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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工作

工业项目

OUR WORK

中国工业碳达峰路径与政策研究项目启动

低碳转型项目

总裁基金

《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气候友好型表现试评价研究》
《中国金融业碳核算方法推广研究》课题结题会
暨成果发布会顺利召开

能源基金会与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
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

低碳城市项目
建筑光储直柔示范工程案例专题研讨会顺利召开

清洁电力项目
首都绿色电力采购交易机制研讨会在京召开
集结各方力推绿电交易落地

交通项目
“碳中和进程中的汽车、交通、能源转型与国际合作”
国际论坛成功召开 多维度加速零碳交通变革

环境管理项目
打造可再生能源产消一体的农村新型能源系统

策略传播项目
共享电单车在城市生活中的绿色出行作用研究项目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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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D
总裁基金
能源基金会与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
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
2022 年 1 月 19 日，能源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兼中国区总裁邹骥受
邀出席 “第七届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简称 ‘国合会’）
筹备吹风会”，并在国合会秘书长、生态环境部副部长赵英民见证下，
与国合会副秘书长、生态环境部国际合作司司长周国梅共同签署《中
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与能源基金会合作谅解备忘录》。
在第七届国合会（2022-2026 年）期间，双方将在专题政策研究、
政策对话、会议活动、传播和国合会秘书处能力建设等领域开展合作，
进一步发挥国合会的国际平台作用，推动全球特别是中国实现绿色
低碳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并促进国际交流与合作。
国合会成立于 1992 年，是经中国政府批准的国际性高层政策咨询
机构。在中国政府和国际合作伙伴的大力支持下，国合会以促进中
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为目标，
研究提出前瞻性、战略性、预警性政策建议，对中国环境与发展进
程产生深刻影响。

摄影：能源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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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电力项目
首都绿色电力采购交易机制研讨会在京召开
集结各方力推绿电交易落地
2022 年 3 月 3 日，在北京生态管理局和北京城市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北
京城管委”）的指导下，由能源基金会支持、北京能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组
织开展的 “首都绿色电力采购交易机制政策建议” 课题研讨会在京顺利召开。
这一研讨会有利于深度采集行业各方的痛点和识别当前政策机制障碍，对推
动近期绿电交易机制在京落地具有重大意义。
有 20 余位来自北京生态环境局、北京城管委、北京电力交易中心、国网公司、
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等机构的专家、领导参与了此次研讨。北京电力交易
中心徐亮副处长指出，在促进绿电交易方面，政府的作用应是引导绿色消费，
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对用户侧推广参与绿电交易；利用税收等手段，
对有序用电、使用绿电进行奖励。徐副处长还分享了冬奥期间京津冀绿电交
易的成功实践。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电力自动化研究所优化调度室耿建主任
认为，目前绿电交易有四个难题，包括就地绿电和网外绿电如何核算的问题；
绿电交易、绿证、碳市场的联动问题；绿证未来如何得到国际认可的问题；
当前多个市场同步演进，绿电市场难以一步到位，未来需要动态调整的问题。
建议微观上要确保价格、利益导向的正确性，建议绿电市场由粗到细开展，
先框架再细节，并在发展中动态调整。
此次研讨会响应北京城管委的迫切需求，集结行业各方为首都绿色电力交易
机制政策的落地献言建策、保驾护航。下一步，能源基金会清洁电力组将继
续支持课题组，为首都绿电交易政策机制的落地献言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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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清华大学

