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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工作
OUR WORK

低碳转型项目
绿色金融国际研讨会发布
中国对外投资环境风险管理倡议

低碳城市项目
“净零碳设计”培训在京举行
国际经验为中国相关工作提供借鉴

清洁电力项目
节能低碳调度研究及电网调度能力建设
为电力调度机制改革提供支持

环境管理项目
《中国如何在2030年实现PM2.5空气质量
全面达标》报告发布：通过能源结构清洁
化及产业结构升级实现空气质量改善

工业节能项目
“绿色设计产品评价标准、实施模式和
应用试点研究” 支持建立健全绿色设
计产品评价标准制度体系

交通项目
交通项目支持零排放汽车配额政策系列研究
推动“积分政策”制定和实施

策略传播项目
传播能力训练营
提高合作机构策略传播能力

能源基金会

清洁电力项目
节能低碳调度研究及电网调度能力建设
为电力调度机制改革提供支持
近年来，随着我国可再生能源迅速发展，出现了电力系统调峰能力不
足、调度运行和调峰成本补偿机制不健全、难以适应新能源大规模并
网消纳的要求等问题，迫切需要构建适应能源转型的电力调度运行模
式。为帮助电网积极转变观念，改进调度运行技术，以适应我国能源
转型现状，9月12-13日，清洁电力项目与国家电网公司在京合作举办
第一次调度运行培训国际研讨班。
培训为期两天，为国家电网各级电网调度中心高级管理人员提供了适
应大规模波动性可再生能源的电力调度运行技术与市场相关培训，并
推动建立可再生能源调度运行技术与市场的国际合作平台。来自国家
电网公司以及区域和省级电网调度中心的近50位主任和处长级领导参
加了培训。
除培训外，清洁电力项目还开展了节能低碳调度相关研究。受发改委
经济运行局委托，清洁电力项目组织国网能源院、中国电科院、能源
研究所等单位联合开展《适应能源转型的电力调度模式研究》。课题
组将在研究基础上起草《节能低碳调度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
并对《电网调度管理条例》提出具体修编建议，为我国电力系统由计
划向市场过渡期间实现低碳和经济的目标提供可操作的解决方案。该
课题的研究成果将为电力调度机制改革的相关决策提供参考，推动我
国能源电力转型、提高电力系统运行效率、促进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的
消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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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理项目
《中国如何在2030年实现PM2.5空气质量全面达标》报
告发布：通过能源结构清洁化及产业结构升级实现空气
质量改善
9 月 22 日，由清华大学完成、能源基金会支持的《中国如何在 2030
年实现 PM2.5 空气质量全面达标？——基于能源及末端控制情景的
数值模拟探讨》研究报告在北京发布。该研究成果为中国如何尽早实
现空气质量达标提供了重要参考依据。来自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环保部环境规划院及北
京师范大学等专家出席本次发布会。
该报告基于能源预测、污染源排放清单和空气质量等多种定量化的科
学模型，分析了我国空气质量在未来十余年的达标情况，对我国重点
城市实现 PM2.5 达标的科学治理方式提出了建议。报告指出，为实
现全国 74 个重点城市到 2030 年达到国家空气质量标准对 PM2.5 的
要求，在充分应用最佳可行的末端控制技术的同时，我国必须大幅降
低化石燃料比重，加快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使中国煤炭占一次能
源消费比例削减至 35% 以下。在实现产业结构及能源结构深度调整
升级后，我国的碳排放量可在 2030 年之前达到峰值。这一发现表明
我国可以在空气质量改善的同时，实现温室气体协同减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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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转型项目
绿色金融国际研讨会发布中国
对外投资环境风险管理倡议

