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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裁基金
国合会专家聚集纽约 探讨提振全球气候行动
9 月 22 日，联合国气候峰会前夕，能源基金会、儿童投资基
金会（英国）、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在纽约共同组
织中国国际环境与发展合作委员会 “全球气候治理与中国贡
献” 专题政策研究中外专家联合工作会议。
国合会副主席及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别代表解振华、中国生
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司司长李高、中国生态环境部对外合
作与交流中心党委书记兼副主任及国合会副秘书长周国梅、

美国前白宫办公厅主任约翰·波德斯塔、加州空气资源委员会主席玛丽·尼科尔斯、英国伦敦政治经济
学院杰出教授尼古拉斯·斯特恩勋爵、欧洲气候基金会首席执行官洛朗斯·图比亚纳、国合会特邀顾问
及威廉与佛洛拉·休利特基金会环境项目总监乔纳森 · 潘兴、国合会委员及印度能源资源研究所所长阿
加·马瑟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及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副院长王毅、国合会特邀顾问及能
源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兼中国区总裁邹骥等 40 余位气候专家齐聚一堂参与讨论。
与会专家认为，当前全球气候系统、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退化趋势进一步加剧，国际气候治理进程不
确定性凸显，且各种问题相互交叠影响，有力度的国家行动必须和《巴黎协定》、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s）及 “2020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 等多边承诺结合，通过坚实的协同治理行动，推动全球
气候治理进程。
与会专家还表示，中国应提出更有力度的气候目标和有约束力的碳排放总量控制目标、更早实现碳达峰，
以确保实现对国际社会的承诺，提高气候治理力度，做出负责任大国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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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电力项目
中国电机工程学会新能源并网与运行专委会2019学术年会召开
助力新能源并网稳定运行与高效消纳
9 月 19 日-21 日，由中国电机工程学会新能源并网与运行专业委员会和上
海交通大学联合主办、能源基金会支持并协办的 “2019 年新能源并网与运
行专业委员会学术年会” 在上海召开。中国电机工程学会秘书长林铭山先生
和上海交通大学校长林忠钦院士致辞，来自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华北电力
大学等单位的 300 余位专家学者出席大会，并围绕新能源并网稳定运行与
高效消纳等业界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进行讨论，促进经验交流和成果分享。
专家针对新能源对电力系统稳定的影响、未来新能源并网方式和储能技术发
展趋势、新能源发展政策、规划及运行消纳 、新能源发展并网控制与建模、
分布式新能源并网与中低压直流电网、能源互联网、综合能源及储能技术、
大规模新能源发电工程实践与标准制订等重点、热点问题开展演讲和交流。
其中，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周孝信院士指出，可再生能源技术与互联网信息
技术是电力系统转型发展的驱动力，并介绍了高效低成本长寿命储能技术、
安全高效低成本氢能生产储运和应用技术、能源互联网和新一代人工智能技
术等有全局性影响的关键技术。上海交通大学蔡旭教授重点探讨了高压体系
电池系统的高效安全管控方法，并提出了百兆瓦高压储能系统电站的设计设
想。
在国家能源主管部门的指导下，能源基金会将与中国电机工程学会等相关机
构加强合作，持续关注新能源并网消纳领域的技术进步和政策发展，进一步
助力新能源并网稳定运行与高效消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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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理项目
能源基金会支持系列研讨
助力“十四五”大气污染防治政策研究
7 月-9 月，在能源基金会的支持下，生态环境部对外交流中心和环境规划研究
院分别举办了 “十四五大气污染防治政策需求研讨会” 和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和汾渭平原大气污染防治专题研讨会”，探讨 “十四五 “期间大气污染防治的
方向，以及重点的京津冀及周边地区以及汾渭平原改善大气污染的路径。
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国家发展和改革委能源研究所、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
院等部门的 “十四五 “规划编制单位、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和汾渭平原区域的大
气处和科研机构等专家分别参加了两个研讨会的讨论。他们对未来五年的大气
污染治理提出如下建议：
在空气质量管理和大气污染防治顶层设计方面，要制定气候协同的大气污染防
治策略，加强区域大气污染防治立法及管理机制，严格落实相关政策和法规，
并建立环境政策费用效益分析的长效机制及行动框架体系。在结构调整和污染
源控制方面，一是要推广可再生能源的战略，控制民用供热散煤污染，坚定不
移地推进全面小康清洁取暖的目标；二是要深化产业结构调整，开展产业集群
的综合治理和行业间的协同治理；三是要深化交通运输结构调整并加强非道路
机械管控。在温室气体减排方面，要确立 “十四五” 期间可供实施的总量控制
目标，并将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纳入先行研究，为未来的政府决策提供参考。
下一步，能源基金会将和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大气环境规划部、对外合作与
交流中心共同总结专家意见和各方需求，并基于此开展深入研究，为 “十四五”
相关工作提供研究分析和技术支持。