环境管理项目
打造可再生能源产消一体的农村新型能源系统
2022 年 1 月 12 日，清华大学承担 “中国农村清洁能源体系及支撑技术
研究” 项目顺利结题，该项目由能源基金会支持。本项目对实施清洁供暖，
加速农村散煤淘汰，推进减污降碳、乡村振兴战略和碳达峰碳中和战略
有重大意义。
项目梳理了农村地区农房建筑特性、用能模式，构建了农村地区清洁能
源改造的典型技术路径和应用体系，和低碳、清洁、经济多方面约束的
评价体系。并基于卫星图像等手段，提出了农村地区生物质、太阳能等
可再生能源资源量统计方法。
研究全面分析了我国农村地区的用能现状及能源使用带来的碳排放、环
境污染问题，包括农宅围护结构节能改造进展缓慢、清洁取暖技术方案
主要以 “煤改气”、“煤改电直热” 替代为主，存在能源安全隐患和燃气
供应不足等风险，初投资或运行费高。项目组系统评估了当前农村可再
生能源开发潜力。从太阳能看，全国屋顶光伏板可安装面积 131 亿
m2，装机潜力 19.9 亿 KW，年发电潜力 2.96 万亿 KWh。从生物质资
源看，全国秸秆资源量约 9.4 亿吨，考虑收集系数后可收集秸秆资源量
7.4 亿吨。
江亿院士标识，农村应打造可再生能源产消一体的农村新型能源系统，
从能源的消费者转变为能源供给者，实现减污降碳重点领域突破。
能源基金会环境管理项目主任刘欣在总结发言中指出，在碳中和远景和
减污降碳政策驱动下，建设农村分布式的新能源系统是新农村生态建设
的重要内容，也与清洁低碳可持续能源系统发展目标完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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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转型项目
《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气候友好型表现
试评价研究》
《中国金融业碳核算方法推广研究》
课题结题会暨成果发布会顺利召开

来源：中节能咨询有限公司

工业节能项目
中国工业碳达峰路径与政策研究项目启动
2022 年 3 月 22 日，在能源基金会支持下，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承担的 “中
国工业碳达峰路径与政策研究” 课题启动会在京顺利召开。来自国家气候战略中心、
国家节能中心、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有色金属
协会及石化联合会等机构的领导和专家参加了此次会议。
本课题旨在为中国工业碳达峰与碳中和提供科学决策的依据与政策建议。研究分为以
下三个方面：第一，撰写《中国工业碳达峰展望报告》，对中国工业发展各阶段进行总
结归纳，梳理国内外工业低碳发展经验，识别工业低碳发展与碳达峰的挑战与问题。
第二，开发 “中国工业重点行业碳排放清单计算器”，形成一套从数据获取、整理、计
算等方面的通用操作方法，为各级政府部门、行业从业者提供实践性和操作性较强的
碳排放核算工具包。第三，针对顶层设计、低碳技术研发推广、绿色供应链和绿色投
融资等方面开展研究并形成工业碳达峰与碳中和行动的相关政策建议。
与会专家听取了课题组的汇报并围绕研究内容进行了讨论。专家表示，双碳目标背景下，
推动工业及其重点行业实现双碳目标的相关政策、研究和实践还处于起步阶段，如何
进一步建立健全工业应对气候变化政策体系，实现双碳目标，在各部门中形成合力，
共同应对气候变还有待探索，此课题的实施和研究成果将为相关部门提供有力的技术
支撑。下一步课题组将关注工业部门即将发布的《工业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并结合
课题报告对其进行解读，并对工业达峰的路径、方针和政策进行详细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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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3 月 22 日，在能源基金会支持下，
中节能咨询有限公司的课题《中国银行业金融
机构气候友好型表现试评价研究》《中国金融
业碳核算方法推广研究》结题评审会顺利召开。
会议由中节能咨询有限公司研究中心副总经理
逄锦福主持，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司、银
保监会政策研究局、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管
理中心、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华夏银行、中国
邮政储蓄银行、广州银行、兴业经济研究咨询
股份有限公司等机构的领导和专家出席了本次
会议。
专家们认为研究成果具有较高的科学性和操作
性，对推动金融机构低碳转型和适应市场灵活
性能力提升具有积极意义。《中国银行业金融
机构气候友好型表现试评价研究》从目标战略
治理、信息透明披露、气候风险管理、气候金
融创新和气候足迹管理等方面，在对六家银行
业金融机构（包括大型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
在华外资银行）进行气候友好型表现试评价的
实践基础上，对《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气候友
好型表现评价指标框架研究》提出的评价指标
体系进行调整优化。《中国金融业碳核算方法
推广研究》结合我国碳核算工作现状，提出了
我国银行业对公信贷业务碳核算的方法及工
具，并将该工具成功应用于三家银行的碳核算
实践。
生态环境厅应对气候变化司、中国银行保险监
督管理委员会以及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的
有关领导充分肯定了两个课题成果，并支持下
一步以课题研究成果为基础，推动气候友好型
银行业金融机构评选工作正式开展及银行业金
融机构投融资活动的碳核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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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城市项目
建筑光储直柔示范工程案例专题研讨会顺利
召开
2022 年 3 月 28 日，清华大学建筑节能中心与能源
基金会共同举办了建筑光储直柔示范工程案例专题
研讨会。“光储直柔” 新型建筑电力系统在 “2030
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智能光伏产业创新发展行
动计划” 及住建部 “‘十四五’ 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
发展规划 “等近期出台的国家重要规划中重复出现，
作为新兴的、助力碳中和的综合解决方案，光储直
柔受到了相关行业高度关注。本次研讨会作为第 18
届清华大学建筑节能学术周活动之一，以线上直播
形式成功举办，逾五千人在线观看了本次研讨会。
清华大学江亿院士、能源基金会低碳城市项目王志
高主任出席会议并致欢迎辞。
江亿院士表示，光储直柔建筑是针对未来整个能源
系统的革命。在由化石能源转为零碳能源的大背景
下，突出的矛盾是由电源结构变化所导致的电源与

