面有

所专长。该公司在美国、日本、欧洲等地设有分支机构，在马来西亚、印度等设有生产基地。隆

基在马来西亚古晋市的项目，率先实现了其光伏全产业链垂直一体化生产。2019 年，隆基股份宣

                                                      

118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9）。加快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7。支持 2019 年高级别政治论坛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7 政策

简报。来源 https://sustainabledevelopment.un.org/content/documents/22877UN_FINAL_ONLINE_20190523.pdf 

119 这份名为 "碳清洁 200 强 "的排名是由非营利基金会 As You Sow 发布的。中国企业在数量上位居第三，仅次于美国和日

本。然而，它们在 2019 年第一季度的数量排名第一。As You Sow（2020 年）。碳清洁 200 强™：投资清洁能源的未来。来源

https://www.asyousow.org/report-page/2020-clean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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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在该市沙马再也自由工业园再添 1000 兆瓦产能的单晶光伏电池制造厂。120 这将为当地创造

2,000 多个就业机会。隆基还参与了印度大型太阳能项目。该公司与当地太阳能发电的领军企业

JBM 集团合作，在马哈拉施特拉邦建设了一座占地 600 英亩、容量 135 兆瓦的太阳能电站，是该

邦目前最大的太阳能电站。该电站于 2018 年 6 月并网，从 2018 年 6 月到 2019 年 11 月，累计

发电量约为 2.8 亿千瓦时，为居民提供了就业机会和稳定的清洁电力。121 

晶科能源已在新能源国际合作中展露头角，开始建设全球最大的太阳能电站。作为全球最大

的太阳能电池板生产商，122 晶科能源拥有 7 个生产基地和涵盖“一带一路”伙伴国之内的 14 个

海外子公司。123 由晶科能源、日本丸红株式会社、阿布扎比水电局牵头的阿联酋光伏项目，将建

成世界上最大的太阳能电站，为 9 万人提供可再生电力。该项目于 2019 年开工，将达 1200 兆瓦

装机容量，每年将减少 100 万吨的二氧化碳排放。124 

金风科技为“一带一路”沿线的风电行业提供智慧解决方案，提高其运维的便利性。公司总

部位于新疆，参与了中国向可持续发展的转变。其业务范围涉及风力发电机组生产、风力发电部

件生产、风力发电配套材料，以及风电场的运营和开发。2018 年，金风科技在巴基斯坦和巴西建

                                                      

120 Osborne, M. （2019 年 2 月 25 日）。隆基将在马来西亚建设新的 1GW 单晶硅太阳能电池工厂。PV-Tech. 来源 

https://www.pv-tech.org/news/longi-to-build-new-1gw-mono-solar-cell-plant-in-malaysia 

121 隆基太阳能（2019 年 11 月 11 日）。JBM 集团为其在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的 135 兆瓦项目独家选择了隆基高效单晶组

件。来源 https://en.longi-

solar.com/home/events/press_detail/id/168_JBM_Group_exclusively_selected_LONGi_high_efficiency_monocrystalline_mo

dules_for_their_135MW_Maharashtra_project_in_India.html 

122 晶科能源（2019 年 3 月 22 日）。晶科能源公布 2018 年第四季度及全年财报。来源 http://ir.jinkosolar.com/news-

releases/news-release-details/jinkosolar-announces-fourth-quarter-and-full-year-2018-financial 

123 晶科能源 （2020 年）。关于晶科能源控股有限公司。来源 https://www.jinkosolar.com/en/site/aboutus 

124 彭博（2019 年 10 月 31 日）。晶科能源称，世界最大的太阳能电站在阿布扎比启动。来源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9-10-31/world-s-biggest-solar-plant-starts-in-abu-dhabi-jinkosolar-s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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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了智慧风电解决方案工厂，并派员工到中国进行培训。这些做法使得当地能够对风机和系统进

行问题检测、测试、维护和改造。125 

（二）特高压直流输电技术 

特高压直流输电是一种低损耗的长距离输电的技术。126 中国近年用电量的急剧增长，而集中

发电厂与高人口省份的距离通常较远，因而在电网效率方面进行大量投资，其中特高压直流输电

是一个重点投资领域。中国国家电网公司正在运行的许多特高压直流电电网连接着中国的西部和

东部地区。127 通过这些远距离电网，西部能源资源丰富的省份（主要是可再生能源）生产的电

力可以输送到东部电力需求量大的城市。 

特高压直流输电是长距离输电（尤其是可再生能源电力）的重要技术突破。在中国能源资源

地域分布不均的情况下，长距离输电时，特高压直流输电技术有较高电力传输效率，较低能量损

耗，能保证能源供应安全。与±500kV/3GW 的高压直流线路相比，±800kV/8GW 的特高压直流

电线路的电能损耗率由每千公里 6.94%降低到 2.79%，每千瓦每公里造价由 2.16 元降低到 1.56

元。因此，单位走廊宽度下，传输容量增大了近一倍。此外，特高压直流输电有助于实现供电来

源的多样化，适应中国各种复杂的地理和气象条件，增强供电的稳定性。中国已建成的特高压直

流电工程已经经历了高温、冰冻、大负荷等极端条件的考验。128 

                                                      

125 金风科技（2019 年 4 月 12 日）。金风科技海外服务解决方案工厂建成投产。来源 

http://www.goldwindglobal.com/news/focus-article.html?id=2279 

126 特高压直流电输电线路可以作为交流技术的补充，因为它们可以实现较长的输电距离，将远处的电力资源输送到高需求地

区，如城市中心。此外，某些输电线路可以通过一个电力塔架同时容纳混合的交流和直流电缆。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2019 年）。

超级电网：创新格局简介。来源 https://www.irena.org/-

/media/Files/IRENA/Agency/Publication/2019/Sep/IRENA_Supergrids_2019.pdf?la=en&hash=4C6639C08B1BEC582B7006

09C6D3C3B2E126AE70 

127 中国国家电网公司。来源 http://www.sgcc.com.cn/ywlm/index.shtml 

128 中国国家电网公司（2019）。“中国特高压直流输电技术现状和发展方向”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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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高压直流电技术协助了中国可再生能源的传输。向家坝——上海输电线路将向家坝水电站

的电力从中国西南地区输送到东部最大的城市之一。这说明，特高压直流电技术可以促进可再生

能源发电设施和能源消费中心的对接，帮助可再生能源打开市场。该工程由中国国家电网公司主

导，由瑞士和瑞典的 ABB 公司提供技术支持。线路全长 1907 公里，额定功率为 6.4 万兆瓦，从

四川向家坝到上海的最大输电功率可达 7.2 万兆瓦。129 自 2010 年 7 月建成以来，截至 2015 年 7

月 8 日，这条线路从四川向上海输送水电总量达 939 亿千瓦时，相当于减少燃煤 4300 万吨，减

排烟尘 3.4 万吨、二氧化硫 21.2 万吨、氮氧化物 22.4 万吨，二氧化碳 8450 万吨。130 

中国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在减排方面的成绩令人瞩目：截至 2017 年底，全国共建成 12 个特

高压直流电工程，年输电总量超过 4500 亿千瓦时，其中清洁能源占比超 80%。这相当于每年减

少 1.7 亿吨标准煤消耗，4.5 亿吨二氧化碳的排放，是“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重要组成部

分。131 最新的里程碑是中国国家电网公司张北可再生能源柔性直流电网试验示范工程，于 2020

年 6 月建成投产。 

这项远距离输电技术，在一些“一带一路”伙伴国家有很大应用潜力。例如，2014 年和

2015 年，中国国家电网公司先后中标巴西的±800 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项目一、二期工程。该项

目可以作为一个窗口，让其他“一带一路”国家了解这种技术在可再生能源整合方面的适用性。

132 

                                                      

http://www.csee.org.cn/pic/u/cms/www/201912/04100423vh6e.pdf 

129 ABB（2010 年 7 月 19 日）。ABB 委托建设世界上最长、最强大的输电线路。来源

https://new.abb.com/news/detail/12798/abb-commissions-worlds-longest-and-most-powerful-transmission-link 

130 国际能源（2015）。向家坝——上海±800 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 5 周年。来源 https://www.in-

en.com/article/html/energy-2234725.shtml 

131 新华社。（2018 年 5 月 30 日）。“我国特高压有望成‘走出去’新名片” 。来源 

http://www.xinhuanet.com/fortune/2018-05/30/c_1122908102.htm 

132 新华社。（2015 年 8 月 4 日）。中国国家电网在巴西建设 "电力超级高速公路"。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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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高压直流输电技术进一步优化还存在一些挑战。首先，需要发展新一代调相机技术，平衡

电压波动，提高系统短路容量，133 增强电网稳定性。故障频率仍旧较高，需要提高发生故障或过

载时的恢复能力。还需要更好地协同源网荷各个环节，且进一步应用受端柔性直流技术。 134 除此

之外，在电网规划和建设过程中，还须进一步考虑到生态系统的分割之类的环境外部性。 

尽管挑战犹存，这项技术和 2.2.2 中分析的政策支持一道，体现了“一带一路”沿线技术进

步和知识交流的机会，及由此扩大可再生能源全球应用的潜力。“一带一路”下的技术共享平台

也有助于解决目前存在的技术挑战。 

总之，“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将在低碳发展中发挥关键作用。“一带一路”倡议与低碳发

展（尤其是能源和电力行业）联系紧密，善于满足不同国家各异的发展需求，且与缓解气候变化

有强大的协同效应。与此同时，中国对全球市场、贸易、投资、及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影响深

远。如前文分析的 2040 年预期所言，中国及“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选择、进出口、投融资将

对全球低碳发展、能源贸易投资产生巨大影响。135 

  

                                                      

http://en.people.cn/business/n/2015/0804/c90778-8931240.html 

133 短路容量是指电力系统在发生短路故障时，通过迅速切断故障部分，保持运行的能力。 

134 中国国家电网公司（2019）。 “中国特高压直流输电技术现状和发展方向” 。来源 

http://www.csee.org.cn/pic/u/cms/www/201912/04100423vh6e.pdf 

135 国际能源署（2019 年）。中国电力系统转型：评估优化运营和先进灵活性方案的益处。来源 

https://webstore.iea.org/china-power-system-trans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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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推动“一带一路”沿线低碳发展的实施路径 

本报告第一部分指出，推动宏伟深远、平衡合理、因地制宜的能源转型，对于实现可持续发

展目标、减轻人为因素带来的气候和环境退化效应至关重要（详见第一章）。报告突出“一带一

路”在低碳发展领域的巨大潜力，及中国企业在能源和电力行业的竞争优势（详见第二章）。本

报告第二部分就“一带一路”沿线低碳发展提出三管齐下的解决方案，包括清洁能源发展（第三

章）、可持续融资（第四章）和能力建设（第五章）。 

第三章 积极推动清洁能源技术创新、发展和转移 

本章聚焦于能源电力行业，从低碳能源技术现状、环境影响、商业规模、“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和地区的资源禀赋等角度，探讨全球及“一带一路”沿线能源低碳转型的差异性和多样性。

基于因地制宜制定技术解决方案的原则，本章深入探讨了技术层面促进低碳发展的措施，包括电

力规划、“源网荷储”一体化发展、物理和数字电力系统互联互通、需求侧管理、火力发电厂灵

活性改造、分布式能源发电和集中式有效互补等方面。 

本章第一节就“一带一路”伙伴国在能源和电力发展领域的多样性展开分析，并在梳理主要

可再生能源类型和低碳技术的基础上，对比不同可再生能源技术的成本、环境影响、地理可及性

和在“一带一路”沿线推广发展的潜力。第二节梳理分析在“一带一路”沿线促进低碳能源发展

的机遇和挑战。第三节提出推动清洁能源技术创新、发展和转移的六项实施路径。第四节在全球

范围内选择了马达加斯加、越南、南非、丹麦和乌拉圭等处于各发展阶段的国家在促进低碳能源

转型和发展的最佳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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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一带一路”沿线推进低碳能源发展的资源禀赋和技术背景 

3.1.1“一带一路”沿线能源消费结构、通电率等的差异性和多样性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能源状况的多样性对其当前和未来低碳发展路径具有重要影响。

表 3.1 给出沿线 50 个国家在人均能源使用量、能源自给率、通电率、人均用电量、可再生能源发

电量占比、能源消费结构中化石燃料占比和人类发展指数方面的差异。 

根据通电率和人均能源使用量的不同水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可划分为以下四类。

第一类包括未实现供电全覆盖的国家和地区，通电率在 90%以下，有些国家仅为 20%左右。这些

国家的人均能源使用量和人均用电量水平都很低，如马达加斯加、埃塞俄比亚、赞比亚、孟加拉、

缅甸等。第二类国家和地区在电力供应方面已经取得长足进步，尽管尚未达到 100%的通电率。

在这类国家中，由于电力供应大多分散，离网和微电网设施仍然发挥重要作用。与第一类国家相

比，第二类国家和地区的人均能源使用量通常较高，人均用电量也普遍较高，包括老挝、柬埔寨、

埃及、菲律宾和秘鲁等。第三类国家和地区，如泰国、乌克兰、智利、中国、蒙古等，已实现全

民供电覆盖，但人均能源使用量普遍低于 100 吉焦，人类发展指数低于 0.8。第四类国家发展水

平较高（人类发展指数高于0.8），包括意大利、阿联酋、新加坡、新西兰等。这些国家人均用电

量高，人均能源使用量大，已实现全民供电覆盖。第四类也包含化石燃料资源禀赋较高的国家和

地区，其人均能源使用量普遍处于最高水平。“一带一路”沿线能源状况的多样性带来一些具体

的挑战，这些挑战与通电率、供电质量和能源可及性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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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一带一路”伙伴国的能源与电力情况 

 国家 人均能

源使用

量（吉

焦，

2017 年

水平） 

能源自

给率

（百分

比，

2017 年

水平） 

通电率 

（占总人

口的比

重，2018

年水平） 

人均用电

量（千瓦

时，2017

年水平） 

人类发展

指数 

（2019

年水平） 

可再生能

源发电量

（占总发

电量的比

重，2015

年水平） 

化石燃料

能耗（占

能源总消

费量的比

重，2015

年水平） 

世界平均水平 76.9 100.2 89.6 2,817 0.731 22.8 79.7 

中国 87.7 80.3 100.0 3,836 0.758 24.0 87.7 

东南亚 

柬埔寨 21.2 58.4 91.6 423 0.581 46.4 30.6 

印度尼西亚 37.7 192.7 98.5 927 0.707 10.7 66.1 

老挝 34.6 116.6 97.9 724 0.604 86.4 N/A 

马来西亚 110.1 110.0 100 4,633 0.804 10.0 96.6 

缅甸 16.0 138.8 66.3 314 0.584 58.9 44.3 

菲律宾 22.1 47.3 94.9 742 0.712 25.4 62.4 

新加坡 204.3 2.4 100.0 8,684 0.935 1.8 90.6 

泰国 83.7 54.5 100.0 2,684 0.765 8.5 79.8 

越南 31.2 94.3 100.0 1,828 0.693 36.7 不适用 

南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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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 3.5 67.0 98.7 127 0.496 86.1 不适用 

孟加拉 11.7 83.4 85.2 365 0.614 1.2 73.8 

巴基斯坦 21.7 50.8 71.1 524 0.560 31.4 61.6 

斯里兰卡 22.1 36.2 99.6 646 0.780 48.5 50.6 

东亚 

蒙古 128.3 332.3 98.1 1,934 0.735 3.1 93.2 

中亚 

哈萨克斯坦 183.2 220.6 100.0 3,822 0.817 8.9 99.2 

吉尔吉斯斯坦  26.7 54.3 100.0 1,821 0.674 85.2 75.5 

塔吉克斯坦 20.9 84.0 99.3 1,544 0.656 98.5 46.0 

乌兹别克斯坦 58.9 117.3 100.0 1,578 0.710 20.7 不适用 

中东 

伊朗  135.4 161.5 100.0 3,105 0.797 5.1 99.0 

伊拉克 65.9 392.0 99.9 1,003 0.689 373.0 96.0 

科威特 383.0 436.8 100.0 10,270 0.808 0.0 93.7 

黎巴嫩 54.1 2.1 100.0 3,190 0.730 2.6 97.6 

卡塔尔 681.2 522.1 100.0 15,167 0.848 0.0 100.0 

沙特阿拉伯 271.6 303.5 100.0 8,358 0.857 0.0 100.0 

土耳其 76.0 24.9 100.0 3,045 0.806 32.0 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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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联酋 323.6 318.6 100.0 12,260 0.866 0.2 86.1 

非洲 

埃及 41.1 85.2 100.0 1,554 0.700 826.0 97.9 

埃塞俄比亚 14.6 89.4 44.0 90 0.470 100.0 6.6 

加纳 10.9 164.9 82.4 420 0.596 50.9 52.5 

肯尼亚 18.7 79.2 75.0 176 0.579 87.5 17.4 

马达加斯加 12.6 84.6 25.9 71 0.521 54.6 不适用 

摩洛哥 23.9 10.3 100.0 894 0.676 14.3 88.5 

尼日利亚 34.4 158.4 56.5 135 0.534 18.2 18.9 

南非 104.2 112.6 91.2 3,429 0.705 2.3 86.8 

乌干达 16.2 90.1 42.7 69 0.528 93.0 不适用 

赞比亚 29.3 89.4 39.8 713 0.591 97.0 不适用 

欧洲 

保加利亚 110.2 62.9 100.0 4,221 0.816 18.0 71.1 

匈牙利 114.7 42.4 100.0 3,959 0.845 10.6 68.20 

意大利 108.4 22.1 100.0 4,916 0.883 36.7 78.6 

波兰 114.9 61.4 100.0 3,557 0.872 13.8 90.1 

罗马尼亚 71.2 76.5 100.0 2,272 0.816 39.8 72.5 

俄罗斯 216.6 190.8 100.0 5,284 0.824 15.9 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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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尔维亚 92.9 67.7 100.0 4,041 0.799 26.9 83.9 

乌克兰 84.5 65.0 100.0 2,654 0.750 4.4 75.4 

大洋洲 

新西兰 203.0 79.4 100.0 8,269 0.921 80.1 59.9 

美洲 

智利 88.8 33.9 100.0 3,866 0.847 43.6 73.3 

萨尔瓦多 27.4 50.8 100.0 965 0.667 57.8 48.4 

巴拿马 48.0 21.1 100.0 2,219 0.795 65.3 80.7 

秘鲁 29.8 95.0 95.2 1,445 0.759 52.7 79.6 

乌拉圭 62.9 62.6 100.0 3,143 0.808 88.6 46.3 

资料来源：联合国经社部136、世界银行137、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38 

在这四类国家中，各国化石燃料和可再生能源的自然禀赋迥异，能源状况各不相同。能源自

给率超过 100%的国家大多拥有丰富的化石燃料储备。相反，可再生能源发电占比较高的国家大

多依靠水电，也有少数国家依靠地热能发电。风能和太阳能光伏发电普遍处于较低水平。在发展

                                                      

        136 人均能源使用量、能源自给自足率和人均用电量数据采自联合国经社部报告。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能源统计袖珍手

册 2020 年版》（2020 年）。来源 https://unstats.un.org/unsd/energystats/pubs/documents/2020pb-web.pdf。人均能源使

用量（TES）的计算方法是将能源供应总量除以总人口。能源自给自足率为一次能源生产与能源供应总量之间的比率，以百分比表

示。人均用电量的计算方法是将用电量除以总人口。 

        137 世界银行，《电力普及率》（无日期）。来源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eg.elc.accs.zs  

世界银行，《可再生能源的产出》（占总发电量的百分比）（无日期）。来源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EG.ELC.RNEW.ZS。  

世界银行，《化石燃料能源消费》（占总消费量的百分比）（无日期）。来源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EG.USE.COMM.FO.ZS。  

        138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19 年人类发展报告》（2019 年）。来源 http://hdr.undp.org/sites/default/files/hdr201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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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家，风能和太阳能等可变可再生能源具有很大发展潜力，但迄今为止，集中式电网中可再生

能源渗透率高于 10%的国家大多还是发展水平较高或非常高的国家。139 

各国之间的差异也体现在其开发可再生能源的潜力上。太阳能光伏发电潜力较大的国家多位

于中东北非地区，而欧洲国家和新西兰的光伏发电潜力普遍较小。140岛屿或沿海国家的风电开发

潜力普遍较大，但内部差异也较大。141 

这些差异在区域、国家和地方各层面带来多重挑战，需要因地制宜采取应对措施，包括低碳

电力系统规划、需求侧管理，以及根据实地需求、资源禀赋和经济产业特征等采取多能互补的技

术组合。 

3.1.2 10 种主要可再生能源成本竞争力、温室气体排放量及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地

理可及性对比分析 

表 3.2 给出七种主要可再生能源的成本比较、学习曲线走势、地理可及性、全生命周期排放

量及其他环境外部性比较。低碳能源还包括海洋能（潮汐能和波浪能）等普及程度相对较低的可

再生能源，以及核电、氢能等其他形式的低碳能源（见表 3.3）。各类可再生能源的详细介绍参阅

附件二。 

 

 

                                                      

        139 国际能源署，《电力系统改造现状》（2019 年）。来源 https://www.iea.org/reports/status-of-power-system-

transformation-2019 

        140 世界银行集团（2020 年），各国的全球光伏发电潜力。来源 

https://www.worldbank.org/en/topic/energy/publication/solar-photovoltaic-power-potential-by-country 

        141 详见附件一关于陆上和海上风电的内容。世界银行，《全球风能地图集》（2020 年）。来源

https://globalwindatlas.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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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主要可再生能源的成本竞争力、环境影响和在“一带一路”沿线的地理可及性一览 

可再生能源用于发

电 

与化石燃料的成本竞争力对

比及 

成本走势142 

地理可及性和中国对

该能源的关注程度 

温室气体排放

量（克二氧化碳当

量/度电)和主要的

环境外部性143 

1、太阳能光伏发

电 

 

在全球范围内，新建的太阳

能光伏发电设施已经比新建的化

石 燃 料 发 电 设 施 更 具 成 本 优 势

（参见第 3.2.1 节）。鉴于学习曲

线效应（安装成本下降，容量因

数 提 高 ， 见 附 件 三 ） ， 可 以 预

见，未来在大多数地区，太阳能

光伏发电厂较化石燃料发电厂的

成本优势将进一步扩大。太阳能

光伏发电的主要技术缺陷在于其

可变性和不确定性。 

遍布全球的地理可

及性。 

2018 年中国净新增

装机容量占全球 45%。 

 

约 6 克二氧化

碳当量/度电。 

负外部性涉及

开采、制造、土地

使 用 和 生 物 多 样

性。 

                                                      

        142 此处我们使用度电成本作为核算口径。《彭博新能源财经》（2020 年 6 月），彭博数据终端。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19 年排放差距报告》（2019 年）。来源 https://www.unenvironment.org/resources/emissions-gap-

report-2019。来源 https://www.unenvironment.org/resources/emissions-gap-report-2019 

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2019 年的可再生能源发电成本》（2020 年）。来源 https://www.irena.org/-

/media/Files/IRENA/Agency/Publication/2020/Jun/IRENA_Power_Generation_Costs_2019.pdf 

        143 在生命周期评估方面，我们采用了 Pehl，M.等人提出的一个生命周期评估参考框架，并以此对 2050 年的情况进行了预

测。《在整合生命周期评估和综合能源模型分析的基础上测算低碳发电系统未来的排放水平》（2017 年），发表于《自然—能源》

期刊，第 2 期，939-945。来源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60-017-0032-9 

关于目前煤炭技术的可比排放水平，我们参考世界煤炭协会，《高能效、低排放的燃煤》（2020 年）。来源

https://www.worldcoal.org/file_validate.php?file=Hele%20Factsheet.pdf。关于外部性，我们参考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全球升温 1.5℃特别报告》（2018 年）的内容。来源 https://www.ipcc.ch/sr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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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集中式太阳能

发电 

 

与太阳能光伏发电相比，集

中式太阳能发电是一种更加灵活

和可调度的可再生能源。集中式

太阳能发电的成本尚无法与化石

燃料相抗衡，但鉴于其陡峭的学

习曲线，未来十年集中式太阳能

发电成本有望降低(参阅附件三)。 

大 多 数 集 中 式 太 阳

能发电项目都位于赤道附

近，尤其沙漠地区。 

中 国 是 该 行 业 的 主

要投资国。 

约 11 克二氧

化碳当量/度电。 

负外部性涉及

采矿、制造、土地

使 用 和 生 物 多 样

性。 

3、陆上风电 

 

在全球范围内，新建陆上风

电设施的平均成本已经比新建的

化石燃料发电设施更具优势，可

以预见，未来十年内，其成本将

低于现有的发电厂。陆上风电的

主要缺陷包括其发电量的可变性

和不确定性。 

遍 布 全球 的地 理 可

及性。 

中 国 新增 装机 容 量

位列世界第一，2018 年

中国净增装机容量占全球

46%（参见附件二）。 

约 4 克二氧化

碳当量/度电。 

负外部性涉及

开采、制造、土地

使 用 和 生 物 多 样

性。 

4、海上风电 

 

海上风电具备潜能巨大、风

力更强等优势，但其安装、输电和

并网成本较高。因此，海上风电的

装机容量较陆上风电少。在陡峭的

学习曲线作用下，预计未来十年海

上风电的装机容量将显著增加，成

本将显著降低（物流、运行和维护

成本下降；容量因数提高）。海上

风电的劣势与陆上风电类似。 

遍布全球的地理可及

性。 

2018 年中国净新增装

机容量占全球 40%。 

约 4 克二氧化

碳当量/度电。 

负外部性涉及

开采、制造和生物

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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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生物能 

 

在全球范围内，生物能源的

成本已经可与化石燃料相媲美。

2010 年以来，生物能源成本不断

走低，但由于学习曲线效应相对较

小，其成本边际递减水平相对偏

低。 

遍布全球的地理可及

性。 

中国在该行业具有深

厚的专业技术积累。 

约 100 克二氧

化碳当量/度电（可

变性较高）。 

负外部性涉及

土 地 使 用 和 交 通 运

输。 

6、地热能 

 

地热发电站只能在少数地理

区位建设。鉴于这一约束， 其成

本自 2010 年以来相对持平。 

部署范围受限。 

中国在该技术领域的

经验积累相对有限。 

约 10-50 克二

氧化碳当量/度电。 

负外部性存在

争议。 

7、水电 

 

水电成本一般较化石燃料更

具竞争优势，预计未来成本进一步

下降的空间有限。水电调度灵活，

并网难度较小。 

遍布全球的地理可及

性，但鉴于大量现存基础

设施，大型水电开发潜力

有限。 

中国装机容量、新建

率 居 于 世 界 领 先 地 位 。

“一带一路”沿线部署水

电的机会不断增加。 

约 100 克二氧

化碳当量/度电（可

变性较高）。 

负外部性涉及

开 采 、 制 造 、 土 地

使 用 、 洪 水 风 险 和

生物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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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其他类型的低碳能源 

可再生能源发电 能源介绍和关键趋势 

1、海洋能 

 

潮汐能、海浪能技术研发工作正在大力推进。与其他可再生能源相比，潮汐能、海浪能技术挑

战大、自然条件不利，技术进展相对缓慢。144鉴于海洋能的巨大潜力，该领域仍是可再生能源

开发的活跃领域。但当前或短期内，相关技术尚不足以成为具备成本效益的可靠的替代技术。 

2、氢能 

 

氢能可被储存，并用作燃气轮机发电厂的燃料，在系统需要时供电。氢能可为电力系统提

供宝贵的灵活性，弥补太阳能和风能在可变性方面的不足。此外，如驱动该过程的电力由可再生

资源产生，那么氢能全生命周期碳排放量处于低水平。不过由于氢能技术需要额外的可再生能源

发电，氢能可被视为一项长期储能技术，有助于建立灵活的电力系统，而非一项可再生能源发电

技术。145 在交通运输领域（如燃料电池电动车），氢能是一个更加可靠的短期能源选项。 

3、核电 

 

核电运行寿命长、发电量大。这意味着核电全生命周期碳排放水平很低，排放水平与发电

性能最优的可再生能源技术持平。核电与风电、太阳能光伏发电不同，可不间断运行一年甚至

更长时间。一旦核电站投入运行，即使将目前常规收取的放射性核燃料管理和废料处置费用计

算在内，核电站的运行成本也较为低廉。146核电站的度电成本主要取决于高额的建设成本。目

前，公众围绕核电开发的重要关切是核安全与核废料，加强核电全生命周期管理和监督，安全

有序发展核电开发对于核电的统筹规划和设计至关重要。 

                                                      

        144 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潮汐能：技术简报》（2014 年）。来源 https://www.irena.org/publications/2014/Jun/Tidal-

Energy 

        145 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氢：一种可再生能源的视角》（2019 年)，来源 https://irena.org/-

/media/Files/IRENA/Agency/Publication/2019/Sep/IRENA_Hydrogen_2019.pdf 

        146 这不包括核废料管理费用。世界核协会，《核电的经济性与项目结构设计》（2017 年）。来源 https://www.world-

nuclear.org/information-library/current-and-future-generation/nuclear-power-in-the-world-

today.aspxhttps://www.world-nuclear.org/our-association/publications/online-reports/nuclear-power-economics-and-

project-

structuring.aspx#:~:text=Nuclear%20Power%20Economics%20and%20Project%20Structuring%202017%20Edition&text=

Nuclear%20power%20is%20an%20economic,gas%20emissions%20and%20cost%20competitiveness.&text=Nuclear%20p

ower%20plants%20provide%20electricity%20when%20it%20is%20nee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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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能光伏发电和陆上风能是当前可及性最高、技术最成熟、安全度最高、影响最大的可再

生能源，有助于缓解气候变化和环境的影响。二者的成本在许多国家已处于优势地位，并且具备

进一步下降空间。147在突破相关技术、融资和能力建设瓶颈的前提下，这些能源有望得到渐进、

有效、大规模的开发。 

在资源可及性高且资源利用的环境影响有限的区域148，集中式太阳能、地热能、生物质能和

水电所提供的电力可以助力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契合的能源转型。事实上，这类能源的巨大潜能

和灵活性优势，意味着它们可以成为许多国家宝贵的电网资产。149但除了集中式太阳能发电以外，

上述多种可再生能源技术成本下降的速度不太可能赶上风电和太阳能光伏发电成本下降的速度。

150 

由于没有任何一种能源是完全“清洁”的，有必要利用可获取的专业知识来管理相关技术的

开发部署，降低潜在的负外部性。有必要基于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兼容的标准，来应对可再

生能源资源的开采、生产和回收。融资方案需要避免锁定短期价格较低但累计成本较高的技术，

这种技术长期而言将丧失竞争力。但总体而言，在全生命周期温室气体排放方面，可再生能源的

影响要小得多。 

3.1.3 燃煤清洁高效发电技术：碳捕集和封存与高效低排放 

除上述可再生能源技术外，碳捕集和封存技术（CCS）在高效低排放（HELE）发电厂的应用

也越来越受到关注。“清洁化石燃料”发电技术通常也被称作高效低排放发电技术，涵盖一系列

                                                      

        147 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2019 年可再生能源发电成本》（2020 年）。来源：https://www.irena.org/-

/media/Files/IRENA/Agency/Publication/2020/Jun/IRENA_Power_Generation_Costs_2019.pdf。 

        148 同上。 

        149 同上。 

        150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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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适用于燃煤电厂而非燃气电厂的技术。超临界、超超临界和先进超超临界发电技术使用更高

温度的蒸汽，在提高能效的同时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与传统的亚临界燃煤电厂相比，高效低

排放技术能够降低发电的单位煤耗，并因此减少二氧化碳、氮氧化物、二氧化硫等温室气体排放。

151 

尽管已取得上述技术优势，如不采用碳捕集与封存技术作为配套，高效低排放技术仍无法将

二氧化碳排放量降低到与可再生能源相当的水平，152而碳捕集与封存技术目前尚不具备大规模商

业化部署的条件。153在工业领域，如水泥等减排难度较高的行业，碳捕集与封存技术被视为未来

数十年提高减排效果的关键154，但碳捕集与封存用于二氧化碳去除技术仍处于研发阶段。155 

全球电力行业内，有两个正在运行的大型燃煤发电项目采用碳捕集与封存技术作为配套，一

个是位于美国的“新佩特拉”项目，另一个是位于加拿大的“边界大坝”项目。156 “边界大坝”

项目面临着严重的成本问题，其原因仍有待明确。157另一个项目——美国德克萨斯州的“新佩特

拉”项目——在预算内按时完成了开发，包括投资十亿美元改造一家现有的燃煤电厂。158 然而，

该项目是教科书式的搁浅资产案例，因其建设前提是利用所捕获的碳来提高附近油田的产油量，

                                                      

        151 世界煤炭协会，《高能效低排放燃煤》（2020 年）。来源

https://www.worldcoal.org/file_validate.php?file=Hele%20Factsheet.pdf 

       152 国际能源署，《世界能源展望》(2019 年)。来源

https://webstore.iea.org/download/summary/2467?fileName=Arabic-Summary-WEO2019.pdf 

        153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全球升温 1.5ºC 特别报告》（2018 年），来源：https://www.ipcc.ch/sr15/ 

        154 同上。 

        155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19 年排放差距报告》（2019 年）。来源

https://www.unenvironment.org/resources/emissions-gap-report-2019 

        156 全球碳捕集与封存研究院，《2019 年全球碳捕集与封存报告》（2020 年），来源 

https://www.globalccsinstitute.com/resources/global-status-report/ 

        157 全球碳捕集与封存研究院，《碳捕集与封存成本是否过高？净零排放背景下实施低碳减排发展路径的成本》（2019 年）。

来源 https://www.globalccsinstitute.com/wp-content/uploads/2020/05/Cost_Brief_Final_May_2020.pdf 

        158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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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石油采收率。159为保证该项目的财务稳健性，石油价格需高于每桶 75 美元。160但自 2017 年

该项目配套的碳捕集与封存设施启动以来，石油价格徘徊在每桶 50 美元左右，导致该项目难以盈

利。161 

       这一现象也存在于世界其他地区。例如，根据中国科技部发布的《中国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

术发展路线图（2019 版）》，中国第一代采用碳捕集与封存配套的电厂有望在 2025 年左右投入

运行；采用第二代技术的电厂将在 2030 年左右部署。因此，预计 2030 年前不会出现大规模部

署，2035 年前不会出现碳捕集与封存的商业化部署。162这里存在一个择时的问题，因为在 2020

年至 2030 年间，需要对电力部门做出大量投入方可实现《巴黎协定》目标。 

3.2 “一带一路”倡议促进低碳能源发展的机遇和挑战 

国际能源署和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已在《巴黎协定》目标下，对能源和电力领域的发展进行

了详细的情景分析。163两家机构都认为，到 2030 年，可再生能源在全球发电构成中的占比应达

到高于 50%的目标水平。164两家机构呼吁各个国家与地区制定宏伟、切实的低碳政策，提高通电

                                                      

        159 Helman, C.，“雄心勃勃的德州碳捕集项目在 50 美元的油价下让 NRG 能源公司面临窘境”（2017 年），《福布斯》杂

志。来源 https://www.forbes.com/sites/christopherhelman/2017/01/11/nrg-energy-ceo-carbon-capture-is-very-

challenging-at-50-oil/#364fc1ac5b22 

        160 同上。 

        161 美国能源信息署，美国原油首次采购价格（2020 年），美国能源信息署。来源

https://www.eia.gov/dnav/pet/hist/LeafHandler.ashx?n=pet&s=f000000__3&f=m 

        162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部解释称：“综上所述，目前第一代二氧化碳捕集技术已逐渐趋于成熟，但仍存在高能耗、高成本的问

题，并且中国在大规模示范方面仍缺乏工程建设经验。第二代碳捕集技术可以大幅降低能耗与成本，但目前仍处于实验室研究和试用

阶段，预计到 2035 年左右才能得到广泛的推广与应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中国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发展路线图

（2019 版）》。 

163 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全球可再生能源展望—能源转型 2050》（2020 年），来源

https://www.irena.org/publications/2020/Apr/Global-Renewables-Outlook-2020 

164 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国际能源署、联合国统计司、世界银行和世界卫生组织，《追踪可持续发展目标七：能源进展情况

报告》（2020 年），世界银行，来源 https://www.irena.org/publications/2020/May/Tracking-SDG7-The-Energy-Progress-

Report-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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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和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考虑到水电资源的局限性，用电需求的大幅增长主要通过风电和太

阳能发电来满足，从而使可变可再生能源占全球发电总量的比重到 2030 年提高至 35%，165到

2050 年进一步提高至 61%。166 

图 3.1 可变可再生能源和储能技术发展路线图（到 2030/2050 年） 

 

                                                      

165 就上述 50%的目标而言，水电和生物能源等不可变的可再生能源为主要补缺的能源类型。 

166 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全球可再生能源展望—能源转型 2050》（2020 年），来源

https://www.irena.org/publications/2020/Apr/Global-Renewables-Outlook-2020 

 

88 

 

Indicator=指标, Historical progress=发展历程, Where we are heading=发展方向 ，Where we need to be=目标，

VRE share in generation=可变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GW of VRE=可变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吉瓦），Enabling 

technologies=使能技术，Storage stationary=储能电站，EVs=电动汽车 

资料来源：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167 

      提高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可促进电气化进程，推动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等行业的发展。国

际可再生能源机构 2019 年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发展可再生能源、推进交通和基建等行业的电气

化发展，将有助于完成四分之三的减排任务，并推动全球走上符合《巴黎协定》目标的低碳发展

轨道。168 基于上述能源与电气化发展路线图，“一带一路”沿线有望在未来几十年实现跨越式经

济发展。鉴于这些愿景， “一带一路”沿线清洁能源发展应注意几大重要机遇和挑战。 

3.2.1 推进低碳能源发展的关键机遇：清洁能源规模化发展的成本优势、技术创新和全球共识 

    （一）可再生能源的成本相对于化石燃料一直在下降。在学习曲线效应的推动下，这一趋势有

望持续。最新证据和分析结果表明：与化石燃料相比，可再生能源的成本优势正在扩大。如图 3.2

所示，全球可再生能源的发电成本（按当前平准化度电成本计算）呈明显下降趋势，甚至低于煤

电成本。广泛部署的太阳能发电和风电技术成本优势尤其显著。根据多数分析人士和专家估算，

这一趋势将持续下去。值得注意的是，电力存储技术的成本也在大幅下降。图 3.2 显示，过去五

年，电池储能的成本已经下降超过 80%。这对能源系统而言是一个巨大机遇，因为储能容量的增

加可以弥补可再生能源的可变性劣势，满足用电高峰时的需求，为电力系统提供必要的稳定性。

按照目前的情景测算，预计未来十年内，来自固定式储能系统的发电量将增加 10 倍，达到 370

                                                      

167 同上。 

168 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变革能源系统—控制全球气温上升报告》（2019 年），来源

https://www.irena.org/publications/2019/Sep/Transforming-the-energy-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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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瓦时，并在 2050 年前增加 100 多倍，达到 3.4 太瓦时。169未来几年，可再生能源成本有望继

