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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节能项目

重点工作

能源基金会为
中国多联式空调新能效标准修订提供支持

OUR WORK

低碳转型项目
面向“十四五”：全球50余位权威专家
为疫情背景下中国未来绿色低碳发展献策

基金会新闻
中新社国是论坛举行
聚焦疫后清洁低碳高质量发展
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和能源基金会召开
2019年合作总结暨2020年合作启动研讨会

低碳城市项目
典型城市空气质量达标及碳排放达峰路径研究
为地方提出碳达峰目标提供技术支持

总裁基金
对外援助与绿色国际发展合作研讨会在京召开
助力“一带一路”国家低碳发展

交通项目
中国交通部门低碳排放战略与途径研究结题
挖掘交通低碳发展潜力

清洁电力项目
长三角分布式能源规模化发展及实施路线图研究
推动长三角战略落实与低碳发展

环境管理项目
“中国清洁空气政策伙伴关系”指导委员会
年度会议顺利召开

策略传播项目
能源基金会支持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发布
AI碳足迹识别小程序
向消费者普及产品碳足迹和低碳知识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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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会新闻

NEWS
中新社国是论坛举行
聚焦疫后清洁低碳高质量发展

当前中国现代化进程正面临关键阶段。无论是应对疫情带来的严峻挑战，还是推动实现
高质量发展，都需要走出一条 “绿水青山” 与 “金山银山” 相互促进的新路。在此背景下，
能源基金会与中国新闻社合作，于 6 月 28 日下午，举办了 “能源中国——中国未来五年：
为后疫情时代的高质量增长注入清洁低碳能源” 国是论坛。论坛邀请来自政府、学界、
业界等领域的知名专家及代表，共同探讨 “疫情影响下中国经济转型与低碳发展如何转
危为机” “未来五年绿色经济怎样实现更长足发展” 等话题。
工业和信息化部原部长、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会长李毅中指出，未来中国二氧化碳减排
重在工业，在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应关注煤化工、煤制氢等。在目前技术条件下，
要防止盲目发展煤化工、煤制氢，要避免造成生态破坏、气候变暖等新的风险。他建议，
国家应对煤化工、煤制氢等排放二氧化碳制定标准规范并严格执行。
国务院参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原副部长仇保兴表示，从小处落手，中国就可实现可再
生能源的快速增长。老旧小区改造的对象，即本世纪以前的住宅，若把它算成屋顶，将
有 20 亿平方米的屋顶，拿出一半来进行太阳能改造，每年就可以产生 3 个三峡的发电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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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十四五”规划期间应主动采取措施，降低城市建筑能耗、农村建筑能耗、城市交通能耗及长
距离交通能耗等，由此中国未来的低碳发展的路径会越走越顺，可以创造出一个中国的低碳发展新模式。
能源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兼中国区总裁邹骥认为，新冠肺炎疫情为“十四五”开篇带来了一个始料未及
的新背景，造成的冲击会在“十四五”初年形成市场疲软的短期局面，但这又提供了一个化危为机的机遇，
可在此形势下加速绿色低碳转型和相应的改革。未来中国新的投资领域是在自然资本，其关键是要将
自然资本的收益内部化，建立市场主体投资自然资本的持续激励。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副院长、国家能源委员会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杜祥琬，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
中心主任、清华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江亿，中美绿色基金董事长、国家发改委原发展规划司司
长徐林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院长李晓江 ，汽车工程学会秘书长张进华，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
限公司总经济师郑朝晖，清华大学地球系统科学系教授张强，中国新闻社总编辑王晓晖，中国新闻社
经济部副主任魏晞，中国新闻社经济部副主任周锐，能源基金会低碳转型项目主任、战略规划主任傅
莎也参加了此次论坛并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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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和能源基金会召开
2019年合作总结暨2020年合作启动研讨会
4 月 27 日，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和能源基金会召开双方 2019 年合作总结暨 2020
年合作启动研讨会。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局长陈添、副局长李晓华，以及能源基金
会首席执行官兼中国区总裁邹骥参会并发言。
会议回顾了双方 2019 年合作工作进展。2019 年，能源基金会与北京市生态环境
局在北京市市长陈吉宁先生的见证下，共同签署了《北京市生态环境局与能源基
金会合作框架协议（2019-2023）》。能源基金会共提供资金 202 万美元，支持国
内外知名研究机构，开展了首都生态文明建设顶层设计、空气质量与气候变化协
同管理中长期规划、交通电动化战略、冬奥会空气质量保障等领域的 15 项研究与
培训项目，为北京市制定相关政策提供技术支撑与参考。
陈添局长对能源基金会给予北京市生态环境工作的支持表示感谢。他建议，要从
能源基金会工作宗旨和北京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需求出发，进一步强化合作项目
设计与管理，聚焦环保规划、工程示范、冬奥会、京津冀以及气候变化国际合作
等重点领域，以确保研究成果有效推动北京市工作。
邹骥总裁认为，当前疫情对经济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此背景下，更应继续强
化环境治理和应对气候变化等工作在推进高质量复苏和绿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能源基金会将继续完善项目管理制度，支持科研单位在北京未来五年空气和气候
协同治理、冬奥会减排示范等领域开展政策研究和技术创新。
图片来源：
北京市生态环境局科技与国际合作处（应对气候变化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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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一致认同在 2020 年进一步加大合作力度，以给北京市十四五时期生态环保
规划提供客观的研究分析和技术支持为重点，在打造空气和气候协同治理体系、
夯实四大结构优化技术路径、完善京津冀生态环保协同机制、加强国际交流合作
等方面，计划合作开展 18 个涉及政策研究、技术示范和能力建设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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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张笑寒