03

04

能源基金会

ENERGY FOUNDATION CHINA

INDUSTRY

低碳转型项目
环境能源气候专家
与经济学家共同谏言“十四五”
9 月 29 日，
能源基金会支持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在北京大学召开 “气候变化经济学家对话”。会议邀请
了国内外环境与经济领域著名专家，围绕 “中国经济
结构转型及能源革命、气候变化与环境保护战略” 这
一主题展开研讨，为如何在 “十四五” 规划中促进气
候环境问题的解决建言献策。

工业节能项目

8 月 4 日，能源基金会和儿童投资基金会（英国）
在京联合召开了 “绿色制冷战略研讨会”。来自
政府、国际机构、研究机构、行业协会、企业等
50 多位代表就中国绿色高效制冷的机遇与挑战、
推动《绿色高效制冷行动方案》的实施以及优先
领域与战略进行了交流与讨论。国家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司巡视员王善成、国
家机关事务管理局公共机构节能管理司副司长宋
春阳、儿童投资基金会（英国）气候变化项目主
任兼中国首席代表雷红鹏和能源基金会首席执行
官兼中国区总裁邹骥参加并发言。
与会专家针对支持国家《绿色高效制冷行动方案》
的实施、推动高效制冷的优先领域和战略选择、
公益资金的使用方向，以及政府、研究机构、行
业组织和国际机构的推动作用等内容进行了研
讨。大家普遍认为，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空调制造
和消费国，中国的绿色制冷工作对全球制冷能效
提升至关重要，今后工作的核心领域应聚焦如何
高效落实《绿色高效制冷行动方案》，各方应该
在政策落实行动、标准制定实施以及国际交流与
合作等领域进行深度探索。
在分组讨论中，6 个小组分别就既有制冷系统节
能改造、制冷剂转型、以及制冷产品标准制定三
个战略议题进行了讨论和分享。研讨会的成果将
为政府部门和相关方进一步制定推动绿色制冷和
提高制冷能效的实施方案和策略提供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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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制冷能效战略研讨会在京召开

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原副主任、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
可持续发展研究院院长解振华，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副院长王毅，生态环
境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吴舜泽，北京大学
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
究院院长林毅夫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教
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国民经济研究
所所长樊纲教授等知名主流经济学家，从中央和地方
的目标差异和激励机制、经济增长新动能、能源结构
调整、中美贸易冲突背景下的全球能源气候合作机遇
和挑战等角度展开讨论。
解振华从 “十四五”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的
需求角度，提出亟需解决气候变化、环境资源效率和
经济社会协同发展的问题。林毅夫教授从新结构经济
学的角度，解释了结构转型可贡献于环境保护和应对
气候变化，指出需要在发展中解决环境气候能源问题，
通过能源供给和需求侧改革，在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
策保障下，依靠市场的力量解决气候环境问题。与会
专家们一致呼吁，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问题源于发展，
还要解决于发展；社会经济发展和气候环境问题并不
是、也不应该对立起来。
当前中国正面临着结构转型的压力，同时也受到环境
资源和气候变化问题的制约。在此背景下，亟需促进
经济学界和环境能源气候学界的跨界合作和对话，探
讨经济社会与气候环境能源协同发展的目标、路径和
机制。能源基金会还将继续支持两个学界的跨界对话
活动，致力于为经济社会和环境气候能源的协同发展
形成新的发展共识，提供创新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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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排放控制区建立与实施国际研讨会在京召开
助力升级船舶大气污染防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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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城市项目
深圳市“三达”研究报告发布
为我国其他城市推动可持续发展提供经验借鉴
8 月 29 日，在 2019 绿色发展城市
高峰论坛暨第七届深圳国际低碳城论
坛期间，由能源基金会支持，哈尔滨
工业大学（深圳）牵头多家研究机构，
联合发布《深圳市碳排放达峰、空气
质量达标、经济高质量增长协同 “三
达” 研究报告》( 下称《深圳市 “三达”
研究报告》。该报告以深圳为案例，
探究城市如何通过转型升级、结构优
化以及创新协同治理体系实现碳排放
达峰、空气质量达标、经济高质量增
长的协同 “三达”，为我国其他城市、
尤其是超大型城市推动可持续发展提
供了经验和方法借鉴。

制效应，抑制了 35.7% 的碳排放
增长，将碳排放年均增长率控制在
1.9%，同时，深圳全年空气质量优
良天数占比 90% 以上，实际 GDP
年均增长率持续保持在 8% 以上。
研究进一步分析预测，到 2020 年，
深圳可比目标提前两年、在全国率
先实现碳排放达峰，PM2.5 年均浓
度将削减至 25 微克 / 立方米。