续大幅下降，这意味着能源和电力行业的低碳发展将会面临新的游戏规则。170 

图 3.2 截至 2019 年 12 月全球平准化度电成本（每千度电以美元计价的成本） 

 

资料来源：《经济学人》171 

来自彭博新能源财经终端的数据进一步表明：对比不同类型能源的平准化度电成本（LCOE）

172可知，截至 2019 年底，无论在全球还是中国，新建燃煤发电项目的平均成本已经高于新建太

阳能光伏发电和陆上风电项目的成本（参见表 3.4）。173 

                                                      

169 国际能源署，《世界能源展望》（2019 年），来源

https://webstore.iea.org/download/summary/2467?fileName=Arabic-Summary-WEO2019.pdf 

170 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全球可再生能源展望—能源转型 2050》（2020 年），来源

https://www.irena.org/publications/2020/Apr/Global-Renewables-Outlook-2020 

171 经济学人，“不再是慢速的燃烧：再议可再生能源”（2020 年 5 月 23 日），来源

https://www.economist.com/schools-brief/2020/05/23/the-worlds-energy-system-must-be-transformed-completely 

172 平准化度电成本（LCOE）是指全周期的平均发电成本，包括投资、运行和维护发电设施的成本以及燃料支出，同时考虑贴

现率和发电系统的经济寿命。以上成本比较不包括环境外部性，如空气污染或温室气体排放等。 

173 彭博新能源财经（BNEF）是一家专注于清洁能源领域的研究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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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截至 2019 年 12 月的平准化度电成本 

平准化度电成本（单位：美元/千度电、名义价格） 全球  中国 

煤炭 57.6-123.3* 61.9 

陆上风电 48.2 53.0 

太阳能光伏——非跟踪装置 51.7 43.7 

资料来源：彭博新能源财经174 

（二）得益于学习曲线效应，可再生能源成本有望在今后十年内进一步降低。可再生能源发

电的重要性与日俱增，与此同时，相关经验和专业知识也在不断积累。伴随容量因数和规模经济

的扩大，175可再生能源的生产成本进一步降低。由于制造和装机成本在可再生能源全生命周期成

本中占据较大比例，可再生能源的学习曲线效应尤为显著。而石油、煤炭和天然气发电的总成本

主要由其燃料成本决定，无法像可再生能源那样高度受益于学习曲线效应。根据国际能源署对

2013 至 2019 年17614 个国家的太阳能光伏模块月度价格的跟踪对比，太阳能光伏发电成本受学

习曲线效应的影响尤为显著，从 2013 到 2019 年，各国太阳能光伏发电每瓦价格下降了 29%到

                                                      

174 关于全球燃煤发电的度电成本，此处列举的为 17 个国家度电成本从最低（韩国；57.61）到最高（澳大利亚；123.28）的

范围。这 17 个国家为澳大利亚、智利、中国、德国、希腊、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马来西亚、菲律宾、波兰、韩国、泰国、土

耳其、英国、美国和越南。俄罗斯和南非 2019 年 12 月的数据尚未公布。彭博新能源财经（2020 年 6 月刊），彭博数据终端。 

175 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2019 年的可再生能源发电成本》（2020 年）。来源

https://www.irena.org/publications/2020/Jun/Renewable-Power-Costs-in-

2019#:~:text=Electricity%20costs%20from%20utility%2Dscale,respectively%2C%20for%20newly%20commissioned%20pr

ojects 

176 包括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中国、法国、德国、印度、意大利、日本、韩国、沙特阿拉伯、南非、英国、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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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不等。其中，中国的太阳能光伏发电每瓦价格下降了 64%，巴西下降了 59%，沙特阿拉伯下

降了 67%，南非下降了 29%。177 

在中国，随着未来几年可再生能源的部署规模迅速扩大，可再生能源成本将加速下降。太阳

能光伏发电和陆上风电的成本将比燃煤发电更为低廉，而燃煤和天然气发电的度电成本预计在未

来五年小幅上涨。如图 3.3 所示，相对于燃煤发电价格，非跟踪太阳能光伏发电和陆上风电的价

格优势预计将从 2020 年的 9%和 4%分别扩大到 2024 年的 13%和 30%。178 

 

图 3.3 中国各类能源平准化度电成本趋势分析179 

  

资料来源：彭博新能源财经180

                                                      

177 下降的趋势也是由于技术创新、规模经济和政府支持的结果。 

178 这些均为彭博终端的长期预估。彭博新能源财经（2020 年 6 月），彭博数据终端。 

179 长期预测。彭博新能源财经根据低、中、高三个跨度对度电成本进行预测。 

180 彭博新能源财经（2020 年 6 月刊），彭博数据终端。 

  

 

 

 

      此外，根据彭博新能源财经发布的《2017 年新能源展望》，中国现有燃煤电厂的成本仅包含

边际成本。未来十年内，中国燃煤电厂的平均成本将超过新建太阳能光伏发电厂的成本，到 2035

年之前成本则会超过陆上风电。181 

图 3.4 中国光伏发电、陆上风电、现有燃煤和燃气电厂的成本趋势对比 

 

资料来源：彭博新能源财经182 

对金融机构和能源企业家而言，推进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正在面临宝贵的机会窗口。据麦肯锡

公司预测，到 2025 年，全球能源年度投资总额中，可再生能源的占比将达到 40%，另有 40%的

                                                      

181 现有的燃煤发电厂的发电成本只包含边际成本，因此很难与包含投资和建设成本在内的新建可再生能源发电厂的度电成本

进行比较。尽管缺乏公允的成本比较基础，但是一些国际组织和研究机构仍预测，新的可再生能源发电厂在未来几年将比现有的燃煤

电厂更具成本优势。彭博新能源财经，《新能源展望》（2017 年）。来源

https://data.bloomberglp.com/bnef/sites/14/2017/06/NEO-2017_CSIS_2017-06-20.pdf 

182 CCGT 指燃气轮机联合循环。阴影显示的为数值范围。对于燃煤和燃气电厂而言，这主要是受燃料成本的不确定性所影

响。资料来源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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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将投向输电、配电和储能。183鉴于全球温室气体减排行动，高排放能源资产价值将在中长期

大幅下跌，当前对低碳技术的投资有望在担负较低风险的同时获得更高回报。184 

需要指出的是，可再生能源成本的下降需要多重因素的作用，包括技术创新、学习曲线效应、

规模经济，以及政府出于环境、气候问题考虑而出台的扶持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政策。185化石燃料

发电的总成本受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原料价格的制约较大，而可再生能源的发电成本构成囊括

制造、装机、运行、维护等环节，其比较优势主要在于原始资源（如阳光、风、水）的广泛可及

性、可再生性和近乎为零的成本。由于原始资源成本低微，可再生能源的全生命周期成本对创新

高度敏感。可再生能源在受益于技术进步的同时，还可得益于规模经济效应、学习曲线效应以及

富于竞争力的供应链。此外，可再生能源的发展还受益于政府为控制污染、减缓气候变化而提供

的可再生能源发展扶持政策（马达加斯加、越南、南非、乌拉圭和丹麦的案例参见第三章第四

节）。因此，对“一带一路”沿线的发展中国家而言，需要进一步开展能力建设，促进技术创新，

增强上述学习曲线效应，打造更具竞争力的供应链，创造有利的政策环境，这些因素对于降低可

再生能源的成本不可或缺。 

3.2.2 推进低碳能源发展的主要挑战：发展中国家融资环境、治理背景和技术转移能力 

实施低碳转型面临的最主要挑战来自社会经济领域，因为能源发展牵涉社会各行各业。能源

转型带来的变化大，人口牵涉面广，调适周期长。在极端贫困人口比例较高的国家，低碳转型意

                                                      

183 Heiligtag, S.等人，《推动能源转型——金融机构的机会》，麦肯锡公司（2019 年）。来源

https://www.mckinsey.com/industries/electric-power-and-natural-gas/our-insights/fueling-the-energy-transition-

opportunities-for-financial-institutions 

184 Mercure, J.-F 等人，《化石燃料类搁浅资产的宏观经济影响》，《自然气候变化》（2018 年）第 8 期，588-593。来源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58-018-0182-1 

185 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2019 年可再生能源发电成本》（2020 年）。来源 https://www.irena.org/-

/media/Files/IRENA/Agency/Publication/2020/Jun/IRENA_Power_Generation_Costs_201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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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着全方位的社会变革。在实现减贫、消除饥饿、保障医疗服务等其他可持续发展目标对受影响

群体而言更加紧迫的地区，制定长期方案、做出相应前瞻性规划推动低碳发展往往十分困难。新

冠肺炎疫情的爆发持续影响全球各地弱势群体，使得上述挑战变得更加严峻。因新冠肺炎疫情而

带来的经济放缓也使得维持稳定成为这些地区所面临的更大挑战，因为这些地区的政府和司法系

统相对脆弱，备受危机困扰。 

融资和市场领域的障碍，加剧了电力行业低碳转型所面临的社会经济挑战。发展中国家融资

困难是一个国际性难题。发达国家在《巴黎协定》项下达成的工作安排虽已部分启动，但距离

2015 年所确定的减缓气候变化所需行动水平仍有较大差距。新冠肺炎疫情使得这一问题变得更为

复杂。根据国际能源署和国际金融公司的后疫情时代评估，为实现能源和电力行业低碳可持续发

展，2021 至 2023 年，每年需要投入约 1 万亿美元资金。186对投资发展中国家可再生能源和电网

领域的企业而言，市场的不确定性和障碍依然存在。这些障碍会抬高加权平均资本成本，从而抑

制投资。187 

能力建设领域的差距也给能源和电力行业的低碳发展路径增添了障碍。188例如，由于缺乏本

土人才、技术和管理技能，电网升级和可再生能源项目开发面临挑战。能力领域的差距也体现在

政府和相关机构缺乏低碳转型相关的专业知识和管理经验。在数据收集、管理、报告、核查等方

面也存在能力的不足。这是一个综合性问题，牵涉环境外部性考量、能源绩效指标、项目管理和

评估框架等多个层面。 

                                                      

186 国际能源署，《世界能源展望》（2020 年），来源 https://www.iea.org/reports/world-energy-outlook-2020 

187 Steffen B.，可再生能源项目的资本性支出核算（2020 年），《能源经济学》第 88 卷，2020 年 5 月。来源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140988320301237 

188 低碳发展部门能力差距问题的详细分析请见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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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挑战外，各国的自然禀赋各不相同，意味着“一刀切”的解决方案难以适用。在水电、

风电、太阳能和地热发电潜力低于平均水平的国家，由于天气、地理条件的限制，在推进低碳能

源多样化方面面临天然障碍。同时，由于可再生能源发电成本偏高、竞争力不足，这些国家在跨

境售电时同样面临难题。在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化石燃料禀赋较高的国家，相当一部分人口的

就业依赖采掘、制造和出口行业，而这些行业多集中在资源富集区和工业区。对这些国家而言，

统筹规划、渐进减少化石燃料的一大前提，是向受影响的人口和行业分配充足的转型资金。然而，

这些地区的相关转型资金常常难以到位。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供电情况也各不相同，这也给提升可变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

比带来挑战。对于供电赤字严重的国家而言，如果尚不能为学校、医院等关键基础设施提供安全、

充足的能源供应，难以聚焦低碳转型。189电力供应不仅要有保障，而且要稳定、安全、持续，在

这一前提下，各国低碳转型的国情背景各不相同。同样，依赖离网供电并取得显著成果的地区，

与依靠集中式电网供电的地区相比，可采取的低碳转型措施也存在很大差异。在很多发展中国家

之内，离网供电和集中式电网并行发展。除电力和能源供应赤字外，技术性障碍也广泛存在，包

括数字技术水平低、无法对接可再生能源的供应链等。 

在技术领域，可变可再生能源并网面临多重挑战。首先，可变可再生能源的最大特点是可变

性和不确定性，这就牵涉到能源系统的供需匹配问题，也是并网遇到的最大的技术难题。其次，

太阳能光伏、风能等可变可再生能源也受其区位限制大，这意味着需要合理规划和开发输电网络，

将这些地区联结起来。尽管可变可再生能源的容量因数在过去十年中有所提高，但仍然低于化石

                                                      

189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能源统计袖珍手册 2020 年版》（2020 年），来源 

https://unstats.un.org/unsd/energystats/pubs/documents/2020pb-web.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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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料的水平（参见附件三）。再次，可变可再生能源发电的非同步性，意味着需要变压变频的技

术需要和相关成本。190在克服这些技术挑战方面，不同的国家面临的情况各不相同。 

全球各地部署可变可再生能源的经验清晰表明，上述种种挑战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电力系

统运行、带来额外成本，各地情况各不相同。当可变可再生能源的渗透率达到一定阈值时，并网

问题往往凸显。并网成本主要包括短期平衡电荷的要求（备用成本）、满足高峰用电需求（容量

成本）、消纳成本、输电和网络成本、系统惯性成本和其他常规火电厂效率降低等。191与此同时，

如果没有有效的市场设计，并网成本还将转嫁为居民和行业承担的价格，影响其生产成本。 

3.3 推动清洁能源技术创新、发展和转移的实施路径 

影响、推动清洁能源创新、发展和转移的因素有很多，包括所在国自身的自然资源禀赋、政

府治理水平、电力发展所处的阶段、区域间能源的互联互通、电力交易的价格机制以及供需侧平

衡中的市场行为等。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本部分共提供六个相互链接的推动清洁能源发展的关

键路径：（一）统筹制定电力系统战略发展规划，提升能源效率，电网弹性和区域互联互通；

（二）发展定价机制、激励补贴和大数据平台提升需求侧管理水平，实施峰谷差异化定价，提升

负荷转移的有效性；（三）推动发展多能互补能源体系，促进区域能源互联互通，提高能源效率，

推进储能技术，缓解地理资源制约。（四）提高负荷预测和调度预测，有效保障能源管理效率、

储备调度和系统灵活性，平衡能源供需；（五）进一步加快火电改造，更好发挥火电作为电力系

统“稳定器”和“压舱石”的功能，支持更高比例的可再生能源并网；（六）根据资源禀赋和用

电需求，科学规划和发展分布式能源，与集中发电有效互补。 

                                                      

190 改编自 Cochran J 等人的研究，《电网与可变可再生能源的交互以及美国电网承载可变可再生能源的能力》（2015

年）。来源 https://www.nrel.gov/docs/fy15osti/62607.pdf 

191 英国能源研究中心，《间歇性的成本和影响》（2017 年）。来源 http://www.ukerc.ac.uk/publications/the-costs-and-

impacts-of-intermittency-2016-updat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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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统筹制定电力系统战略发展规划，提升能源效率，电网灵活性和区域互联互通 

在以低碳发展为目标进行电力系统规划时，鼓励决策者充分考虑一国具体的社会经济条件、

资源禀赋、治理和发展水平，以及该国当前的电力行业发展阶段（电力供给的可获得阶段、充足

的电力供给阶段、稳定和安全的电力供给阶段，以及电力供给的低碳转型阶段）。把对上述各国

资源禀赋和所处电力发展不同阶段等的全面认知作为规划发展电力系统的首要考虑是有效减少碳

排放，同时改善并保障电力系统稳定性和安全性的关键。 

统筹规划跨区域和跨国输电网是大规模开发风电、水电等低碳能源的前提。重要的是让电网

能够进一步整合风能、太阳能等清洁发电能源，从而更好地支持低碳电力系统的建设。这就需要

对输电网络进行合理性规划，包括考虑智能电网时代发电侧、电网侧和用户侧的低碳能力耦合。

在规划过程中，为处理好跨区域、跨国境输电网络规划中的经济、社会、环境等多重因素，政府、

区域性和国际性能源组织、电力企业和智库需要建立协调和沟通机制，共同努力。规划输电领域

的基础设施项目需要涵盖长时间周期，因为此类项目通常需要十年及以上的建设和发展时间。同

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面临的共性挑战在于：由于减少电力系统碳排放技术的出现和

发展，如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引进高效低排放电厂以替代落后且重污染的亚临界化石燃料火电厂、

部署碳捕集与封存、超高压直流（UHVDC）输电线路、柔性交流输电系统（FACTS）以及配电

自动化系统（DAS）等，各国需要在测算和预测未来长周期时间下电力需求的增长、电荷曲线和

电力分配的基础上，平衡好经济成本和减排效益的关系，做好未来发电和输电线路建设和运行的

长时间发展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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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 低碳视角下的电力系统综合规划  

  

 

 

电网扩建和发展的科学规划要建立在对用电负荷准确预测的基础上。在这一统筹规划中，政

策制定者应对集中式和分布式供电资源给予同等的重视。在可再生能源发电普及率较高的国家，

储能技术的发展在应对可再生能源发电波动性、缓解输电线路拥堵和节约输电设施投资方面发挥

重要作用。192加强发电扩容（PGE）的规划对供给侧的发展至关重要。在确定新建电厂的类型、

容量和选址时，可以采用综合总体减排目标和年度减排约束的碳排放轨迹模型。对分布式发电基

础设施的分配容量、选址和类型进行合理预测，可以协助本地化供电，减少输电的损耗和碳排放。

在某些国家，由于资源禀赋受限，煤电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仍然是主要的发电类型，在这个背

                                                      

192 王思渊（2019 年），《面向大规模可再生能源并网的储能规划研究》。（中文链接，见“参考文献”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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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下，可进一步研究碳捕集与封存系统在传统火电厂中的优化配置，从而在降低成本的同时最大

限度减少碳排放。193 

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提供科学的产业政策优惠和财政补贴十分重要。特别是在初始阶段，考虑

为清洁能源的投资方提供激励，营造可再生能源项目与化石燃料项目之间的公平竞争环境，当清

洁能源已经具有足够的规模和市场竞争力时，可在后期逐步引入市场化的机制，促进清洁能源的

去补贴化发展。 具体计量方面，可以采用情景分析法，综合考虑气候变化的影响、潜在的发电机

装机量、清洁能源占比、用电负荷增长率、电荷曲线特征等多项因子，从而对装机组合和网络互

联开展合理的定性和定量评价。 

积极引导公众参与，避免因公众接受度不足而导致项目延误或受阻。鼓励政策制定者建立对

话平台与沟通渠道，提高公众意识，解决公众关切问题，并为公众，尤其是受影响的群体，做好

接纳更多可变可再生能源的准备。定期举办促进公众参与低碳项目的论坛。深化可再生资源的开

采、生产和回收利用等关键环节的标准化工作，以缓解公众的担忧，在长期电力系统规划中，为

受影响的群体、行业和工人设计转型扶持基金，以减少不公平社会现象，增强社会凝聚力。 

3.3.2 发展定价机制、激励补贴和大数据平台提升需求侧管理水平，实施峰谷电价，提升负荷转

移的有效性 

需求侧管理（DSM）的标准化与升级是提高能源效率的关键，对计划迅速推进可再生能源部

署或已处于深入调整电力消费结构的国家而言尤其关键。相关模型测算表明：把全球平均气温较

工业化前水平的升高控制在 1.5 摄氏度的目标下，需求侧管理措施在实现该宏伟目标的减排方面

发挥关键作用。194一国的需求侧管理措施应统筹考虑本国能源用户、能源发电企业、电网公司和

                                                      

193 娄素华、卢斯煜、吴耀武和尹项根（2013 年），《低碳电力系统规划与运行优化研究综述》。（中文链接，见“参考文

献”部分）。 

194 Mundaca, L.、Ürge-Vorsatz, D.和 Wilson, C.，《将全球平均气温升高水平控制在 1.5 摄氏度以内的需求侧方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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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机构等多方诉求。应提供贴合能源用户需求的指导措施，鼓励提高能源效率，共同推动建立

高效、安全、绿色、可靠的电力系统。  

图 3.6 需求侧管理平台的基本功能  

 

 

资料来源：工信部195 

宏观层面下，要加强大数据技术在需求侧管理平台建设中的应用，以促进电力信息的交换与

能效评估。如图 3.6 所示，需求侧管理平台的基本功能需要涵盖：电力数据的采集与分析、需求

响应管理、故障诊断与监测、电力能效管理等。在此过程中，需强调需求侧管理的建设标准，并

                                                      

源效率》。来源 https://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s12053-018-9722-9 

        195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信部 (2019。《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工业领域电力需求侧管理工作指南”的通知》。来源

http://www.miit.gov.cn/n1146285/n1146352/n3054355/n3057542/n3057545/c6273874/cont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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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财政预算安排中优先考虑，这有助于将低碳目标更好地融入需求侧管理的体系设计之中。预计

2017 年至 2023 年，全球智能电网的市场规模将扩大三倍，达到约 610 亿美元的规模，而亚太地

区将成为智能电网技术增长最快、规模最大的市场196，发展中国家的需求侧管理平台建设有望加

快。为解决发展中国家存在的用电数据共享不足、数据流通不畅等问题，需要拓宽政府机构、企

业和居民用户之间的数据交换渠道。这有助于挖掘海量数据的潜力，为需求侧管理的数字化升级

打下坚实基础。  

微观层面下，提升终端用电户的需求侧管理同样至关重要，工业、交通和居民部门的用户均

为消费主体。具体的需求响应策略主要包括价格信号和激励补贴。就价格信号而言，适当的分时

段定价有助于削平能源峰值和填补低谷，即通常所说的削峰填谷或电荷转移（见图3.7）。在条件

允许的情况下，也可以考虑采用可中断电荷电价、容量竞价和需求竞价等方案。197 

图 3.7 需求侧管理电荷曲线调节法 

 

资料来源：改编自 Bhamidi, L.和 Sadhukhan, A.的研究 198 

                                                      

        196 Tiseo, I.，《2017 年至 2023 年全球各区域智能电网市场的规模》（2020 年）。来源

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246154/global-smart-grid-market-size-by-region/ 

197 Hesser T.等人，《通过直接电荷控制和需求响应实现可再生能源的集成》（2012 年）。来源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B9780123864529000097 

198 Bhamidi, L. and Sadhukhan, A. （2017 年），《智能电网环境下需求侧管理的多目标优化方法》。2017 第七届国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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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多元化的需求响应试点项目，根据特定区域特定发展阶段的实际需求、产业特征和减排

目标量身定制。比如欧盟强调需求响应平台建设和修订智能用电标准的同时，欧洲各国也根据各

国自身的规划和标准开展需求响应工作。对于“一带一路”沿线的发展中国家，由于需求侧管理

起步较晚，可以考虑建立试点，探索多元化等手段，激励将工业和家庭用电负荷纳入需求响应计

划。  

为促进需求响应计划的实施，中国的需求响应政策根据不同情况也调整、配置为不同的管理

方案（见表 3.5）。自 2013 年始，北京、苏州、佛山等城市建立了需求响应试点，探索削峰填谷

并行、需求侧竞价（DSB）等新的需求响应措施和模式。在这一过程中，数字化管理进一步推进，

以实现更精准的电荷调节和更快速的需求响应。冶金、水泥、石化等行业内的用电企业是升级微

观管理水平的试行者，其经验可供其他行业借鉴，以推动构建更合理的用电量预测、能效分析与

优化模型。  

表 3.5 中国已开展的和目前主流的需求响应类项目  

价格型方案 激励型方案 政策指导型方案 

分时段费率 可中断/可削减电荷 限电措施 

临界峰值定价（CPP） 直接电荷控制 有序用电 

两段式定价   

资料来源：Tahir, M. F. 等人的研究 199 

                                                      

力系统会议。来源 https://www.researchgate.net/figure/DSM-load-shape-methods_fig1_325935562  

199 Tahira, M. F.等人（2020 年），《从中国目前的试点项目看需求响应的意义，并为未来的进步设计问题解决方案》。《社

会中的技术》。来源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160791X19306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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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节能行为的需求侧管理是一种替代性的需求侧管理策略，尤其是在缺乏相应技术和资金

的国家。实施需求侧管理计划存在一定难度，成本有时会超出已确认的预算，这对低收入和中等

收入国家有很大挑战。200这些替代方案可以侧重于改变用电习惯，促进循环经济、节约用电和共

享经济。研究表明，通过节能行为可降低高达 21.9%的能源需求。作为一种需求侧管理手段，孟

加拉国的《能效与节能规划》（EECMP）表明：提高家用电器的能效可使居民用电需求降低

28.8%，而将节能行为作为一项需求响应策略，配合《能效与节能规划》一起实施，则可将居民

用电需求降低 50.7%。201 

3.3.3 推动发展多能互补能源体系，促进区域能源互联互通，提高能源效率，推进储能技术，缓

解地理资源制约 

发展多样化的可再生能源技术组合，在可调度和部分可调度资源之间保持适当平衡，可以降

低大规模部署可变可再生能源的难度。在电力系统的供应保障方面，资源来源的多元化是一个共

识的概念。更高占比的可变可再生能源的部署为多元化的系统规划工作引入了新的元素。通过改

造东北地区的燃煤电厂，中国在 2017 年至 2018 年间得以实现技术多元化，大幅减少了弃电弃风

的现象202（见图 3.8），并在供电的各个环节实现了能源多元化。对于不具备建设全国性集中电

网条件的国家需要考虑更多依靠离网式和分布式的解决方案。 

                                                      

200 查尔斯·里弗顾问公司（2005 年），《需求侧管理入门》。文中强调了价格反应机制的作用。为世界银行编写。来源 

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handle/10986/8252 

201 Khan, I. （2019 年），《推广节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需求侧管理战略：孟加拉国的案例》。《国际能源和环境工程杂

志》。来源：https://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s40095-019-0302-3 

202 “弃风行为是指系统运营商在特定时间内削减可出售给电网的风力发电量。这种弃风行为的原因通常有两个：输电系统无

法消纳风力设施的充分调度（非自愿弃风）或供需不匹配（自愿削减）。”转引自 Fine，S.等人，《可变能源资源（VER）的普及—

—美国市场展望与前景》（2017 年），见 Jones, L.（编），《可再生能源并网：电网的可变性、不确定性和柔性的管理实务》。爱

思唯尔。来源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B9780128095928000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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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8 中国东北三省 2017 年与 2018 年第一季度风电弃风情况比较 

 

资料来源：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203 

提升可再生能源地域分布的多样化，在物理层面实现必要的互联互通。由于本地建设和实现

资源多样化的资源禀赋和能力受限，在多数情况下，实现多样化的最有效途径是扩大平衡区的面

积以及实现地域分布的多样化。这一措施对于已经具备稳定且安全的集中式电网的国家更加合适，

对于供电水平相对较低的国家也有裨益，这些国家同样可以从区域互联互通中受益。204 

                                                      

203 中国东北地区的改造工程包括降低火电厂的最低电荷水平以及建立辅助服务市场等。除以上例子之外，传统电厂（燃煤、

天然气）比较普遍的改造内容包括：缩短启动时间和降低启动成本；降低最低电荷和提高部分电荷效率；提高升压率和缩短最低正常

运行时间和运行时间。这些技术改造与市场设计和监管调整同步进行。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2019 年），《传统电厂的柔性：创新

格局简报》。来源 https://www.irena.org/-

/media/Files/IRENA/Agency/Publication/2019/Sep/IRENA_Flexibility_in_CPPs_2019.pdf?la=en&hash=AF60106EA083E4926

38D8FA9ADF7FD099259F5A1 

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2019 年)，《高比例可变可再生能源并网的解决方案》。来源

https://www.irena.org/publications/2019/Jun/Solutions-to-integrate-high-shares-of-variable-renewable-energy 

204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的情况便是如此。它与东盟的电网互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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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区域电力交易市场和能源交换平台是对物理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重要补充。这些平台为

国家范围内和跨国范围内的电力、能源交易提供了机会，可以促进建立一个更具竞争力、透明度

和活力的能源交易平衡生态系统，使各个区域的供需关系与市场反映相匹配。区域电力交易同样

有助于最大限度地发挥区域内低碳发展潜力，一个区域拥有的可再生资源总量与灵活资源会比单

个国家更加的资源禀赋更加多元化。许多区域正率先发展建立能源交易平台和机制，以实现能源

供需平衡，205例如南亚、阿拉伯地区、大湄公河次区域和南部非洲等。206 

发展联产技术——如热电联产（CHP）和冷热电联产（CCHP）——可以促进提高整体能源

效率。丹麦、芬兰、瑞典等化石燃料资源丰富的国家已成功通过市政供暖和发电的热电联产模式，

实现了低碳发展并提高了能源效率。207冰岛等国也已成功开发了地热能等可再生能源的热电联产

或冷热电多联产项目。新兴的智能设备和先进通信技术，辅以（现有及未来的）能源本地存储或

就近储存（例如以热水或冰块的形式208）的手段，可以为相关能源服务提供后置储备，使一部分

民用和商业用电负荷在可再生能源供应非可控的情况下整合为可控。 

发展多能互补系统（MECS）至关重要，对供给侧的多能源整合，可以提高能源效率，降低

风电、太阳能发电和水电的电荷削减率，促进能源互联互通。同时，推广和实施电、热、冷、气

                                                      

205 世界银行（2018 年），《促进区域电力贸易的一体化能源支持计划----中东和北非的案例》。来源

https://www.financeministersforclimate.org/sites/cape/files/inline-files/Session%203-

4.%20Waleed%20Alsuraih_CMI_PAEM%20support%20schemes%20harminzation%20and%20trade%20FNL.pdf  

206 Alam, F.、Alam, Q.、Reza, S.、Khurshid-ul-Alam、S. M., Saleque, K.和 Chowdhury, H. （2017 年），《区域电力交

易和能源交换平台》。《Energy Procedia》，110，592-596。来源：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1876610217302205。  

区域电力监管机构协会和世界银行(2009 年)。跨境电力贸易的国际经验。来源

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handle/10986/12716  

207 国际能源署（2019 年），《国际能源署成员国的能源政策：瑞典 2019 年政策审议》。来源

https://www.iea.org/reports/energy-policies-of-iea-countries-sweden-2019-review  

208 美国环境保护署，《电力储存》。来源 https://www.epa.gov/energy/electricity-sto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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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优化耦合，可以最大限度地提高用户的能源利用效率。发展多能互补系统的关键技术环节包括：

多种能源分析与规划、优化与控制多种能源系统的协同以及大规模的储能设施管理。209 

充分利用可再生能源的电网平衡服务，满足可再生能源部署不断加大和深化需求。公众普遍

认为部署可变可再生能源需要额外的电网平衡服务，但先进的可变可再生能源资源的灵活性可得

到最大限度的发挥。这类服务通常包括在满负荷输出时进行“向下调度”，或减少输出以实现向

上或向下调度。210可变可再生能源还可以提供其他服务，如合成惯性等。提供系统辅助平衡的服

务一般需要在电网连接规范中明确须提供服务的性质，并建立激励机制，为输出减少所带来的收

入损失提供补偿。211 

推进储能技术是促进能源结构多样化的关键。这有助于提高电力系统的灵活性，通常情况下，

可以实现快速响应，如发展抽水蓄能或电化学、电池储能系统等。虽然抽水蓄能是最常见的电网

级储能形式，但电化学、电池储能系统因成本快速下降也备受青睐（见 3.2.1 节）。这种技术非

常适应于从学习曲线效应中获益，成本有望继续下降，可能会在未来几年内成为一种具有成本效

益的能源资源。212 

                                                      

209 钟迪、李启明等（2018 年），《多能互补能源综合利用关键技术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热力发电》（中文链接，见

“参考文献”部分）。 

210 国际能源署（2019 年），《电力系统改造现状》。来源 https://www.iea.org/reports/status-of-power-system-

transformation-2019 

211 同上。 

212 Kittner, N. 等人（2020 年），《电网级的储能方案》。载于 Junginger M.和 Atse L.编辑的《向低碳能源系统转型中的技

术学习：概念问题、实证研究结果和在能源建模中的使用》，学术大学出版社，第 1 版，119-143 页。来源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B978012818762300008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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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电池的模块化保证了区域用电和规模用电的灵活性。213意味着电池可与可再生能源项目耦

合：与储能技术耦合的太阳能光伏发电项目约占新的公用事业级电池项目总数的 40%。214它们与

居民光伏发电系统的耦合也越来越受青睐，甚至在光照条件较好的区域展现出“独立于电网之外”

的前景。蓄电池储存系统需要市场规则进一步调整，如明确他们是否归属发电侧或需求侧。 

推行共同治理，确保在市场及平衡规则基础上充分支持共享资源，包括备用和全套辅助服务。

目前很多国家在电力资源发展上自给自足的发展理念成为了资源充分共享的切实障碍。统一市场

规则，减少地方对电力系统的控制，对不同市场进行共同治理，相关监管主体的目标保持一致和

达成共识，这些都至关重要，否则会成为共同治理的障碍。215 

区域组织和其他多边机构可以助推能源系统和结构的多样化进程。1997 年，东盟启动“东盟

共同电网”（APG）项目，旨在联通十个成员国，目前已成功实现了泰国与柬埔寨、老挝人民民

主共和国和越南的电网链接。东盟目前制定了到 2025 年将可再生能源占一次性能源供应的比例

提高到 23%的目标，新的电网互联项目已在推进之中，以期扩大区域电网的全面覆盖。 

中国在全球范围内发起成立了“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缩写：GEIDCO，见专栏

3.1）。经预测，在 2050 年规划的 27 万亿美元的能源投资中，有 7 万亿美元将被用于“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电网建设，以满足全球日益增长的用电需求。216 

                                                      

213 国际能源署，《电力系统改造现状》（2019 年）。来源 https://www.iea.org/reports/status-of-power-system-

transformation-2019 

214 二十一世纪可再生能源政策网络（2019 年），《可再生能源 2019 年全球现状报告》。来源

https://www.ren21.net/gsr-2019/ 

215 美国的西部同步互联电网不存在单一的有组织的市场，而是使用一个自愿的西部能源平衡市场（EIM）。该市场覆盖西部

八个州的从业者。欧洲则建立了一种机制，允许电网系统不平衡电力的跨境抵消，从而有效地建立更大的平衡区，而无需单一的系统

运营商。  

216 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2019 年），“签署六项协议并发布《“一带一路”能源互联互通计划》”。来源

https://m.geidco.org/article/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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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3.1 向全球能源互联网的目标迈进 

  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GEIDCO）创立于 2016 年 3 月，总部设在北京，是一个非

盈利性的国际组织。其宗旨为推动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以清洁和绿色方式满足全球电力需

求。该组织有志于推动共建共享的现代电网，利用好特高压直流输电技术，推动全球能源互联

网骨干网架。 

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能协调国际社会应对电力能源的重大关切，并充分挖掘潜

在的机遇，主要因为： 

 联通国内、州内、全球电力网络和市场的需求在日益增加，尤其是基础设施和电价交易

（包括定价和支付）等方面； 

 加强和协调全球电力市场治理机制的显著必要； 

 全球电网有效互联存在巨大的潜在效益，包括低碳经济的重要贡献； 

尽管受重视水平仍需提升，但电网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倡议迈向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组

成部分。根据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的测算，清洁能源在全球各地均资源丰富，开发潜

力超过 10 万太瓦。如果可以有效地通过全球电力互联网传输电力，则只需要这些潜在清洁能源

资源的不到 0.1%，就能满足当今世界的能源需求。此外，特高压输电技术愈发成熟，也使得全

球电力互联网愈发可行。因此，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呼吁各国推动全球能源互联网的

建设。 

为此，该组织致力于推动全球能源互联网共识，促进全球协调提高能源生产消费效率。

“一带一路”倡议下伙伴国家的硬件（基础设施）和软件（能力建设与统一的技术标准等）的

提升，能推动利用全球能源互联网，使之更好地支持边远地区的可持续发展，促进农村地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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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容发展。全面电网互联还意味着更完善的基础设施，从而降低电力成本，保障电力供应，帮

助各地区民众在经济全球化下，提高其自身发展能力与抗灾能力。 

 

3.3.4 提高负荷预测和调度预测，有效保障能源管理效率、储备调度和系统灵活性，平衡能源供

需 

开展有效的能源管理，对于平衡各种能源资源的利用，协调不同区域的能源生产，调节不同

时段的能源强度，促进能源交易和结算，打通供需平衡的关系至关重要。 

缩小数字化鸿沟对提升能源管理效率至关重要。数字化工具可以促进海量数据的收集、测绘

和分析，同时将源-网-荷-储各个环节联系在一起，是值得推广实施的必要路径。数字化工具主要

包括：物联网、大数据、虚拟电厂和智能电表等。217  

提升负荷预测水平以保证电力储备具有足够的灵活性和可调度性。218这既包括基于能源消耗

定额的回溯，也包括基于情景分析的预测。为了最大程度地减少电力储备成本，必须具有能够处

理大量数据的集中式预测和调度功能。219可再生能源普及率较高的地区已通过数字化技术，引入

了对可变可再生能源的发电量进行短期、集中化预测的成熟系统。可通过对当地耗电量的实时监

测与比较，测算出负荷指数。 

                                                      

217 第二章介绍了中国的虚拟电厂项目。  

218 国家可再生能源实验室（2016 年），《预测风能和太阳能发电：改善系统运行》。来源

https://www.nrel.gov/docs/fy16osti/65728.pdf 

219 国家可再生能源实验室（2016 年），《预测风能和太阳能发电：改善系统运行》。来源

https://www.nrel.gov/docs/fy16osti/6572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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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预测和调度流程。许多地区关注的重点是如何优化在用电高峰时确定容量采购的模型，

但系统灵活性的核算以及相应的容量采购方案目前已成为市场设计的关键挑战之一。220常规的系

统运行、规划和市场设计方法依赖的假设是可调度式的发电和相对可预测的需求模式。例如，人

们可以假设所有的强制停电都是随机且独立的事件，需求的不确定性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正态”

分布曲线来近似表达。在此基础上，可以很方便地计算出安全标准，或是负荷损耗值与高峰负荷

时的容量需求之间的直接对应关系。这是传统规划长期系统容量需求的所依赖的基础。然而，由

于发电设备的可用性越来越受重要系统性因素的影响（如风力涡轮机的可用性取决于天气条件），

上述假设的适用性在未来将变得越来越低。 

在这种情况下，要核算出符合特定安全标准的容量水平非常复杂。实际上，仅靠发电量的预

测是不够的，后备发电设备是否有能力在较长时期内维持一定的发电水平也是关键因素。在可变

可再生能源的发电占比达到较高比例时，若需求快速增长伴随发电输出快速降低，或需求快速减

少伴随发电输出快速增加，则供需平衡将面临最严峻的挑战。这表明，系统灵活性是供电保障服

务最重要的考虑因素，其重要性在一定程度上高于传统的容量和能源安全等因素。 监管需要根据

上述优化变化预测和调度的流程。在许多情况下，系统运营商需要调整现有的管理流程。例如，

在大部分情况下，缩短平衡时间被证明是一种有意义的方法。221更重要的，这些调整不应削弱整

合相邻平衡区的能力，用于平衡的资源也应充分实现共享。 

                                                      