总裁基金
对外援助与绿色国际发展合作研讨会在京召开
助力“一带一路”国家低碳发展
5 月 28 日，能源基金会支持，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开展的
“对外援助与绿色国际发展合作” 研讨会暨 “援外撬动低碳发展——中
国与‘一带一路’国家”项目结题会在北京举行。商务部研究院副院长俞
子荣、国家发改委一带一路建设促进中心主任翟东升、国家国际发展
合作署政策规划司综合处处长张贵轩、外交部国际经济司副处长张
哲、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张海滨、生态环境部一带一路绿色
发展国际联盟秘书处副处长蓝艳、能源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兼中国区总
裁邹骥等十余名专家与会并参与讨论。

此次研讨会总结了 “援助撬动低碳发展—中国与 ‘一
带一路’ 国家 ” 研究成果。该项目系统分析了援外促
进低碳发展的国际趋势，对如何利用援外撬动“一带
一路” 国家低碳发展提出了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
建议。此外，专家就“绿色国际发展合作与大国外交”
展开了专题探讨。与会专家主要观点包括：
疫情对国际格局造成重要影响。绿色低碳政治敏
感性相对较低，是当前容易形成共识、推进合作的领
域，应作为重要议题，加大支持力度，在疫情后复杂
的国际环境中，有利于中国展现负责任大国形象；

1.

2.

助外，应注重软实力影响，通过“一带一路”峰会、
G20 等平台积极开展对话交流，以更积极主动的
姿态参与，与国际社会分享绿色发展方案，开展高
质量国际合作；
应坚持发展优先，强调发展在绿色 “一带一路”
中的核心位置；
3.