7 月 25-26 日，在能源基金会支持下，交通运输部
规划研究院在京举办 “船舶排放控制区建立与实施国
际研讨会”。
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水运局局长李天碧、生态环境
部大气环境司副司长吴险峰、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
院长陈胜营，以及来自美国、丹麦、德国、荷兰等国
家从事船舶排放控制相关研究和管理工作的专家，和
国内有关管理部门及研究机构代表等 120 余人参加

会议。与会专家充分肯定了我国国内船舶排放
控制区的工作和在国际船舶排放控制区方面的
研究，并认为如果中国能够设定国际船舶排放
控制区，将为全球船用燃料清洁化以及船舶大
气污染排放控制作出突出贡献。
此后，能源基金会将进一步支持中国船舶排放
控制区升级研究，聚焦船舶国际排放控制区方
案设计，围绕排放控制区建立的必要性和可行
性，研究不同控制政策情景和技术方案的环境
健康效益、社会经济成本、实施策略等，为控
制政策升级提供技术支持。

项目课题组负责人、深圳市原副市
长、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唐杰
教授认为，开展碳排放达峰与空气
质量达标协同治理与实现产业升级、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目标是一致的。
《深圳市 “三达” 研究报告》研究发现， 《深圳市 “三达” 研究报告》也指出，
近 10 年来，深圳经济高质量增长的
在推动深圳碳排放变化的驱动因素
同时，实现了生态环境质量的明显改
中，能源结构优化和产业转型升级
善，初步探索出了一条经济社会和生
最为突出。同时协同减排和统筹优
态环境协同共进的发展道路。近五年
化还将显著降低城市总体减排成本。
深圳市人口增长和人均生活水平的提
围绕在一个低碳总目标下，统筹分
高驱动碳排放增长 45.6%，但产业
析，多措并举，协同推进，这是深
结构升级和能源效率提高发挥显著抑
圳实现 “三达” 的重要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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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CATIONS
策略传播项目
国是论坛“低碳能源转型 赋能经济发展”研讨会
为新时代下的低碳发展献策
8 月 22 日，能源基金会支持中国新闻社主办国是论坛 “低碳能源转型
赋能经济发展” 研讨会。国家气侯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清华大学气
侯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何建坤，国家发改委能源研
究所原所长戴彦德，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能源经济研究室主
任朱彤，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产业经济和经济学说史教研室主任
李江涛，中国石油大学（北京）新能源与材料学院教授周红军，国际能
源署中国办公室项目官员李想，以及能源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兼中国区总
裁邹骥等 50 余位相关专家及各方代表参加了会议。专家对当前中国经
济发展新形势下对能源供应的新要求和解决路径进行探讨，一致认为低
碳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在当前形势下要保持战略定力，坚持
绿色低碳发展路线不放松。
何建坤表示，经济新常态以来，我国能源消费和碳排放快速增长的形势
已经得到了有效的抑制，但 2017 年和 2018 年又有所反弹。“十四五”
期间应该是节能降碳和经济发展方式向高质量转变的关键时期，要保持
战略定力，强化政策和行动，要以节能减碳为着力点，以碳排放的达峰
为导向，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邹骥认为，低碳能源体系是现代化发展的显著标志。不能因为有短期的
下行压力就去做饮鸩止渴的事情，靠污染和高碳发展的增长方式已经走
到头。要从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去找发展空间，有效控制排放、低碳发
展转型会加速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本次论坛是 “中国中长期低碳发展战略” 议题传播建设系列活动之一，
能源基金会将继续支持低碳发展议题主流化的舆论建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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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季度微信文章：
9 月 30 日

致敬 70 周年 | 加速能源清洁低碳转型 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

9 月 26 日

故事让我们的经验成形

9 月 26 日

招聘 | 你会是我们的环境管理项目主管吗？

9 月 22 日

无车日，我们说点特别的

9 月 12 日

20 年的老司机告诉你如何让汽车吃得好、排污少

8 月 28 日

面对国际局势变化、经济下行压力，低碳发展该怎么抓？

8 月 19 日

交通明星 “新能源汽车” 养成记

8 月 19 日

咋整？这货能跑能干活，就是“排”得实在多……

8月2日

为了帝都的蓝天，有奖征集建议啦！

7 月 31 日

我们还能承受多少次高温纪录的刷新？

7 月 22 日

“零能耗” 的建筑黑科技 未来值得拥有！

7 月 19 日

招聘 | 用更清洁的电力驱动世界

7月2日

招聘 | 邀你一起为清洁零碳交通出把力

第二季度产出报告 :
1. 中国电力系统转型报告
2. 基于水压力的水价、水资源税与绿色发展
3. 环境慈善公益清洁空气项目概览
4.《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费用效益评估报告
5.《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碳协同减排评估报告
6.《打赢蓝天 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费用效益预评估报告
7. 深圳市碳排放达峰、空气质量达标、经济高质量增长协同“三达”研究报告
8. 绿色城市轨道交通车站评价标准

www.efchin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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