220 近年来，对容量机制的要求一直是欧盟能源政策讨论的一个重要议题。这可能涉及到像英国那样通过拍卖直接采购确定的

容量，也可能涉及到更多的间接机制，如德克萨斯州电力可靠性委员会(ERCOT)采用的稀缺性定价。 

221 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2019 年），《实现可再生能源未来的创新格局：整合可变可再生能源的解决方案》。来源 

https://www.irena.org/-/media/Files/IRENA/Agency/Publication/2019/Feb/IRENA_Innovation_Landscape_2019_repor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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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 进一步加快火电改造，更好发挥火电作为电力系统“稳定器”和“压舱石”的功能，支持

更高比例的可再生能源并网 

“一带一路”沿线的部分国家和地区，可再生能源自身资源禀赋可获性有限，且作为电力供

应侧受外部环境影响波动较大。未来一段时间内，火电仍将是支持、满足其自身基本生活和经济

发展的主要电力供给来源。进一步发展热电联产（CHP）、超低排放（ULE）、节能改造等技术，

是减少火力发电行业碳排放，促进低碳发展的重要路径。 

加快火电项目改造，提高电力系统调峰能力，更好应对可变再生能源在电力供应端的可变性

特征。这包括需要对部分发电设备的组件进行工程改造，对设备运行做出作出优化等，从而能够

释放火电设施的灵活性，发挥其作为电力系统稳定器的作用。 

实施火电厂工程改造的具体目标是降低最低负荷，222保证稳定燃烧，提高调峰速率，223缩短

启动时间，降低最短正常运行时间。224预计此类改造项目可将热电联产机组和冷凝机组的调峰能

力提高 20%左右。225 

此类改造项目的潜力是巨大的。在印度，三分之一的火电厂将最低稳燃负荷从 70%降至 55%，

从而将可变可再生能源的弃风弃电率从 3.5%降至 1.4%，并将电力系统的年度运行成本降低了

                                                      

222 最低电荷“描述的是一座发电厂在维持稳定运行的情况下所能提供的最低净功率输出”。阿哥拉能源转型智库（2017 年），

《以现有燃煤电厂为切入点看火电厂的柔性》。来源 https://www.agora-

energiewende.de/fileadmin2/Projekte/2017/Flexibility_in_thermal_plants/115_flexibility-report-WEB.pdf 

223 “缓变率描述的是发电厂在运行期间调整其净功率的速度”。阿哥拉能源转型智库，《以现有燃煤电厂为切入点看火电厂

的柔性》（2017 年）。来源 https://www.agora-

energiewende.de/fileadmin2/Projekte/2017/Flexibility_in_thermal_plants/115_flexibility-report-WEB.pdf 

224 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2019 年），《传统电厂的柔性：创新格局简报》。来源 https://www.irena.org/-

/media/Files/IRENA/Agency/Publication/2019/Sep/IRENA_Flexibility_in_CPPs_2019.pdf?la=en&hash=AF60106EA083E4926

38D8FA9ADF7FD099259F5A1 

225 施应玲、左艺、孟雅儒（2017 年），《中国火电产业的历史轨迹与发展展望》。《科技管理研究》（中文链接，见“参考

文献”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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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226我们鼓励通过进一步降低最低稳燃负荷，让可变可再生能源的弃风弃电率进一步降低。

227与此同时，较高的调峰速率有助于发电厂更快地响应需求的变化。在南非等国家，燃煤电厂的

缓变率在 0.1%至 0.7%之间（见图 3.9），远低于 1%至 4%的平均水平。提高调峰速率有利于电

厂迅速调整其生产，以满足电力系统发展需求。 

 

 

 

图 3.9 南非硬煤电厂与最常见和最先进硬煤电厂设计调峰速率的比较  

占名义容量的百分比 

 

南非的硬煤发电厂               最常用的硬煤电厂                最先进的硬煤电厂 

                                                      

226 印度中央电力监管委员会（2016 年 4 月 6 日），《印度中央电力监管委员会第 2L-1/18/2010 号通知》。来源

http://www.cercind.gov.in/2016/regulation/124_1.pdf  

227  国 家 可 再 生 能 源 实 验 室（ 2017 年 ） ， 《 绿 色 电 网 ： 将 175 吉 瓦 的 可 再 生 能 源纳 入 印 度电 网 之 路 径 》 。 来源

https://www.nrel.gov/docs/fy17osti/6872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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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阿哥拉能源转型智库 228 

完善电网规范229和市场规则，鼓励火力发电厂提高运行的灵活性，为项目改造营造有利环境。

印度已经出台新版电网规范，使洲际发电站得以将发电机组的最低技术输出量降低为装机容量的

85%。新版的电网规范还规定了更高的调峰速率要求，推动了部分火力电厂进行工程改造和灵活

性化研究。230在中国的东北地区，通过在电力辅助服务市场引入价格机制，从而推动了火力发电

厂开展降低最低负荷的改造。上述经验也在中国其他地区也得到了推广（更多关于电力市场设计

的内容见附件四）。 

3.3.6 根据资源禀赋和用电需求，科学规划和发展分布式能源，实现与集中式能源发电有效互补 

在规划集中式与分布式能源资源开发选择方案时，需重点考虑目标市场或国家的自然禀赋及

电力发展水平。例如，如果可再生资源位于远离城市的无人区，集中式可再生能源发电站是一个

较佳的选择，并具有成本竞争力。反之，在电力系统未形成同步集成的地区，并且地方政府的政

策制定者也不认同建设这些系统的必要性，则发展分布式能源可作为满足当地能源需求的可选方

案（见专栏 3.2）。 

专栏 3.2 分散化的电力系统 

同步一体化电力系统是所有发达国家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标准配置，但它们在非洲或亚太

区域的主要国家还未形成普及（参见第 3.4.1 节马达加斯加的介绍）。在农村和偏远地区，微型电

                                                      

228 阿哥拉能源转型智库，《以现有燃煤电厂为切入点看火电厂的柔性》（2017 年）。来源 https://www.agora-

energiewende.de/fileadmin2/Projekte/2017/Flexibility_in_thermal_plants/115_flexibility-report-WEB.pdf.3.3.4 不断提升电力

组合的技术与区域多元化程度。 

229 电网规范是规定所有连接到电网的设施所必须达到的性能标准的技术文件，其目的是为了确保电网的安全与可靠运行。 

230 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2019 年），《传统电厂的柔性：创新格局简报》。来源 https://www.irena.org/-

/media/Files/IRENA/Agency/Publication/2019/Sep/IRENA_Flexibility_in_CPPs_2019.pdf?la=en&hash=AF60106EA083E4926

38D8FA9ADF7FD099259F5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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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和离网解决方案等分布式可再生能源系统成为最具成本效应的供电手段。这些系统成为主要的

能源供应来源，而当地的政策制定者因成本效益的考虑往往不会考虑发展一体化电力系统的必要

性。231根据二十一世纪可再生能源政策网络（REN21）2019 年的《可再生能源全球现状报告》测

算，离网太阳能发电系统的销售量已从 2010 年的 90 万套上升到 2018 年的 2350 万套。232 

尽管涉及智能组件和基于云软件平台的技术创新已实现大规模部署并有助于确保所提供能

源的更有效利用，但这些分散式能源系统所面临的系统集成问题与连接到集成系统的可再生能

源所面临的系统集成问题不同，部署这类系统的主要挑战往往在于如何设计恰当的商业模式，

确保针对能源需求较低以及相对贫困的社区也能保障必要的投资。 

分布式低碳能源网格与集中式智能电网的结合将是未来能源互联网发展的关键。对于追求快速

城镇化的国家，天然气、太阳能等分布式能源对于满足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至关重要。不管是在

城市还是农村，居民或社区均可同时扮演能源消费者与能源生产者的双重角色，提高能源效率。  

分布式发电（DG）系统作为分布式能源的核心，233经历了三代的演进（见图 3.10）。第一

代系统基本属于集中式系统，第二代系统则成功发展出多个能源中心。随着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

和互联网的普及，第三代分布式发电系统应运而生，以应对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和缓释气候变化

挑战的需要。在这一分散化的电力系统中，包括风电、太阳能发电、生物质热电联产在内的可变

可再生能源发电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终端用电户同时也是电力生产者。他们通过屋顶式太阳能

光伏或燃料电池发电，通过能源互联网实现能源的传输、分配和交易。 

                                                      

231 二十一世纪可再生能源政策网络（2019 年），《可再生能源 2019 年全球现状报告》。来源

https://www.ren21.net/gsr-2019/ 

232 同上。 

233 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2019 年），《实现可再生能源未来的创新格局：整合可变可再生能源的解决方案》。来源 

https://www.irena.org/publications/2019/Feb/Innovation-landscape-for-a-renewable-powered-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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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0 分布式发电系统的演进历程  

 
资料来源：Long, W 234 

灵活性储电设施的技术创新是分布式电力系统发展的前沿。通过打破时间和地理区域设置的

限制，储电设施实现了剩余电力的交换并释放了终端用户的自治权。随着兼具灵活性与价格可担

负性的储能设施出现，能源生产者和消费者，尤其是小规模的能源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角色可以更

加灵活多变，并进一步推动终端用电户之间的电力交换。随着分布式发电技术的发展变革，终端

用电户的储电设施有望成为重要的投资领域。  

探索多样化的商业模式，进一步完善服务市场，以促进分布式能源的发展。例如，可鼓励利

用区块链技术开展线上电力交易平台的试点，以促进日益增长的点对点交易发展需要，同时提高

分布式能源资源的占比份额。应基于智慧基础设施、数字化工具以及集成控制和自动化技术，建

立分布式能源的交通电气化、建筑电气化和智慧城市等服务平台。 

                                                      

234 Long, W.（2019 年），《第三代分布式能源系统及其应用》，《暖通空调》（中文链接，见“参考文献”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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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促进低碳能源转型和发展的最佳实践 

本节所提供的能源转型领域最佳实践案例囊括处于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包括人类发展水平

排名靠后的国家（马达加斯加）、人类发展水平中等的国家（越南）、人类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

（南非），以及人类发展水平极高的国家（丹麦和乌拉圭）。 

3.4.1 马达加斯加：统筹制定能源发展规划和政策，促进提升可再生能源发电占比 

马达加斯加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该国已经启动政治和能源改革，力争到 2030 年将

能源结构中的可再生能源占比提高到 80%。值得一提的是，马达加斯加计划在未来十年内将其可

变可再生能源占比从几乎为零提高至 10%。这项目标宏伟的改革计划能否成功，取决于该国能否

克服政治经济领域的挑战，以及能否吸引到国际投资。 

马达加斯加的能源结构中水电占比约 54%，火电占比约 46%，石油主要来自进口，该国能源

结构有利于低碳发展，这也是其制定能源转型宏伟目标的基础。235马达加斯加的可再生能源潜力

极大，包括水电、太阳能、风能等，并且该国政府在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和电气化趋势方面有着

强烈意愿，这为马达加斯加的能源改革提供动力。马达加斯加的水电潜力尚未得到充分开发，经

开发有望达到 7.8 吉瓦（是目前使用量的 10 倍多），236其太阳能每年平均可提供 2000 度电/平方

米的供电能力（见图 3.11）。237此外，在岛屿的南部和北部，风力发电能力尤其引人注目。 

                                                      

235 马达加斯加水、能源和油气部，《马达加斯加可再生能源投资计划》（2018 年）。来源

https://www.climateinvestmentfunds.org/sites/cif_enc/files/srepinvestment_plan_for_madagascar_final.pdf 

236 同上。 

237 全球太阳能发电地图，《全球太阳能发电地图》（2020 年）。来源 https://globalsolaratlas.info/map 



117 118

为全球和“一带一路”沿线低碳发展铺平道路

 

117 

 

马达加斯加致力于通过发展可再生能源来增加电力供应。例如，2019 年，马达加斯加计划由

本国和意大利的公司在首都塔那那利佛联合建设一座水电站。加上两座太阳能发电厂，总装机容

量将达到 35 兆瓦，可用于填补首都塔那那利佛及周边地区的能源缺口。 238 

图 3.11 马达加斯加的太阳能开发潜力 

 

Legend=图例；Kwh/kwp=千瓦时/峰瓦；Antananarivo=塔那那利佛；Madagascar=马达加斯加 

资料来源：全球太阳能发电地图集239 

然而，这项目标宏伟的改革能否成功，取决于马达加斯加能否克服政治经济的多重挑战，包

括能否成功吸引外资。作为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马达加斯加在能源和电气化政策领域面

临重要挑战。240马达加斯加的人类发展指数（0.521）在 189 个国家中排名第 162 位，2019 年

人均 GDP 为 1453 美元。241 2009 到 2013 年，该国经历了国内政治危机。此外，马达加斯加用

                                                      

238 非洲能源门户，马达加斯加：塔那那利佛项目中的 35 兆瓦水电站（2019 年）。来源 https://africa-energy-

portal.org/news/madagascar-35-mw-hydroelectric-power-plant-project-antananarivo  

239 全球太阳能发电地图，《全球太阳能发电地图》（2020 年）。来源 https://globalsolaratlas.info/map 

240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类发展报告》（2019 年）。来源 http://hdr.undp.org/en/countries/profiles/MDG 

241 按照 2011 年购买力平价计算，资料来源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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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覆盖率为 15%，是全球最低的国家之一。民众对债台高企、供电不稳定供电的国家电力运营商

不满。在国内能源需求不断增加的同时，该国已经面临气候变化带来的问题。 

马达加斯加于 2015 年启动了雄心勃勃的《新能源政策》，2018 年出台的《可再生能源政策

投资规划》给出了进一步详细阐述。242 这项规划强调大力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并提出 2030 年

两大目标：将用电覆盖率从人口的 15%提高到 70%；同时，尽管拥有重要的石油储备，仍需总体

能源结构中将可再生能源占比提高至 80%。通过若干水电项目、风能和太阳能并网，将并网发电

比例提高到 10%；借助小水电、厨余沼气和太阳能光伏发电等推进可再生能源离网发电。243 这些

措施辅以相关政策配套，包括餐厨设备的现代化改造和能效的提高等。 

为促进可再生能源转型，马达加斯加需保证国内经济和政局的稳定，同时在世界银行、欧盟、

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支持下吸引外资。2016 年以来，世界银行已向该国提供 1 亿美元贷款，用于

国家电网改造。国际金融公司已在马达加斯加发起“太阳能扩容”倡议，采用公私合营模式开发

太阳能项目。244 

来自马达加斯加案例的启示： 

尽管马达加斯加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但该国在不损害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提下，

努力开发一条与气候行动相契合的政策路径。一旦成功，马达加斯加这项目标宏伟的政策改革可

使该国在发电、输电、环境和气候政策领域实现数十年的跨越式发展。这项改革还将给马达加斯

加民众带来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为全球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做出贡献，并为包括中国公司在

                                                      

242 同上。 

243 马达加斯加水、能源和碳氢化合物部，《马达加斯加可再生能源投资计划》（2018 年）。来源

https://www.climateinvestmentfunds.org/sites/cif_enc/files/srepinvestment_plan_for_madagascar_final.pdf 

244 世界银行集团，《太阳能的力量：马达加斯加踏上可再生能源发电之旅》（2018 年）。来源

https://www.worldbank.org/en/news/feature/2018/10/10/the-force-of-the-sun-madagascar-embarks-on-renewable-

energy-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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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的多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分享和转移技术知识带来机遇。国际组织和私营部门的合作对

于帮助马达加斯加等最不发达国家实现能源目标十分重要。 

3.4.2 越南：鼓励、支持投融资流向可变可再生能源发展项目 

越南的人类发展指数处于中等水平（0.693），在 189 个国家中排名第 118 位。245 越南全民

用电覆盖率为 100%。2000 年以来，越南的 GDP 增长率大多处于 5%至 7%之间。在经济快速发

展的推动下，过去五年越南的用电需求增长了 60%，预计到 2030 年将翻一番，达到 120 吉瓦。

246这将对温室气体排放水平产生重要影响，而改造升级越南电网需要约 1500 亿美元的投资。247 

鉴于上述发展趋势，越南已从煤炭和石油的净出口国变为净进口国。越南水电资源充沛（占发电

量的 40%），2017 年以后，越南开始转变仅以化石燃料为主导的能源政策，允许大幅增加可变

可再生能源投资。现行的政策是对化石燃料和可再生能源同时进行大规模投资。 

作为东盟成员国，越南于 2016 年做出标示性承诺：到 2025 年前将可再生能源占一次能源供

应的比重提高至 23%。在 2019 年纽约联合国气候行动峰会上，东盟重申了越南的这一标示性承诺。

248 2017 年越南可变可再生能源在电力结构中的占比几乎为零，但目前越南已成为东南亚风能和太

阳能发展领域最领先的国家之一。由于太阳能潜力大、定价政策恰当，越南的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

已从零跃升至 2020 年的 5 吉瓦。249风电的扩张速度比太阳能发电略低，到 2030 年，风电装机容

                                                      

245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类发展报告》（2019 年）。来源 http://hdr.undp.org/en/countries/profiles/VNM 

246 Vu, K.，“越南贸工部称越南自 2021 年起将面临严重的电力短缺”（2019 年 7 月 31 日）。路透社。来源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vietnam-energy/vietnam-will-face-severe-power-shortages-from-2021-ministry-

idUSKCN1UQ11M 

247 Rogers, M.，《越南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未来》（2019 年 5 月 1 日）。麦肯锡公司。来源

https://www.mckinsey.com/business-functions/sustainability/our-insights/sustainability-blog/vietnams-renewable-

energy-future 

248 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在 2019 年联合国气候行动峰会上的联合声明》（2019 年 9 月 23 日）。来源

https://asean.org/storage/2019/09/AJSCC-to-UN-Climate-Action-Summit-2019-ADOPTED.pdf 

249 经济学人，“越南努力应对太阳能发电的意外增长”（2020 年 1 月 25 日）。来源

https://www.economist.com/asia/2020/01/25/vietnam-grapples-with-an-unexpected-surge-in-solar-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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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将达到 6 吉瓦。世界上最大的海上风电场将建在越南的南部地区，装机容量为 3.4 吉瓦。越南海

上风电的总装机容量预计将达到近 309 吉瓦，约为该国 2030 年总用电需求的三倍。250越南可再生

能源发展迅速，部分原因是可再生能源成本下降，这一下降趋势在未来十年有望持续（参见图

3.12）。251此外，越南可再生能源的快速发展得益于该国南部的自然资源禀赋和相关政策因素，包

括 2017 年可再生能源上网电价补贴政策和 2019 年的可再生能源项目竞价拍卖制度。252 

图 3.12 越南平均平准化度电成本（美元/千度电） 

 

资料来源：麦肯锡公司253 

                                                      

250 Ha, T.，“疾风般的增长：越南非凡的风电发展历程”，《生态业务》（2019 年 11 月 19 日）。来源 https://www.eco-

business.com/news/gusty-growth-vietnams-remarkable-wind-energy-story/ 

251 Breu, M.、Castellano, A.、Frankel, D.和 Rogers, M.，《探索越南未来能源发展的备选路径》（2019 年）。麦肯锡公

司。来源 https://www.mckinsey.com/featured-insights/asia-pacific/exploring-an-alternative-pathway-for-vietnams-

energy-future 

252 经济学人，“越南努力应对太阳能发电的意外增长”（2020 年 1 月 25 日）。来源

https://www.economist.com/asia/2020/01/25/vietnam-grapples-with-an-unexpected-surge-in-solar-power 

253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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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越南国内还有煤矿开发重要规划，现行能源政策仍无法适应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2018 年报告所建议的全球升温 1.5 摄氏度的情景。越南在政策选择上正处于十字路口。254 

来自越南案例的启示： 

风能和太阳能可以得到快速开发。越南从长期支持化石燃料向支持可再生能源发展转变的历

程表明，在 2017 至 2020 年不足三年的时间内，可变可再生能源发电的占比从零提高到 10%。

在此情形下，越南已经实现其 2025 年目标。单是其海上风电的预计总装机容量就已经比 2030 年

预期能源需求高出三倍，类似投入可以缓解越南迫切的用电需求。 

越南同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处在一个政策选择的十字路口。越南的快速发展带来能源需求

的快速增长，能源可及性挑战凸显。2021 年，越南需要确定未来十年能源发展战略规划。如果选

择在其能源系统中更多引入可变可再生能源、而非煤电的方案，其温室气体排放量可减少十倍，

生命周期成本将明显降低，并且有助于避免未来承受大量搁浅资产的负担（参见图 3.12 的成本数

据）。 

3.4.3 南非：逐步退出煤电项目，缓释搁浅资产风险 

南非人类发展水平较高，其人类发展指数为 0.705，在 189 个国家中排名第 113 位。南非对

煤炭依存度高。255其一次能源总需求中有 74%来自煤炭，电力结构中有 89%依靠煤电。256这种

高度依赖煤炭的能源结构，导致其人均温室气体排放量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尽管煤电占据主导，

                                                      

254 Teske, S.、Morris, T.、Nagrath, K.和 Dominish, E.，《越南的可再生能源》（2019 年）。悉尼科技大学。2019 年 11

月。来源 https://www.uts.edu.au/sites/default/files/article/downloads/Teske-Morris-Nagrath-2019-Renewable-Energy-for-

Viet-Nam-report.pdf  

255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类发展报告》（2019 年）。来源 http://hdr.undp.org/en/countries/profiles/ZAF 

256 国际能源署，“南非能源展望”，《2019 年非洲能源展望》（2019 年）中的分析内容。来源

https://www.iea.org/articles/south-africa-energy-outl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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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主要的国家电网运营商仍无法保障其经济发展的用电需求，并且由于管理不善和投资决策问题，

居民和工业用电成本上升，进一步阻碍电网发展。257 

2019 年，南非对其能源政策做出目标宏伟的调整。2019 年 9 月联合国气候行动峰会期间，

南非宣布其气候政策，并于 2019 年 10 月通过《综合资源计划》。鉴于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

源的巨大潜力，以及超出国际能源署最初预期水平的成本削减258，南非已承诺超过 10 吉瓦的煤电

装机容量退役。259由于南非决定同时建设新的煤电机组，抵消后的效果是 2019 至 2030 年，南

非的煤电装机容量将仅下降 3 吉瓦。同时，太阳能光伏发电、风电和水电将为南非电网新增 24 吉

瓦的装机容量，从而将可变可再生能源的发电占比提高到 21%。尽管有观察人士认为相关措施尚

不足以帮助南非实现《巴黎协定》项下的承诺，并对南非新增煤电装机容量提出批评，260但对身

为世界第五大煤炭出口国的南非而言，在未来十年内逐步淘汰煤电依然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承诺。

逐步退出煤电的政策将持续至 2050 年，届时剩余煤电装机容量将降至 12 吉瓦，相比 2019 年下

降 66%。 

 

 

 

 

                                                      

257 同上。 

258 Arndt, C.等人，《快于你的想象：可再生能源与发展中国家》，《资源经济学年度评论》（2019 年）第 11 期 149-168。

来源 https://www.annualreviews.org/doi/10.1146/annurev-resource-100518-093759 

259 南非能源部，“南非能源部的统计数据表明其分布式发电的短期容量缺口（见最后一栏）估计为 2 吉瓦”。《综合资源规

划》（2019 年）。来源 http://www.energy.gov.za/IRP/2019/IRP-2019.pdf 

260 同上。《碳简报国别概况：南非》，《碳简报》（2018 年 10 月 15 日）。来源 https://www.carbonbrief.org/the-

carbon-brief-profile-south-af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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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3 南非和参照国的太阳能光伏发电成本 

 

Average bidding tariff for solar PV, utility scale >5 MW (US$/MWh)=公用事业级 5 兆瓦以上太阳能光伏发电的平

均招标电价（美元/千度电） 

Peru=秘鲁，India=印度，South Africa=南非，France=法国，Uganda=乌干达，Jordan=约旦，Germany=德国，

Zambia=赞比亚，China=中国，Jan=一月，Apr=四月，Jul=七月，Oct=十月，Year=年 

资料来源：Arndt, C.261 

来自南非案例的启示： 

尽管南非是一个煤炭主产国，该国在电力行业低碳化发展领域展现了强劲的政策领导力，致

力于迅速扩大太阳能光伏发电、风电等可再生能源的规模。南非案例凸显了前瞻性规划的重要性。

该国规划考虑到了可再生能源相对价格的下降趋势，以及化石燃料资产可能变为搁浅资产的情形。 

3.4.4 丹麦和乌拉圭：优化区域间电网互联互通，提升电力系统灵活性 

丹麦和乌拉圭是全球部署可再生能源最多的两个国家，它们的成功源于几个因素。首先，尽

管两国自身相对较小，它们利用了靠近较大邻国的区位优势（乌拉圭毗邻阿根廷和巴西），或者

                                                      

261 Arndt, C.等人，《快于你的想象：可再生能源与发展中国家》，《资源经济学年度评论》（2019 年）第 11 期 149-168。

来源 https://www.annualreviews.org/doi/10.1146/annurev-resource-100518-093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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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缝接入区域电网的优势（丹麦可接入欧盟和北欧的电网）。这种电网条件有利于可变可再生能

源发电的并网。特别是因为它们允许按需交易，可以解决因可变可再生能源发电占比高而产生的

难以预测的供需不匹配问题。除区位优势之外，两国均开发出一套技术组合，支持高水平的可再

生能源部署，同时降低各类可再生能源因可变性带来的不确定性。两国根据其资源禀赋和基础设

施条件，采用多种方式提高其国内发电系统的灵活性。例如，乌拉圭的燃油发电和水力发电装机

容量，为风电、太阳能发电提供补充，从而为后者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丹麦通过一整套热电联产

装置来补充国内的用热用电需求，从而实现国内电力系统的灵活性。262 

丹麦是世界上可再生能源部署比重最高的国家。在 1973 年和 1979 年两次石油危机的推动

下，丹麦于 80 年代推行新的能源政策，其中一项关键政策是发展风电产业。263这一进程在 90 年

代加速，当时可再生能源只占丹麦国内用电量的 4%，后来风电的占比提升至全国发电量的 50%

以上。264丹麦已基本完成从依赖煤炭和石油向依赖可再生能源的能源转型，并且无需依赖大量天

然气来提供电网服务。通过优化电网，并将本国电网与邻国的电网互联，丹麦成功完成更高比例

的风电消纳。这要归功于几大因素：丹麦具备有利的自然条件、在北欧和中欧之间拥有良好的同

步电网连接、并且丹麦政府做出了战略性的公共政策选择。在这些因素的基础上，丹麦得以将可

变可再生能源发电的上网比例提高至 50%以上。265 丹麦计划到 2050 年完全摆脱对化石燃料发电

的依赖。266 

                                                      

262 Wynn, G.，“乌拉圭的风能和太阳能市场份额即将打破世界纪录”，《能源与碳》（2018 年 11 月 13 日）。来源

https://energyandcarbon.com/uruguay-poised-overtake-denmark-wind-solar-leader-market-share/ 

263 国际能源署，《国际能源署 2017 年国别能源政策审议：丹麦》（2017 年）。来源

https://webstore.iea.org/download/direct/266?fileName=EnergyPoliciesofIEACountriesDenmark2017Review.pdf 

264 国际能源署，国际能源署数据库，《数据和统计：丹麦发电》（2020 年）。来源 https://www.iea.org/data-and-

statistics?country=DENMARK&fuel=Energy%20supply&indicator=Electricity%20generation%20by%20source 

265 参见第三章第二节关于系统惯性和同步并网的内容。国际能源署，《国际能源署 2017 年国别能源政策审议：丹麦》

（2017 年）。来源

https://webstore.iea.org/download/direct/266?fileName=EnergyPoliciesofIEACountriesDenmark2017Review.pdf 

266 丹麦能源署，《丹麦能源模式：创新、高效和可持续》（无日期）。来源 https://ens.dk/en/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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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拉圭在缺乏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化石燃料的自然资源储备的情况下，政府及时推出战略

性公共政策，在很短的时间内进行了能源转型。2015 到 2019 年，大量投资进入乌拉圭太阳能光

伏发电和风电发展领域，乌拉圭的风电占比已从 1％上升到 33％。267虽然尚存在一些挑战，如发

电过量、居民电价过高，但可再生能源产业在 2018 年乌拉圭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已达到 3%。

268当前乌拉圭 95%以上的发电量来自可再生能源，一次能源供应总量中 57%来自可再生能源。269  

来自丹麦和乌拉圭案例的启示： 

丹麦曾经高度依赖煤炭和石油，如今已经摆脱对化石燃料的依赖，成为全球能源转型的领导

者。丹麦充分利用了欧盟区域内的互联互通，现已具备向全世界输出技术专长的能力。相对而言，

丹麦也无需惧怕未来化石燃料变为搁浅资产的风险。乌拉圭的能源转型过程表明，在最大化利用

可再生能源潜能、作为供电补充的同时，完全有可能实现快速成功的能源转型。 

  

                                                      

responsibilities/global-cooperation/danish-energy-model 

267 Proano, M.，《乌拉圭的能源转型未来？》，《能源转型》（2018 年 11 月 16 日）。来源

https://energytransition.org/2018/11/whats-next-for-the-energy-transition-in-uruguay/ 

268 同上。 

269 国际能源署，《数据和统计》（2020 年）。来源 https://www.iea.org/data-and-

statistics?country=WORLD&fuel=Energy%20supply&indicator=Total%20primary%20energy%20supply%20(TPES)%20by%

20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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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科学引导金融资源支持低碳项目创新推广 

大规模推进“一带一路”沿线低碳项目需要为关键利益相关方提供可持续的投融资工具。为

引导金融资源流向低碳发展项目，本章深入对比分析全球和“一带一路”沿线可持续投融资框架、

标准和指标，强调促进碳定价相关技术标准的融合至关重要，尤其是会计核算中碳排放配额的监

测、报告和核查标准。本章强调，有必要进一步创新金融工具，尤其创新绿色信贷产品、绿色债

券产品、绿色保险和担保服务。并针对此类创新产品加强政策激励，促进混合融资，在贷前和贷

后阶段加强环境和气候风险的识别、评估、监控和管理，为低碳项目提供全周期支持。 

本章第一节梳理了“一带一路”沿线、中国和全球可持续投融资标准和规则，对比分析相关

规则、原则和标准的共性和差异。第二节对“一带一路”沿线推动投融资支持低碳项目发展的挑

战展开深入分析。第三节提出引导金融资源支持“一带一路”沿线低碳项目的五项关键措施。第

四节总结梳理了全球不同市场主体促进绿色和低碳领域投融资的最佳实践和技术，包括欧盟碳排

放交易体系的融合碳排放会计处理标准、中国湖州绿色金融市场利用政策和立法激励打造绿色金

融生态系统、中国工商银行内化环境气候风险评估的压力测试，以及国际金融公司的混合融资实

践。 

4.1 “一带一路”沿线可持续投融资环境270 

4.1.1 全球可持续投融资规则和标准：多边开发银行、国际组织等 

多边开发银行走在促进全球金融秩序向低碳发展转型的前沿。几乎所有多边开发银行都有自

己的环境和社会框架，引导投资者行为，促进投资朝着更可持续的方向发展。世界银行的运营政

                                                      

270 本报告所研究的可持续金融标准均为多边开发银行、国别开发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已经采用的成熟的环境和社会框架、标

准或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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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亚洲开发银行的保障政策声明、美洲开发银行的运营政策、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的绩效要求、

欧洲投资银行的环境和社会标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环境和社会框架都是典型例证。这些

政策和标准定期更新，并且越发趋于一致。例如，上述六家多边开发银行的环境和社会框架都涵

盖以下 10 大维度： 

表 4.1 多边开发银行的环境和社会标准一览 

环境和社会标准 世界银行 美洲开

发银行 

亚洲开

发银行 

欧洲复兴

开发银行 

欧洲投资

银行 

亚洲基础设

施投资银行 

环境和社会影响 ✓ ✓ ✓ ✓ ✓ ✓ 

劳工和就业271 ✓   ✓ ✓ ✓ 

污染防治 ✓ ✓ ✓ ✓ ✓ ✓ 

卫生和安全 ✓ ✓ ✓ ✓ ✓ ✓ 

土地征用和安置 ✓ ✓ ✓ ✓ ✓ ✓ 

生物多样性和自然资源保护 ✓ ✓ ✓ ✓ ✓ ✓ 

原住民社区 ✓ ✓ ✓ ✓ ✓ ✓ 

文化遗产 ✓ ✓ ✓ ✓ ✓ ✓ 

金融中介机构 ✓ ✓ ✓ ✓ ✓ ✓ 

利益相关方参与 ✓ ✓ ✓ ✓ ✓ ✓ 

资料来源：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中国国家开发银行272 

                                                      

271 这里的两个例外是美洲开发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美洲开发银行没有在环境和保障合规政策中涉及解决劳工和就业问题，

尽管该行有关于劳工部门的运营政策。亚洲开发银行在社会保护战略（2001 年）中有劳工方面的考虑，但没有针对该行的规定。 

272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中国国家开发银行（2019 年）——《融合投融资规则，促进“一带一路”可持续发展》。来源

https://www.cn.undp.org/content/china/zh/home/library/south-south-cooperation/harmonizing-investment-and-

financing-standard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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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家多边开发银行的环境和社会标准之间存在显著的共性。这 10 项环境和社会标准涵盖 88

项具体指标，上述多边开发银行中一半以上已在其政策文件中涵盖这 88 项具体指标中的大多数

（见图4.1）。这些多边开发银行的环境和社会标准都涵盖环境和社会评估、环境和社会承诺计划、

项目监测和报告、有害和无害废弃物的处理、基础设施和设备安全、非自愿土地征用与人员安置、

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与原住民接触度、文化遗产的定义、金融中介机构类别的定义、信息披露

等。 

图 4.1 多边开发银行环境和社会标准的共性 

 

资料来源：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中国国家开发银行273 

参与国际融资的各国国别开发银行也将环境和社会关切纳入整个基础设施建设的项目周期。

德国复兴信贷银行、韩国产业银行、日本国际协力银行、南部非洲开发银行等大型国别开发银行

都有自己的环境和社会框架。俄罗斯国家开发银行也已规划了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总体目标和项目。

与多边开发银行相比，国别开发银行的环境和社会框架对上述 10 大环境和社会标准的覆盖范围相

                                                      

273 同上。研究发现，尽管大多数多边开发银行都有劳工标准，但标准的内容存在较大差异。这就是为什么多边开发银行的劳

工标准没有针对共同的具体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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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较小。但在实地运用环境和社会标准层面，国别开发银行对于促进可持续金融的发展有着很大

影响。全球有 24 家国别开发银行加入了国际开发性金融俱乐部，该俱乐部为各成员行提供框架，

促进其通过合作影响私人资金的流动去向。 

除了多边开发银行和国别开发银行，其他金融和非金融实体也在努力将环境、社会和治理相

关内容纳入决策和运营流程中。联合国系统与私人投资者和政府机构密切合作，引导投融资有效

流向相关项目，促进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低碳发展。到 2019 年底，2370 个投资人和金融机

构自愿签署了“联合国负责任投资原则”。274“联合国负责任投资原则”就环境、社会和治理问

题提供六项原则。自 2006 年发起以来，“联合国负责任投资原则”也被联合国系统内其他机构

主动纳入投资框架。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环境、社会和治理领域也很活跃，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可

持续金融倡议组织制定了“负责任银行原则”和“可持续保险原则”，利益相关方通过遵循这些

原则，可以提高银行和保险业务的可持续性。275此外，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作为政策平台276，为

承诺促进可持续发展的企业提供框架，就人权、劳工、环境等问题提出 10 项原则，引导企业运营

和战略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兼容。 

在欧盟、东盟等重要的区域性国际组织在推进可持续金融领域也做出重要努力。欧盟是可持

续金融领域的先行者之一。欧盟建立了详细的《欧盟可持续金融分类方案》，并出台欧盟生态标

签体系，为符合相关环保标准的产品和服务提供认证。《欧盟可持续金融分类方案》和生态标签

体系有助于加快企业“绿色化”进程。欧盟还制定了低碳发展基准，包括“欧盟气候转型基准”

和“欧盟与巴黎协定一致的基准”，其中包含应对“洗绿”风险的最低标准、气候相关信息的最

                                                      

274 联合国负责任投资原则。2018/19 年相关数据。来源 https://www.unpri.org/annual-report-2019/2018/19-in-

numbers 

275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关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可持续金融倡议。来源 https://www.unepfi.org/about 

276 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是什么？ 来源 https://www.unglobalcompact.org/what-is-g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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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披露要求以及多种环境、社会和治理指标。此外，欧盟有自己的绿色债券标准，被世界各地投

资者广泛使用。277东盟推出了东盟绿色债券标准，支持区域可持续金融增长。该标准基于国际资

本市场协会的绿色债券原则，后者已得到国际认可，并被绿色债券发行人广泛使用。278 

一些致力于应对气候变化、关注投资者的国际非营利构自发建立了自愿性标准，引导投融资

支持气候行动。例如，气候债券倡议组织旨在调动债券市场，为应对气候变化、促进可持续金融

发展提供支持。气候债券倡议组织的气候债券标准和认证机制是现有的主流标准之一。多个优先

考虑《巴黎协定》全球升温 2 摄氏度目标下投资活动的绿色债券发行者、政府、投资者和金融市

场正在使用这项标准。279 

作为资本市场的关键参与者，私营部门也在各个层面为可持续金融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国

际资本市场协会是由资本市场从业者组成的行业协会，根据国际资本市场的绿色债券原则，债券

所得收益将专门用于符合条件的环境和（或）社会项目。赤道原则则是一些金融机构于 2003 年

提出的一套非强制标准，目前已被 114 家机构宣布采纳，目的是确保其项目履行社会责任。 

4.1.2 中国在“一带一路”可持续投融资领域的原则和规定 

目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已制定各自的可持续金融标准和工具，促进国内和海外

投融资的“绿色化”。以中国为例，2012 年以来，中国在可持续金融发展领域取得显著进步。相

关实践不仅为中国国内提供参考案例，也为“一带一路”伙伴国提供借鉴。 

                                                      

277 欧洲委员会（2018 年），委员会与欧洲议会、欧洲理事会、理事会、欧洲中央银行、欧洲经济和社会委员会和各区域委员

会的交流。来源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PDF/?uri=CELEX:52018DC0097&from=EN 

278 东盟资本市场论坛（ACMF），《东盟绿色债券标准》 。来源 

https://www.theacmf.org/images/downloads/pdf/AGBS2018.pdf 

279 气候债券倡议组织，气候债券标准和认证机制。来源 https://www.climatebonds.net/standard 



131 132

为全球和“一带一路”沿线低碳发展铺平道路

 

131 

 

可持续金融立法主要关注三方面问题：“绿色”金融产品的定义、环境信息披露的要求和激

励措施。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早在 2012 年就出台了《绿色信贷指引》，在信贷统计和评

估系统上建立并规定了绿色信贷政策框架。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指引》体现了中国在