4. 绿色援助不能强行推广中国经验，需结合受援
国国情。

助力发展中国家疫情后经济绿色复苏，除资源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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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电力项目
长三角分布式能源规模化发展及实施路线图研究
推动长三角战略落实与低碳发展
3 月 10 日，由能源基金会支持，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联合世界资源研究
所开展的 “长三角分布式能源规模化发展及实施路线图研究” 结题会于线上
举行。中国风能协会（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秘书长秦海岩、
国网能源研究院新能源所所长李琼慧、气候工作基金会（美国）中国战略官
王韬等 20 位专家参加了此次会议。
分布式能源是指分布在用户端的能源综合利用系统，作为能源转型的重要方
向和新型能源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受到了广泛关注和重视。课题组
经过系统研究和分析，定量评估了长三角地区分布式可再生能源的开发潜力，
提出发展分布式可再生能源是推动长三角区域能源转型、实现长三角区域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选择。作为我国经济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
最强的区域之一，长三角区域是我国能源消费最集中的地区之一，就近开发
利用可再生能源，推动 “电从远方来” 和 “电从身边取” 相结合，是长三角
地区摆脱化石能源依赖、提高能源自给率、有效保障能源安全的必然选择，
是推动长三角 “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 发展的必由之路。此外，课题组
立足该区域资源禀赋和发展阶段实际，从加强政策引导、建立市场机制、完
善标准体系、创新商业模式等维度提出了进一步发展分布式可再生能源的实
施路径。
2019 年，《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发布，将长三角一体化发
展上升为国家战略。随着长三角区域一体化战略升级，该区域分布式能源的
规模化发展意义重大，课题组的研究成果不仅有助于该区域国家战略的有效
落实，也对全国其他区域的能源布局及低碳化发展路径具有示范和引领作用。
在能源主管部门的指导下，能源基金会将继续参与和支持课题相关工作。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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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理项目
“中国清洁空气政策伙伴关系”指导委员会
年度会议顺利召开
6 月 7 日，在能源基金会支持下，中国清洁空气政策伙伴关系（以下简
称 CCAPP）指导委员会年度会议在线上顺利召开。生态环境部大气环境
司副司长张大伟，能源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兼中国区总裁邹骥，以及清华
大学郝吉明院士、贺克斌院士，北京大学张远航院士，生态环境部环境
规划院王金南院士，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贺泓院士等来自全国的 30
余名专家和学者出席了会议。
邹骥总裁致辞祝贺 CCAPP 成立一周年，希望平台通过结合学术研究、
政策分析及传播手段，促进专家学者与政府部门沟通合作，聚焦 “十四五”
规划中大气污染防治及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制定等关键问题，以推动 “四
大结构” 调整，实现空气质量持续改善及有效应对气候变化。能源基金
会环境管理项目刘欣主任介绍了基金会清洁空气战略工作进展，并分享
了基金会对 “十四五” 规划的思考和建议。
CCAPP 指导委员会主席郝吉明院士指出，我国 “以重化工为主的产业结
构和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 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张远航院士
就 “中国大气臭氧污染防治的机遇与挑战” 作了专题报告，并建议国家
尽快制定臭氧防治计划和 VOCs 总量控制方案。张大伟副司长表示
CCAPP 为生态环境部大气污染治理工作提供了很多政策措施建议。

图片来源：自然资源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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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是 “十三五” 规划、“打赢蓝天保卫战” 的收官之年，也是布局 “十
四五” 规划的关键一年。下一步，CCAPP 将会聚焦 “两个协同”，推动
“PM2.5 与 O3 协同治理”与“空气质量与温室气体减排协同管理”，深化“十
四五” 规划，凝聚相关领域专家为 “十四五” 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献言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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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转型项目
面向“十四五”：全球50余位权威专家
为疫情背景下中国未来绿色低碳发展献策

工业节能项目
能源基金会为
中国多联式空调新能效标准修订提供支持
4 月 17 日，全国能源基础与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织的《多联式空调（热泵）机组
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标准修订工作完成征求意见稿，并于 6 月 17 日完成了对外
意见征求。提升制冷和空调设备的能效水平是能源基金会牵头实施的 “中国制冷能效
项目” 的重点领域之一。多联式空调是商用空调领域增长最为迅速、市场占比最大的
空调产品 。从 2018 年起，能源基金会开始为中国多联式空调新能效标准的修订提供
支持。与中国标准化研究院、行业协会、企业及国际组织合作，开展了多项全面的技
术研究，包括产品市场分析、能效评价标准的确定、能效提升潜力和路径技术分析、
能效标准提升目标设定、政策和标准先进性国际比对等。
在已发布的《征求意见稿》中，多联式空调的新能效水平与 2008 年开始执行的现行
标准相比总体提升了 40.5%，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新标准中的产品能效准入值与现
行欧盟和美国的能效准入值水平相当；同时，一级能效指标达到了目前全球多联式空
调市场中的最高水平。
下一步，全国能源基础与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将对征集的意见进行整理，并
提出送审稿至委员会审查，新标准预计于 2021 年初正式批准并发布。能源基金会将
持续为中国的制冷设备能效标准提升提供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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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0- 21 日，由能源基金会发起的 “全球
与中国绿色低碳发展议程高端对话第六次会
议” 于线上顺利召开。此次对话主题为 “疫情
新背景下中国 ‘十四五’ 规划展望”。伦敦政治
经济学院 IG 帕特尔经济与政府学教授、英国
经济和社会研究理事会气候变化经济与政策研
究中心主席、格兰瑟气候变化与环境研究所主
席尼古拉斯 · 斯特恩勋爵，全国政协经济委
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能源基
金会首席执行官兼中国区总裁邹骥，以及来自
中、美、欧盟、英国的 50 余位经济学家及能
源与气候变化领域的专家参与了本次会议。
在两天的会议中，专家们围绕 “以绿色经济振
兴为背景制定 ‘十四五’ 规划，开启高质量增
长的新历程”、“数字经济助力能源转型”、“新
城镇化下的可持续基建投资”、“能源结构转型
与电力基础设施投资” 等四个主题各抒己见，
广泛交流经验与建议。能源基金会首席执行官
兼中国区总裁邹骥表示，在当前新冠疫情发展
形势下，每个人都在思考如何从疫情的冲击中
走出来，防止全球衰退、化危为机。从疫情后
经济振兴计划的背景和契机出发，很有必要乘
势推进结构调整，加快绿色低碳转型，避免形
成高碳锁定效应。恰逢中国正处于现代化进程
的关键历史阶段，经济体量、增长动能、能源
结构和温室气体排放等都面临前所未有的变
化，也正处在制定 “十四五” 规划、践行生态
文明和绿色发展理念、探索能源生产和消费革
命的关键期，对全球未来发展进程亦有巨大影
响。开放的中国需要放眼世界，而世界也需要
了解中国，对话交流是合作的前提。
下一步，能源基金会将不定期组织国内外专家
交流和对话，为中国 “十四五” 时期高质量的
复苏及发展献计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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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城市项目
典型城市空气质量达标及碳排放达峰路径研究
为地方提出碳达峰目标提供技术支持