工业节能项目
9月5日，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

“绿色设计产品评价标准、实施模式和应用试点研究”
支持建立健全绿色设计产品评价标准制度体系

担的 “绿色设计产品评价标准、实施模式和应用试点
研究” 项目结题会在北京召开。该项目旨在建立健全
绿色设计产品评价制度体系，大幅提升绿色设计产品
的市场占有率和竞争力。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中科院
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中国
轻工清洁生产中心的领导和专家出席此次会议。
项目开展了 “绿色设计产品标准制定—评价模式建
立—评价试点—宣传推广” 的链条式研究。期间，项
目完成了空气净化器、陶瓷砖等产品的绿色设计产品
评价团体标准及国家标准的制定，相关标准已被工信
部采信作为首批绿色设计产品评价的依据；提出了绿
色设计产品的评价实施模式，工信部已将其转化为常
态化工作机制，并依据评价标准和评价模式，开展了
两批、110 多种产品的绿色设计产品评价试点；梳理
了国内外在推动绿色产品发展方面的政策及模式，结
合现有制度和现实情况，分别针对政府、企业、市场
提出了推广绿色产品、实施绿色设计、建立绿色消费
模式的建议；此外，还提出了一种绿色环境成本核算
的方法，并进行了案例应用研究。
评审专家组认为项目研究成果对于支撑工信部建立绿
色设计产品评价标准体系和制度体系发挥了重要作

在京共同主办了绿色金融国际研讨会。大会

LOW CARBON
ECONOMIC
GROWTH

9 月 19 日，由工业项目资助、中国标准化研究院承

（绿金委）、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等五家机构
重点发布了绿金委等七个机构发起的《中国
对外投资环境风险管理倡议》，旨在鼓励和
引导中国金融机构和企业在对外投资过程中
强化环境风险管理，遵循责任投资原则，将
绿色发展理念融入“一带一路”建设，进而推
动落实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
《巴黎协议》和七部委《关于构建绿色金融
体系的指导意见》。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殷勇、联合国助理秘书
长 Elliott Harris、英国驻华大使 Barbara
Woodward，以及来自亚洲开发银行、欧洲
复兴开发银行等国内外知名金融机构约400
位代表出席会议，并就全球绿色金融发展相
关的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能源基金会
（EF China）为主要支持方之一参与其中，
基金会总裁邹骥教授应邀出席并参加了
“G20与绿色金融”的讨论环节。
能源基金会将继续参与支持绿色金融能力建
设，协助绿金委和相关金融机构等单位开展
环境风险管理研究工作，推动海外投资环境
风险管理手册的编制和相应工具的开发，提
升金融机构及企业的风险管理能力。

用，未来可以为我国制造业绿色化升级、消费品质量
提升、供给侧结构改革等重大任务提供帮助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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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PORTATION
交通项目

低碳城市项目
“净零碳设计”培训在京举行
国际经验为中国相关工作提供借鉴

的合理利用实现净零碳中和。2030 年中国的
城镇人口预计将达到 10 亿人，来自建筑业的
碳排放将占到全社会的 1/4，要实现《巴黎协
定》中的 2℃目标，大规模推广净零碳建筑势

交通项目支持零排放汽车
配额政策系列研究
推动“ 积分政策 ”制定和实施

在必行。此次培训邀请了来自美国著名设计公

9 月 19-21 日，由中国勘察设计协会建筑设计分会、

司和大学的八位净零碳建筑设计领域的专家，

建筑 2030 咨询公司主办，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

从 “低碳城市规划与开发”、“净零碳建筑设计

院承办，能源基金会参与支持的 “净零碳设计” 培

的能源和排放目标”、“气候、太阳能和场地分

训在同济大学举行。来自中国建筑设计院、北京市

析”、“建筑围护结构”、“被动供暖设计”、“被

建筑设计研究院、上海市建筑科学研究院等单位的

动供冷设计”、“采光和综合照明设计” 和 “高

近 200 名设计师汇聚一堂，共同学习探讨净零碳

效的设备、控制和可再生能源” 八个部分分享

建筑设计的原则和工具。

了他们的实践案例，为中国的净零碳建筑设计

净零碳建筑是通过高能效的设计策略和可再生能源

和推广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借鉴。

9 月 28 日，国家工信部、财政部、商务部、海
关总署、质检总局五部委联合发布了《乘用车企
业平均燃料消耗量与新能源汽车积分并行管理办
法》，并将于 2018 年 4 月 1 日开始生效。这项政
策将有助于缓解能源和环境压力，建立节能与新
能源汽车管理长效机制，也将一定程度上弥补财
政补贴退坡后新能源汽车发展的政策支持力度。