制度上为 12 个主要行业的绿色信贷和投资活动提供的有力支持。2015 年底，中国人民银行紧随

其后，发布了《绿色金融债券公告（2015）》，明确了绿色融资的其他具体方面。2017 年 3 月，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针对上市公司更新了相关规定。两年后，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

信息化部、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

了《绿色产业指导目录（2019 年版）》及其解释说明。这些规定为中国的绿色项目和行业的定义

提供了全面和详细的指导方针，确定了“绿色金融的共同标准”，为绿色信贷标准、绿色债券标

准、绿色企业标准和地方绿色金融标准提供了共同的参照。2020 年 5 月，人民银行起草发布了

《关于印发〈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2020 年版）〉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将所有形式的煤

炭项目排除在了符合绿色融资条件的项目清单之外。 

环境信息披露立法是政府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的一项重要工作。在《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

的指导意见》中，人民银行、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和财政部

联合提出了建立上市公司强制性环境信息披露制度的要求。另一方面，人民银行的《绿色金融债

券公告（2015）》也要求债券发行人承担同样的责任。此外，人民银行也制定了激励政策来撬动

民间投资，包括将可持续金融的方方面面纳入银行系统的宏观审慎评估体系，并将绿色信贷和绿

色债券作为向商业银行提供中期借贷便利的标准。此外，人民银行在 2019 年 5 月印发《中国人

民银行关于支持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发行绿色债务融资工具的通知》，并出台了一系列调控

机制，激励绿色债务融资工具发展，同时完善中国绿色金融整体市场。 

除了这些前瞻性的国内立法和法规，中国还在国际舞台上为可持续金融规则的制定作出贡献。

2017 年是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里程碑。4 月，生态环境部、外交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

 

132 

 

部联合发布了《关于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指导意见》。该《指导意见》强调了在“一带

一路”建设中突出“生态文明”理念，推动“绿色发展”，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原则。在该

《指导意见》中，四部委呼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用 3 到 5 年时间，建成务实高效的

生态环保合作交流体系、支撑与服务平台和产业技术合作基地，制定落实一系列生态环境风险防

范政策和措施；用 5 到 10 年时间，建成较为完善的生态环保服务、支撑、保障体系，实施一批重

要生态环保项目，并取得良好效果。2805 月，生态环境部发布《“一带一路”生态环境保护合作

规划》，以促进区域经济的绿色转型，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该《规划》明确了 2025 年

和 2030 年的目标以及重点工作，包括加强生态环保政策沟通、促进国际产能合作与基础设施建

设的绿色化、发展绿色贸易、推动绿色资金融通、开展生态环保项目和活动、促进民心相通和加

强能力建设。2812017 年底，国务院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标准联通共建

“一带一路”行动计划（2018—2020 年）》。该《行动计划》旨在深化标准化合作，包括加强

节能环保标准化合作，服务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并对绿色产品、绿色贸易、绿色基础设施、

制冷、空调和照明标准提出了几点建议。2822018 年 11 月，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与

伦敦金融城绿色金融倡议联合发布了《“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旨在将低碳可持续发展纳

入“一带一路”建设。 

                                                      

280 中国常驻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代表处（2017 年）。商务部联合环境保护部、外交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发布了《关于推

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指导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来源

http://vienna2.mofcom.gov.cn/article/headnews/201705/20170502571393.shtml 

281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2017 年）《“一带一路”生态环境保护合作规划》（中文链接，见文末参考文献）。 

282 中国标准化管理委员会（2018 年）。 《标准联通共建 “一带一路” 行动计划（2018-2020 年）》  （中文链接，见文末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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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可持续投融资规则的共性 

 根据上文可以得出结论，上述大多数关于可持续投融资的法规和政策在内容和范围上日益趋

同。例如，这些标准大多要求融资者和投资者将可持续性纳入投资决策、对绿色产品进行前瞻性

分类、披露信息、制定合适的激励措施并动员市场参与者进行市场创新。这些共性反映了过去几

十年在投融资国际发展方面积累的经验。然而，在“绿色”或“可持续”金融的定义方面，分歧

也很明显。283 既有如《绿色债券原则》和《气候债券标准》此类非官方但广泛使用的标准，也有

在全球、区域和国家层面上制定的标准。但这些标准在若干方面有所不同。在这些标准没有公认

适用优先性的情况下，交易各方可以自由选择其中任何一个来证明其“绿色化”程度，并且可能

需要以高昂的成本寻求第三方的认证。 

在可持续发展领域，这些分歧尤其突出。应对未来的风险时，过去的经验可能很难提供足够

的解决方案或指导。气候变化、不平等加剧、全球流行病等都会给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贸易和金

融体系带来风险，是可持续发展的突出制约因素。只有深谋远虑并采取果断迅速的协调行动，才

能确保这些问题始终都是全球投融资中的关切点。 

国家层面现行的绿色金融政策表明，一个成熟的绿色金融制度安排需要绿色金融指导方针、

认证规则、风险管理、以及环境、社会和治理信息披露的统一（或至少互相兼容）。在这一方面，

“一带一路”沿线许多发展中国家还处于初级阶段。以东盟国家为例，尽管大多数国家现在都有

了本国绿色金融发展和治理的官方路线图，但很少有银行制定了管理气候相关风险评估和披露的

战略。284 

                                                      

283 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2020 年）可再生能源融资：绿色债券。来源 https://www.irena.org/-

/media/Files/IRENA/Agency/Publication/2020/Jan/IRENA_RE_finance_Green_bonds_2020.pdf 

284 世界自然基金会（WWF，2019 年）。东盟银行业的可持续发展。来源 

https://d2ouvy59p0dg6k.cloudfront.net/downloads/wwf_sustainable_finance_report_201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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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沿线市场广阔，项目融资和规则制定不能简单地依赖于单独某个国家的政府。

融合“一带一路”国家标准的最佳实践，既要考虑沿线各利益相关方的关切，也要让发达国家与

尚处于标准制定初期的发展中国家交流经验。在这一过程中，各类实体有望参与进来，挖掘自身

潜力，使整个市场朝着各方共同接受的规范化方向发展。这些实体包括发展组织，以及来自公共

和私营部门的其他投资者。这些利益相关方之间的有效合作将使这个市场更加有序、可持续和高

效。285 

4.2 “一带一路” 沿线投融资支持低碳项目面临的挑战 

“一带一路”可持续投融资存在经济、社会、环境等方面的挑战，这些挑战都可以对低碳项

目产生一定的影响，也凸显了控制融资成本的重要性。例如，案例研究表明，在各国中越来越多

的政策制定者正转向竞争性招标和拍卖来获取可再生能源供应，而不是通过双边合同谈判来确保

可再生能源生产的固定价格。对可再生能源项目的激烈竞争导致一些国家电价下降，投资方在控

制成本并提供具有竞争力的投标价格方面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虽然存在各种可能阻碍企业加大

投资的挑战，但本节着眼于技术层面上与融资有关的三个重要挑战，为本章后面部分内容所提供

的具体解决方案和最佳实践奠定基础。 

4.2.1 温室气体排放数据采集286 

准确的数据收集是排放交易市场公平和有效运作、政策制定和确保合规的基础。但由于技术

和其他问题，数据收集的能力、质量和覆盖面都不完善，而发展中国家尤为如此。数据的不完整

限制了数据的获取，并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其中包括不准确的上限设置和对补贴分配方法选择

                                                      

285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中国国家开发银行（2019 年）——《融合投融资规则，促进“一带一路”可持续发展》。来源

https://www.cn.undp.org/content/china/en/home/library/south-south-cooperation/harmonizing-investment-and-

financing-standards-.html  

286 二氧化碳是最重要的温室气体，但还有许多其他的气体。理想情况下，所有温室气体排放都应该受到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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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限制。287 对于温室气体数据收集系统的设计者来说，主要挑战包括：第一，关于环境和气候变

化的法规正在发展。因此，数据收集系统需要尽可能灵活，以适应排放阈值、“监测、报告和核

查”要求、碳政策和激励措施等的潜在变化。288第二，能力有限的经济体负担不起开发和维护数

据收集系统的成本。设计者必须通过开发新系统，或对现有或第三方系统加以定制，才能拥有一

个数据收集系统。但是，开发一个新系统需要大量的资金和人力资源。定制的系统可能不够灵活，

无法应对新的监管环境或满足其他专门的需求。这可能造成数据收集和计算的不准确。289另外，

系统的维护也会产生成本。第三，不同行业之间有不同的计算方法。例如，石化行业在计算排放

时对热值的关注往往比电力行业要少。电力行业有更多的与排放总量相关的燃烧活动，在计算发

电化石燃料消耗率时，需要计算热值。因此，热值在电力行业被视为生产效率和内部管理的重要

指标。相反，燃烧排放在石化行业总排放中所占比例并不大。石化行业也不需要大量购买燃料。

因此，石化行业在日常运行中对热值的重视程度并不高。可见，各行业的数据可用性各不相同。

290 

4.2.2 碳指标嵌入及气候和环境风险的识别与缓释 

目前金融机构和国际评级机构所采用的风险控制管理体系仍缺乏一套公平、透明、全面的指

标来充分评估与项目相关的气候风险。 

                                                      

287 Zeng, X.等人（2017 年）《构建中国国家碳排放交易机制面临的数据相关挑战和解决方案》。气候政策。来源

https://www.tandfonline.com/doi/pdf/10.1080/14693062.2018.1473239 

288 市场准备商业伙伴关系（2016 年）。温室气体数据管理。来源 

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bitstream/handle/10986/23741/K8658.pdf?sequence=5&isAllowed=y 

289 同上。 

290 Zeng, X. 等人（2017 年）《构建中国国家碳排放交易机制面临的数据相关挑战和解决方案》。气候政策。来源

https://www.tandfonline.com/doi/pdf/10.1080/14693062.2018.1473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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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目前与环境和气候变化有关的物理风险是显而易见的（如极端天气），但在量化、评估

风险方面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与气候环境相关的金融危机传染（包括但不限于市场损失、信贷

紧缩）可能通过降低家庭财富、减少消费等方式反馈到宏观经济上。但由于在微观金融层面缺乏

明确的风险评估，这些风险对经济的影响仍然无法确定。 

目前市场上既缺乏评估物理风险的指标，也缺乏管理向低碳经济转型的指标。风险的来源多

种多样，例如气候政策施加的限制、新技术的引进、消费者偏好的变化以及物理风险。如果这些

风险成为现实，可能会造成资产搁浅、某些类型的投资撤销或能源价格上涨。291这些因素造成绿

色和棕色资产的风险权重不够准确，并最终导致融资成本不合理，阻碍投资方投资可再生能源项

目。 

4.2.3 部分沿线国家和地区主权担保受限 

考虑到可再生能源投资的资本密集型性质以及对前期资金的需求，融资成本在投资方的决策

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部分“一带一路”国家债务高企，无法为涉及可再生能源项目的电力项目

融资提供主权担保，进一步推高了融资成本，加深了投资方的顾虑。292 也正因此，对计划中基础

设施项目长期商业可行性的论证显得更为重要。此外，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的持续影响，目

前非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必须暂缓偿还债务。293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更是

                                                      

291 央行绿色金融网络（2019 年）。《行动呼吁：气候变化成为金融风险的来源》来源

https://www.ngfs.net/sites/default/files/medias/documents/ngfs_first_comprehensive_report_-_17042019_0.pdf 

292 创绿研究院（2020 年）。《“一带一路”国家可再生能源项目投融资模式、问题和建议》。来源

http://www.ghub.org/en/bri-re-report/ 

293世界银行集团（2020 年）。《世界银行集团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动员合作伙伴抗击非洲的新冠疫情》 来源 

https://www.worldbank.org/en/news/press-release/2020/04/17/world-bank-group-and-imf-mobilize-partners-in-the-

fight-against-covid-19-in-af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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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世界各国政府，特别是低收入国家政府带来了重大社会经济挑战。2020 年 4 月，G20 经济体

宣布了“缓债倡议”，允许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至 2021 年 6 月，暂缓偿付官方双边贷款。294 

4.3 引导金融资源支持“一带一路”沿线低碳项目的关键措施 

基于上述背景和分析，本节就助力“一带一路”伙伴国引导投融资流向可持续低碳项目提出

五方面具体措施，包括融合相关技术标准和监管规则；创新金融工具，促进融资渠道多元化；为

绿色金融产品提供优惠政策；贷前风险识别管理；贷后评估及环境影响管理。295这些措施的设计

旨在覆盖低碳项目的各个阶段，推动金融机构促进可持续发展。这些措施不仅涵盖银行机构引导

绿色投资的努力，还包括融资技术和监管措施，旨在平衡风险和收益，让绿色投资更具吸引力。 

4.3.1 探索融合碳定价、碳排放计量和绿色金融认证标准 

融合碳排放计量标准，特别是融合碳排放会计核算中的排放“监测、报告和核查”（MRV）

技术标准，是发展碳定价机制的重要步骤。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64 项碳定价倡议已经或即将实施，覆盖 120 亿吨二氧化碳当量的排

放，占 2020 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的 22.3%。296 成熟的碳定价机制包含碳排放交易体系和碳税，

二者相互补充。不同国家和行业采用不同的碳定价机制来减少排放、推动投融资流向清洁能源领

域。为提升碳排放计量数据的可比性和相关信息披露的一致性，各国有必要基于《巴黎协定》目

标，在充分尊重发展权、充分考虑各国预期发展水平的基础上，推动碳排放计量标准的融合。 

                                                      

294 世界银行（2020 年）。《暂停债务偿还倡议》。来源 https://www.worldbank.org/en/topic/debt/brief/covid-19-

debt-service-suspension-initiative 

295本报告侧重于绿色金融的技术标准、基准和指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即将发布另一个相关研究报告《促进绿色金融可持续

发展》。这份即将发布的报告概述了蒙古和哈萨克斯坦与绿色金融相关的现有政策和行动，力求找出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在绿色贷款

和直接投资领域的机遇和挑战。 

296 世界银行集团。碳定价概览。 来源 https://carbonpricingdashboard.worldbank.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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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 碳足迹、碳排放权和排放权交易 

 

 

碳排放权交易是将碳纳入碳排放交易有关会计处理的重要工具（见图 4.2）。如何在财务报表

中规范地体现对碳排放权的监测、报告和核查，仍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一领域的国际标准

尚不完善，接受度低，尤其在排放权交易的核查、报告和问责方面，相关原则、指导方针、规则

和模式尚不清晰。297  

2004 年，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解释委员会（IFRIC）发布《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解释公告第 3 号

——排放权》，首次明确了总量控制与交易机制下的核算和计量标准。由于该标准引起巨大争议，

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随即宣布撤销，承认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解释公告第 3 号会造成计量

不准确和不报告不匹配的问题。298为了消除这些问题，修订排放权核算标准，国际会计准则理事

会于 2004 年启动“排放交易计划”项目（2015 年更名为“污染物定价机制”）。299  在此进程

中，一定程度的国际共识得以形成。例如，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和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

                                                      

297 Gallego-Alvarez、 I. Martínez-Ferrero 和 J. and Cuadrado-Ballesteros. B. （2016 年）。碳排放权的会计处理。多学

科数字出版机构（MDPI） 来源 https://www.mdpi.com/2079-8954/4/1/12/xml 

298 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2005 年）。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撤销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解释委员会对排放权的解释。来源

https://www.iasplus.com/en/binary/pressrel/0507withdrawifric3.pdf 

299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污染物的定价机制。来源 https://www.ifrs.org/projects/work-plan/pollutant-pricing-

mechanisms/#project-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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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认同，将购入配额、负债的计量方法进行统一，对购入配额的初始和后续计量一律按照公允

价值记录。300然而该项目未能取得突破。排放权究竟应定义为无形资产、金融工具还是存货，目

前尚存在分歧（见表 4.2）。 

表 4.2 排放权资产分类的分歧 

排放权的资产分类 国际会计准则 

无形资产 国际会计准则第 38 号 

金融工具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9 号 

存货 国际会计准则第 2 号 

资料来源：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301 

在会计准则制定者没有提供明确指导原则的情况下，不同企业对碳排放权采用了不用的会计

处理办法。一项针对参与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的企业的研究显示，28 家抽样企业总体倾向于在财

务报表中将已取得的排放许可记为无形资产，但在财务报表中的归属科目和相关信息披露情况存

在很大差异。会计准则制定者在排放核算方面未能给予明确指导意见可能也是许多企业选择不披

露任何相关信息的原因之一。302  

中国的碳交易市场起步晚于欧盟。2013 年，中国国内设立了七大碳交易试点。2016 年，财

政部发布《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有关会计处理暂行规定（征求意见稿）》。2019 年 12 月，《碳排

放权交易试点有关会计处理暂行规定》正式印发。根据规定，碳排放权资产在资产负债表中的

                                                      

300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2010 年）》。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的更新。来源

http://media.ifrs.org/IASBUpdateNov2010.html 

301 同上。 

302 Ayaz, H.（2017 年）。《欧盟主要碳排放企业的碳排放会计实务分析》（《雅典商业与经济杂志》）。来源 

https://www.athensjournals.gr/business/2017-3-4-5-Ayaz.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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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流动资产”项目列示，重点排放企业应设置“1489 碳排放权资产”科目，核算通过购入

方式取得的碳排放配额。303 这为推动碳市场发展、完善相关法规奠定基础。 

从现行标准（如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中的监测、报告和核查规定，详见第四章第四节）中吸

取经验和教训，进一步规范碳排放权交易有关会计处理，有助于明晰排放配额的价值，帮助投资

方精准评估碳定价对相关项目的影响。这也有助于推进市场公平，促进低碳发展。中国在相关技

术标准融合领域的探索，也将为“一带一路”伙伴国自身碳市场的发展提供借鉴。 

政策制定者需要建立合理和可预测的基准、规则和程序，促进企业长期稳定履约。在政府或

相关监管机构、投资方和第三方核查机构共同协调的基础上，有必要明确关键利益相关方的责任，

进一步调整和明确不履约的成本和后果。 

在中国的七个碳交易试点，近年来控排企业的履约率普遍上升（见表 4.3）。但临近履约期时

集中交易现象突出，交易实体在一年中其他时期往往没有及早履约意愿。304同时，各试点对控排

企业推迟履约和不履约的处罚力度存在很大差异（见表 4.4）。随着各试点迅速扩大碳市场规模，

第三方核查机构的工作量随来越大，大量核查工作难以在规定周期内完成，这也是导致履约延期

的原因之一。 

有效的监测、报告和核查机制为排放统计和排放交易处理奠定坚实基础，有助于推动碳交易

试点市场所覆盖的能源和排放密集型行业的低碳转型。在中国，除电力行业外，试点碳排放监测、

报告和核查工作所涵盖的重点排放行业还包括石化、化工、建材、钢铁、有色金属、造纸和航空。

                                                      

303 财政部关于印发《碳排放权交易有关会计处理暂行规定》的通知（2019 年）。来源

http://kjs.mof.gov.cn/zhengcefabu/201912/t20191223_3448268.htm 

304 Tian, C. 和 Xu, C. （2019 年）。《我国碳交易试点的成效分析与政策建议》（《北方工业大学学报》）（中文链接，请见

文末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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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5 中国进一步探索监测、报告和核查机制，不仅有利于中国国家层面的碳市场建设，也有利于

“一带一路”伙伴国的低碳发展。 

表 4.3 中国七个碳交易试点的履约率306（2013-2017 年） 

碳交易试点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深圳 99.4% 99.7% 99.8% 99% 95.5% 

上海 100% 100% 100% 100% 100% 

北京 97.1% 100% 100% 100% / 

广东 98.9% 98.9% 100% 100% 100% 

天津 96.5% 99.1% 100% 100% 100% 

湖北 / 100% 100% 100% 100% 

重庆 / 70% / / / 

资料来源：Tian, C 和 Xu, C307 

 

 

                                                      

305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2017 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做好 2016、2017 年度碳排放报告与核查及排放监测计

划制定工作的通知》。来源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tz/201712/t20171215_962618.html 

306 履约机制，包括排放报告、第三方核查和排放配额提交，是控制碳排放的关键。有强制减排义务的单位必须提交排放配

额，以抵消其去年的排放。“/”指数据未公布。 

307 Tian, C. 和 Xu, C. （2019 年）。《我国碳交易试点的成效分析与政策建议》（《北方工业大学学报》）（中文链接，请见

文末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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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中国七个碳交易试点对推迟履约或不履约行为的处罚 

碳交易试点 不履约的处罚 下年扣除数量 不报送的处罚 其他处罚 

深圳 
市场价格 3 倍的

罚款 
/ 50,000-100,000 元 

对补助、信用和绩效评估的

负面影响 

上海 
50,000-

100,000 元 
/ 30,000-100,000 元 

对项目审批、补助和信用的

负面影响 

北京 
市场价格 3 到 5

倍的罚款 
/ 不超过 50,000 元 / 

广东 50,000 元 2 倍 不超过 50,000 元 计入社会信用系统 

天津 / / / 3 年内不享受优惠待遇 

湖北 
市场价格 1 到 3

倍的罚款 
2 倍 10,000-30,000 元 

对项目审批、补助、信用和

绩效评估的负面影响 

重庆 
市场价格 3 倍的

罚款 
/ 不超过 50,000 元 

3 年内不享受补助，对绩效

评估造成负面影响 

资料来源： Tian, C 和 Xu, C308 

                                                      

308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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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应基于自身国情选择碳定价工具。芬兰、瑞典、丹麦、日本、英国等已经开始征收碳税。

随着碳定价领域国际实践的积累，越来越多的讨论和研究认为，碳排放交易和碳税之间并非排斥

对立，二者可以形成优势互补，优化市场化手段对气候容量资源的配置作用。309  

探索基于碳减排目标、经济发展预期和气候变化预测的碳税征收方式，是建立科学合理的碳

税税率、实现碳排放外部成本内部化的重要基础。目前已征收碳税国家的计税依据主要有两种，除

波兰和捷克等少数国家直接对燃料燃烧时排放到空气中的二氧化碳量计征碳税，大多数国家对燃

料的含碳量或消耗的燃料量计征碳税。中国有学者提出政策建议，决策者应综合考虑不同能源在

含碳量和二氧化碳排放系数方面的差异，确保不同应税能源具有可比性。310 

上述碳定价和碳排放测量标准的发展为碳金融服务提供基础，有利于金融机构大力发展碳排

放权交易、项目减排量交易和各类衍生品交易。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需要建立健全绿色金融标

准体系，引导资金流向“一带一路”沿线低碳发展项目。在此过程中，有必要遵循以下原则： 

在实施国家绿色发展战略、促进经济结构转型的过程中，既尊重市场规律，也尊重国际共识，

促进绿色金融标准有效增进市场公平，为接轨国际绿色金融市场提供良好条件。 

优先考虑不同行业的通用基础标准和关键性标准，包括统计标准、信息披露和共享标准、风

险管理标准等。在此基础上，探索完善绿色金融产品服务标准、信用评估认证标准等，促进绿色

金融从设计、实施、监控到管理的各个环节实现全面规范。311 

自上而下的协调和自下而上的探索相结合，促进绿色金融标准体系的完善。一方面，推动绿

色金融标准规划、制定、执行、修订的有机协调，促进行业、国家各层面标准相互补充，相关标

                                                      

309 昆山杜克大学环境研究中心（2019 年）《中国碳定价顶层设计的经济学分析》（中文链接，请见文末参考文献）。 

310 Liu, L. 和 Zhang, Y. （2018 年）。 《基于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碳税制度研究》（中文链接，请见文末参考文献）。 

311 Chen, Y.（2018 年）。《推动绿色金融标准体系》。（中国金融出版社，中文链接，请见文末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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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不仅可覆盖大型项目融资，还可惠及中小企业的流动资金贷款。另一方面，鼓励绿色金融试点，

测试相关绿色金融标准的具体内容、范围、形式和规则在特定行业的可行性和有效性。相关探索

有助于识别和评估绿色项目，促进绿色金融产品的标准化。绿色农业、绿色工业园区等领域试点

的成功经验可以在国家层面上分享和应用。相关经验有利于建立健全绿色产品和绿色企业识别的

全国性标准，以点带面推动国家层面的标准修订和相关法规完善。 

标准制定兼顾前瞻性和开放性，为绿色金融适应未来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留下空间。加强与

政府间组织和多边金融机构的对话合作，促进绿色金融标准和政策的交流协调。 

4.3.2 创新绿色金融工具，拓展多元化融资渠道 

鼓励融资工具创新，特别是绿色信贷产品创新，对于推动“一带一路”沿线低碳发展至关重

要。绿色信贷产品的创新主要有三种方式。第一种是基于宏观经济环境和市场实践，创建新型独

立信贷产品，如保理、伊斯兰金融等；第二种是创新信贷产品的应用条件、功能和模型，如引入

新的担保方法、风险缓释工具等；第三种是将信贷产品与其他金融工具相结合，例如将信贷服务

与金融租赁或出口信用保险相结合。312 

中国的绿色信贷创新实践（见表 4.5）始于“十一五”时期（2006-2010 年）。随着中国经

济转型升级，可通过探索增加信贷资产证券化的应用，为家庭绿色投资和消费提供融资便利，探

索绿色信贷的进一步创新。为引导鼓励金融资源流向低碳项目，可基于目标企业和项目的“绿色

度”评级，就贷款利率、贷款规模、还款方式等进行创新。金融机构还可以为环保企业提供财务

咨询、投资理财等附加服务。313 

                                                      

312 中国银行业协会编著（2018 年）。《绿色信贷》（中国金融出版社）。 

313 Li, J.( 2019 年）《低碳经济视角下中国绿色金融发展研究》(《财会通讯》，中文链接，请见文末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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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中国绿色信贷创新产品的主要类型 

创新方法 案例 

与多边开发机构、国际金融机构合作，以

分支机构和内部部门的合作、风险管理工

具和技术支持为基础进行创新 

国际金融公司的中国节能减排融资项目 

法国开发署的中国能源效率和可再生能源项目 

世界银行的中国节能融资项目 

针对特定新兴市场的信贷产品 针对合同能源管理的信贷产品，如节能改造贷款、保理和收益权质押融资 

针对碳排放交易的信贷产品，如碳资产质押融资和碳排放配额抵押融资 

绿色信贷产品之外的综合金融服务 中国商业性银行提供的绿色金融一揽子服务 

结算、理财、零售金融等绿色服务创新，如低碳信用卡 

银政企合作，如中小环保企业信贷基金 

资料来源: 中国银行业协会314 

加强与多边开发机构合作，推进混合融资，对解决“一带一路”沿线低碳项目融资瓶颈具有

重要意义。拓展融资来源，如多边开发机构、国际长期资金等，有助于实现融资渠道多样化。

“一带一路”沿线投融资标准融合领域的进展，将有助于国际金融机构进入该地区。 

与传统电力项目相比，中国在“一带一路”可再生能源项目上的投资主体越来越多样化。相

关投资活动可追溯到十多年前，目前活跃的投资主体有三类： 一是国有电力企业，如三峡国际能

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中兴能源有限公司

                                                      

314 中国银行业协会编著（2018 年）。《绿色信贷》（中国金融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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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二是承接有关工程建设合同的企业，如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三是太阳能光伏和风电设备制造企业，如金风科技有限公司、隆基乐叶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晶科能源控股有限公司等。 

清华大学绿色金融发展研究中心和创绿研究院的一项研究显示，中资金融机构仍是中国“一

带一路”可再生能源项目融资的主要来源。与国际同行相比，中国的投资主体使用混合融资的频

率要低得多，相关投资者更多从中资银行寻求融资，而非将商业融资与多边开发机构的开发融资

相结合。315 

针对“一带一路”伙伴国家风能和太阳能光伏发电项目的案例研究显示，这些国家的可再生

能源项目有四种不同的融资模式（详见表4.6）。欧洲复兴开发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和美洲开发银

行等多边开发机构广泛参与并牵头多个项目的贷款融资，包括哈萨克斯坦的 Baikonur 太阳能光

伏发电厂（由英国投资公司 UGG 和哈萨克斯坦 Baiterek 风险投资基金投资）、乌克兰的

Boguslav 太阳能光伏电站（由挪威太阳能光伏发电开发企业 Scatec Solar 投资）、墨西哥的

Villanueva 太阳能光伏电站（由意大利可再生能源企业 Enel Green Power 投资）。 

 

 

 

 

 

                                                      

315 清华大学绿色金融发展研究中心与创绿研究院（2020 年）。《“一带一路”国家可再生能源项目投融资模式、问题和建

议》。来源 http://www.ghub.org/wp-content/uploads/2020/05/bri-re-repor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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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一带一路”国家风能、太阳能光伏发电项目融资模式 

 融资模式 案例 

项目名称 投资方 融资机构 装机容量

（兆瓦） 

投资规模 投产时间 

1 中国政策性银行或商业

银 行 提 供 有 追 索 权 贷

款，316出口信用保险由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

承保 

巴 基 斯 坦

Dawood 风 力

发电场 

中国电力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 49.5 1.15 亿美元 2017 年 4

月 

巴基斯坦

Quaid-e-Azam

太阳能发电站 

中兴能源有限

公司 

 

中 国 进 出 口 银

行、国家开发银

行、江苏银行、

渤海银行 

900 15 亿美元 2016 年 6

月 一 期 工

程并网（ 

 当地或国际银行经多边

开发机构牵头协调，提

供无追索权银团贷款 

阿根廷

Cafayate 太阳

能光伏项目 

阿特斯阳光电

力集团 

拉丁美洲开发银

行、阿根廷投资

外贸银行和布宜

诺斯艾利斯城市

银行 

100.1 5000 万美元 2019 年 7

月 

2 哈萨克斯坦

Baikonur 太阳

能光伏电站 

英国投资公司

UGG 和 哈 萨

克 斯 坦

亚洲开发银行、

欧洲复兴开发银

50 5240 万美元 2019 年 12

月 

                                                      

316 在有追索权的贷款中，提供个人担保的借款人有责任自掏腰包支付剩余余额。在无追索权贷款中，贷方没有要求借款人支付剩余

余额的合法权利，他们因此通常将不得不蒙受损失。Khleif, R. (2020 年 11 月 13 日). Why non-recourse loans aren’t always non-

recourse. Forbes. 来源  https://www.forbes.com/sites/forbesrealestatecouncil/2020/11/13/why-non-recourse-loans-arent-

always-non-recourse/?sh=24e03d784e5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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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融资模式 案例 

项目名称 投资方 融资机构 装机容量

（兆瓦） 

投资规模 投产时间 

Baiterek 风险

投资基金 

行和清洁技术基

金 

乌 克 兰

Boguslav 太 阳

能光伏电站 

挪威太阳能发

电 开 发 企 业

Scatec Solar 

欧洲复兴开发银

行、 北欧环境金

融公司和瑞典国

际基金会 

54 5400 万欧元 2020 年 5

月 

墨西哥

Villanueva 太

阳能光伏电站 

意大利可再生

能 源 企 业

Enel Green 

Power 

欧洲投资银行、

墨西哥外贸银

行、西班牙凯克

萨银行、法国外

贸银行、美洲开

发银行和三菱日

联金融集团 

828 7.1 亿美元 2018 年 5

月 

3 当地或国际商业银行提

供无追索权银团贷款 

黑山 Mozura 风

力发电站 

上海电力股份

有限公司和马

耳他政府 

德意志银行牵头

的银团 

46 9000 万欧元 2019 年 4

月 

南非 De Aar 风

力发电站 

龙源电力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南非奈德银行和

南非工业发展公

司 

244.5 25 亿元人民

币 

2017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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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融资模式 案例 

项目名称 投资方 融资机构 装机容量

（兆瓦） 

投资规模 投产时间 

巴 西 Pirapora

太阳能光伏电站 

阿特斯阳光电

力集团 

 

Pirapora 一期: 

美洲开发银行、 

美洲开发银行旗

下 IDB Invest 和 

巴西国家开发银

行 

Pirapora 二期: 

巴西东北银行、 

巴西东北宪法融

资基金 

Pirapora 三期: 

巴西国家开发银

行和巴西国家气

候基金 

399  Pirapora

一 期 ：

2017 年 11

月 

Pirapora

二期: 2017

年 12 月 

Pirapora

三期: 2018

年 6 月 

阿联酋 Sweihan

太阳能光伏电站 

晶科能源 

 

8 家商业银行组

成的银团 

1,177 9 亿美元 2019 年 7

月 

马 来 西 亚

Redsol 太 阳 能

光伏电站 

挪威太阳能发

电 开 发 企 业

Scatec 

Solar 、  马来

法国巴黎银行 

 

47 4700 万美元 2019 年第

四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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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融资模式 案例 

项目名称 投资方 融资机构 装机容量

（兆瓦） 

投资规模 投产时间 

西亚资产管理

公司 Fumase 

4 施工期间由承包商提供

资金，短期通过应收款

保理向银行融资，后期

商业运营期间寻求中长

期融资 

越南 Dau Tieng

太阳能光伏电站 

越南 Xuan 

Cau 集团与泰

国 B.Grimm

电力公司 

 

中国电力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在建

设过程中向中国

国内银行寻求短

期应收款融资，

为项目垫资。 

420 137 亿泰铢

(4.2 亿美元) 

2019 年 6

月 

资料来源：清华大学绿色金融发展研究中心、创绿研究院、世界银行、拉丁美洲开发银行317 

尽管中国投资主体与多边开发机构合作为“一带一路”伙伴国可再生能源项目融资的案例数

量有限，相关案例仍然值得参考。例如 2018 年，美洲开发银行牵头为晶科能源在阿根廷投资的

                                                      

317 清华大学绿色金融发展研究中心与创绿研究院（2020 年）。《一带一路国家可再生能源项目投融资模式、问题和建议》。

来源 http://www.ghub.org/wp-content/uploads/2020/05/bri-re-report.pdf 

世界银行集团（未注明时期）。 Baikonur 太阳能发电厂。来源

https://ppi.worldbank.org/en/snapshots/project/Baikonur-solar-power-plant-9529 

拉丁美洲开发银行(2018 年)。为了促进阿根廷清洁能源的生产，拉丁美洲开发银行、阿根廷投资和外贸银行和布宜诺斯艾利斯

城市银行设立了太阳能发电厂。来源 https://www.caf.com/en/currently/news/2018/12/caf-bice-and-banco-de-la-ciudad-

finance-cafayate-solar-plant-to-promote-the-production-of-cleaner-energy-in-argent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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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兆瓦太阳能光伏电站提供 6000 万美元 A/B 贷款，318为该电站的建设、运营和维护提供资金。

319国际金融机构普遍采用这种 A/B 贷款模式，引入商业银行为项目提供资金。 

多边机构牵头的银团贷款可以提供优先债权人地位、优惠利率以及较长贷款期限。一旦贷款

获批，投资方可以节省出口信用保险费用，降低相关项目的融资成本。多边开发机构往往在新兴

经济体能源转型的政策建议中发挥积极作用，这有助于减少或分散特定项目中的风险（详见第四

章第四节）。部分多边开发机构正在可持续融资领域开展“一带一路”项目相关合作，探索并巩

固与这些机构的合作将给投资方带来帮助。 

加强与国际资本长期合作，研究设立“一带一路”绿色投资专项基金，将是重要的前瞻性举

措。近年来，全球机构投资者对环境、社会和治理的理念接纳程度越来越高，投资组合转向风能、

太阳能和水电资产，这意味着重要的合作机遇。“一带一路”沿线相关项目的所有者可以考虑向

国际基础设施基金、养老基金或保险公司出售股权或收入权益，这也将帮助项目业主加快资金回

笼。 

除鼓励融资渠道多元化外，有必要在完善上市公司环保门槛的基础上，鼓励进一步创新绿色

债券产品。相关创新可着眼于开发长期投资型绿色产品，规避可能引发股市混乱的短期投机。可

以借鉴绿色债券发行和碳排放权类衍生品领域的国际实践，吸引多种类型的投资者。以试点为基

础，探索基于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绿色资产证券化，拓宽绿色债券发行渠道。 

                                                      

318 美洲开发银行通过 A/B 贷款计划吸引银行和机构投资者作为联合出资人。根据该计划，美洲开发银行用自己的资源提供 A

贷款。美洲开发银行与其他金融机构合作提供 B 贷款。 

319 美洲开发银行（2018 年）。美洲开发银行投资在阿根廷建造一座 80 兆瓦的太阳能发电厂。来源 

https://www.iadb.org/en/news/idb-invest-finances-construction-80-mw-solar-plant-argent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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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创新绿色保险服务，为农业、交通等行业的绿色企业提供优惠费率，也是支持低碳经济

的重要手段。气候和环境风险评估结果可与保险费率和信贷审批挂钩，从而激励企业提高气候和

环境风险管理能力。针对家庭和个人发展节能减排保险服务，鼓励低碳消费。 

在为企业提供绿色担保支持的同时，可以探索根据绿色评级，为绿色企业和绿色项目提供差

异化的担保服务。根据企业的“绿色化”程度，提供不同程度的补贴来补偿担保费用。对于非绿

色企业或项目，审慎担保或提高担保费率。 

有必要通过政府部门、金融机构、保险公司、投资企业的通力合作，探索风险共担、收益共

享的灵活模式和产品，推动新兴金融模式的发展。新兴金融模式包括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融资

租赁、排放权抵押、基础设施资产证券化、众筹等。近年来，部分在“一带一路”伙伴国投资的

可再生能源企业通过上市获得融资，比如印度太阳能光伏电商开发商 Azure Power （2016 年）

和法国可再生能源公司 Neoen（2018 年）。这些案例也为“一带一路”下环保和可持续发展项

目吸引机构投资者、管理长期资本提供参考。 

4.3.3 强化对绿色金融产品的政策激励 

加大对绿色债券的优惠政策，包括财政激励和配套设施，对于支持“一带一路”低碳循环经

济十分重要。这些激励措施包括绿色债券发行补贴、贴息贷款、税收优惠、信用增级、发行审批

快车道、专项支持基金和绿色债券项目库。政策制定者需要仔细权衡每种工具的利弊，并根据自

身国情、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决定这些工具的最优组合。鉴于绿色投资产生的环境外部效益，

从社会的角度来说进一步的激励措施也很有必要。 

全球绿色债券市场于 2007 年启动，欧洲投资银行发行了世界上第一只气候意识债券。2008

年，世界银行发行了世界上第一支绿色债券。中国的绿色债券发行始于 2015 年，近年来增长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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劲。2019 年，中国境内外绿色债券发行数量共计 214 只，发行规模合计 3,391 亿元，占同期全

球绿色债券市场发行规模的 21.3%。320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发改委和证监会提供的支持绿色债券发展的指导意见，中国各地方