2020 年 4 月，在能源基金会的支持下，清华
大学完成了《典型城市空气质量达标及碳排
放达峰路径研究报告》
。《报告》通过对郑州、
湖州、石家庄三个典型城市的深度分析，提
出在空气质量达标规划中加强对碳排放的协
同管理 ，有利于城市以最佳成本实现碳排放
提前达峰的目标。
该研究成果得到了郑州、湖州和石家庄生态
环 境 部 门 的 认 可，并 为 湖 州 与 郑 州 分 别 于
2019 年 4 月和 2020 年 1 月正式出台的大气
环境质量限期达标规划提供了技术支持。其
中，郑州在《郑州大气环境质量限期达标规划》
中首次提出，到 2028 年实现全市碳排放达峰，
这比中央提出的到 2030 年为止实现全国碳达
峰的目标还要提前两年。为了实现碳达峰目
标，郑州采纳了清华大学团队的研究建议，
不局限于末端治理措施，在《郑州大气环境
质量限期达标规划》中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
碳减排和结构改革的措施，例如，开展近零
能耗建筑建设试点，实施煤炭消费总量控制，
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构建绿色低碳产业体系
等。根据清华大学的测算，如果保持基准情景，
不在空气质量达标规划中加入对碳排放的协
同管理，继续采取末端治理措施，郑州碳排
放将持续增长。而在郑州空气质量 2028 年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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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情景中，同步采取碳排放和大气污染物协同度
高的措施，预计在 2025 年和 2030 年将分别减少
978 万吨和 1701 万吨的碳排放。
郑州的实践经验将为其他城市提供有益借鉴，有利
于未来城市以最优的成本效益开展大气污染物和碳
排放协同管理。

TRANSPORTATION
交通项目
中国交通部门低碳排放战略与途径研究结题
挖掘交通低碳发展潜力

4 月 30 日，在能源基金会支持下，交通运输部科学
研究院 开展的 “中国交通部门低碳排放战略与途径
研究” 项目结题会在线上举行。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
司王广民处长、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司刘哲博
士出席会议并致辞。会议还邀请来自国家气候变化
战略中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发展改革委
能源研究所、生态环境部机动车排污监控中心、山
东省交通运输厅、中国民航大学、中国铁道科学研
究院、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清华大学
等 9 位专家，从应对气候变化、交通转型、综合交
通体系、环境保护等角度，提出建议与指导。

该项目是由能源基金会资助、生态环境部指
导、清华大学牵头组织开展的 “中国低碳发
展转型战略及路径” 重大智库研究项目的子
课题。与会专家表示，项目在全面分析中国
交通运输低碳发展现状与趋势、总结借鉴典
型发达国家经验与启示基础上，运用情景分
析等方法，探讨不同情景下交通运输碳排放
趋势、减排路径及其减排效果，系统提出了
交通运输低碳发展战略思路、目标、重点、
路径及举措，可为科学制定国家低碳排放战
略、中国交通低碳发展战略、绿色交通 “十
四五” 及中长期发展规划等提供技术支撑和
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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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季度产出报告 :
1. 珠三角地区空气质量达到 WHO-III 水平的中长期战略研究
2. 环境与健康科研进展报告：大气卷
3. 民用取暖散煤污染控制与可视化研究
4. 山西省散煤污染问题及控制对策研究
5. “一带一路” 中国建设的典型工业园区绿色化研究
6. 公共机构高效制冷解决方案
7. 多联式空调机组能效标准修订——技术支撑研究报告
8. 绿色企业库研究及在深圳的应用
9. 中国绿色基金标准研究
10. 中国中长期能源基础设施转型发展投资战略研究
11. 在新时代背景下推动中国实现强劲的、可持续的包容性增长系列报告
12. 绿色金融支持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实施路径研究
13. 青岛市民用建筑领域能源消耗与碳排放达峰路径研究
14. 地方移动源排放污染防治立法关键问题研究
15. “后疫情时代，美好生活的绿色可能性” 调研报告