2017 年 6 月美国加州州长一行与国内研究机构和电动车企业交流相
关技术、市场和政策

经过努力，2015 年国家发改委、工信部和财
政部等关键部委一致同意国家层面的零排放汽

新的《管理办法》要求，年生产或进口乘用车超

车配额制度至关重要。在此基础上，2016 年

过 3 万辆的企业，必须在 2019 年度、2020 年度，

发改委和工信部分别从新能源汽车纳入碳配额

通过生产新能源汽车获取积分，积分比例要求分

交易市场和油耗及新能源汽车双积分并行管理

别为 10%、12%，否则将必须从其他企业购买

的角度出台了各自的政策草案。经过一系列的

积分或者面临惩罚。《管理办法》实施后，预计

公开征求意见和沟通协调，最终工信部连同其

2020 年新能源乘用车累计销量达到 380 万辆。
交通项目在 2013 年开始支持将零排放汽车机制

他四个部委发布了前述中国版零排放汽车配额
政策。

引入中国，并支持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加州

该政策的实际效果还有待紧密跟踪和评估。能

大学戴维斯分校、能源与交通创新中心等国内外

源基金会将继续支持相关的评估和政策调整研

机构在充分借鉴加州制定和实施零排放汽车配额

究工作。

政策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中国汽车企业平均燃料
消耗量管理、全国碳交易市场建设等情况，开展
中国制定和实施零排放汽车配额政策的系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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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IC
COMMUNICATIONS
策略传播项目
传播能力训练营
提高合作机构策略传播能力
9 月 14-15 日，策略传播项目举办面向相关合作机构
的第一期传播能力训练营。该训练营为期两天，与学

能源基金会

www.efchina.org
第三季度能源基金会微信文章：
7月17日 要治雾霾先治散煤，老百姓怎么看？
7月17日 最近天气太热？其实太空也热|气候能源全球速览
7月24日 邹骥先生出任能源基金会（美国）北京办事处总裁
7月26日 一大波霾从海上来！原来都是因为它……
7月28日 退出《巴黎协定》特朗普后悔了？|气候能源全球速览
8月21日 特朗普政府闹哪样？递交退出《巴黎协定》文书 又声明或
“有条件”返回
8月24日 想要座宜居城市真的很难吗？2017全球宜居城市榜中国大
陆城市最高排名仅……
8月31日 一图丨史上最严大气污染治理方案出台 告诉你到底厉害在
哪里
8月31日 化石能源大鳄集体转向？美三大石油巨头聚焦新领域……
9月15日 135年来最低！第一个使用煤电的国家或要淘汰煤电了
9月27日 上班路上刷手机还能规划城市交通？天津样本告诉你，妥
妥的！
9月27日 欧盟电力市场一体化启示：试点省市需为顺畅过渡大区域
市场做准备
9月28日 联合利华、百度、宜家、德国邮政集团……这10家大公司
联合起来干了件事！

员分享气候与能源领域策略传播方法论、媒体传播策
略、大数据应用、可视化新闻等内容。项目旨在为气
候能源领域培养更多的传播专业人才，通过他们的高
效传播工作，提升气候能源话题的在全社会的认知度
和接受度，进而为领域的建设和发展创造良好的舆论
氛围。
此前，策略传播项目针对各合作机构的重点项目、传
播挑战、能力短板、机构定位等各方面进行了综合性
的分析和总结，并进行了定制化的课程开发。此次训
练营共有来自 11 个合作机构的 22 位学员参加，包括
国家应对气候战略研究与国际合作中心、国家节能中
心、中国建筑节能协会等。
该训练营下一步将开展为期两个月的线下实践辅导，
并于 11 月进行第二次线下培训。
07

第三季度产出报告：
1. 中国如何在 2030 年实现 PM2.5 空气质量全面达标——基于能源
及末端控制情景的数值模拟探讨
2. 中国煤化工行业的隐形成本——环境风险投资的压力测试框架
3. 城市空气质量达标规划编制手册
4. 太原电动出租车推广案例分析及对其他城市的建议
5. 基于循环经济的河南省产业集聚区优化发展研究报告
6. 绿色设计产品评价标准、实施模式和应用试点研究
7. 山西省工业燃煤锅炉能效提升及燃料替代技术路线研究与政策建议
8. 江苏省城市更新规划研究报告
9. 五步提升城市品质
10. 中国乘用车中长期节能潜力与路径研究结题报告
11. 中国船舶大气污染物排放清单报告
12. 私人用户居住地及工作场所充电基础设施支持政策研究
13. 重型商用车辆第三阶段燃料消耗量限值标准研究报告
14. 燃料电池汽车发展路线图报告
15. 中国货物运输节能减排战略与政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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