政府利用各种政策工具来鼓励绿色债券的发展（见表 4.7 和第四章第四节）。但尽管绿色债券的

发行体系较为明确，绿色债券市场的进一步发展仍然存在障碍，包括对“绿色”的定义不明确，

债券使用偏离绿色原则时监管和执法行动不到位等。 

政策制定者需要保持政策激励的连续性，降低绿色债券融资成本，打造坚实、长期的绿色债

券项目库，推动绿色债券发行。同时，政策制定者需要推广负责任投资的理念，引导企业主动加

强绿色投资。可适当放宽绿色债券的发行配额，扩大投资范围，建立可靠的执行机制，吸引国际

金融机构进入绿色债券市场。有必要进一步精简优先化发行审批程序。粤港澳大湾区绿色债券市

场等试点的经验为进一步提供政策激励提供了良好借鉴。321 

表 4.7 中国地方政府绿色债券政策激励工具 

类别 政策工具 描述 

政策信号 专项文件 制定专项文件，鼓励绿色债券发行（或绿色金融） 

专项工作组 成立专项工作组，鼓励发展绿色债券（或绿色金融） 

试点项目 在整个或局部地区开展绿色债券试点项目 

                                                      

320 新华财经（2020 年 1 月 10 日）。《2019 年中国绿色债券市场发展回顾》（中文链接，请见文末参考文献）。 

321 兴业银行广州分行课题组（2019 年）。《粤港澳大湾区绿色债券市场国际化及其发展路径研究》（《南方金融》）。（中

文链接，请见文末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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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政策工具 描述 

配套设施 绿色通道 建立绿色债券发行审批快车道 

项目库 建立符合绿色债券融资条件的储备项目清单 

绿色债券联盟 邀请监管机构、中介机构和评级机构等发行绿色债券联盟 

培训和论坛 举办绿色债券论坛、培训或项目对接会议 

刺激绿色融资需求 推动地方经济绿色转型 

财政激励措施 成本分摊 通过发行补助、担保补贴、债券贴息等方式，建立成本分

摊机制 

信用增级 通过担保基金、债贷组合、专项建设基金组合等方式提供

增信服务 

税收优惠 根据中央政府的政策框架，向发行人和（或）投资者提供

税收减免服务 

鼓励民间投资 鼓励辖区内外的民营投资者投资绿色债券 

认可表彰 表彰 对绿色债券发行人及其他参与机构给予表彰 

媒体报道 鼓励媒体报道绿色债券和绿色债券项目 

评审和奖励 将绿色债券纳入其他评审工作和奖励计划中 

资料来源：气候债券倡议组织和商道融绿322 

                                                      

322 气候债券倡议组织和商道融绿。《中国地方政府绿色债券激励机制研究》。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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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细化绿色金融优先事项的相关指导意见，可以有效补充现有政策，有助于金融机构在

提供绿色信贷服务时，更好地对符合《绿色产业指导目录（2019 年版）》的各类潜在项目的优先

度进行排序。从 1995 年起，中国出台了《节能减排授信工作指导意见》（2007 年）、《绿色信

贷实施情况关键评价指标》（2014 年）等一系列绿色信贷政策。按优先顺序对项目进行分类，有

利于金融机构建立更高效的绿色信贷组合，推动绿色信贷市场的强劲发展。 

与绿色信贷和绿色债券相比，绿色基金的政策激励力度较弱，有必要加大此类政策的激励力

度，提高绿色金融政策的整体效率。2015 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了《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

方案》，提出支持设立各类绿色发展基金。完善相关配套支持政策可以促进绿色基金发展，鼓励

中小企业参与绿色金融项目，缓解绿色金融融资压力。 

相关国际经验可以提供良好借鉴。例如，荷兰政府于 1995 年推出绿色基金计划，主要以存

款或低风险投资的形式进行投资。荷兰政府提供 2.5%的所得税减免优惠，鼓励个人投资者投资绿

色银行或购买绿色基金的股份。2010 年，为绿色项目提供融资的私人资本达到 60 亿欧元，远远

超过减免的税收收入（当年减免的税收收入为 1.5 亿欧元）。323 

4.3.4 识别评估贷前环境和气候风险 

利用碳指标预测环境和气候风险，324加强绿色信贷准入管理，是加强贷前风险管理的必要步

骤。环境和气候风险的贷前管理包括绿色信贷准入控制、贷前调查、绿色信贷审批等关键步骤

（见图4.3）。建立准入原则，从一开始就将不合格或高风险的项目排除在外，可以避免后期陷入

                                                      

https://cn.climatebonds.net/files/files/ChinaLocalGovt_02_13_04_final_A4.pdf 

323 同上。 

324 央行与监管机构绿色金融网络区分了与环境和气候相关的风险。环境风险（信用、市场、操作和法律风险等）是金融公司

和/或金融部门因可能导致项目或受环境恶化（如空气污染、水污染和淡水资源短缺、土地污染、生物多样性减少和森林砍伐）的活动

而造成的。气候相关风险是指金融企业和/或金融部门在由气候变化引起或与气候变化相关的有形或过渡（如极端天气事件造成的损害

或碳密集型行业的资产价值下跌）风险而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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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动、处理不必要的风险。贷前风险管理也是实现“一带一路”伙伴国、中国和全球利益相关方

可持续投资回报最大化的关键。 

图 4.3 贷前阶段环境和气候风险控制的关键步骤 

 

完善相关政策和指标，更好地应对金融领域的环境风险至关重要，有必要从项目设计阶段起，

筛选、评估、监测和披露结构性和非结构性的环境与气候风险因素。这类风险，特别是与气候相

关的金融风险，尚未在资产评估中得到充分反映。国际组织和论坛可发挥关键作用，推动全球气

候变化模型分析和政策原则领域的全球集体领导和协调行动，更好地捕捉与气候有关的经济金融

风险。325金融机构有必要探索建立公认的碳指标、完善必要的数据收集和基线设定原则。学术界

已有初步研究（见表 4.8），相关碳指标有待细化完善。 

 

 

                                                      

325央行与监管机构绿色金融体系合作网络（2019 年）。《行动呼吁：气候变化成为金融风险的来源》。来源

https://www.ngfs.net/sites/default/files/medias/documents/ngfs_first_comprehensive_report_-_17042019_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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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 低碳经济视野下财务风险预警指标 

 指标类别 指标 计算方法 

碳发展指标 碳资产增长率 碳资产增量/年初碳资产总量 

碳技术投入率 每年碳技术费用/碳营业收入 

碳利润增长率 今年碳利润增量/去年碳利润总额 

碳偿债指标 碳资产流动比率 碳流动资产/碳流动负债 

碳资产负债率 碳负债总额/碳资产总额 

碳产权比率 碳负债总额/碳资产中的股东权益 

低碳盈利指标 碳利润率 碳利润/碳营业收入 

碳成本利润率 碳利润/碳成本 

碳收益率 碳净利润/碳平均资本 

资料来源： Nie, Y.326 

全面完整的贷前尽职调查有助于优化分配信贷资源，将资源引向优质客户。尽职调查需要涵

盖借款人在特定行业的经营许可、环境合规表现、碳排放的预防措施，以及对相关社区的长期环

境影响。在预期会出现特定环境和气候风险的项目中，可聘请第三方机构进行风险调查评估。此

                                                      

326 Nie, Y.（2018 年）。《低碳经济视角下企业财务风险预警研究》（《财会通讯》） （中文链接，请见文末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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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还需进行全面的绿色信用评审，特别是对原材料采购、生产、质量检测、销售和运输等环节

的环境绩效进行评级。可以采用定基法，将目标项目的环境和气候风险评级与行业基准进行比较。 

进一步开发实用的气候风险预测和管理工具包，便于将“一带一路”项目的特点纳入现有风

险评估框架。可以采用定性和定量的风险评估工具来分析长期情景，估算金融风险和其他潜在影

响，分析跨境金融监管中的相关风险传导机制。国际机构还可以推动开展更多的合作研究，将碳

指标系统地纳入相关风险评级系统。这将有助于全面了解潜在的金融风险，为探索“一带一路”

特定低碳项目的风险评估模式和风险管理措施奠定基础，创造更加公平、高效、稳定的投融资环

境。 

加快一站式在线数据库和信息服务平台建设，有利于推进贷前环境与气候风险控制。相关信

息平台可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先进技术，实时连接金融机构、企业、消费者、政府机构和监

管机构，帮助他们实现数据共享，优化贷款、股权投资和担保服务。对企业而言，贷款审批流程

将得以简化，信息不对称、监管成本高、中小企业难以获得绿色融资等障碍将得到一定程度的克

服。对金融机构而言，该信息平台可利用环境、社会和治理评估模型和大数据技术，自动抓取和

判断评价数据，对绿色融资主体进行分类识别和智能贴标。对监管机构而言，该信息平台可以自

动测算节能减排指标完成情况，跟踪金融机构在管理绿色信贷、支持绿色产业发展方面的表现。 

高效低本的绿色金融纠纷解决方式，对于实现政府、金融机构、企业和司法机构等各利益相

关者的共赢局面至关重要。有必要加快出台详细的司法指导意见，尤其在改善绿色金融环境和规

范风险控制体系方面。考虑建立绿色金融纠纷调解中心，实现金融调解与司法确认相结合。 

绿色金融行业可以建立自主报告、自我审查和自律机制，作为引导投资者投资低碳和可持续

项目的补充手段。具体来说，银行、证券交易所和保险机构可以在绿色信贷准入、信息披露、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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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定价、绿色保险产品创新、绿色投资等领域建立自我评估和同行惩罚机制。绿色金融行业自律

机制有利于促进金融机构遵守绿色金融相关法律法规，迅速识别和报告重大环境和气候风险。 

4.3.5 跟踪管理贷后环境和气候风险 

加强贷后阶段绿色金融效率评估机制，对绿色项目进行持续监测至关重要。可鼓励推进数据

共享，打造“一带一路”知识共享平台。充分利用律师、智库、环保组织等第三方的智慧，对环

境和气候风险进行长期跟踪和管理。中央和地方政府机构可安排专项预算进行专题研究，加快绿

色金融的理论和实践创新。搭建研究交流平台，分享绿色金融改革经验，加强相关能力建设。 

需要进一步开展环境和气候风险情景分析、压力测试以及项目相关风险的持续报告、监测和

评估。根据“一带一路”国家共同确定并包含在法律协议中的指标、基线、目标和要求，对环境

绩效进行跟踪。央行与监管机构绿色金融网络（NGFS）正在推动开展以定量参数和具体数据为

基础的气候风险情景分析，帮助监管机构在其辖区内加强防范。新近研究表明，在 2 摄氏度温升

情景下，需求的萎缩和新能源发电成本的降低会加剧价格竞争，并导致化石能源投资的融资成本

上升。受这些因素影响，到 2030 年，中国主要煤电企业的违约概率将由 2020 年的不到 3%上升

到 22%左右；仅考虑碳价上涨和融资成本因素，到 2030 年这一比例仍将上升至 11%左右。327 

气候相关风险需要更好地纳入不同行业和市场的压力测试，特别是因气候变化、相对碳价格、

社会偏好变化或产能过剩因素可能导致搁浅资产增加的行业。需要加强敏感性分析，研究最新的

政策标准和监管规则（如强制披露环境信息）对项目合规绩效的影响。在中国，工商银行是第一

家进行环境风险压力测试的银行。（详见第四章第四节）。 

                                                      

327 Ma, J. 和 Sun, T. （2020 年）。《气候变化对金融稳定的影响》（《现代金融》）（中文链接，请见文末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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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多层次的环境信息披露框架和机制，有助于激励借款人自觉履行绿色发展义务。金融机

构、政府机构和媒体之间需要定期沟通，及时交流关于控排法规和企业合规行为的最新信息。 

在“一带一路”沿线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中，评估债务可持续性和提高债务管理效率尤为重

要。一些“一带一路”国家债务水平较高，在为包括可再生能源在内的电力项目提供主权担保时

受到严重制约。以水电行业为例。截至 2019 年，“一带一路”现有 110 个水电项目中，有 25.5%

位于非洲，仅次于亚洲的所占比例。截至 2019 年，“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中国能源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三峡国际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等投资主体在东非、中非、

南非和西非的水电项目投资总额分别为 50 亿美元、157 亿美元、67 亿美元和 119 亿美元。328这

一地区部分国家债务负担较重：据世界银行统计，南非、安哥拉和埃塞俄比亚都在投资大型水电，

而 2019 年三国外债存量与国民总收入的比率分别为 55%、60%和 30%。3292019 年公共和公共

担保借款人的净长期外债流入量中，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所占份额最大，为 24％（见图 4.4）。 

 

 

 

 

 

                                                      

328 Yin, F.Wu, M.Xiao. J.和 Niu, Z. （2019 年）。《2002–2019 年中国境外水电站项目信息数据集》（科学数据存储库）来

源 

http://www.scidb.cn/journalDetail?dataSetId=633694461364273152&version=V1&dataSetType=journal&tag=2&languag

e=zh_CN 

329 世界银行集团（未注明日期）。外债存量(占国民总收入的%)。来源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DT.DOD.DECT.GN.Z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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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 全球各地区公共和公共担保借款人的净长期外债流入量（2019 年）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330  

为了充分评估债务可持续性，优化“一带一路”沿线项目的长期风险控制，需要充分考虑项

目东道国现有的偿债义务、债务结构、偿还情况，以及相关项目的盈利前景和偿债能力。331在为

新债务提供担保时，完善管理框架，明确各方责任。应进一步建立完善的审慎的审计系统，完善

风险识别程序和冲突解决措施。在不违反国家法律和商业机密的前提下，及时披露“一带一路”

项目融资条款，这有助于对借款国债务的可持续性进行准确、透明的评估。 

                                                      

330  世 界 银 行 集 团 （ 2020 年 ) 。 2021 国 际 债 务 统 计 。 来 源 于

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bitstream/handle/10986/34588/9781464816109.pdf?sequence=2&isAllowed=y. 

331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中国国家开发银行（2019 年）——《融合投融资规则，促进 一带一路 可持续发展》。来源 

https://www.cn.undp.org/content/china/zh/home/library/south-south-cooperation/harmonizing-investment-and-

financing-standard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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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促进绿色和低碳领域投融资的最佳实践和技术 

4.4.1 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 融合碳排放会计处理标准 

关于碳排放交易体系的担忧之一是不公平或不稳定的碳价格，这可能对排放主体的减排造成

遏制。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国际性的碳排放交易体系，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已经经历了三个阶段来

克服这一问题。它的经验可以为世界其他国家提供有益的借鉴。 

 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的总体目标是到 2020 年比 2005 年减排 20%。为此，欧盟将其行动分

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05 年至 2007 年）、第二阶段（2008 年至 2012 年）和第三阶段

（2013 年至 2020 年）。在第一和第二阶段，各成员国可以通过国家分配计划决定其自身排放配

额的分配。此外，各成员国根据其历史温室气体排放情况得到免费发放的碳排放配额。这种所谓

的“祖父法”，即基于历史排放获得配额的做法实际上违反了“污染者付费”的原则。由于不考

虑早期行动，高排放国可以获得比低排放国更多的配额奖励。332另外，在第一阶段时由于缺乏各

行业的数据，限额并不是以准确的估算为基础。而在第二阶段，2008 年金融危机导致了意外的减

排。在这两个阶段，由于这些计划的不完善以及“黑天鹅事件”，发放的配额远远超过了排放，

333造成了碳价格的走低和波动，市场参与者因此受挫。 

根据前两个阶段的经验教训，欧盟在第三阶段将国家分配计划改为在其辖区范围内实行统一

的限额，并计划逐年减少限额。它用基准法取代了基于祖父法，即根据生产绩效而非历史排放量

来确定排放配额；同时还引入了拍卖机制，以逐步取代免费分配。334 

                                                      

332 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未注明日期）。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产品基准。来源 https://www.emissions-

euets.com/product-benchmarks 

333 欧盟委员会（未注明日期）。第一和第二阶段（2005-2012 年)。来源 

https://ec.europa.eu/clima/policies/ets/pre2013_en 

334 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未注明日期）。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产品基准。来源 https://www.emis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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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三阶段，还有一些其他工具补充目前的分配制度，以处理配额的盈余。短期的方法是折

量拍卖，即将 2014 年至 2016 年 9 亿份配额的拍卖推迟到 2019 年至 2020 年。通过将推迟拍卖

的配额暂时转移到储备库中，政策制定者减少了短期市场供应，改善了市场平衡。长期的解决方

案是市场稳定储备，该储备于 2019 年 1 月开始实行。当配额流通总量超过 8.33 亿吨时，12%

（到 2023 年将上升到 24%）的配额供应将从拍卖中撤出，存放在市场稳定储备中。当流通总量

低于 4 亿吨时，将有 1 亿吨从市场稳定储备向市场投放。335由于新的分配机制和补充工具，第三

阶段开始以来，碳价格已经上涨并且变得更加稳定。 

图 4.5 欧盟碳排放权期货价格（2012-2018 年） 

 

资料来源：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336 

                                                      

euets.com/product-benchmarks 

335 欧盟委员会（未注明日期）。市场稳定储备（MSR）。来源 https://ec.europa.eu/clima/policies/ets/reform_en 

336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IFRI，2018 年）。《欧洲碳排放交易体系的价格繁荣》来源

https://www.ifri.org/sites/default/files/atoms/files/roig_carbon_prices_eu_201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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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价格控制，欧盟还启动了监测、报告和核查机制，确保分配合规。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

所涵盖的每个安装运营商都必须每年提交一份排放报告。每年的数据在下一年度 3 月 31 日之前由

受认可的核查机构进行核查。经核查后，运营商必须于该年 4 月 30 日之前上缴等量的配额。337 

综上所述，第三阶段的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树立了一个令人鼓舞的榜样。总排放配额的减少、

拍卖配额的扩大、以及调节供求的市场储备机制，是促使排放价格暴涨和欧盟市场长期稳定的三

大因素。从这些经验中，世界上的其他政策制定者和市场参与者可以学习如何在碳市场中形成长

期稳定的预期。 

4.4.2 湖州绿色金融市场：利用政策和立法激励打造绿色金融生态系统 

位于中国东部的浙江省湖州市从 2015 年开始发展绿色金融市场，并于 2017 年被选为国家绿

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在过去几年里，全市逐步构建起支撑绿色金融的生态系统（详情请见图

4.6）。截至 2020 年年中，湖州已形成绿色产业基金规模 407.5 亿元（61 亿美元），累计发行贴

标绿色债券 28 单，创新绿色信贷产品“园区贷”已推广复制至全市 34 个小微园区，并累计为

105 家绿色小微企业提供贷款保险 1.92 亿元（2870 万美元）。338 湖州市绿色金融市场的快速健

康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整体政策和立法激励，特别是标准的统一、交易成本的降低和安全

的市场监管环境。 

 

 

 

                                                      

337 欧洲委员会（未注明日期）。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排放的监测、报告和核查。来源

https://ec.europa.eu/clima/policies/ets/monitoring_en 

338 这些数据是在 2020 年 9 月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到湖州实地考察时，从湖州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获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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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6 湖州绿色金融生态系统 

 

统一绿色项目标识的标准是湖州建立自主绿色金融生态系统的基础条件。绿色金融领域的研

究和实践表明，为项目或企业正确贴上绿色标识是全面打造绿色金融市场面临的首要挑战之一。

339明确和可靠的标识标准可以大大降低交易成本，从而激励投资者和贷款人以更环保的方式进行

经营活动。2018 年 4 月，根据国际和国家标准和经验，结合自身背景，湖州市发布了《湖州市绿

色企业认定评价方法》和《湖州市绿色项目认定评价方法》，并开始建立绿色金融市场的绿色标

识标准体系。这两个标准都依赖于一组指标，这些指标可以从企业的数据集中测量出来，政府可

以检查，第三方也可以监测。两部《方法》都预见到从众多中小企业处收集数据的难度，因此它

们的第一步就是创新性地将项目或企业分为“绿色”和“非绿色”两类。在“绿色”类别中，主

                                                      

339 Ehlers, T.和 Packer, F. （2017 年）。《绿色债券融资与认证》（《国际清算银行季报》）。来源

https://www.bis.org/publ/qtrpdf/r_qt1709h.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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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被进一步划分为三个层次，即深绿、中绿和浅绿，分别给予基准利率基础上 12%、9%和 6%的

融资贴现率。3402018 年 8 月，这两部《方法》进一步发展成为《绿色融资项目评价规范》、《绿

色融资企业评价规范》、《绿色银行评价规范》和《绿色金融专营机构建设规范》。341这四项规

范为每一个标准化主体都进行了明确的定义，设立了一套以证据为基础的指标，且标准内容统一，

没有重复叙述。 

第二套主要激励措施则建立在不同政府机构政策协调的基础上。中国人民银行湖州支行建立

了绿色再贷款机制，为商业银行以较低价格发放绿色贷款提供了廉价资金。2017 年，首批发放的

资金金额为 5 亿元人民币（7100 万美元）。希望申请该资金的金融机构需要具备准入条件，这促

使银行建立绿色金融事业部、环境风险评估机制、绿色贷款绩效评估机制和绿色贷款体系。同时，

将贷后评估纳入地方人民银行宏观审慎评估体系。宏观审慎评估体系评分是人民银行评估银行绩

效的基本依据，可激励银行持续增加绿色贷款。为了打造有利的金融和商业环境，司法系统还发

布了 18 项措施，从三个主要方面为湖州绿色金融市场提供法律保障。342一是加强对绿色金融主

体的法律服务。这些措施鼓励绿色企业上市，积极降低上市的司法成本。这些措施还支持金融机

构开展绿色融资创新，包括设立排放权质押和抵押、节能环保项目特许经营、环境治理政府和社

会资本合作项目的使用权、绿色工程项目核心收益权等。二是绿色金融司法保护得到有效落实。

通过开通绿色金融纠纷绿色通道，提供网上备案服务，大大提高了绿色金融案件受理效率。绿色

金融相关案件设置的目标结案率和执行率分别达到 90%和 85%以上，需要统一调度和有计划的行

动才能实现。三是严厉打击绿色金融领域的犯罪，包括非法集资、贪污、贿赂、暴力等犯罪。各

                                                      

340 浙江省人民政府（2019 年）。《湖州绿贷通助推高质量发展》（中文链接，请见文末参考文献）。 

341 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2018 年）。《湖州制定全国首批绿色金融地方标准》（中文链接，请见文末参考文

献）。 

342 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 （2018 年）。《绿色金融动态》（中文链接，请见文末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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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机构之间也采取了协调行动，建立安全盈利的绿色金融市场。例如，司法机关与人民银行、

公安机关、税务、土地和市场监督机关紧密合作，建立绿色信用体系，以及绿色金融风险预警和

管理机制。 

湖州绿色金融市场的第三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利用数字技术作为政府、金融机构和中小企业之

间的桥梁。统一的标准、优惠的立法框架和无障碍的绿色银行体系为吸引绿色金融活动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而数字技术的应用为绿色金融市场的自我驱动发展提供了便利。为落实针对绿色项目、

企业、银行和专营机构的四项规范，湖州政府推出和更新了一个网上标识平台，以迅速促进对绿

色市场主体进行精确、自动和积极的标识。该平台与当地环境大数据系统相连，可实现即时自动

数据提取和机器贴标。司法系统还启动了“互联网+司法”机制，绿色金融相关案件的判决可以

在网上直接发布。政府机构为降低开展或办理绿色金融业务的交易成本，专门推出一站式绿色金

融在线平台，直接连接银行和企业等业务单位。电子融资系统与网上标识系统结合，并与商务、

税务、法院等部门的数据中心相连，使银行可以轻松确定申请绿色贷款的项目或企业的类别和信

用。另一方面，企业可以在平台上轻松注册，发布绿色金融需求，之后银行可以立即评估，在短

时间内竞争赢得交易。截止 2019 年，10721 家公司通过这一站式的电子绿色金融平台，共获得

银行贷款 1070 亿元人民币（超过 151 亿美元）。343 

4.4.3 中国工商银行的压力测试：环境风险评估技术与模型 

工商银行是中国首家使用压力测试法预测自身及其客户所面临的环境和气候相关风险影响的

银行。除社会责任外，工商银行还依据环境压力可能引发的商业风险，确定财务资源配置，优化

业务结构。 

                                                      

343 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 （2018 年）。《绿色金融动态》（中文链接，请见文末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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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应用该方法，工商银行将环境风险内部化到其信用评级系统中，从而量化了环境风险。

其研究表明，环境外部性会从三个维度增加商业银行的财务风险。344 首先，它们可能加剧信用违

约风险。标准收紧和气候变化可能会对银行客户的现金流和资产负债表产生负面影响，削弱客户

的还款能力，从而增加银行面临的信贷风险。其次，银行可能承担污染连带责任的风险。在许多

国家，依据法律法规，商业银行作为债权人对污染负有连带责任，因为立法者希望阻止商业银行

为对环境不友好的企业提供支持。第三，随着环境风险对投资回报的影响越来越大，媒体也越来

越关注，银行会面临不可避免的声誉风险。 

在定量分析的基础上，工商银行可依据其在火电、水泥等行业的实践，通过以下几个步骤来

衡量内化后的环境风险对其日常经营活动的影响：345第一步是列出和分类环境压力。以火力发电

行业和水泥行业为例。这两个行业的压力主要是超过空气污染物排放限制带来的处罚和针对废弃

物的收费。水泥行业也可能受到水泥窑协同处理工业固体废物相关政策要求的影响。总之，这些

高污染行业在中国普遍受到环境保护政策变化的压力。然后，工商银行依据一系列已经制定或即

将推出的政策和标准，建立了三个级别的压力情景（轻度、中度和重度）。这样一来，其中一种

情景体现实际结果的可能性就会相对较高。最后一步是进行压力测试。由于缺乏有关中国环境标

准对银行贷款质量影响的历史数据，此压力测试采用了“自下而上”的方法，即分析了环境政策

变化对公司财务的主要影响。基于财务报表之间的相互关系，可以制定压力情景下的新财务报表。

                                                      

344 Zhang, H.、Zhou, Y.和 Ma, J. （2016 年） 《环境因素对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影响——基于中国工商银行的压力测试研

究与应用》（中国工商银行环境因素压力测试课题组 ）。 来源

http://www.greenfinance.org.cn/upfile/upfile/filet/ICBC%E7%8E%AF%E5%A2%83%E5%8E%8B%E5%8A%9B%E6%B5%8B%

E8%AF%95%E8%AE%BA%E6%96%87_2016-03-19_08-49-

24.pdf.http://www.greenfinance.org.cn/upfile/upfile/filet/ICBC%E7%8E%AF%E5%A2%83%E5%8E%8B%E5%8A%9B%E6%B

5%8B%E8%AF%95%E8%AE%BA%E6%96%87_2016-03-19_08-49-24.pdf 

345 中国银行业协会编著（2018 年）。《绿色信贷》（中国金融出版社）。 



169 170

为全球和“一带一路”沿线低碳发展铺平道路

 

169 

 

通过工商银行现有的客户评级模型，可以得到压力情景下企业信用评级和违约率的变化情况。通

过违约率与不良贷款率的关系，可以预测压力情景下相关行业不良贷款率的上升。 

图 4.7 压力测试的财务传导模型346 

 

 

资料来源：Zhang, H.、 Zhou, Y.和 Ma, J.347 

在这些步骤的基础上，工商银行对这两个行业提出了建议。火力发电行业将经历环境标准收

紧所带来的巨大成本压力，但由于经济持续增长和对电力的巨大需求，最终可能会保持稳定。但

中小企业将受到标准变化带来的结构性冲击，面临“明显的财务压力”和信用评级的下调。对水

泥行业而言，压力测试发现环境标准收紧将给水泥行业带来相当大的资金压力。部分不符合新标

准的产能将被淘汰，水泥行业的产能会不断下降，进入低增长阶段。348 

                                                      

346 模型中评级迁移矩阵的作用是捕捉某债务人在给定时期内从一种信用状态迁移到另一种信用状态的概率。 

347 Zhang, H.、Zhou, Y.和 Ma, J. （2016 年） 《环境因素对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影响——基于中国工商银行的压力测试研

究与应用》（中国工商银行环境因素压力测试课题组 ）。 来源 

http://www.greenfinance.org.cn/upfile/upfile/filet/ICBC%E7%8E%AF%E5%A2%83%E5%8E%8B%E5%8A%9B%E6%B5%8B%

E8%AF%95%E8%AE%BA%E6%96%87_2016-03-19_08-49-24.pdf 

348 剑桥大学可持续领导力学院（2016 年）《金融机构环境风险分析：全球实践回顾》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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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工商银行的压力测试体现了前瞻性思维。它是在行业层面进行的，重点聚焦于高

污染和高能耗行业。与主要关注极端事件影响的传统压力测试不同，工商银行的压力测试还考虑

了其他因素。以中国为例，为实现生态文明，各级政府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来减少排放控制污

染，这给高污染行业带来了巨大压力。因此工商银行在设计情景时，通常会将环境标准的变化作

为影响因素考虑。 

4.4.4 国际金融公司的混合融资：探索多元化融资渠道，支持低碳发展 

国际金融公司是一个典型的利用混合融资支持可持续发展的多边开发金融机构。通过将其商

业资金和开发伙伴提供的优惠资金结合起来，国际金融公司可以将丰富的金融资源用于高风险、

回报不确定的大型开发项目。349其合作投资伙伴包括本地和国际商业银行、开发机构、中央银

行、基金、保险公司等。350 

实际上，由于民营商业银行面对着新的资金流动性规定，它们在满足新兴市场能源相关项目

的长期融资需求方面的能力是有限的。尽管如此，由于许多公共部门的银行在为大型项目提供资

金方面也面临压力， 因此仍然需要探索从民间投资者处获取融资的潜力。为了让更多的民营金融

机构参与新兴市场基础设施的发展融资，并释放民营资金流，国际金融公司启动了 “联合贷款组

合管理计划（MCPP）” —— 这是一个涵盖基础设施、金融机构和实体经济的银团贷款计划。

351 为 了 给 新兴 市 场的 基础 设 施 提供 融 资， 联合 贷 款 组合 管 理计 划基 础 设 施专 案 （ MCPP 

                                                      

https://www.cisl.cam.ac.uk/resources/publication-pdfs/environmental-risk-analysis.pdf 

349国际开发协会（2016 年）《关于 IDA18 中拟议的 IFC-MIGA 私营部门窗口的进一步细节》。来源

http://documents.worldbank.org/curated/en/947651474898912390/pdf/further-details-on - proposal - ifc-miga-private - 

sector-window-inida18.pdf 

350 国际金融公司（2017 年）《与国际金融公司展开银团合作》。来源

https://www.ifc.org/wps/wcm/connect/d492479a-aca0-48e3-8ed4-

2905f62a3859/Syndications+Brochure_SEPTEMBER+2017_FINAL+9-8-2017.pdf?MOD=AJPERES&CVID=lYR-gnI 

351 国际金融公司（未注明日期）。《联合贷款组合管理计划（MCPP）》。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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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rastructure）购买国际金融公司发放的贷款，集中在一个“贷款资金池” 里，然后将贷款重

组为 信用风险等级不同的两份证券。国际金融公司留存风险较高的、最先承受股权损失的份额，

而风险更低的、在后承受股权损失的份额则适合机构投资者持有。该基金由瑞典国际发展合作署

提供担保。通过这种方式，国际金融公司扩大了从民营机构募资的规模。 

图 4.8 联合贷款组合管理计划基础设施专案的机制 

 

 

Borrower=借款人；IFC=国际金融公司；Sida=瑞典国际发展合作署；Investor=投资人；Senior Tranche=优先证券；Junior 

Tranche=次级证券；IFC originates eligible deals for loan fund=国际金融公司为符合条件的项目发放贷款，贷款进入资金池；IFC, 

with the support of Sida, invests in junior tranche to credit enhance the vehicle=在瑞典国际发展合作署的支持下，国际金融公

司投资次级证券，为项目公司增信；Investors partcipate in senior tranche=投资人参与优先证券 

资料来源：国际金融公司352 

                                                      

https://www.ifc.org/wps/wcm/connect/corp_ext_content/ifc_external_corporate_site/solutions/products+and+services/sy

ndications/mcpp 

352国际金融公司（未注明日期）。联合贷款组合管理计划基础设施专案。来源

https://www.ifc.org/wps/wcm/connect/4c9e0868-1232-4212-b4f2-

a5c39d177afa/MCPP+Infrastructure+Flyer+2018.pdf?MOD=AJPERES&CVID=mcoa4b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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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结构下，投资者只需提前投入一定数额的资金，并根据国际金融公司的策略，将这些

资金与国际金融公司的资金一起投资于特定的国家和行业。作为交换，国际金融公司有义务向投

资人披露整个渠道中的所有项目，而非有选择地披露，并做出投资决策。 

这种结构的主要优点是，国际金融公司可以通过银团贷款和证券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

施项目进行风险管理并充分利用贷款。产品与投资者之间的中介缺口因此被填补，投资者可以获

得多元化的资产配置。这调动了更多的机构投资进入新兴市场的基础设施项目。此外，对投资组

合的担保和划分将机构投资者的风险降低到符合受托和监管要求的水平。353 

国际金融公司及其借款人也可以从联合贷款组合管理计划基础设施专案中获益。通过调动第

三方融资，该方案利用国际金融公司自身的资产负债表，扩大了其业务。另一方面，这也提高了

融资的确定性，降低了借款人的交易成本。 

到目前为止，联合贷款组合管理计划基础设施专案已从机构投资者那里吸引了 20 亿美元的资

金投入，其中包括英国保诚集团旗下的亚洲资产管理业务——瀚亚投资和其他全球主要保险公司。

354 

  

                                                      

353 海外发展研究院（2018 年）。发展中国家的私人基础设施融资。来源

https://www.odi.org/sites/odi.org.uk/files/resource-documents/12366.pdf 

354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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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提升“一带一路”沿线低碳发展的能力 

能力建设对于促进低碳发展至关重要。本章梳理分析一带一路沿线低碳发展领域的能力差距，

包括监管技术和经济壁垒、机制和政策瓶颈、教育和培训不足，以及重要数据、信息和意识的欠

缺。 在此基础上，本章提出，强化关键领域的低碳能力建设至关重要，尤其聚焦促进“一带一路”

沿线利益相关方深入理解低碳能源转型轨迹和新冠肺炎疫情对低碳能源转型发展的影响，完善环

境与气候风险的识别与计量，碳排放管理的法律法规和国际共识等。 有必要开展多边合作的教育

中心、专业培训项目、线上交流平台，加强政、产、学、研、用各层级协调合作，把握低碳能源

转型共识和机遇，鼓励行业和教育部门支持女性和青年获得平等就业机会。 

本章第一节分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开展低碳建设背景，指出沿线低碳能力建设的

主要需求和挑战。第二节深入梳理分析开展沿线低碳能力建设的关键领域。第三节提出多元化开

展低碳能力建设的关键路径。第四节提供全球范围内分析低碳发展能力建设的最佳实践，包括联

合国开发计划署三方合作可再生能源技术转移项目，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的可再生能源发展潜力

评估工具，丹麦和乌拉圭劳动力技能培训的路径和优势。 

5.1“一带一路”沿线开展低碳能力建设的背景 

5.1.1 开展能力建设的三个主要层面：个人、机构、系统 

能力发展的定义是“个人、组织和社会获得、加强和保持能力，制定并逐步实现自身发展

目标的过程”。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话语体系中，能力是做好发展工作的“途径”。355在低碳

发展相关基础设施融资和投资方面，需要提升各国的吸收能力，降低产生不良资产的风险。  

                                                      

        355  联 合 国 开 发 计 划 署 （ 2008 年 ） 。 能 力 发 展 实 践 记 录 。 来 源 http://content-

ext.undp.org/aplaws_publications/1449053/PN_Capacity_Developmen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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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仅包括个人技能和培训，还包括改进制度、有效领导和公众

参与等相关议题。356在本章的分析中，参与能力建设活动的关键利益相关方既是“接收者/受训

者”，也是“发起者/培训者”。分析将着重于各国之内和之间伙伴关系的重要性；能力需要加强

的关键领域、行业以及最必不可少的专业知识；能取得切实进展和解决方案的实践活动形式；并

且前瞻地分析了转型过程中可利用的机遇。  

在这一框架下，分析突出了能力建设活动产生影响的三大层面：（1） 个人——涉及知识的

获得、技能的交流和培训、以及主人翁意识的产生；（2）组织——涉及通过制定目标、指导原

则和工具手段加强在实施层面的功能和落实；（3）系统——注重创造一个包含政策、监管、与

问责框架的赋能环境。357为了促进低碳发展，需要对个人和组织开展能力建设，从而创造一个有

利的赋能环境，实现有效、高效的资源利用。  

能力建设活动有多种类型。可以设计并提供一系列奖学金和量身定做的培训项目还可以建立

知识中心，重点是建立必要的专业知识转让框架，并为短期和长期教育方案提供资金。还应优先

考虑通过在线平台进行知识数字化和交流，帮助实现规模经济和促进创新。  

5.1.2“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低碳能力建设的需求和挑战 

低碳发展的能力短板主要集中在完善低碳发展政策和治理机制、应对低碳发展新兴就业需求，

以及加强数据收集、知识分享。鉴于低碳转型带来的新兴产业和就业机会，这些领域同样充满提

升能力发展的机遇。  

低碳发展政策的完善和执行能力有待加强，低碳治理短板有待补齐，从而为“一带一路”沿

线的低碳发展创造赋能环境。政策制定者需要夯实专业知识，有效制定和完善低碳政策，落实国

                                                      

        356  同上。 

        357  国 际 可 再 生 能 源 机 构 （ 2012 年 ） 。 国 际 可 再 生 能 源 机 构 能 力 建 设 战 略 框 架 （ 2012 –  2015 ） 。 来 源

https://www.irena.org/publications/2012/Nov/Capacity-Building-Strategic-Framework-for-IRENA-2012--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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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发展战略和环境法规。能力短板会导致政策碎片化，执行和监管程序复杂，缺乏统一适当的标

准，358并可能因此滋生腐败。这就要求加强职业水平和技术专业知识等政策制定者的个人能力，

但也需要通过设立专门办公室和机构，建设组织层面的能力。还需要加强系统性的能力建设，提

升整体的赋能环境。大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都具备提高上述能力的巨大潜力和广阔

空间。  

低碳转型带来新兴就业机遇和相关教育培训需求尚未得到合理把握和有效利用。随着可再生

能源在全球能源系统中的部署不断增加，全球的可再生能源从业人员也会越来越多。国际可再生

能源机构指出，在基于当前政府观点的规划能源情景下，359可再生能源领域从业人员数量可实现

大幅增长，2030 年和 2050 年将分别达到 2360 万和 2880 万。而基于更具雄心的现实能源转型

途径，在转化能源情景下，360 全球可再生能源就业市场规模将在 2030 年和 2050 年分别可达

3000 万人和 4200 万人。并且，能效和系统灵活性等相关领域的就业岗位还将分别增加 2100 万

个和 1500 万个。  

这意味着更坚决地致力于低碳发展将使更多人进入该行业及其供应链部门就业，尤其是在地

方层面（见图5.1）。需要的能力包括可再生能源设备的制造和分销，可再生能源项目的开发，与

可再生能源能力发展相关的建设和安装，可再生能源工厂的运行和维护，与价值链发展相关的其

                                                      

        358 同上。 

        359  根据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规划能源情景是“基于政府截至 2019 年的能源规划及其他规划指标和政策的能源体系建设，包

括《巴黎协定》中的国家自主贡献，除非有更新的气候和能源指标或规划”。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2020 年）。《全球可再生能源展

望：能源转型 2050 年》。来源 https://www.irena.org/publications/2020/Apr/Global-Renewables-Outlook-2020  

        360 根据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转化能源情景“描述基于可再生能源和能效稳步提升（尽管并不局限于这些技术）的能源转型路

径，具有雄心但依然现实。这将帮助能源体系满足本世纪全球气温升高 2 摄氏度以内并且力争 1.5 摄氏度以内的要求。”国际可再生

能源机构（2020 年）。《全球可再生能源展望：能源转型 2050》。来源 https://www.irena.org/publications/2020/Apr/Global-

Renewables-Outlook-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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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活动。361关键是发展当地供应链，支持低成本运营和维护，因为当地技能和能力的缺失会导致

可再生能源成本飙升，并为运营效率和可靠性带来风险。  

图 5.1 规划情景和转化情景下 2017、2030 和 2050 年的全球可再生能源就业  

 

资料来源：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362 

                                                      

        361 国际劳工组织（2011 年）。可再生能源的技能和职业需求。来源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

ed_emp/---ifp_skills/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166823.pdf  

        362   国 际 可 再 生 能 源 机 构 （ 2020 年 ） 。 《 全 球 可 再 生 能 源 展 望 ： 能 源 转 型 2050 》 。 来 源

https://www.irena.org/publications/2020/Apr/Global-Renewables-Outlook-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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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网发展和分布式能源系统将带来新的就业机会，同时使农村和偏远地区更容易获得清洁能

源，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虽然目前非洲和亚洲的分布式能源工作岗位有限，但到 2023 年，

相关工作岗位的数量将增加一倍。2019 年电力工作普查显示，在印度、肯尼亚和尼日利亚，分布

式能源领域的就业人数已经与传统能源领域的就业人数相当。离网开发领域的就业岗位创造率则

是化石燃料发电行业的五倍。这些就业机会大多提供良好的工作条件，并满足高技能、高薪水的

中等收入劳动力的需求，这就需要加强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方面的教育。  

然而，重要的技能差距仍然存在，特别是在操作和维护方面。在其他与行业有关的领域，如

企业管理、销售和分销领域，差距也很明显。大力注重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以及涉及政府、

行业、教育机构和投资者的职业战略，对于缩小技能差距至关重要。363以下案例有力证明了，如

果技能差距得到适当解决，就可以利用好这些就业机会。  

在肯尼亚，分布式可再生能源在 2017 年为 17,000 人提供了直接和间接的就业机会，其中

10,000 人在该行业拥有正式工作。预计到 2023 年，这一数字将再增加 70%。364分布式可再生能

源所需的关键技能包括销售和分销、商业管理以及售后服务。在肯尼亚，发电厂生产的电力有 18%

在输送和分配的过程中损失。分布式能源发电成本效益高、清洁且廉价，因此是一种值得研究的

能源生产解决方案。365由于当地太阳能并网成本高、太阳能资源丰富，这一潜在优势又得到了加

强。  

尼日利亚人口总数为 1.9 亿，占非洲总人口的五分之一。该国能源不可靠问题突出。地方和

分布式可再生能源项目能够小规模地解决集中发电无法解决的地方电力短缺问题。13,000 人直接

                                                      

        363  Power For All (2019). Powering jobs census 2019:  the energy access workforce. 来

源 https://www.powerforall.org/resources/reports/powering-jobs-census-2019-energy-access-workforce.  