策略传播项目
能源基金会支持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发布AI碳足迹识别小程序
向消费者普及产品碳足迹和低碳知识理念
6 月 19 日，能源基金会和中国连锁经营协会联合
举办 “后疫情时代的绿色低碳消费推动力研讨会”，
并正式发布 “出发吧侦 ‘碳’ ！” 小程序。旨在借
助微信小程序，通过 AI 识别技术，向消费者普及
产品碳足迹和低碳知识理念，提高消费者对环境健
康、低碳消费行为与个人生活的关联认知，让低碳
消费、绿色消费的生活离消费者不再遥远。该小程
序是 “中国连锁行业碳账户项目” 的主要产出之一，
由能源基金会支持，中国连锁经营协会携手碳阻迹
共同开发。
“我们希望借助碳账户项目，引导消费者做出知情
的绿色消费选择，从而促进绿色低碳产品的消费，
助力经济恢复和增长。
”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会长裴
亮表示，连锁企业直接服务于消费者，在践行和引
领低碳消费中发挥着独一无二的窗口作用。同时，
为助力连锁企业提升上下游绿色竞争力，为消费者
提供更多绿色低碳消费产品和服务，中国连锁经营
协会会继续携手各方，开发相关标准与工具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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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兼中国区总裁邹骥表
示：“低碳消费是我们与更美好环境、更安全
气候的一个契约，是我们追求高质量、可持续、
负责任生活的必然选择。有效引导公众转变
消费观，培养更为低碳的消费偏好，不仅能
够带来消费侧碳排放的下降，还将对供给侧
低碳发展提出更高的要求，并将助力营造全
社会践行生态文明的积极氛围。”
下一步，能源基金会将继续支持中国连锁经
营协会开展 “碳账户” 项目，号召商超、连锁
企业自发公示商品的碳足迹，并通过高度定
制化的碳账户系统，记录客户低碳消费行为，
最 终 实 现 碳 权 益 兑 换。同 时，在 企 业 参 与、
政策倡导方面发力，促进低碳供应链，并通
过标准开发、研究等为行业低碳发展提供有
益建议和参考。

14

ENERGY FOUNDATION CHINA

能源基金会

第二季度发布微信：
6 月 27 日 论坛预告 | 未来五年，清洁低碳能源如何助力中国经济增长？
6 月 23 日 碳足迹有多 “上相” ？ AI 碳足迹识别小程序发布，背后是连锁经营行业的一份心意
6 月 16 日 逐浪 6·18 之前，请先点开这份 paper~
6 月 16 日 不管疫情走没走，我都默默放下了点外卖的手……
6 月 2 日 面向十四五 | 刘世锦：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动能特征及绿色复苏与高质量发展重要路径
6 月 2 日 面向十四五 | 斯特恩勋爵：中国未来新增长的七项关键策略
5 月 28 日 面向十四五 | 10 小时 全球 50 余位权威专家 为疫情背景下中国未来发展献策（上）
5 月 28 日 面向十四五 | 10 小时 全球 50 余位权威专家 为疫情背景下中国未来发展献策（下）
5 月 28 日 邹骥 | 能源基金会启动千万美元专项计划助力经济复苏和 “十四五” 发展
5 月 25 日 一个影响经济账本的热词
5 月 8 日 经济复苏，新能源车如何触底反弹？
4 月 29 日 疫情影响下 低碳能源发展如何 “转危为机”
4 月 20 日 邹骥 | 原油价格波动不影响新能源转型长期走势
4 月 1 日 招聘 | 这不是愚人节礼物 我们真在招低碳转型项目主管
4 月 1 日 寻战略规划顾问 请了解一下

www.efchin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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