        364 同上。 

        365 Brite Bridges（2018 年）。分散式能源解决方案如何缩小非洲的获取差距。来源 https://briterbridges.com/how-

decentralised-energy-solutions-are-closing-the-energy-access-gap-in-af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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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间接地在分布式可再生能源行业就业，其中有 4 ,000 个正式就业。366预计到 2023 年底，这一

数字将翻 13 倍，达到 52,000 个工作岗位。所需的关键技能将包括操作和维护、销售和分销以及

企业管理。  

在菲律宾，有 270 万居民用不上电。由于菲律宾是群岛国家，且需要 100%依赖进口煤炭和

石油发电，分布式的微型电网提供了一个廉价可行、且非常环保的解决方案，目前正在菲律宾全

国各地进行开发。同样，当地的小型水电项目也提供了数百个工作岗位（西米沙鄢的安蒂克、棉

兰老的达沃和吕宋的赫德科），这些工作岗位大部分惠及当地社区。367 

在低碳转型时期，教育和职业培训系统需要适应新兴就业市场的劳动力需求。考虑到可再生

能源是一个相对新兴的行业，这一过程需要时间来设计、适应新的方案，确定资金目标和加强技

能。最大的障碍是缺乏技能，难以发展当地供应链。368还需要增进与私营部门的协商，确保开发

的技能能够满足现有和未来的需求。369此外，正如 2016 年麦肯锡研究报告所显示的那样，在新

创造的工作机会中，越来越多的岗位对数字和信息技术技能提出了要求。370这在发达国家已经是

一个问题，371在发展中国即使还没有出现也显然会在不久的将来成为更加严重的问题。  

                                                      

        366  Power For All (2019). Powering jobs census 2019:  the energy access workforce. 来

源 https://www.powerforall.org/resources/reports/powering-jobs-census-2019-energy-access-workforce.  

        367  Renner M. (2017 年 ) 。 农 村 可 再 生 能 源 投 资 及 其 对 就 业 的 影 响 。 国 际 劳 工 组 织 工 作 文 件 。 来 源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emp/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562269.pdf  

        368  Taylor Hopkinson(2017 年 ) 。 到 2020 年 解 决 可 再 生 能 源 部 门 的 技 能 短 缺 问 题 。 来 源

https://www.taylorhopkinson.com/wp-content/uploads/Skills-shortage-Report-Taylor-Hopkinson.pdf  

        369 国际劳工组织（2011 年）。可再生能源的技能和职业需求。来源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

ed_emp/---ifp_skills/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166823.pdf  

        370  Booth ， A. ， Mohr ， N. ， 和 Peters ， P. （ 2016 年 ） 。 数 字 公 用 事 业 ： 新 的 机 遇 和 挑 战 。 麦 肯 锡 。 来 源

https://www.mckinsey.com/industries/electric-power-and-natural-gas/our-insights/the-digital-utility-new-opportunities-

and-challenges  

        371 欧洲风能技术平台（2013 年）。劳动力不足：欧盟风能部门的技能差距。来源《欧洲风能技术平台》（2013 年）

http://www.windplatform.eu/fileadmin/ewetp_docs/Documents/reports/Workers_Wanted_TPwind.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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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数据收集、低碳转型知识共享和社会意识有待完善。数据、信息和意识是涉及能力建设

所有三大层面的领域，因为它们强化了组织和个人的关键能力，对系统性能力建设至关重要。372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需要进一步改善国内能源数据的收集，并加强实现上述的知识共享。

在一些国家，现有的数据收集方式注重传统能源体系，无法确保充分、及时地纳入可再生能源，

以促进全球和“一带一路”沿线实现低碳目标的协调行动。例如，数据驱动和基于情景的气候和

环境风险分析对于“一带一路”关键利益相关方的决策至关重要。这不仅需要国家有关部门具有

进行自主分析的意愿，还需要相应的意识和承诺去分享数据和实地经验，这是实现低碳转型的前

提条件。  

5.2 开展低碳能力建设的关键领域  

5.2.1 能源转型轨迹和新冠肺炎疫情对低碳能源转型发展的影响  

加强能源转型轨迹梳理和实地经验分享，为“一带一路”沿线的政策制定者提供实施能源转

型政策的必要工具，有利于政策制定者在短期和长期规划中作出深思熟虑的决定。这些工具包括

获取最新技术发展数据和信息的可靠渠道，也包括对成本和投资的收益和风险作前瞻性规划，建

设具有气候韧性的能源基础设施，同时正确评估化石燃料发电厂的搁置资产。出于上述考虑，风

险评估机制应前瞻性地分析运营绩效和借款人面对气候风险和可能的资产搁置时的还款能力和意

愿。除了政策制定者，这些工具还能支持投资者进行预可行性评估，确保资产融资。  

建立和完善知识中心，提供有针对性的培训和能力建设活动，可以弥补能源转型轨迹方面现

有的专业知识差距。这些中心可以帮助“一带一路”沿线的发展中国家和能源转型滞后的较发达

                                                      

        372  国 际 可 再 生 能 源 机 构 （ 2012 年 ） 。 IRENA 能 力 建 设 战 略 框 架 （ 2012 –  2015 年 ） 。 来 源

https://www.irena.org/publications/2012/Nov/Capacity-Building-Strategic-Framework-for-IRENA-2012--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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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掘各级各部门相关的协同作用。从长远来看，这些知识中心将有助于建立国际教育合作机

制，建立新的研究和知识共享机构，以促进学生、教师和低碳发展专业研究人员的交流。  

进一步的补充行动可包括为能源转型宣传项目提供资金，以确保国家和地方决策者、利益相

关方、社区和民众提高对能源转型需求和气候变化的认识。这种宣传项目可以有效地减少知识的

不足，并获得关键利益相关者的认可和参与，从而加强政治意愿和承诺。为了实现低碳转型，这

些项目需要与第四章中描述的融资机制紧密联系起来。中国和其他在技术转让方面有经验、在可

再生能源方面有专业知识的国家，可以从其在这些方面的独特竞争优势中获益。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经济复苏、增长前景、对能源行业和能源安全的影响依然存在很

多不确定性。在这一背景下，通过降低化石燃料的比重等手段提升气候雄心可能会带来巨大的政

治挑战，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373 

然而，危机中可能蕴含着机遇，尤其是对中国和“一带一路”伙伴国而言。各国为应对新冠

肺炎疫情带来的社会经济问题，制定了刺激计划，将决定未来几十年这些国家的低碳发展前景。

因此，中国和“一带一路”伙伴国的决策者可以选择全力推进能源转型。在这一情景中，有些国

家可以利用自身潜力，站在清洁能源投资和低碳经济发展的前沿，塑造疫情后的世界。这将帮助

“一带一路”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利用“一带一路”的平台在疫情期间交流克服经济社会挑战的信

息和经验，并在后疫情时代更好地制定支持它们发展愿景的低碳政策。  

                                                      

        373  Tu K. （ 2020 年 ） 。 新 冠 疫 情 对 中 国 能 源 部 门 的 影 响 ： 初 步 分 析 。 哥 伦 比 亚 大 学 ： 全 球 能 源 政 策 中 心 。 来

源  https://energypolicy.columbia.edu/research/commentary/covid-19-pandemic-s-impacts-china-s-energy-sector-

preliminary-analysis?utm_source=Center+on+Global+Energy+Policy+Mailing+List&utm_campaign=1a88b172af-

EMAIL_CAMPAIGN_2019_09_24_06_19_COPY_01&utm_medium=email&utm_term=0_0773077aac-1a88b172af-

102313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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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问题上，可以为政府官员提供具体培训。例如，可以通过线上研讨会介绍新冠肺炎疫

情对低碳发展前景的影响；也可以召开会议，关注数字基础设施和低碳发展机遇等相关新议题。

机构或者专家都可以提供课程，提升个体能力、加强政策讨论，并在重要领域促进共识。  

5.2.2 环境与气候风险的识别与计量，碳排放管理的法律法规和国际共识  

为了克服当前在实施低碳发展政策方面的障碍和不足，有必要深入理解气候变化领域现有法

律法规框架下的全球和区域共识，了解相关法律法规标准、能源市场设计，执行部门的落实机制

和实地案例。   

正如前一节分析的那样，监管、制度和政策壁垒会严重阻碍低碳政策的实施。例如，非洲开

发银行的报告指出，374多数非洲国家监管制度设计不科学、标准统一难度大，缺乏包括制度层面

在内的实施能力，阻碍了低碳发展的潜力。这些短板问题加剧了各国面临的风险，也不利于为能

源领域低碳发展吸引吸收投资。大多数“一带一路”伙伴国至少存在上述某些不足，基础设施风

险评级也为最高风险。375 

为了克服这些挑战，需要加强能力建设，解决在国家和地区层面上的监管和制度方面的短板。

376尤其需要重点强化对环境与气候风险的识别与计量，增进对碳排放管理法律法规和相关技术模

                                                      

        374  非 洲 发 展 银 行 （ 2013 年 ） 。 能 源 部 门 能 力 建 设 诊 断 和 需 求 评 估 研 究 。 来 源

https://www.afdb.org/fileadmin/uploads/afdb/Documents/Publications/Energy_Sector_Capacity_Building_Diagnostic_and_

Needs_Assessment_Study.pdf  

        375 Ji, J.和 Liang, H.（2018 年），《中国“一带一路”投资安全蓝皮书(2018)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中国）。联合国开发

计 划 署 和 中 国 国 家 开 发 银 行 （ 2019 年 ） — — 《 融 合 投 融 资 规 则 ， 促 进 “ 一 带 一 路 ” 可 持 续 发 展 》 。 来 源

https://www.cn.undp.org/content/china/zh/home/library/south-south-cooperation/harmonizing-investment-and-

financing-standards-.html。 

        376  非 洲 发 展 银 行 （ 2013 年 ） 。 能 源 部 门 能 力 建 设 诊 断 和 需 求 评 估 研 究 。 来 源

https://www.afdb.org/fileadmin/uploads/afdb/Documents/Publications/Energy_Sector_Capacity_Building_Diagnostic_and_

Needs_Assessment_Study.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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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深入了解。具体来说，这些能力建设活动可以拓展 “一带一路”利益相关方和政策制定者在

体制机制、监管框架领域的知识面，促进低碳发展。  

5.2.3 绿色投融资的准入标准、投资工具和监管政策 

投资不足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缺乏赋能环境，无法吸引社会资本投入低碳发展并且优化资源

利用，在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的。例如，在能源行业，适当的政策措施将从财务和运营上提升电

力行业更大规模部署可再生能源可行性。完善制度和监管，鼓励私营部门参与能催化私营部门的

投资，特别是当成熟的金融和投资工具已经具备并且已经能够被高效使用的时候。国家公用事业

吸纳私营投资也能提高自身的财务可持续性和效率。377 

帮助政策制定者和监管者设计出高效的市场规则，更好地引导政府和私人投资是实施低碳发

展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关键。这就要求加强政府制定政策的能力和专业知识，以灵活、开放

的心态拥抱低碳发展。政策讨论和对话能非常有效地聚集利益相关方，而具体的培训能帮助政策

制定者和监管者提升能力，掌握专业知识。还可以通过认证体系认可率先在商业模式中促进低碳

发展的私营部门。  

在这一领域，个人层面的能力建设活动可以更具体地针对来自中国和其他“一带一路”伙伴

国的私人和公共投资者，他们可能不熟悉国际准则和标准或投资所在国的具体情况。这种能力建

设活动可以采取培训的形式，也可以采取政策讨论的形式以促进意见交流。在组织层面，可以选

择培训机构、学校或大学（如企业管理学院）制定相关的培训计划。  

虽然这些行动主要针对个人和组织能力发展，但系统层面也将受益于一支有能力的官员队伍，

他们可以极大地为低碳发展领域投资促成一个吸引私人资金的有利环境；还可以完善市场调控机

                                                      

        377  非 洲 发 展 银 行 （ 2013 年 ） 。 能 源 部 门 能 力 建 设 诊 断 和 需 求 评 估 研 究 。 来 源

https://www.afdb.org/fileadmin/uploads/afdb/Documents/Publications/Energy_Sector_Capacity_Building_Diagnostic_and_

Needs_Assessment_Study.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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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不仅有效地调节和管理电力市场的供给侧，还能有效地调节和管理电力市场的需求侧，并有

效地寻求加强全球电网的连接。因此，鉴于网络效应和外部性，支持这些活动符合所有“一带一

路”伙伴国家的个体和共同利益，也符合其他国家的利益。  

5.2.4 大型低碳基础设施项目有效推进的关键要素  

为大型低碳基础设施项目进行长期规划并进行适当架构的个人和组织能力是另一个重要因素，

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严重且未能有效解决的能力局限会显著影响国家加速投资可持续基础设施

的工作效果。378  

正如世界银行强调的，379道路并不平坦，尤其是在最不发达国家和脆弱的环境下。这表明大

型低碳基础设施项目需要考虑多重因素。举例而言，以调整电价为例。这项措施对回收成本，保

持电力行业的长期财务健康至关重要。但因其政治敏感性，政府也许只能对财务稳定和收回成本

的目标作出有限承诺。因此，这些项目的时间安排应为政府落实政策留出空间。低碳基础设施项

目的设计还需要避免投资贷款中的常见陷阱，尤其是不切实际的时间框架，雄心过高的议程或者

过于复杂的条件设置。补充性干预也能够有效支持各国克服能力短板，例如将投资运营与直接相

关的能力建设援助挂钩，以及基于细致分析，对项目进行持续支持。 

在与政府直接合作并对投资这些国家感兴趣的金融机构，可以支持这类在个人和组织层面上

的技术能力建设有效组织。各金融机构（例如开发银行）之间的合作最好能够实现国际经验和国

别知识之间的有效结合。如果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取得成功，还能通过进一步的研究和检验推

广这类能力建设机制。  

                                                      

        378  Pinto, H. （ 2017 年 4 月 26 日 ） 。 建 设 国 别 能 力 消 除 基 础 设 施 差 距 。 全 球 基 础 设 施 基 金 。 来 源

https://blogs.worldbank.org/ppps/global-infrastructure-facility-closing-infrastructure-gap-building-country-capacity  

        379  世 界 银 行 集 团 （ 2016 年 ） 。 发 展 中 国 家 电 力 部 门 的 可 行 性 ： 近 期 趋 势 和 世 界 银 行 干 预 的 有 效 性 。 来 源

https://ieg.worldbankgroup.org/sites/default/files/Data/reports/lp_financial_viability_electricity_sector_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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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多元化开展低碳能力建设的关键路径 

5.3.1 鼓励开展多边合作的教育中心、专业培训项目、线上交流平台 

低碳能力建设关键领域的能力提升，难以依靠一个国家的力量实现。有必要加强不同国家、

城市、省州、公司之间的对话合作，就全球集体行动寻求共识。   

“一带一路”倡议可以促进开展多种形式的线上知识交流平台，支持各国实施低碳发展政

策。政策制定者可以利用“一带一路”作为平台，分享经验教训，包括成功案例和挑战，找出共

赢的机会。交流内容包括将国家电网和市场与邻国及更大的区域互联的机会。  

此外，如果所有利益相关方和有意愿的国家都参与到多边知识交流中，那么“一带一路”国

家之间的合作就会变得更加有效。  

这类合作形式能聚集各利益相关方，尤其是国际一流的研究人员和全球创新思想者，来自中

国、“一带一路”伙伴国乃至全世界的政策制定者和实践者，以及活跃在低碳发展前沿的联合国

机构、发展机构和多边发展银行等国际组织专家。他们还能够通过培训、交流项目和其他制度性

联系支持“一带一路”伙伴国形成低碳政策。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使命是实现长期的可持续发展，代表所有成员国的长期共同利益，在促

进可持续发展目标落实的相关能力建设、以及提供全球公共产品上扮演着重要角色。联合国开发

计划署和联合国有条件支持政策的界定和实施以帮助各国遏制气候变化、环境恶化和应对资源短

缺。鉴于联合国机构强大的召集能力和在能力建设方面与政府合作的能力，他们能为构建共识、

加强知识并为低碳转型提供制度支持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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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5.1 多边合作观察站/平台  

目标。为一系列能源的未来成本和发展潜力提供权威观点，包括有关预测的主要不确定因

素，以及如何通过有针对性的研究和创新投入等手段，有效管控这些不确定因素。  

如何运营。观察站不具行政权力，但提供的数据可以成为系统规划实践的基础，影响投资

重点。  

治理/资金。组织应在明确的授权下运行，依据可得的最佳信息为未来的能源系统技术成本

和部署潜力提供独立的观点。资金应来源于公共而非私营部门。  

透明度。得出结论的过程应当完全透明，包括背后的数据和来源，为对所论证的同行评审

提供证据。  

全系统专业知识。观察站的成功有赖于独立和技术严谨的声誉。这需要通过“全系统专业

知识”来实现。该过程必须包含能源系统专业知识的平衡，确保在广泛市场环境下应用的新兴

和成熟技术获得同等的权重。观察站可以寻求国际知名专家的意见，以实现这一平衡。  

行政权力将由政府掌握，并体现在相关系统架构者的授权和行动中。  

成果。成果应有助于系统架构者找出不同地区/国家最优的能源系统投资组合。在理想情况

下，这些数据应该包含于年度的“能源转型现状”报告中，根据需要对技术、区域或其他相关

主题进行深入的研究。  

这些数据将不仅包含发电和网络层面，还应涉及降低消耗，加强对用电控制的投资，以及

如何通过促进电动汽车和热力、制冷技术的推广应用改善整体系统的灵活性。这要求更多关注

能源系统的行为因素，以及未来能源使用将如何变化，协调发展、经济和环境需求。  

地方问题必然会与系统架构者的一些假设互相影响。然而，观察站数据将确保对所有分歧

的评估都是基于自觉的政策决策和信息充分的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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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加强政、产、学、研、用各层级协调合作，确保能力建设的针对性 

政府和私营部门与普通公民一道，都处于低碳转型的前沿。在这一过程中，政府的主要职责

是制定适当的政策和法规以吸引投资，同时为利益相关方在各个层次和阶段上参与转型提供激

励。  

政府不仅需要制定政策和法规，还需要将它们贯彻落实。这就需要重申对低碳发展的政治意

愿和承诺，并在此基础上改善管理和治理。高效落实的措施包括改善问责，建立有效透明的机制，

使低碳政策能真正大步推进。提高透明度也能帮助政府制衡化石燃料技术的游说势力，防止他们

阻挠低碳转型。  

关键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协调也是确保能力符合低碳过渡需求的关键。尤其需要政府机构引导

产业和教育部门采取一致行动，适当激励这些利益相关方。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可以更好地代表

各方利益，从而成为一种有效的途径。  

在这方面，中国支持太阳能光伏产业供应链发展的产业政策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尤其值得

关注的是在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制造业集群，低电价和相关行业的供应商聚集有效补充了成熟的产

业基础设施。例如，玻璃行业就为太阳能设备制造商提供了初级和中间产品。中央、省级和市政

府持续提供的有力支持是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一带一路”伙伴国可以参考上述例子发展当地

供应链。380 

                                                      

        380 Ball, J., Reicher D., Sun X., and Pollok C.（2017 年）。新太阳能系统：不断发展的中国太阳能行业及其对美国和世界太阳

能 行 业 竞 争 对 手 的 影 响 。 斯 坦 福 ： Steyer-Taylor 能 源 政 策 和 金 融 中 心 。 来 源  https://law.stanford.edu/wp-

content/uploads/2017/03/2017-03-20-Stanford-China-Report.pdf; 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2019 年）。可再生能源和就业—

—2019 年度回顾。来源 https://www.irena.org/publications/2019/Jun/Renewable-Energy-and-Jobs-Annual-Review-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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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需要引导和激励教育部门，由其设计培训活动——从技术工人的职业培训到可再生能源工

程师学位的授予——以满足行业不断变化的劳动力需求。高等教育机构通过投资可持续发展的研

发和基于国别比较优势的专业技术，也能做出很多贡献。  

5.3.3 把握低碳能源转型共识和机遇，从需求侧促进技术能力建设 

扩大就业已经成为规划低碳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面。尽管政府优先低碳政策的主要原因是为了

降低二氧化碳排放，但随着这一行业和就业市场不断扩张，近期的重点已经延伸到这一市场本身

能带来的更广泛的经济社会效益，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包括“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  

然而，对低碳发展社会经济效益的正面观点最近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负面影响遭到了质疑。

尤其是怀疑低碳刺激基金能否帮助政府产生足够丰厚的经济和社会回报。为了解决这些关切，最

近一批知名经济学家起草了一份研究报告，指出“绿色经济复苏措施至少与替代措施的表现一样

好”。381在社会议题上，尤其是就业机会方面，有多项研究已经表明在同样的开支下，政府在低

碳技术和能效方面创造的就业机会高于化石燃料行业的新增就业（见图 5.2）。清洁能源技术还能

够创造更加优质的就业（例如在卫生条件和薪资方面），而且随着新技术不断成熟这一趋势还将

持续。382  

 

 

                                                      

        381  Hepburn, C. 等  (2020). Will COVID-19 fiscal recovery packages accelerate or retard progress on climate 

change? 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 36 (Supplement 1): S359-S381. 来

源 https://www.smithschool.ox.ac.uk/publications/wpapers/workingpaper20-02.pdf. 

        382 Garrett-Peltier H. （2017 年）。绿色对决棕色：用投入产出模型比较能源效率、可再生能源和化石燃料的就业影响。经济

建模。 来源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abs/pii/S026499931630709X ；Engel, H.等（2020 年 5 月 27 日）。

后疫情刺激如何既创造就业又有利于气候。麦肯锡。来源 https://www.mckinsey.com/business-functions/sustainability/our-

insights/how-a-post-pandemic-stimulus-can-both-create-jobs-and-help-the-climate； Citizens' Climate Lobby（2020 年 9

月 4 日）。就业：化石燃料对决清洁能源。来源 https://citizensclimatelobby.org/laser-talks/jobs-fossil-fuels-vs-renewab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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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 可再生能源、能效和化石燃料创造的就业比较   

 

来源：麦肯锡383  

因此，引导投资流向低碳发展在后疫情世界格外重要，有利于在促进就业的同时保护环境，

实现经济刺激正效应的最大化，从而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  

多个国家的化石燃料部门已经出现了就业流失，这不仅是由于气候政策和可再生能源的持续

部署，也是因为产能过剩、行业整合和开采自动化水平的提高。384例如，在中国，由于产能过剩

和经济结构的调整，政府计划关闭 5600 个煤矿，预计会导致煤炭行业的就业减少 20%。在全球

煤炭第一生产国印度，煤炭行业的就业从 2002/03 年间到 2015/16 年间减少了 36%。欧盟的煤

                                                      

        383  Engel, H. 等 （ 2020 年 5 月 27 日 ） 。 后 疫 情 刺 激 如 何 既 创 造 就 业 又 有 利 于 气 候 。 麦 肯 锡 。 来

源  https://www.mckinsey.com/business-functions/sustainability/our-insights/how-a-post-pandemic-stimulus-can-both-

create-jobs-and-help-the-climate 

       384 国 际 可 再 生 能 源 机 构 （ 2017 年 ） 。 可 再 生 能 源 和 就 业 — — 2017 年 度 回 顾 。 来 源

https://www.irena.org/publications/2017/May/Renewable-Energy-and-Jobs--Annual-Review-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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炭行业在过去 30 年里也大幅萎缩。全球油气行业的就业在 2015 和 2016 年也至少流失了 44 万。

385 

化石燃料就业市场的萎缩和可再生能源就业市场的扩大提供了技术人员跨行业转移的机会。

386可再生能源行业可以轻易地吸收化石燃料行业的多项技能。例如，近海油气部门的技能可以用

于近海风电项目；石油钻井工人也可以从事地热项目。此外，电气和信息技术领域的工作人员

（例如工程师、技师等）可以运营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387为了确保顺利的能力转型，减少社会

不满，应当优先和鼓励相关政策的实施，集中资源帮助少数因技能限制转型更困难的员工实现过

渡。 这也是“一带一路”能够发挥关键领导作用的一个领域。  

5.3.4 鼓励行业和教育部门支持女性和青年获得平等就业机会   

可再生能源领域就业的性别差距低于能源行业的总体情况。根据最新的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

2019 年年度报告，388女性平均占可再生能源劳动力的 32%，远高于全球油气行业 22%的平均水

平。可再生能源的多学科特点似乎比传统化石燃料行业对女性更有吸引力和接受度。  

然而，女性在可再生能源行业的就业和升职依然面临不小的挑战。根据近期一项关于可再生

能源领域性别状况的调查，389科技、工程和数学领域的女性就业比例仍为 28%，低于其他行业的

                                                      

        385 同上。 

        386  国 际可 再生 能源机 构（ 2018 年 ） 。可再 生能 源和 就业 ——2018 年 度 回 顾。 来源 https://www.irena.org/-

/media/Files/IRENA/Agency/Publication/2018/May/IRENA_RE_Jobs_Annual_Review_2018.pdf  

        387 同上。 

        388  国 际 可 再 生 能 源 机 构 （ 2019 年 ） 。 可 再 生 能 源 和 就 业 — — 2019 年 度 回 顾 。 来 源

https://www.irena.org/publications/2019/Jun/Renewable-Energy-and-Jobs-Annual-Review-2019  

        389  国 际 可 再 生 能 源 机 构 （ 2019 年 ） 。 可 再 生 能 源 ： 性 别 视 角 。 来 源

https://www.irena.org/publications/2019/Jan/Renewable-Energy-A-Gender-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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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尤其低于行政岗位的 45%。因此，还需要努力确保女性在可再生能源行业的参与度，比如

为她们提供进入可再生能源行业的渠道，提升行业高薪部门的职业发展前景。  

可再生能源领域可以成为提升女性劳动力市场参与度的重要平台，这同样适用于年轻人。为

实现上述目标，可以通过有效的能力建设缓解该领域的性别和年龄歧视，取得良好的长期前景。

可以设立多样化指标，创造更加灵活的工作条件，包括支持职工育儿、导师制和培训、公平透明

的聘用流程和确保薪酬平等。390而且，还要鼓励行业和教育部门培训、雇佣年轻人。这样的能力

建设能为女性劳动参与率低、青年失业率高的发展中国家带来特别大的益处。此外，考虑到子孙

后代面临的严重气候变化和环境风险，可以促进针对所有性别人群的青年人才专门项目，培育中

国和“一带一路”伙伴国新一代的政策制定者，成为提升低碳发展政策的先锋。  

在所有这些活动中，“一带一路”倡议可以成为很好的平台，促进各国相互学习如何更好地

激励、协调政府行动、产业和教育政策，如何开发最佳培训活动并以低碳技术为核心。可以在这

一背景下组织由产业（最好有企业）、培训中心或者政府官员参加的具体交流项目。改善女性和

青年的就业前景有利于“一带一路”倡议促进平等、公平机遇的定位。  

5.4 低碳发展能力建设的最佳实践  

本节举例分析了能力发展领域的最佳实践，结合前文内容，注重对个人、组织和系统层面的

影响，尤其关注以下三个领域的能力建设：  

第一，政策制定者和国际组织为创造赋能环境建立的合作机制，重点介绍中国、加纳和赞比

亚在丹麦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支持和南南合作框架下，建立的能力建设合作和低碳技术转让机制。

                                                      

        390  国 际 可 再 生 能 源 机 构 （ 2018 年 ） 。 可 再 生 能 源 和 就 业 — — 2018 年 度 回 顾 。 来 源 https://www.irena.org/-

/media/Files/IRENA/Agency/Publication/2018/May/IRENA_RE_Jobs_Annual_Review_201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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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例子强调了系统层面的能力建设和推广此类合作机制的潜力，同时显示了多边知识交流的重

要性。  

第二，支持政策制定者更好评估可再生能源替代方案、有效规划本国能源转型的实施工具。

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的可再生能源准备度评估工具和全球基础设施基金的例子提供了支持个人、

组织和系统各层面能力建设的实用、易得的工具。  

第三，国别案例和经验教训，介绍丹麦和乌拉圭等成功大规模部署可再生能源的国家以及

“一带一路”伙伴国在组织和个人能力发展方面汲取的经验教训。  

5.4.1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三方合作可再生能源技术转移项目 

从 2014 年 6 月到 2019 年 12 月实施的中国-加纳和中国-赞比亚南南合作可再生能源技术转

让项目是系统层面能力建设多边合作项目的典范，涉及多个参与者，包括南南合作框架下的中国、

加纳和赞比亚，项目伙伴国丹麦，和项目管理者联合国开发计划署。391 以中国近年为实现 100%

电气化而取得的独特发展经验为基础，项目改善了加纳和赞比亚的能力和政策框架，创造赋能环

境，采用并实施可再生能源技术，尤其是太阳能光伏、生物质能和水电。  

在项目的支持下，加纳消除了主要的监管壁垒，改善了赋能环境，通过批准可再生能源总体

规划有效转让了可再生能源技术。通过支持地方可再生能源产业的能力建设培训项目，为私营部

门建立制度性融资机制和商业模式，也增加了可再生能源的使用率。这有利于促进网外社区电气

化，克服农村地区经常面临的地理障碍和财务制约，为电气化率仅有 40%的加纳农村地区的发展

做出了重要贡献。392 

                                                      

        391 该项目涉及相关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国别办公室、加纳能源署、中国科技部和丹麦政府。  

        392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中国-加纳南南合作可再生技术转让。来源 https://open.undp.org/projects/00082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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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比亚是一个严重依赖水电的国家，393通过采纳与中国专家合作制定的可再生能源战略框架，

也从本项目中有所受益。 中国机构和专家还支持赞比亚建立了两个能力建设中心：1）太阳能中

心，是一个位于赞比亚大学校园内的培训与展示中心，设备由赞比亚能源部捐助；2）卡富埃峡

培训中心，支持赞比亚小水电工作人员的能力建设。    

中国也从这些项目中获益，尤其是通过动员广泛的中国机构在中国与非洲国家之间创建了可

再生能源技术转让网络，包括建立了项目管理和协调架构，加强了实施南南合作机制的能力。由

此，中国也成功将在科技部内建立技术转移南南合作中心的经验教训制度化了。中心的目标是继

续推广南南合作机制，分享、转让中国在可再生能源技术领域的经验。作为这一成功项目的直接

后续，中国与斯里兰卡、埃塞俄比亚在南南合作机制下的一个类似项目已经获得了融资和实施。  

5.4.2 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可再生能源发展潜力评估工具  

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作为为各国实现可再生能源推广和转型的重要政府间组织，自 2011 年

以来就设计、完善了支持各国评估增加可再生能源部署潜力的工具，并为进一步的推进提供支持。

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394将这项可再生能源准备度评估描述为“评估各国发展、部署可再生能源

条件适配性的综合工具，以及改善这些条件所需的行动”。这一工具支持个人、组织和系统各层

面的能力发展。  

这一过程由国家启动，与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共同制定推广可再生能源的中短期政策，评估

当前形势及可再生能源部署的未来前景，确定所需行动。评估过程涵盖由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报

告的五个领域：“（1）国家能源政策和战略；（2）体制和市场；（3）资源和技术；（4）建立

                                                      

        393  Migiro G. (2019 年 5 月 21 日 ） 。 赞 比 亚 最 大 的 产 业 是 哪 些 ？ 世 界 地 图 集 。 来

源 https://www.worldatlas.com/articles/what-are-the-biggest-industries-in-zambia.html  

        394 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可再生能源准备度评估。来源 https://www.irena.org/r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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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模式；和（5）推广可再生能源所需的能力”。395可再生能源准备情况评估分四个阶段实施，

包括：（1）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和政府之间通过邀请展示合作意向，并签署正式协议；（2）详

细的国家评估和对未来的行动计划，包括一份量身定制的报告；（3）通过利益相关方的协商验

证，使行动计划最终生效落实；（4）所有参与政策、能力需求评估、供应链等的利益相关方的

后续行动。   

使用这一工具的主要结果是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必要知识，通过加强政策、监管和整体环境，

高效地支持新项目。这包括支持各国运用国家和国际层面的资源。目前，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在

非洲编写了 10 份报告，在亚太有 6 份，拉丁美洲有 5 份，中东有 1 份。  

 全球基础设施基金的项目准备情况评估也与“一带一路”的背景相关，该评估通过指出主要

不足、提出改善的建议并积累必要知识，帮助政府作出对明智的投资和招标决策，以支持政府评

估项目准备情况。这一工具对于提高可持续基础设施项目的效率很有帮助。项目准备情况评估工

具可用于预可研或者之后的阶段。根据全球基础设施基金的报告，工具主要评估的六大领域包

括：“ （1）技术解决方案；（2）商业架构和融资；（3）可负担性；（4）政府的角色；（5）

监管环境；以及（6）社会和环境影响。”396巴西的一个交通项目已经成功进行了试点，由世界

银行和美洲开发银行共同提供技术支持。397这一工具可以加强“一带一路”沿线很多国家基础设

施项目的规划和架构，可与中国的金融机构合作实施。   

                                                      

        395 同上。 

        396 全球基础设施基金，全球基础设施基金项目准备情况评估。来源 https://www.globalinfrafacility.org/gif-pra  

        397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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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3 丹麦和乌拉圭劳动力技能培训的路径和优势 

丹麦和乌拉圭属于全球部署可再生能源最多的国家（见第三章）。它们的成功基于多重因素，

但是政策和针对性的个人和组织层面的能力发展对两者尤为重要，能为参与“一带一路”的国家

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丹麦凭借在风能领域的先发优势，已经在风能领域积累了世界一流、可供输出的专业知识，

对其 GDP 也很具促进作用。丹麦当前拥有成熟的供应价值链，由大学、培训中心和工程公司等组

成的结构化教育和培训网络确保了多样、高度专业化的劳动力供给。近海风电也是如此，因为丹

麦还于 2002 年开发了世界首个近海风电场，目前该国有 15%的发电量来自近海风电。398因此，

丹麦在技能、劳动力和技术方面都获得了比较优势，也成功地出口了技术。丹麦绿色能源技术出

口在 2015 年达到 61 亿美元，成为重要的出口部门。丹麦凭借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专业性赢得了

风能、区域热力、能效、智能电网和系统集成领域的比较优势。399丹麦正与越南、墨西哥和南非

分享专业知识，帮助它们将风能并入电网。400 

正如第三章所示，乌拉圭在很短时间内就实现了转型，引发了劳动力市场的巨大变化。能源

转型带来了显著的经济效益，2016 年有 44,000 人实现“绿色就业”，占乌拉圭总劳动力的 2.7%。

401尽管依然存在多项挑战，政府在推进能力转型的过程中在各行业、政府、产业和教育等方面实

施了稳健的协调政策。402在实施的举措中，以下几项尤其值得注意： 首先，通过政府和社会资本

                                                      

        398 国际能源署（2019 年）。2019 年近海风电展望。来源 https://www.iea.org/reports/offshore-wind-outlook-2019  

        399 国际能源署（2017 年）。2017 年能源供应展望。2019 年 10 月。来源 https://www.iea.org/access2017/  

        400  Nielsen, I. （ 2013 年 3 月 12 日 ） 。 丹 麦 如 何 与 南 非 分 享 风 能 专 业 知 识 。 来

源  https://stateofgreen.com/en/partners/state-of-green/news/denmark-to-share-wind-power-expertise-with-south-

africa/  

        401 国际劳工组织认为“绿色就业”应符合某些质量标准。国际劳工组织（2016 年）。绿色就业：进展报告 2014-15。来源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emp/---emp_ent/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502730.pdf  

        402  Proano, M. (2018 年 11 月 16 日 ） 。 乌 拉 圭 能 源 转 型 的 下 一 步 ？ 能 源 转 型 。 来

源 https://energytransition.org/2018/11/whats-next-for-the-energy-transition-in-urugu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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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于 2018 年在杜拉斯诺市建立了首个国家可再生能源运营维护培训中心（CEFOMER）。其

次，与国际劳工组织的国际合作: 乌拉圭是实施国际劳工组织的相关政策框架“所有人实现向环境

可持续的经济与社会公正过渡”的三个试点国家之一。403乌拉圭通过产业政策、政府和社会资本

合作，建立具体的培训中心有效解决了技能短缺和严重的能力短板，对其他国家，特别是“一带

一路”国家很有参考价值。  

  

                                                      

        403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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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与政策建议 

 

报告强调，在全球和“一带一路”沿线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是推动和实施低碳发展，

并与联合国 2030 年议程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更加紧密地契合。本报告阐述了“一带一路” 倡议在

引领低碳发展方面的潜力及其本身如何受益于低碳发展的前景。 

释放“一带一路”低碳发展潜力尚存在一些障碍。这些障碍包括：开发并部署低碳技术的成本

较高；识别并评估气候相关的金融风险的工具和方法相对缺乏；在个人、组织以及系统层面支持

低碳转型的能力不足。另外一个瓶颈是能源定价中对于每一种选择的所有成本和收益考量不够完

整，使得低碳技术无法在一个足够公平的竞争环境中与已被广泛深入使用的化石燃料技术开展竞

争。 

投资者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寻求可持续投资机遇。他们在能源项目上面对关键挑

战，包括不确定的项目盈利能力、不同的法律和商业环境、文化差异、以及债务的可持续性、环

境和社会风险。 

应对和跨越这些挑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关键利益相关方（无论是个人还是团体）是否能

够抓住低碳发展带来的机遇。清洁能源技术、可持续投融资以及能力建设在推动气候韧性以及包

容性低碳发展方面发挥必不可少的重要作用。在上述三个关键领域的每个方面，位于国家、州、

省、市层级的政策制定者、监管者、投资者、金融机构、国际组织和论坛、公司、以及其他利益

相关方应达成共识和协作。这样广泛范围的合作对于消纳低碳技术、撬动可持续金融资源、以及

在“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和地区提升认知程度和能力建设是非常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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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认为：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低碳转型的上述三个关键领域中扮演了重

要角色。中国可以凭借其在部署低碳和高效能源技术、绿色融资实践等方面建立强大的竞争性优

势，也可以进一步鼓励技术协助与知识分享。这些将帮助伙伴国满足其发展需求并加强其能力建

设，支持它们自身转型至低碳和绿色发展的道路。 

考虑到上述挑战与机遇，以下部分为参与到“一带一路”倡议项目中的四个主要利益相关方

组织提供了一系列的具体建议：政策制定者、金融机构、公共和私营部门投资者以及国际组织。

综合这些建议，可以为我们提供一条路径来释放“一带一路”倡议在低碳发展方面巨大的、具有

全球重要性的潜力，并使各个利益相关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以及全世界都从中受益。

非常重要的是，随着每个利益相关方制定政策、法规、激励机制，并就随之而来的动态发展过程

作出反应，我们将看到一系列行动涌现出来。这些建议要求我们采取集体行动，因为任何一个利

益相关方都无法独自实现低碳发展。向低碳发展的平稳转型需要有效的信息流动以及这些利益相

关方之间的协作沟通。例如，以下建议呼吁银行和政府联手合作，共同致力于制定融合的投融资

最佳实践标准及技术层面上的沟通合作。 

政策制定者 

政策制定者是促进全球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低碳发展的重要引领者和参与者。来

自中国和“一带一路”伙伴国的政策制定者可携手加强行业间协调以及政策和标准融合，共同致

力于提升电力系统的灵活性、能源效率和跨区域互联互通，将更高比例的可再生能源并入各级电

网，增进多种清洁能源技术的创新、部署和发展，促进投融资支持低碳发展项目等，具体建议包

括： 

 

198 

 

• 在电力系统向低碳发展过渡转型的路径中，充分考虑各国不同情况，包括社会经济背景、

自然资源禀赋、治理和发展水平、电力可获得性、电网发展的阶段、能源自给性、电力供

应的稳定与安全、以及国家在低碳转型中所处的阶段等。 

• 进一步发展集成和灵活的电力系统，提高可变可再生能源(VRE)在电网中的占比。基于负

荷与储能容量，协调发电与电网扩容的耦合。引入碳排放轨迹模型，以确定新建发电机组

的类型、容量与位置。将低碳灵活性纳入电力部门(发电、输电、配电、储能、需求侧管

理)以及其他高排放部门(工业、建筑、运输)的各个层面。 

• 鼓励对能源传输技术进行投资。这些能源传输技术在促进电力系统的灵活性方面不断产生

更大影响，包括特高压直流电(UHVDC)线路、柔性交流输电系统(FACTS)和配电自动化系

统(DAS)。推动互联网接入、大数据和数字创新，并进一步加强电网建设。 

• 链接产业政策和财政补贴与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特别在初始阶段，应为清洁能源的投资者

提供激励机制，使可再生能源达到规模发展，并确保可再生能源项目与化石燃料项目有一

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在发展的后期阶段，可以引入市场化的方式，在不提供补贴的情况下

促进清洁能源发电。此外，考虑逐步减少对化石能源的补贴。 

• 优化量身定制的电力市场设计，包括市场定价结构与规则，以消除可再生能源的成本障

碍，推广低碳电力系统。进一步深化电力行业改革，尤其需要改进电力贸易规则和价格监

测机制；在供给侧和需求侧推动最优资源配置。推进电力市场竞争，发挥可再生能源更优

价格表现，利用价格信号引导太阳能光伏和风电的投资、发展与消费。 

• 提升信息透明度以促进电力市场在不同层面的互联互通以及整合，实现清洁能源的规模性

消费以及电网的安全运营。优化市场规则，促进电池储能系统的部署。进一步促进电池与

可变可再生能源的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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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强公众意识并提高公众对于提高可变可再生能源比例的接受程度，尤其是受到影响的公

众。保障过渡资金，进一步推动对话平台、研讨会以及其他沟通渠道以回应公众疑虑和关

切；协助低碳项目的公众参与。引入具体法规，缓释脆弱家庭受到电价上涨和波动的影

响，推动可再生能源的发掘、制造、回收以及融资的共同技术标准，以削减公众的疑虑和

关切，并提升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兼容度。 

• 加强需求侧管理(DSM)，建设国家层面的数据信息交互平台，完善电力数据采集、计量分

析、电力能效管理、需求响应(DR)及故障诊断与预警功能。 

• 进一步开展试点项目，探索多元化的路径，包括价格信号与激励补贴以刺激行业和居民的

需求响应。这类计划可以包括适当的时间定价，用以实施峰谷电价或负荷转移、容量竞价

与需求竞价、可中断负荷电价以及碳定价。在具体价格和激励机制上，试点地区可根据不

同领域和行业因地制宜做出选择。 

• 探索需求侧管理(DSM)方案，以促进节能行为并降低能源需求，特别是对于那些缺乏适当

技术和资金投入的中低收入国家。这些可选择方案可以聚焦于改变消费模式，促进循环、

零浪费、及共享经济。 

• 支持多能互补能源系统(MECS)的部署与创新；并在不同地域推动多样化的能源结构，以

提高可再生能源部署。尤其是提升太阳能光伏和陆上风电的部署，它们是最易获得、技术

最成熟、最有影响力的可再生能源，可以有效减缓气候变化及对环境的影响。实施相关法

规，允许技术多样化，如对已经建成的发电机组进行改造。 

• 采用关键技术促进可再生能源和化石燃料的热电联供和多联供。这些技术包括热电联供

(CHP)；冷、热、电三联供(CCHP)；对电厂的改造翻新；智能设备和先进的通信技术，确

保可调度资源和部分可调度资源之间的适当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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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动区域和国际能源互联互通项目，克服地域限制和壁垒。积极参与和推进跨区域、跨国

家能源网络规划各阶段的区域与全球合作，包括情景分析、对能源机组的安装组合和能源

网络互联互通的定量定性评价、及优化跨区域、跨国家的规划等。推动跨境电力交易，最

大限度地提高能源产量。 

• 提升对可再生能源发电量的集中预测，确保充分的灵活性和能源储量的调度计划。这包括

基于能源消费的回溯预测和基于情景分析的前瞻性预测。提升时间粒度并推动数字创新技

术，改进集中预测和集中排期调度的能力，确保获取实时的必要数据和有能力处理海量数

据。 

• 利用数字化工具提高能源管理效率，链接供应侧和需求侧。包括物联网、大数据、虚拟化

电厂、智能电表，在连接发电、输电、配电、负荷、储能等各个环节的同时，采集、测绘

和分析海量数据。更高效的能源管理有助于平衡各种能源的使用、协调不同地点的能源生

产、在不同时段调整能源强度，促进能源的交易与结算。 

• 支持火电机组的加速改造，增强火电的灵活性并更好地应对可变可再生能源(VREs)发电的

可变性。火力发电厂的改造包括降低最低负荷，确保稳定燃烧，提高调峰速率，缩短启动

时间，减少最低运行时间以及运行时间。在由于资源禀赋限制，化石燃料仍是其主要能源

来源的地区，优化现有常规火电厂中碳捕集与封存技术的配置，最大限度地降低碳排放。

采用热电联供(CHP)、超低排放(ULE)和节能改造等技术，减少火电行业的污染物排放。 

• 更新电网规范与市场规则，为火电厂的改造部署创造有利环境，鼓励灵活实施火电发展规

划。基于具体地区资源禀赋和发展水平修订电网规范，制定更低的机组可带负荷下限和更

高的调峰速率，刺激工程改造与灵活化运行。探索电力辅助服务市场的价格机制，鼓励火

电厂降低最低负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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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动分布式发电、网格规模的电池存储、需求响应以及电动汽车发展，协助提升电力可获

得性。鼓励使用智能设施和先进通信技术，促进能源就地或就近存储（如以热水或冰的形

式，或未来以氢能的形式存储），协助交付后续相关的能源服务。全面采用新技术、修订

法规、通过灵活和细致的供应侧和需求侧管理发展“虚拟化电厂”。 

• 针对特定市场或区域的自然资源禀赋和发展水平，统筹制定集中或分布式能源开发政策。

如可再生能源位于远离城市的无人区，可再生能源电厂的集中开发是具有成本竞争力的较

佳选择。相反，在缺少同步集成电力系统，且当地政策制定者认为没有必要建设的地区，

分布式能源开发可以成为选择方案，满足当地能源需求。 

• 探索多元化商业模式，进一步完善电力服务市场，顺次促进分布式能源发展，并有效补偿

集中式智能电网。鼓励建设使用区块链技术的在线交易平台试点项目，提高分布式能源份

额。建设基于智能基础设施、数字化工具、综合控制以及自动化技术的服务平台，依托分

布式能源，促进交通电气化、楼宇电气化、以及智慧城市的发展。 

• 加速融合碳排放测量标准，尤其是计量碳排放权配额的监测、报告和核查（MRV）测算

标准。进一步探索和完善相关监管机制，推动具有可靠性、一致性、以及可比性的碳排放

测量技术，并促进定期披露数据。 

• 推动建立合理、可预测的基准、规则与流程，促进市场主体在碳交易市场长期合规。基于

政府部门及其他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投资者和第三方核查机构之间的沟通，定义关键利

益相关方的责任，尤其对需要强制执行碳减排义务的市场主体做出清晰的责任界定。进一

步明晰延迟合规或者不合规行为的成本代价及后果, 包括：不及时报告碳排放，或不提交

碳排放权配额以抵消前一年发生的碳排放。 

• 规模发展财政激励和配套措施，鼓励制定绿色债券政策。政策激励工具应遵循谨慎和平衡

原则，并涵盖绿色债券发行补贴、贴现利息、税收优惠、信用增级、发行审核快速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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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专项基金。为绿色项目打造长期项目库，协助绿色债券的发行，并引导企业自愿选择绿

色投资。 

• 进一步精简绿色金融产品服务政策与流程。放宽绿色债券发行额度至最大可行的程度，扩

大债券发行的范围，吸引国际金融机构参与。为绿色金融优先领域提供战略指导，帮助金

融机构更好地为潜在项目优先排序；夯实绿色基金激励机制，制定具体的实施政策鼓励中

小企业参与绿色金融项目。 

• 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融合绿色投融资标准。加快建立清晰、可执行的绿色金

融标准体系。在实施国家绿色发展战略和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同时尊重市场规则和国际

共识。特别是在改善绿色金融环境和规范风险控制体系方面，出台详细的司法指南。鼓励

绿色金融试点，在特定领域测试绿色金融标准的可行性与成效。 

• 支持发展“一站式”在线数据库和信息服务平台，实时链接金融机构、企业、消费者和政

府部门，协助克服信息不对称，降低监管成本，缓解中小企业获得绿色融资的困难。 

• 提升个人与机构层面能力建设，更好地计划并落实能源转型轨道与低碳发规划，包括分享

经验教训，并就新冠肺炎疫情的潜在影响提供评估。   

• 多元化开展低碳发展与可再生能源部署的定制化培训、研讨会和政策讨论等能力建设行

动，包括政策、监管、工程以及信息技术相关议题；解决可再生能源就业市场以及离网能

源发展方面的技术不足，促进发展中国家把握低碳机遇。推进化石燃料行业传统技能向新

兴低碳领域的适应和转移。 

• 引领疫情后的经济刺激政策和恢复计划朝向低碳发展，促进清洁技术和高效能源领域的就

业，尤其注重女性和青年就业，推动平等和公平的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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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机构 

金融机构是引导金融资源科学支持低碳项目创新、发展和推广实施的关键支柱，为“一带一

路”沿线低碳项目提供重要支持的金融机构包括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国家开发

银行、商业银行，多边发展银行等。具体建议如下： 

• 从机制层面关注气候变化相关的金融风险，包括因极端天气事件和长期气候改变引发的业务

中断、局部资源短缺、商品价格上涨、企业盈利水平和偿债能力降低等。加强合作交流，了

解各国在识别、缓释气候变化相关金融风险领域的政策、技术、模型和创新路径及最佳实践，

推进数据共享和联合研究，不断优化气候风险相关识别和计量模型。 

• 强化与国际组织和多边机构合作，深入了解“一带一路”伙伴国家政策环境、资源禀赋、市

场和产业特征，为创新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开展全面尽职调查，开拓多元化融资渠道奠定

基础。 

• 强化“一带一路”沿线可持续投融资标准领域交流合作，促进制定更加融合、开放且具有前

瞻性的可持续投融资标准。促进绿色金融资产定价、国际绿色技术转移和投融资国际合作。 

• 进一步探索碳排放会计核算中的排放“监测、报告和核查”标准和机制，促进碳排放权交易

有关会计处理在国家层面的规范化，明晰碳排放配额的价值，协助投资方精准评估碳定价对

相关项目的影响。 

• 借鉴国际碳市场中碳期权、碳期货等成熟经验，积极开发新型碳金融工具，推动碳交易试点

市场覆盖的电力、石化、化工、建材、钢铁、有色金属、造纸和航空等重点排放行业的低碳

转型。 

• 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点，测试相关绿色金融标准和规则在特定行业的

可行性和有效性。促进绿色农业、绿色产业园区等领域的成功试点经验在国家层面上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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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分享和应用。研究分析通用的根本标准和关键性标准，包括统计

标准、信息披露和共享标准、风险管理标准等，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完善绿色金融产品的服务

标准、信用评估认证标准等。 

• 创新发展环境、社会、治理评估模型、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探索对绿色融资主体数据抓

取、自动识别和智能贴标技术。加强与政府、企业和消费者的数据共享，助力一站式在线数

据库和信息服务平台建设。 

• 创新绿色信贷产品，引入新的担保方法和风险缓释工具，及将信贷产品与出口信用保险、金

融租赁等金融工具相结合。基于目标企业和项目的“绿色度”评级，匹配贷款利率、贷款规

模及还款方式。探索增加信贷资产证券化的应用，为家庭绿色投资和消费提供绿色信贷产品。 

• 完善上市公司环保门槛，进一步创新绿色债券产品。开发长期投资型绿色产品，规避短期投

机。发行绿色债券支持致力于可再生能源发展、促进环保的企业。借鉴绿色债券发行和碳排

放权类衍生品领域的国际实践，吸引多种类型投资者。探索基于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绿色

资产证券化，拓宽绿色债券发行渠道。 

• 创新绿色保险服务，为农业、交通等行业的绿色企业提供优惠费率。将气候和环境风险评估

与保险费率挂钩，激励企业提高气候和环境风险管理能力。针对家庭和个人发展节能减排保

险服务，鼓励低碳消费。探索差异化担保服务，对于非绿色企业或项目，审慎担保或提高担

保费率。 

• 推进混合融资，促进设立“一带一路”绿色投资专项基金，引领投资组合转向风能、太阳能

和水电资产，缓解绿色金融融资压力。 

• 强化与政府部门、企业通力合作，探索风险共担、收益共享的灵活融资模式和产品。建立多

层次的环境信息披露框架和机制，激励借款人自觉履行绿色发展义务。与政府机构、媒体、

企业加强沟通，及时交流关于控排法规和合规行为的最新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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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索建立融合的碳指标，完善必要的数据收集和基线设定原则，采用碳指标预测环境和气候

风险。建立科学严谨的准入原则，在贷前阶段将不满足低碳发展要求或潜在环境风险高的项

目排除在外。 

• 加强贷后阶段绿色金融效率评估机制，对绿色项目进行持续监测。鼓励联合律师、智库、环

保组织等第三方智慧，进一步开展环境和气候风险情景分析，及项目相关风险的贷后持续报

告、监测和评估。将气候相关风险纳入不同行业和市场的压力测试，特别是因气候变化、相

对碳价格、社会偏好变化或产能过剩因素可能导致搁浅资产增加的行业。 

• 在“一带一路”沿线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中，充分评估债务可持续性和提高债务管理效率，

优化“一带一路”沿线项目的长期风险控制。充分考虑项目相关国家现有的偿债义务、债务

结构、偿还情况，以及相关项目的盈利前景和偿债能力。进一步完善审慎的审计系统，风险

识别程序和冲突解决措施。在不违反国家法律和商业机密的前提下，及时披露“一带一路”

项目融资条款。 

• 建立健全绿色金融行业自主报告、自我审查和自律机制，引导投资者投资低碳和可持续项目。

银行、证券交易所和保险机构可以在绿色信贷准入、信息披露、利率定价、绿色保险产品创

新等领域建立自我评估，促进金融机构遵守绿色金融相关法律法规，有效识别和报告重大环

境和气候风险。 

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 

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是投资、建设、运营“一带一路”项目的市场主体，在促进“一带一路”

沿线低碳发展中发挥关键作用。具体建议包括： 

• 提升企业成本竞争力和技术创新，使用大数据和数字服务，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

投资或参与更多的可再生能源项目。根据伙伴国的具体发展阶段和需求，特别要考虑其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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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发展现状、政府治理能力、电力基础设施需求和自然资源禀赋，制定企业自身的能源投

资计划。支持区域、国家层面可再生能源在电力系统的部署，协助提高电力的灵活性，并减

少企业自身温室气体排放。 

• 积极参与、探索和应用前沿的储能技术(包括更高程度的模块化电池)与电网平衡服务，以促进

不同区域间的能源多样化和物理连接。 

• 共享数据和信息，促进电力负荷预测和集中预测的计量技术，以有效开展情景分析预测电力

负荷性能和能源消费。 

• 更多参与或引领资本流向燃煤发电机组的改造项目，以协助提升电力灵活性, 更好地应对可再

生能源发电的可变性，并支持清洁能源的发展。改造燃煤发电机组的具体目标包括：提高调

峰速率、确保稳定燃烧、降低最低负荷、缩短启动时间、并减少最低运行时间以及运行时

间。 

• 推进企业数字化建设，升级企业用电管理水平，从而使负荷调整更精确，需求响应更迅速。

参与需求响应试点项目的冶金、水泥和石油化工企业可以分享其在需求响应管理方面的微观

经验，帮助激励需求侧更广泛的参与。 

• 在项目设计、实施和评估过程中, 充分开展公众咨询和沟通，以回应公众、特别是受影响人群

的关切。通过公共协商、投诉处理、保障对受影响群众的成本补偿、针对弱势少数民族群体

给予特殊待遇等方式，妥善应对土地征用、非自愿安置等复杂的社会风险。 

• 加强与多边发展金融机构合作，积极调动混和融资来源，为低碳项目寻找多样化的融资渠

道，缓解对国内商业银行的依赖。充分利用多边金融发展机构的优先债权人资格和税率，以

及银团贷款所享有的更长贷款期限，以降低融资成本、为低碳厂房设施的建筑、运营与维护

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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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化与机构投资者的合作。机构投资者对全球的环境、社会、治理（ESG）投资持有开放的态

度，且正在逐渐向风能、太阳能和水电资产的投资倾斜。成功的可再生能源企业在“一带一

路”沿线采取的融资模式值得借鉴。 

• 进一步将能力建设纳入能源相关的基础设施项目各个阶段，降低项目潜在风险。支持能力建

设活动以及与政府机构的合作机制，更好地规划和管理对能源项目的投资，提升其对绿色融

资与投资的吸纳能力。 

• 进一步将投资业务与低碳领域的相关能力建设援助结合起来。开展细致的分析工作，尽可能

防止在低碳基础设施项目中制定不现实的时间表、过于宏伟的目标或设定过于复杂的前提条

件，从而避免常规风险。 

• 在低碳能源转型过程中，评估和利用供应链中现有的本地个体能力。重视培育和开发可再生

能源装备制造与分销、可再生能源项目建设与安装、电厂运行与维护、以及其他与价值链构

建相关的能力。 

• 参与或协助投资现有和新兴的本地劳动力市场，并提供更多的技术、职业教育和培训，进一

步缩小能源基础设施运营与维护等服务方面（特别是商业管理、销售和分销）的技能差距。 

• 强化定制化的培训项目，帮助企业员工（尤其是年轻员工与女性员工）学习有关低碳能源转

型的先进技术和知识；包括：学徒项目、跨企业交流项目、在线数字学习机会、以及学位赞

助项目。 

• 制定企业多元化的使命与目标， 进一步采取措施，为低碳转型中的女性、男性和青年提供平

等的就业机会和报酬；并通过制定更灵活的工作条件、公平透明的招聘流程以及同工同酬来

有效落实企业使命与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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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组织 

国际组织，包括联合国、欧洲联盟以及东盟等是促进“一带一路”低碳发展的重要支柱。尤

其在促成相关方达成低碳发展共识，组织开展区域和全球层面的对话平台，促进区域间能源发展

互联互通，开展联合研究形成问题解决路径，应对低碳发展挑战等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具体建议

包括： 

• 推动“一带一路”伙伴国低碳发展的政策对话，促进相关方达成基于实证的共识。通过个人

和机构层面对话，针对如何利用机遇和资源应对气候变化这一议题提高认知、建立共识、分

享专业知识和解决方案。促进交流机制的完善，加强政策对话并深化能力建设的伙伴关系。

鼓励设计并完善监管框架，包括法律、法规、标准和制度，以推进符合不同国家发展战略和

环境目标的低碳政策。进一步推动适当的问责措施，促进低碳政策的有效实施。 

• 促进跨区域、跨国界输电网络统筹规划和协作沟通，推动各国政府、区域和国际能源组织、

电力企业与智库的合作，如东盟共同电网以及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等跨区域组织的

成立和发展。在充分考虑气候变化影响、发电潜力、清洁能源份额、负荷增长率和负荷曲线

特征的基础上，推进联合情景分析。 

• 推动全球集体领导力以及在气候建模和政策原则方面的统一协调行动，更好地甄别气候相关

的金融风险。推动制定国际普遍采用的碳指标、碳资产市场估值；以及金融机构对其风险评

估和风险控制所需的必要数据采集和基线原则。 

• 举办或参与研讨会、论坛，在宏观和微观层面分享需求侧管理的专业知识和最佳实践。促进

或协助促进基于价格和激励机制的成功试点项目经验在国家，区域和全球层面的分享，协助

建立更好的电力消费预测模型、和能源效率分析模型。刺激消费模式的行为转变，推行循环

经济、杜绝浪费和促进共享经济，降低能源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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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展气候和环境风险跟踪、管理的联合研究，建立知识交流传播平台。协调智库、律师、环

保组织以及中央和地方政府机构的共同参与，联合开展加速绿色金融风险管理理论与实践创

新的专题研究，共享绿色金融改革经验。 

• 提供基于实证的政策建议、指导方针，开展或促进开展具体培训项目，提高个人、行业和机

构的能力，使其更好地规划并落实能源转型路径并拥有更好的低碳发展前景，分享经验教

训，并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潜在影响进行评估。 

• 开展联合研究，提供重要领域区域性指南等知识产品。推动不同会计标准制定者之间针对基

本惯例（如在财务报表中对碳排放配额如何进行资产分类）达成国际共识，协助市场实体采

纳合适方式计量碳排放配额。 

• 建立交流平台，为企业发展分布式能源分享专业知识与创新做法。推广关于拍卖流程和诸如

稀缺性定价等间接机制的知识。强化对所需监管方面专门知识的宣传推广。 

• 促进利益相关方共同开发影响“一带一路”伙伴国低碳能源投资的关键指标，包括可再生能

源潜力、现有能源结构、资本可及性、国家规划优先事项、以及地方和机构能力等。 

• 推动电力系统的共同治理，协助提升可变可再生能源技术和地理多样化，并促进区域层面和

全球层面能源互联互通的发展与合作。 

• 鼓励和支持来自中国和“一带一路”伙伴国家私营部门和公共部门的利益相关方熟悉国际指

南和标准、及其投资所在国的具体情况。 

• 协调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根据低碳转型中新兴就业市场的劳动力需求，建立和调整职业

培训和交流项目；强化与私营部门的沟通，以确保技能的发展可以满足现有和未来的需求。 

• 协助提升政策制定者以及负责政策执行的具体办公室，或机构的专业水准和技术专长。开展

能力建设项目，为低碳政策在执行层面建立一个有利的整体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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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一带一路”沿线的政策制定者提供目标实现和问题解决的建议路径，促进有效实施能源

转型政策；这些路径包括提供可靠的数据和最新技术发展信息、对能源基础设施的成本、效

益和风险开展分析预测；为“一带一路”利益相关方提供工具，促进他们强化对伙伴国“一

带一路”项目的环境和社会评估。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能力建设，促进其自主

地进行发展规划，兼顾环境因素。 

结论 

报告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在促进和加速全球低碳发展方面有很大潜力，在“一带一路”

倡议中拥抱低碳发展，对促进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目标 13）十分关键。 

本报告强调，有必要引导投融资流向低碳发展项目，促进“一带一路”沿线清洁能源技术的

创新、发展和转移。“一带一路”倡议各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合作对于有效落实上述建议，实现气

候韧性，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和 2030 年议程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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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附件 1  “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主要指标（2019 年） 

以下是包含截至 2020 年 1 月与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合作协议文件/谅解备忘录的 138 个

“一带一路”伙伴国和中国的数据集，涵盖 8 项指标(库克群岛、科特迪瓦和纽埃除外，因这些国

家的绝大多数数据无法获得)， 反映了经济、治理和电力三个维度，。此数据集不仅体现了不同

地区之间的差异，也体现了位于同一地区内“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差异。此数据集

是表 2.1 和表 2.2 的原始数据集。 

国家 人均

GDP404 

就业占总人

口% 

营商便利

性405 

政治稳

定性406 

法治

407 

通电

率%408 

光伏发

电实际

潜力409 

人均二氧

化碳排放

410 

东亚及太平洋地区 

                                                      

404 现值美元。  

405 分值从 1 至 100；100 为最高。  

406 百分比排名, 90%置信区间上限。100 为最高。 

407 百分比排名, 90%置信区间上限。100 为最高。 

408 2018 年数据。占人口百分比。  

409 一个太阳能光伏系统长期的实际太阳光电输出，千瓦时/千瓦峰值/天。 

410 公吨, 2016 年数据。 

文莱 31087 58.8 70 97.6 79 100.0 3.9 18.3 

柬埔寨 1643 81.8 54 58.6 26 91.6 4.1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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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10262 65.1 78 53.8 52 100.0 3.9 7.2 

斐济 6220 55.3 62 94.8 67 99.6 3.8 2.3 

印度尼西亚 4136 64.3 70 43.3 51 98.5 3.8 2.2 

基里巴斯 1655 N/A 47 99.5 86 100.0 4.8 0.6 

韩国 31762 60.4 84 75.2 89 100.0 3.8 12.1 

老挝 2535 78.0 51 79.5 26 97.9 3.9 2.6 

马来西亚 11415 62.2 82 61.9 77 100.0 3.7 8.1 

密克罗尼西亚

联邦 

3568 N/A 48 96.7 70 82.1 3.9 1.3 

蒙古 4295 56.1 68 84.3 52 98.1 4.8 8.3 

缅甸 1408 60.7 47 16.7 21 66.3 4.1 0.5 

新西兰 42084 67.1 87 99.5 100 100.0 3.7 7.3 

巴布亚新几内

亚 

2845 46.0 60 29.5 32 59.0 3.7 0.9 

菲律宾 3485 58.3 63 27.1 46 94.9 3.9 1.2 

萨摩亚 4316 40.0 62 98.1 91 100.0 4.1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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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 65233 67.6 86 100.0 100 100.0 3.6 6.7 

所罗门群岛 2128 83.4 55 82.4 63 66.7 3.7 0.3 

泰国 7808 66.8 80 41.4 63 100.0 4.1 4.1 

东帝汶 1294 64.3 39 68.6 20 85.6 4.3 0.4 

汤加 4364 59.1 61 98.1 80 98.9 4.0 1.3 

瓦努阿图 3058 66.8 61 98.1 75 61.9 3.5 0.5 

越南 2715 75.9 70 62.4 61 100.0 3.6 2.1 

欧洲和中亚 

阿尔巴尼亚 5353 48.9 68 62.4 47 100.0 4.0 1.6 

亚美尼亚 4623 46.2 75 43.3 58 100.0 4.1 1.8 

奥地利 50277 57.8 79 94.8 100 100.0 3.3 7.0 

阿塞拜疆 4794 62.8 77 35.7 42 100.0 3.8 3.9 

白俄罗斯 6663 61.2 74 68.6 31 100.0 2.9 6.1 

波黑 6073 37.8 65 46.7 54 100.0 3.6 6.5 

保加利亚 9738 53.0 72 79.0 61 100.0 3.7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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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地亚 14853 47.6 74 91.0 72 100.0 3.6 4.2 

塞浦路斯 27858 58.5 73 78.1 81 100.0 4.7 5.7 

捷克共和国 23102 59.4 76 94.3 87 100.0 3.0 9.7 

爱沙尼亚 23660 60.3 81 84.3 90 100.0 2.8 12.6 

格鲁吉亚 4769 58.5 84 46.2 70 100.0 3.7 2.7 

希腊 19583 42.8 68 68.6 67 100.0 4.1 5.8 

匈牙利 16476 54.5 73 89.5 75 100.0 3.4 4.6 

意大利 33190 44.7 73 74.8 70 100.0 4.0 0.0 

哈萨克斯坦 9731 65.6 80 56.7 47 100.0 3.7 13.9 

吉尔吉斯斯坦 1309 56.0 68 46.7 27 100.0 4.1 1.6 

拉脱维亚 17836 57.4 80 74.8 86 100.0 2.9 3.6 

立陶宛 19456 57.7 82 93.3 87 100.0 2.9 4.5 

卢森堡 114705 56.1 70 99.5 100 100.0 2.9 15.4 

摩尔多瓦 4499 40.7 74 47.1 48 100.0 3.4 1.8 

黑山 8832 46.3 74 59.5 63 100.0 3.8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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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马其顿 6093 45.3 81 59.0 54 100.0 3.9 3.4 

波兰 15595 54.7 76 78.1 75 100.0 3.0 7.9 

葡萄牙 23145 55.1 77 96.7 89 100.0 4.3 4.7 

罗马尼亚 12920 52.5 73 78.1 72 100.0 3.5 3.5 

俄罗斯* 11585 59.0 78 41.4 33 100.0 3.4 12.0 

塞尔维亚 7402 47.9 76 57.1 58 100.0 3.5 6.4 

斯洛伐克 19329 56.2 76 91.4 77 100.0 3.3 6.0 

斯洛文尼亚 25739 55.9 77 92.4 88 100.0 3.4 6.1 

塔吉克斯坦 871 37.4 61 41.4 16 99.3 4.3 0.6 

土耳其 9043 45.7 77 13.8 51 100.0 4.3 4.7 

乌克兰 3659 49.3 70 11.9 34 100.0 3.3 4.5 

乌兹别克斯坦 1725 61.2 70 53.3 21 100.0 4.3 2.9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 

安提瓜和

巴布达 

17790 N/A 60 96.2 79 100.0 4.8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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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巴多斯 18148 58.5 58 94.8 75 100.0 4.7 4.5 

玻利维亚 3552 69.3 52 38.6 19 95.6 4.9 2.0 

智利 14897 58.2 73 66.2 87 100.0 5.4 4.7 

哥斯达黎加 12238 54.7 69 75.2 77 100.0 4.1 1.6 

古巴 8822 52.7 N/A 83.3 53 100.0 4.5 2.5 

多米尼加 8300 N/A 61 97.6 84 100.0 4.0 2.5 

厄瓜多尔 6184 65.3 58 53.8 42 100.0 3.4 2.5 

萨尔瓦多 4187 56.7 65 55.7 32 100.0 4.8 1.1 

格林纳达 10966 N/A 53 96.2 73 95.3 4.5 2.4 

圭亚那 5468 49.5 56 53.8 48 91.8 4.2 3.1 

牙买加 5582 60.7 70 73.3 51 98.9 4.4 2.8 

巴拿马 15731 64.0 67 69.0 58 100.0 4.0 2.7 

秘鲁 6978 75.1 69 54.8 46 95.2 4.9 1.9 

苏里南 6855 47.4 48 62.4 61 97.4 4.3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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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立尼达

和多巴哥 

17277 58.3 61 59.5 58 100.0 4.3 31.8 

乌拉圭 16190 58.4 62 96.2 79 100.0 4.3 2.0 

委内瑞拉 2299 54.5 30 12.4 1 100.0 4.4 5.5 

中东和北非 

阿尔及利亚 3948 36.3 
49 

23.3 31 100.0 
4.9 3.7 

巴林 23504 72.8 
76 

36.2 77 100.0 
4.9 22.2 

吉布提 3409 54.0 
61 

50.0 27 60.4 
4.8 0.7 

埃及 3020 41.4 
60 

21.4 47 100.0 
5.3 2.5 

伊朗 5520 39.6 
59 

10.5 34 100.0 
4.9 8.3 

伊拉克 5955 37.5 
45 

3.8 5 99.9 
4.7 5.2 

科威特 32032 71.9 
67 

66.7 69 100.0 
4.8 25.0 

黎巴嫩 7784 44.1 
54 

11.4 28 100.0 
4.8 3.7 

利比亚 7684 40.5 
33 

3.8 5 67.0 
5.1 7.8 

马耳他 29416 54.6 
66 

96.7 86 100.0 
4.6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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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洛哥 3204 41.2 
73 

48.1 57 100.0 
5.0 1.7 

阿曼 15474 70.4 
70 

82.9 78 100.0 
5.2 14.2 

卡塔尔 64782 86.7 
69 

88.6 80 100.0 
4.9 38.9 

沙特阿拉伯 23140 52.6 
72 

46.7 65 100.0 
5.2 17.4 

突尼斯 3318 38.7 
69 

28.6 62 99.8 
4.7 2.6 

阿联酋 43103 80.2 
81 

87.1 84 100.0 
5.0 22.0 

也门 968 33.1 
32 

2.9 5 62.0 
5.2 0.4 

南亚 

阿富汗 502 43.5 44 2.9 5 98.7 5.0 0.2 

孟加拉国 1856 56.5 45 26.7 34 85.2 3.9 0.5 

马尔代夫 10791 65.5 53 61.9 56 100.0 4.4 3.0 

尼泊尔 1071 82.6 63 46.2 45 93.9 4.0 0.3 

巴基斯坦 1285 50.2 61 5.2 38 71.1 4.7 1.0 

斯里兰卡 3853 51.7 62 53.8 61 99.6 4.2 1.1 

撒哈拉以南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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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哥拉 2974 72.2 41 50.0 21 43.3 4.7 1.2 

贝宁* 1219 69.3 52 49.5 39 41.5 4.2 0.6 

布隆迪 261 78.0 47 11.4 9 11.0 4.2 0.0 

佛得角 3604 53.0 55 94.3 77 93.6 4.7 1.0 

喀麦隆 1498 73.5 46 11.9 19 62.7 4.3 0.3 

乍得 710 69.4 37 14.3 14 11.8 4.8 0.1 

科摩罗 1394 41.4 48 58.1 24 81.9 4.3 0.3 

刚果（布） 2011 62.9 40 27.6 18 68.5 4.3 0.7 

赤道几内亚 8132 58.0 41 54.8 10 67.0 3.7 4.7 

埃塞俄比亚 858 77.9 48 15.7 46 45.0 4.7 0.1 

加蓬 7667 42.3 45 54.8 33 93.0 3.6 2.6 

冈比亚 751 54.0 50 62.4 51 60.3 4.6 0.2 

加纳 2202 64.9 60 61.9 61 82.4 4.0 0.6 

几内亚 1064 58.9 49 29.0 17 44.0 4.4 0.3 

肯尼亚 1817 72.7 73 20.0 47 75.0 4.5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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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索托 1158 52.0 59 49.5 49 47.0 5.1 1.2 

利比里亚 622 74.2 43 53.8 24 25.9 3.9 0.3 

马达加斯加 522 84.6 48 53.3 22 25.9 4.8 0.2 

马里 891 65.7 53 5.7 28 50.9 4.7 0.2 

毛利塔尼亚 1678 41.5 51 42.4 43 44.5 4.7 0.7 

莫桑比克 492 75.6 55 33.8 22 31.1 4.4 0.3 

纳米比亚 4958 47.5 61 79.5 70 53.9 5.4 1.8 

尼日尔* 555 71.7 57 13.3 44 17.6 4.8 0.1 

尼日利亚 2230 48.6 57 8.1 26 56.5 4.3 0.6 

卢旺达 802 82.8 77 64.3 63 34.7 4.1 0.1 

塞内加尔 1447 42.7 59 59.5 55 67.0 4.6 0.7 

塞舌尔 17402 N/A 62 89.5 65 100.0 4.3 6.4 

塞拉利昂 505 55.3 48 57.1 32 26.1 4.1 0.1 

索马里 N/A 42.0 20 4.3 1 35.3 4.8 0.0 

南非 6001 40.2 67 53.8 58 91.2 5.0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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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苏丹 369 63.5 35 4.3 5 28.2 4.5 0.2 

苏丹 442 40.4 45 10.5 19 59.8 4.9 0.0 

坦桑尼亚 1122 81.8 55 48.6 42 35.6 4.5 0.2 

多哥 676 76.0 62 29.5 42 51.3 4.1 0.4 

乌干达 777 69.0 60 37.1 51 42.7 4.5 0.1 

赞比亚 1291 66.1 67 56.7 47 39.8 4.8 0.3 

津巴布韦 1464 79.0 55 26.7 14 41.0 4.9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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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关键可再生能源技术的详细描述 

可再生能源资源可以循环补充，不会消亡殆尽。许多的可再生能源根本上源自太阳的辐射和

活动。太阳能是阳光所转化的可用能源。411 太阳辐射会生成不平均的热交换和气流交换，产生风

能，被风电涡轮捕捉。生物质能源自植物存储的能源，其根本来源也是阳光。水电的能源主要转

换于水的势能（水循环也依赖于太阳）。有的可再生能源不直接来自太阳能，如地热能主要源自

地球次表层的热量。412  

可再生能源不同于燃烧化石燃料所产生的能源。化石能源的消耗不可逆转。可再生能源对于

全球能源体系的未来至关重要，不仅因为可再生能源取之不尽，还因为可再生能源产生的温室气

体水平更低，可以减缓气候变化。当然，可再生能源技术也可能对环境造成负面影响。例如，大

型水电能源设施可能会对渔业、土地使用产生不利影响；如果因为修建水电站而强制迁移民众，

还会对社会公平产生负面影响。某些可再生能源不能保证低碳排放，比如，有些大型水电站或生

物质能的全生命周期的温室气体排放与化石燃料近似。413  

太阳能光伏 

太阳能光伏的核心是光伏电板，是指利用光生伏打效应，将阳光辐射直接转化成电力的发电

装置。414太阳能光伏技术依赖于光伏板组件，通常由光伏电池组成。多个光伏组件串联，便构成

                                                      

411 国际能源署 (没有日期)。太阳能。来源 https://www.iea.org/fuels-and-technologies/solar 

412 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 (没有日期)。 地热能。来源 https://www.irena.org/geothermal 

413 Pehl, M. 等人 (2017 年)。 通过整合生命周期评估和一体化能源建模理解低碳电力系统的未来排放。自然能源, 来源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60-017-0032-9 

414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没有日期）。太阳能。 来源 https://www.irena.org/so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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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模块化的太阳能光伏系统，能够离网或并网发电。415 太阳能光伏板的一大优势是，它既可以

被安装在屋顶为家庭提供电力，也可以集中式的发电，产生电站规模的几百兆的发电容量。 

太阳能光伏产生的电量大小取决于太阳辐射的强度；也就是说，太阳能光伏板往往在光照更

充足的地方产生更多的电量。416 另一方面，在周边温度较低时，转化效率会提高，能减弱太阳辐

射对发电能力的影响。比如，美国爱德荷州和佛罗里达州的太阳辐射强度区别明显，但两州的太

阳能光伏板性能表现几乎一样，这主要是因为环境温度对转化效率的影响。417这也是为什么德国

虽然纬度较高，但可以率先利用太阳能光伏满足大量电力需求的原因之一。 

太阳能光伏材料制造和电站土地使用会产生一定的环境影响。碳排放方面，最新研究表明：

太阳能的生命周期排放大约为 6 克二氧化碳当量/度电，比最清洁的化石能源（使用碳捕集技术）

所产生的排放要低至少一个量级。418  

在实际投用上，太阳能光伏的成本比起化石燃料来说越来越具有竞争力。根据国际能源机构

报告，太阳能光伏发电在 2018 年增加量超过 30%，增至超过 570 太瓦时，占全球发电总量的超

2%。419  

通常来说，太阳能光伏一半以上的成本归结于生产硬件，尤其是光伏电池板。另外四分之一

的成本产生于装机费用。因此，太阳能光伏发电具有较强的学习曲线效应——世界各地的太阳能

                                                      

415国际能源署和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 (2013 年)。太阳能光伏技术概述。来源 https://www.irena.org/-

/media/Files/IRENA/Agency/Publication/2015/IRENA-ETSAP-Tech-Brief-E11-Solar-

PV.ashx?la=en&hash=229A7B44B1FD2456A671462327F089C5AA847689 

416 世界银行与国际金融公司 (2020 年)。全球太阳能图集。 来源 https://globalsolaratlas.info 

417北美太阳能储备(2019 年)。太阳能在爱德荷州与佛罗里达州的效应同等优秀。来源 

https://www.northamericansolarstores.com/solar-pv-everywhere/ 

418 Pehl, M. 等人 (2017 年)。 通过整合生命周期评估和一体化能源建模理解低碳电力系统的未来排放。自然能源。来源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60-017-0032-9 

419国际能源署(2019 年)。太阳能光伏。分析文章。来源 https://www.iea.org/reports/solar-pv 

 

224 

 

光伏成本已在近年的研发进步中大幅降低（见图 3.3 和 3.4）。太阳能光伏发电的总体发电成本一

是取决于生产和装机费用，二是其容量因数（详见附件 3）。420 装机费用降低以外，太阳能光伏

的容量因数也在升高，因而总体的发电成本有所降低。421   

然而，要进一步利用其成本优势，还需要有效低并网成本。另外，太阳能光伏目前并不能提

供化石燃料发电厂同样的系统性服务，包括平衡供求的容量存储、维持系统频率的惯量、电压平

衡、无功功率利用等。太阳能光伏系统性服务的不足，导致其在整个电力系统中的使用比例有所

受限。 

集中式太阳能热发电 

集中式太阳能热发电技术以镜面聚焦太阳光线，产生高温蒸汽，推动汽轮机进行发电，往往

在大型太阳能电厂使用。422 蓄热装置可以整合到集中式太阳能热发电厂，用来在阴天或者夜间发

电。如此，相比于光伏发电，集中式太阳能热发电更具灵活性，便于调度。 

集中式太阳能热发电技术的当前扩展速度远低于太阳能光伏，并不能强程度地受益于学习曲

线效应。再加之设计上的区别，尤其由于热储存的性质与程度，其应用速率更低。不过，目前集

中式太阳能热发电技术标准与方法日益进步，423容量因数的改进大大减弱了装机的高成本。随着

容量因数上升424，装机成本稳步下降，集中式太阳能热发电技术综合成本不断下降。 

                                                      

420 运营和维护成本不太高。 

421 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2020 年)。 2019 年可再生能源发电成本。来源 https://www.irena.org/-

/media/Files/IRENA/Agency/Publication/2020/Jun/IRENA_Power_Generation_Costs_2019.pdf 

422 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无日期)。太阳能。 来源 https://www.irena.org/solar 

423 自 2014 年以来，并没有建造线性菲涅尔电厂，或者不带热能储备装置的聚焦式太阳能发电机组。 

424 近年来更高容量因数的一个驱动力是在拥有更高直接法向辐照度（DNI）的地区部署聚焦式太阳能发电机组。西班牙于

2010 至 2013 年之间部署的聚焦式太阳能发电机组项目就是位于典型的拥有更高直接法向辐照度的地区，其直接法向辐照度的区间值

为 2000-2200 千瓦时/平方米/年；而在 2014 至 2018 年之间，拥有直接法向辐照度区间值 2500-3000 千瓦时/平方米/年的地区成

为惯常的部署地区。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 (2019 年)。2018 年可再生能源发电成本。来源 https://www.iren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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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式太阳能热发电厂全生命周期中的排放为 11 克二氧化碳当量/度电425，稍高于太阳能光

伏的排放。与最清洁的化石燃料技术相比，集中式太阳能热发电的排放还是低很多。当太阳辐射

较强时，集中式太阳能热发电效率更高，因而项目大都位于赤道附近，尤其是沙漠地区。集中式

太阳能热发电的成本在日益降低。 

中国的集中式太阳能热发电进展迅速，角色重要。中国“十三五”规划（2016-2020）中对

太阳能开发的目标为：截至 2020 年，集中式太阳能热发电容量达到 5 吉瓦。目前有多个电厂现

正在建设当中。此技术仍在开发，截至目前的学习曲线效应正缓步提升，在不远的未来，此技术

的成本很可能会大幅下降。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认为：根据近期的售卖情况和电力采购协议，未

来四年间，集中式太阳能热发电的成本将会从之前的每千瓦时 20 美元降低至每千瓦时 0.06 美元

至 0.1 美元。426  

集中式太阳能热发电的一个显著优势是，其能源具有较高的可调度性，能提高整个电力系统

的灵活性，促进电力系统中消纳更多的太阳能光伏和风电。集中式太阳能热发电的另一大优势是，

该技术能够产生工业流程亟需的高温热能，而仅有少数可再生能源能够做到这一点。427然而，这

两大优势也依赖于地理位置，只有在阳光直射的地区才能间歇性地实现。 

                                                      

/media/Files/IRENA/Agency/Publication/2020/Jun/IRENA_Power_Generation_Costs_2019.pdf 

425 Pehl, M. 等人 (2017 年)。通过整合生命周期评估和一体化能源建模理解低碳电力系统的未来排放。自然能源。来源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60-017-0032-9 

426 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2019 年)。2018 年可再生能源发电成本。来源 https://www.irena.org/-

/media/Files/IRENA/Agency/Publication/2020/Jun/IRENA_Power_Generation_Costs_2019.pdf 

427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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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上风电 

自古以来，人类一直在捕捉、利用风能用于交通、工业、农业领域。428由风力推动巨大的多

叶片风轮（直径超过 100 米）所产生的机械动能现在被用于发电。过去 20 年，全球各地逐渐部

署陆上风电涡轮；如今已有超过 20%的可再生能源发电来自于陆上风电，仅次于水力发电的占比。

风电全生命周期的排放低于任何其他可再生能源，大约为 4 克二氧化碳当量/度电。429    

陆上风电厂的建造需要有两个重要考虑。首先，装机成本和容量因数方面，陆上风电对地理

位置要求高，既需有充足的风力资源，又需广阔空间建造风电厂。正如世界银行和丹麦科技大学

《全球风力图集》所证实：不同地区平均风速差别巨大很大，风力涡轮的发电量与风速成正比。

理论上来讲，高风速会产生更大的输出功率：强风能推动涡轮叶片升高转速，产生较高机械动能，

产生较高电量。风电涡轮的设计需要考量切入风速与切出风速。切入风速是风电机组开始发电的

最低风速。当风速从切入风速增长至额定风速，输出功率会随之迅速提升。此后，输出功率保持

稳定，直至风速上升至切出风速时，机组产电停止，以防止安全事故。 

另一个考虑因素是：风电涡轮数量和尺寸对当地环境的影响。风电涡轮能更好的利用风速，

较大直径的涡轮能在一定风速下有较高功率输出。430 另一方面，大型风电涡轮占地面积大，很可

能不受本地社区和居民的欢迎。公众关切是陆上风电部署速度较慢的重要原因，尤其是在欧洲等

地。 

                                                      

428 国际能源署与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2016)。风电技术概述。 来源 https://www.irena.org/-

/media/Files/IRENA/Agency/Publication/2016/IRENA-ETSAP_Tech_Brief_Wind_Power_E07.pdf 

429 Pehl, M. 等人 (2017 年)。通过整合生命周期评估和一体化能源建模理解低碳电力系统的未来排放。自然能源, 来源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60-017-0032-9 

430更高的风电塔筒和更长的涡轮叶片成本会稍高一些，不过通常这些成本会被更高的容量因子所抵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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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陆上风电发电量占可再生能源发电量的超 20%，仅次于水力发电。风力发电是所有的

可再生能源中全生命周期的排放水平最低的。431 陆上风电在很多地区持续发展（如下图）。 

 

图 A2.1 陆上风电年容量增长 

 

 

资料来源: 国际能源署(2019)432 

陆上风电的学习曲线效应使制造和安装简化，涡轮尺寸的进步能提升了容量因数，这两者的

结合，大幅度地降低了风电涡轮生命周期的发电成本（见附件 3）。 

                                                      

431 Pehl, M. 等人 (2017 年)。通过整合生命周期评估和一体化能源建模理解低碳电力系统的未来排放。自然能源, 来源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60-017-0032-9 

432 国际能源署 (2019 年)。陆上风电。追踪报告 https://www.iea.org/reports/onshore-wind 

 

228 

 

在风力资源丰富的地区，陆上风电厂比新建化石燃料发电厂价格更为低廉（见图 3.2）。陆上

风电和太阳能光伏都将在未来十年比现有发电厂成本更低（见图 3.5）。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继

续引领陆上风电的部署（见图 A1.1）。中国在推动风电发展上扮演重要角色，并能够受益于此。 

另一方面，与太阳能光伏一样，陆上风电的主要缺点是：由于输出功率可变、输出时间段不

确定、地理分散，风电对电网和电力体系来讲是一大挑战。应寻求具有创意性的解决方案，提供

辅助服务和调度服务，从而释放陆上风电的潜能（见 3.2 章节）。 

海上风电 

海上风电能够解决上文陆上风电提及的第一个考量。离岸距离越远，风力强度与稳定性会随

之增加。另一方面，越往海中心走，由于水深增加以及环境愈发恶劣，海上风电的安装成本会升

高，这样情况下，尽管潜在容量因数会提升，其成本降低效果也较小。同时，并网成本会急剧增

加。最充沛的海上风力资源位于水深超过 50 米至 60 米的海面之上。在这种区域，想要把风电涡

轮安装在海床上是不太现实的；虽然浮动海上风电底座能够解决这一问题，但是这个建造技术也

还在发展阶段。陆上风电项目需要考量的第二个问题与海上风电项目无关，因为在海上建造风电

场无须考虑当地社区与居民的接受程度。433 

因此，海上风电项目的安装远远少于陆上风电项目。全球海上风电装机容量总计 4.5 吉瓦，

434 主要集中于欧洲（尤其是英国和德国）以及中国。不过，北美和大洋洲在未来几年将会开发不

少海上风电项目。 

                                                      

433 主要问题是需要在陆上安置输电连接设备。 

434 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 (2019 年)。 2018 年可再生能源发电成本。来源 https://www.irena.org/-

/media/Files/IRENA/Agency/Publication/2020/Jun/IRENA_Power_Generation_Costs_201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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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学习曲线效应，海上风电安装、物流、运营、维护的成本在稳步下降。越在深海水域作

业，其成本就会越高。风力资源越好，风力涡轮尺寸越大，风电装置容量因数就越高，整体成本

会随之降低（见附件 2）。然而，由于现在部署的项目数量还不够多，因此这方面数据还不够充分。 

最近，欧洲的可再生能源上网电价拍卖显示：海上风电的成本可能在未来五年大幅下降 45-

50%。基于这些成本降低，海上风电将与能太阳能光伏和陆上风电一道，和化石燃料发电厂展开

竞争。 

鉴于风力资源的可及性以及成本削减的可能性，海上风电在未来有巨大扩张潜力。然而，如

同陆上风电项目一样，虽然其容量因数在增长，但风电的可变性是一大挑战。想要将海上风电与

电网连接的成本降至最低，必须针对海上风电的传输进行谨慎规划。中国已经在海上风电的部署

上取得领先地位；如果中国想要保持这样的领先地位，还需要解决电力系统的集成问题。 

生物质能发电 

生物质能指能够被用作燃料的生物质。燃烧时，会产生热能，进而发电。生物质能资源包括

木头、草、农作物（例如玉米和甘蔗）、填埋场垃圾、以及畜禽粪便。虽然燃烧生物质时会释放

与燃烧化石燃料时类似数量的二氧化碳，但由于植物在生长过程中，其自身吸收的二氧化碳可以

平衡其燃烧时所释放的二氧化碳，且植物生长周期快，因此生物质被认为是可再生能源。的确，

如果一个生物能源发电厂配有一个捕获二氧化碳的装置并将其产生的二氧化碳储存在地下，那么

该厂就会成为二氧化碳的净吸收设施。 

生物质的生长、收获以及加工需要使用化石能源并释放二氧化碳，除此以外，生物质的生长

需要使用土地。如果为了生产生物质能源，而将原本可以作为高质量碳汇的森林另作他用，影响

可能是非常负面的。生物质能源生命周期的平均排放大约为 100 克二氧化碳当量/度电，这比太阳

能和风能生命周期的排放要高一个数量级，与带有碳捕集与储存设备的化石燃料发电厂以及大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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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力发电站的排放大约相等。435 也就是说：虽然生物质能是可再生能源，然而生物质能并不能被

认为是真正“绿色”的。想要进一步发展生物质能，必须引入强有力的可持续发展框架。 

虽然对环境会产生上述不利影响，生物质能源还是有其优势：它可以作为一种调度发电厂，

提供与传统化石燃料发电厂同样的系统服务。虽然机组单元尺寸有上限，但由于其交通方面的便

捷，生物质能发电厂能够很容易地被集成到现有电力系统当中。这就确保了生物能源仍然是一种

备受欢迎的可再生能源发电来源。436 生物质能源的全球发电量能够达到与太阳能光伏同等水平。 

地热能发电 

地热能是由地球的次地表产生的。这种蕴含在水中以及/或者溪流里的能源，能够被用于加热

或冷却，亦或用于生产清洁电力。437 传统的地热发电需要在地表 3 公里以内的深度开发地热热源。

目前已经有若干成熟的技术选项，但是仅有一些有限的地理区域能够有合适的资源。如果深入到

更深的地表下（十公里深），可开采地的热资源会大幅增加，然而这种技术体系现在还在发展阶

段。地热能的整体生命周期排放比风电和太阳能高、但是比带有碳捕集与储存的化石燃料低，大

约为 10-50 克二氧化碳当量/度电。438 这些排放主要在建造阶段产生。当然，有些技术将液体注

入地表，这些液体也会产生二氧化碳。 

不同的可再生能源发电成本差别巨大。使用低成本的农作物秸秆和林业残留物发电的成本较

低，而使用更先进复杂的方法，成本则会大幅提高。例如，生物质气化、或居民固体废弃物发电

                                                      

435 Pehl, M. 等人 (2017 年)。通过整合生命周期评估和一体化能源建模理解低碳电力系统的未来排放。 自然能源, 来源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60-017-0032-9 

436 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2019 年)。 2018 年可再生能源发电成本。来源 https://www.irena.org/-

/media/Files/IRENA/Agency/Publication/2020/Jun/IRENA_Power_Generation_Costs_2019.pdf 

437 中低温地热资源也可在楼宇供暖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438 Eberle, A. 等人. (2017 年)。地热发电生命周期的温室气体排放系统性回顾。来源

https://www.nrel.gov/docs/fy17osti/6847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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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成本会较高。生物质能比起太阳能和风能，并不能同等程度地受益于学习曲线效应，因为采

购和运输生物质的成本是其整体成本的一大部分。生物质发电的整体成本在过去十年并未大幅降

低，但是其容量因数比风电和太阳能发电厂要高出很多；其容量因数水平可类似灵活的化石燃料

容量因数。 

地热发电站仅能建造于有限的一些地理区域。正因为地热电站的总数较少，技术设计上又存

在各种难度，因此地热电站的建造不太可能受益于学习曲线效应。图 A2.2 显示：2018 年，地热

电站装机容量的增加主要发生在两个国家：土耳其和印度尼西亚。自 2010 年以来，地热电站的

成本总体较为持平。当某地具有良好的、可及性较高的高温地热资源，地热发电则可以提供可靠

的基础负载功率，此时，其发电成本也可以与化石燃料相竞争。地热发电并不是“一带一路”倡

议的投资重点，主要是由于可部署的范围有限，且中国在此技术上的经验也相对有限。 

图 A2.2 各国 2018 年地热能源装机容量增加439 

 

Turkey=土耳其；Indonesia=印度尼西亚；United States=美国；Iceland=冰岛；Next 4 countries=排名紧随其后

的四个国家；New Zealand=新西兰；Croatia=克罗地亚；Philippines=菲律宾；Kenya=肯尼亚 

                                                      

439 21 世纪可再生能源政策网络(2019 年)。全球现状报告。 来源 https://www.ren21.net/gsr-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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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力发电 

水力发电的原理是在水道上修建水坝以获得河流水体中的势能。 流动的水流驱动水轮发电。

440 除了水坝，还有两种水力发电的主要方式：抽水蓄能和引水发电。绝大多数的水力发电站是通

过修建水坝完成的，在过去几十年，此技术已经成熟。现在大约有 60%的可再生能源发电是通过

水力发电生产的（见图3.1）；这些设备中，有些现在已经非常老旧。这种技术现在面临的一大关

键挑战是如何翻新并升级老旧设施。全球各地正在修建新的水力发电工程，从水电项目的总装机

容量（中国的水电装机容量占有全球总水电装机容量的 28%）441 和新建水电站的修建速率来看，

442 中国均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虽然不同规模的水电站得到大量部署，水利发电的成本并没有降低。

这一方面是由于技术早已成熟；另一方面是由于新的水电站通常都修建在具有挑战性的地理位置，

因此其建造成本以及水力发电并网的成本更高。不过，水力发电的确能够提供可调度的电力，便

于整合到电力系统；且水电生命周期的发电成本较低，其成本可与化石燃料发电机组相比（见图

3.2）。近年来，水力发电站的整体成本较为持平（见图 3.2）。 

水力发电站的一大缺陷是其较高的社会和环境成本，因为水电站的修建会严重影响当地的生

态系统和居民生活。水电站的整体平均生命周期排放较高，其排放水平与带有碳捕集与储存的化

石燃料能源以及生物质能的排放水平相当。水力发电的平均生命周期排放现在大约为 100 克二氧

化碳当量/度电 ，但是单个电站实际排放与平均水平可能有较大区别，443 因为其生命周期排放主

要来自被水坝排洪时淹没腐烂的有机物。气温较高，水位较浅的区域，因为水坝需要水位落差，

                                                      

440 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没有日期)。水电。来源 https://www.irena.org/hydropower 

441 21 世纪可再生能源政策网络(2019 年)。 可再生能源 2019。全球现状报告。来源 https://www.ren21.net/gsr-2019/ 

442 国际能源署(2019 年)。中国电力系统转型：优化运营和先进灵活性选项的益处评估。来源

https://webstore.iea.org/china-power-system-transformation 

443 Pehl, M. 等人 (2017 年)。通过整合生命周期评估和一体化能源建模理解低碳电力系统的未来排放。自然能源, 来源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60-017-00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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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排放水平是最高的。在印度、非洲、东南亚地区，部署水电站的机会越来越多，因为这些地区

拥有未被开发的资源禀赋，其经济效益前景较好；这些国家也希望通过可负担的方式开发电力。

鉴于中国在水利发电的部署方面具有丰富经验，这将成为一带一路倡议项下具有很大吸引力的投

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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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可变可再生能源容量因数提升 

容量因数通过计算发电站在特定时间段内实际输出功率与潜在最大输出功率的比，衡量发电

站在一个既定时间段内运行的频率。不同可再生能源的平均容量因数在过去十年得到了显著的提

升，尤其是太阳能光伏、集中式太阳能以及风能（见图 A2.1，A2.2，A2.3 以及 A2.4）。太阳能

光伏的容量因数从 2010 年的 14%提升至 2019 年的 18%；而陆上风电的容量因数从 2010 年的

27.1%上升至 2019 年的 35.6%。集中式太阳能比起太阳能光伏更具有可调度性，其容量因数从

2010 年的 30%跃升至 2019 年 45.2%。海上风电的学习曲线尽管呈不完全线性，但其发展趋势

是类似的，其容量因数从 2010 年的 36.8%提升至 2019 年的 43.5%。再加之整体安装成本下降，

可变可再生能源容量因数的上行趋势降低了平准化度电成本。相比于化石燃料发电站，可变可再

生能源现在越来越具有竞争力。 

其他的可再生能源表现并没有如此亮眼：水电的容量因数有所上升，但在过去十年其上升趋

势较为缓和（见图 A2.7）；2019 年，生物质能源的容量因数较 2010 年相比持平（见图 A2.5）。

在所有可再生能源中，地热能源的容量因数是唯一有所下降的，从 87%降至 79.4%；然而地热能

源从性质上来看，其容量因数比可变可再生能源高（见图 A2.6）。容量因数的这些上述趋势都显

示在 2010 年至 2019 年各种可再生能源的平准化度电成本中（见图 A2.5；A2.6 和 A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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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3.1 2010 年至 2019 年太阳能光伏全球加权平均总安装成本、容量因数以及平准化度电成本 

 

资料来源: 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2020)444 

USD/kw=美元/千瓦；Total installed cost=总安装成本；Capacity factor=容量因数；Levelised cost of electricity=

平准化度电成本 

图 A3.2 2010 年至 2019 年集中式太阳能全球加权平均总安装成本、容量因数以及平准化度电成本 

 

资料来源: 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2020)445 

                                                      

444 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2020 年)。2019 年可再生能源发电成本。来源 https://www.irena.org/-

/media/Files/IRENA/Agency/Publication/2020/Jun/IRENA_Power_Generation_Costs_2019.pdf 

445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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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D/kw=美元/千瓦；Total installed cost=总安装成本；Capacity factor=容量因数；Levelised cost of electricity=

平准化度电成本 

 

 

图 A3.3 2010 年至 2019 年陆上风电全球加权平均总安装成本、容量因数以及平准化度电成本  

 

资料来源: 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2020)446 

USD/kw=美元/千瓦；Total installed cost=总安装成本；95th percentile=第 95 百分位；5th percentile=第 5 百分

位；Capacity factor=容量因数；Levelised cost of electricity=平准化度电成本 

 

 

 

 

                                                      

446 同上。 



237 238

为全球和“一带一路”沿线低碳发展铺平道路

 

237 

 

图 A3.4 2010 年至 2019 年海上风电全球加权平均总安装成本、容量因数以及平准化度电成本  

 

资料来源: 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2020)447 

USD/kw=美元/千瓦；Total installed cost=总安装成本；95th percentile=第 95 百分位；5th percentile=第 5 百分

位；Capacity factor=容量因数；Levelised cost of electricity=平准化度电成本 

图 A3.5 2010 年至 2019 年生物质能源全球加权平均总安装成本、容量因数以及平准化度电成本 

 

资料来源: 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2020)448 

                                                      

447 同上。 

448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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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D/kw=美元/千瓦；Total installed cost=总安装成本；Capacity factor=容量因数；Levelised cost of electricity=

平准化度电成本 

图 A3.6 2010 年至 2019 年地热能全球加权平均总安装成本、容量因数以及平准化度电成本 

 

资料来源: 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2020)449 

USD/kw=美元/千瓦；Total installed cost=总安装成本；Capacity factor=容量因数；Levelised cost of electricity=

平准化度电成本 

 

 

 

 

 

 

                                                      

449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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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3.7 2010 年至 2019 年水电全球加权平均总安装成本、容量因数以及平准化度电成本 

 

资料来源: 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2020)450 

USD/kw=美元/千瓦；Total installed cost=总安装成本；Capacity factor=容量因子；Levelised cost of electricity=

平准化度电成本 

  

                                                      

450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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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市场设计的考量 

法规和市场机制对电力的预测、安排和调度都有关键作用，对于整个能源体系框架来说是至

关重要的，能够支持可变可再生能源的高效整合。对于集中规划框架内的垂直整合，这些考量通

常体现在单一机构所主导的成本最低的优化模式中。然而，在竞争性电力市场由交易安排催生激

励机制，驱动不同市场参与者的决策。优化交易模式需要模拟理想市场，因此有必要理解电力市

场的设计原则，并理解这些原则的制定如何推动可再生能源的整合。 

市场设计涵盖了一系列关键决策： 

• 远期实物电力交易在多大程度上通过集中合同进行，还是由分散的市场参与者自行决定

交易方式和时间； 

• 确定关闸时间，即市场参与者之间的实物电力交易结束，仅由系统运营商进行买卖以实

现实时供求平衡的时间； 

• 非能源（辅助）服务的采购与短期市场均衡之外系统平衡资源的采购； 

• 如何预估并补偿能源不平衡的成本； 

• 如何预估并补偿系统平衡成本（主要是疏通电力网络拥堵的成本，也包括其它辅助服务

——例如调度紧急电力储备——的成本）； 

• 调节“仅涉及能源”的交易涵盖范围，以实现一定程度的系统安全。通常的实现方法是，

建立额外市场以采购所需容量，或在能源短缺时补偿能源不平衡的成本。 

远期交易: 选择集中还是分布的实物交易，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远期市场的性质。集中市场

（或电力库）在某个时刻（或时间点）将流动资产集中起来，并提供一个清晰和透明的价格信号，

作为二级金融市场上的交易参考价格。当有一个单一、强制性的电力库时，这种流动性的集中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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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得最为显著。分布交易则由市场参与者的需求所驱动，可能会出现不同的交易平台，流动性可

能受市场结构影响。没有合同支撑的实物供求可能产生金融风险，而管理这类金融风险的需求，

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远期交易激励政策的发展。这些金融风险是由以下价格估算的系统误差所决

定的。 

关闸时间: 关闸时间指市场参与者停止交易实物电力的时间点（在关闸时间之后，二级市场上

的金融工具仍然可以继续交易）。现在日趋通行的做法，是尽量做到实时关闸，并给予系统运营

商时间，采购必要的系统平衡服务，确保最优实时调度。关闸时间的时间缩短尤其重要，能够使

那些电力输出不可预测的发电机组（例如可变可再生能源发电站）减少不平衡带来的损失风险

（有些市场上的可再生能源发电机组并没有不平衡风险敞口，就不存在这一问题）。然而，只有

那些充分流动的短期市场能够受益于短暂的关闸时间，且可及时调整仓位。  

系统平衡与辅助服务采购：分散的实物交易将把更多的调度决策交由发电站，这些决策并不

需要考虑整个电力网络运行的限制（例如网络拥堵），或者电厂可能发生的意外损失或需求变化。

因此，系统运营商必须在关闸时间以前就调整调度，以将上述需求纳入考量并通过一系列方式购

买所需电量： 

• 监管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所有系统用户来讲，提供服务都是一项与能源供应相关

的额外成本，必须通过能源和容量电价来收回这些成本。 

• 长期合同：有些服务只需要一部分市场参与者通过定向拍卖来采购。对于这样的服务来

讲，长期合同非常必要。 

• 短期市场：短期市场是一种采购紧急电力储备的常见方式。短期市场同样也是关闸之后

采购平衡电力的通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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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应对由供需关系的可预测改变所造成的电量交易平衡议题，可以由系统运营商或者市场

参与者在关闸时间之前做出调度决策。该决策取决于是否这一对电力平衡需求的预测，需要依赖

于整个电力系统的全局把握，还是也可以由个体市场参与者做出。虽然责任在系统运营商，但是

上述全套采购方式都可使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服务可以在短期市场购买，但也可通过长期合

约（例如，英国的短期运行储备合约）来购买。然而，不管使用哪种方式，灵活资源数量不足将

导致弃电现象，从而推高其成本。因此，很重要的一点是，在市场的安排上应考虑远期资源，从

而拥有所需的动态调节能力。 

所有的电力市场都需要基于一般平衡电力的成本，建立一个电力价格，作为清算未签署合约

交易的最后手段。在欧洲市场，关闸时间通常比实际关闸时间早一个小时。平衡价格在关闸时间

提交。在美国市场，系统运营商倾向于在更早的时间点，通常在一天之前，进行系统调度流程，

但允许在实际关闸五分钟前定期重新提交平衡电力价格。这种定期的重新报价模式，可以确保系

统运营商能够在最需要同时也是价值最高的时候，掌握所有灵活服务资源。 

采购方式的选择需要进行一系列权衡。虽然监管的方式是目前最简单的方式，这种方法会给

市场参与者带来不必要的成本。长期合同可以通过直接激励投资来确保有足够的能力，在平衡资

源的初始投资时点或重大翻新期间提供动态调节能力。然而，依赖长期合约可能会阻碍新进参与

者加入市场，并妨碍电力体系利用最新的科技进步（例如，能源储存技术）。 

能源不平衡:在缺乏大规模储电措施时，需要不断地平衡电力供给和需求。这意味着，定量的

远期合同不可能完全覆盖所有的电力采购与销售。因此，电力市场需要一个强制性市场作为最后

手段，对合同外电力生产与消费的买卖价格进行测算。该价格为能源生产设立了默认价值，并激

励远期交易的开展，因此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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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平衡整个电力系统而采购服务，一方面为了解决能源不平衡，另一方面为了维护整个电力

网络稳定。准确估算能源不平衡成本较为困难，尤其当电力流动限制大的时候。不平衡费用高昂、

不稳定，可能使市场参与者无法预测短期业绩，带来巨大风险。对于可变可再生能源发电机组来

讲，不平衡费用的结算风险可能会造成巨大的盈利风险，并由此增加其融资成本。需要帮助可再

生能源发电机组管理这种不平衡风险，因此许多市场的关闸时间有所缩短。能源不平衡成本的估

算对于决定市场参与者所面临的整体风险非常重要。关键是要决定是否在市场参与者之间分配能

源不平衡的成本，还是将能源不平衡成本与系统平衡及其它辅助服务的成本结合后，在整个市场

中均摊。这个决策需要权衡融资成本和对市场参与者的激励政策，合理化其合同。在美国，一般

认为可变可再生能源发电机组不能够控制其资源，因此这些发电机组要么无须缴纳能源不平衡费

用，要么面对的风险敞口有限，以鼓励它们预测并频繁更新安排调度。 

系统成本: 没有被分配到个体用户的系统平衡与辅助服务成本需要在所有用户之间公平分担。

这些系统成本可能很高，必须同时给予足量投资给市场的供给侧和需求侧、以及电力网络基础设

施，才能最小化该成本。但是在整个价值链上这些的投资可能会在不同时间发生，这使系统运营

商很难确保成本最小化。可变可再生能源发电的比例日益提高，将改变电力系统平衡的整体架构，

对消费者来讲，不平衡成本在整体能源成本中的比例有可能上升。因此，市场和监管的设计必须

能够实现平衡服务的高效采购。例如，系统运营商将需要与监管者紧密合作，根据整体平衡需求

来决定所需的电力网络投资。在欧洲，系统运营商和输电运营商通常是同一家公司，这种常见的

情况可能会在将来成为问题。 

容量机制: 统一规划部门在非自由市场中的一个关键职能是确保足够的供给能力，并为老旧发

电设施规划适当的关停时间。对于自由市场的设计者来讲，其关键决策之一是决定应当由谁来承

担这个责任以及如何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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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仅涉及能源的市场，有关容量要求的决策完全下放给市场参与者。利用率低的资产产生的

收入会受到能力短缺（负荷损失概率）以及消费者在此时愿意支付的价格（损失负荷价值）的重

大影响。做出这些预测非常困难。随着可变可再生能源在系统中的占比提高，这一挑战会对越来

越多的电厂和其它电力平衡资源未来的经济性带来影响。在有些仅涉及能源的市场，电力的现货/

平衡价格被明确地限制在某个特定水平。当电力短缺时，电价会接近或达到这一价格，或者被自

动地固定下来。这能够减少但无法完全消除可以预见的挑战。 

在许多自由的电力市场中，容量采购被明确纳入市场的设计考量，替代了传统集中市场架构

中的容量规划。在仅涉及能源的市场中，估算边际电厂的经济价值是一大挑战，因此越来越多人

呼吁应更明确和广泛地利用容量市场。不过这个议题还在热烈讨论当中。通常来讲，这些市场并

不能完全复制集中规划的安全标准估算，而是属于以下两个类型之一： 

• 统一决定容量数量，或者 

• 每个单位容量有固定价格。 

如果统一决定容量数量，那么有几种方式进行容量采购。主要的可选方式为： 

• 定期竞价；价格由接受裕度价格所决定，并付给所有的竞价成功者。 

• 对额外容量进行定期竞价，裕度接受价格仅付给额外采购的容量。这种方式称为定向方

式。 

• 给供给者义务，是其在峰值负荷之上保持一定的裕度。 

• 每个时间段都计算出一个可变容量价值，并依此收取该时间段内的所有可用容量价格。

这种计算可确保当容量裕度紧张时，价值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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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固定电价是基于刚好能够覆盖容量裕度增量的固定成本（通常为开式循环燃气轮机）

而计算得出的。 

许多管理方式的关键特点是，固定电价或固定电量并不根据消费者的（假定的或真实的）损

失负荷价值而调整。然而，先进的信息与通信技术将使大量的电力需求变得可控，从而提供大量

灵活需求响应。另外，许多终端消费者可能会选择根据可变短期电价来管理它们的个人电力使用，

并可以有效地显示其个体损失负荷价值。受管理的容量市场可能会遏制这种发展，因为在这样的

容量市场中，所有的市场参与者都必须接受统一的安全标准。如果便捷的人工智能得到使用，这

种方式可能变得越来越常见，而“主动”需求的比例可能在未来几年有显著提升。 

随着可变可再生能源占比提升，必须确保总可用容量既具有灵活性，又能提供备用电力以维

持供给安全。这就意味着，仅提供系统峰值容量服务的传统容量市场将不能满足未来的需求，必

须确保市场安排能够刺激所需的全部系统服务。 

综上所述，对于可变可再生能源占比日益提高的电力系统，目前尚未出现令人满意的市场设

计。例如，建立一个单独的容量市场是否有益，以及如何设计这样的市场，这些现在还都是热议

的话题。然而，想要实现可变可再生能源的高渗透率，以下几个问题至关重要： 

        平衡市场与不平衡结算流程必须与可再生能源补贴体系相一致，打造一个鼓励对可再生能源

发电大量投资的整体环境。在许多国家，可再生能源不会因能源不平衡受到惩罚，因此，短期市

场的设计不太重要。然而，当可再生能源的渗透率很高时，这种设计因其效率低下而不具有可持

续性。在有些市场中，可再生能源会面临不平衡成本，必须确保这些成本能够准确反映能源不平

衡，而不受系统成本的干扰。另外，可再生能源发电机组应当能够尽可能地实时进行实物交易，

并确保相关市场的流动性。市场的短期流动性以及可控的不平衡风险也是吸引新进市场参与者的

重要因素。这些新进的市场参与者有望刺激市场需求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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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再生能源发电机组的短期可用性需要得到准确预测，这就需要我们掌握整个电力系统的全

局视角，从分散在不同地理区域各个资产中获取实时数据，用于支持先进的概率预测技术。目前，

系统运营商在做出上述预测时，比个体市场参与者更具优势，因此，由系统运营商来决定平衡需

求并据此安排调度储备资源是比较合适的。不过，随着未来先进的人工智能预测技术的发展，系

统运营商的这种优势可能会消失。 

       需要一个适当的监管框架以及一系列市场安排支持系统运营商需要进行预测与调度，从而将

平衡的成本最小化。同理，灵活的资源也需要同可再生能源发电机组一样，得到投资的支持，例

如可再生能源的储存和需求响应资源。一方面需要通过签署长期合约来采购提供必要灵活性的资

产，另一方面需要通过短期市场进行采购。应当在这两者之中取得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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