用电侧不同步、不匹配的问题。建筑是构成
整个城市电力需求侧负荷变化波动的主要原
因。为解决这一问题，光储直柔建筑应运而生，
希望通过实现荷随源变从而最终实现零碳的
目标。

交通项目
“碳中和进程中的汽车、交通、能源转型与
国际合作”国际论坛成功召开
多维度加速零碳交通变革

会上，“光储直柔” 建筑示范工程实施单位的
代表向业界专家、学者和感兴趣的各界人士
介绍了深圳未来大厦、山西芮城村级示范项
目、西藏军民应用示范项目、湖州鲁能公馆
以及光储直柔助力城市更新应用案例的实施
进展。建筑光储直柔系统示范工程的成功落
地是证明这一新型建筑能源系统成功的关键。
本次会议围绕光储直柔示范工程案例，探讨
了光储直柔系统在城镇与乡村、新建和既有、
居住建筑和公共建筑等不同地域、不同情况、
不同功能的建筑中的应用。

2022 年 3 月 26 日，在能源基金会支持下，电动汽车
百人会在钓鱼台国宾馆成功举办 “碳中和进程中的汽
车、交通、能源转型与国际合作” 国际论坛。来自政府、
学界、企业和社会组织的 24 位专家，围绕碳中和给全
球汽车产业带来的新挑战、新机遇，针对中外各国在
碳中和方面深化合作的重点领域、合作方式和相关政
策进行了讨论。与会专家还就跨国公司参与中国汽车、
交通、能源转型的重大机遇与公司战略转型，中国新
能源智能汽车产业布局和海外市场的机遇与策略等议
题开展了深入探讨，共同赋能加速零碳战略转型。央
视网、环球网、新浪等 50 余家媒体对论坛进行了报道，
累计超过 386 万人次通过直播参与了本次会议。

今后，能源基金会将继续支持光储直柔相关
的研究与试点示范工作，为新型解决方案更
广泛应用、可再生能源更大规模消纳、支撑
双碳目标实现提供助力。

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工业和信息化部原部
长李毅中、国家能源局监管总监黄学农、国际能源署
副署长 Mary Bruce Warlick、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
济社会委员会能源司司长刘鸿鹏、美国能源部原副部

山西芮城庄上村示范工程
图片著作权：南京国臣直流配电科技有限公司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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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David Sandalow 等国内外专家，以及来
自 北 京 汽 车 集 团、宝 马 集 团、松 下 电 器、
ABB 集团、壳牌、BP 集团、国家电力投资
集团、通用汽车、沃尔沃、博世、英飞凌科
技等企业代表，就汽车行业减碳路径、全面
电动化的引领意义、汽车及能源产业协同融
合的必要性和策略、汽车和电池技术、支撑
电动化发展的资源安全问题和企业发展愿景
等议题发表了讲话。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
解振华、工业和信息化部原部长李毅中高度
肯定了发展电动车是顺应全球和汽车行业绿
色低碳转型的大趋势，是气候变化和低碳发
展国际合作的重要领域。能源基金会首席执
行官兼中国区总裁邹骥肯定了我国电动化发
展取得的成绩，但同时也指出我国电动货车
的发展仍处于起步阶段，应该稳定其财税政
策支持，尽快出台商用车新能源积分政策，
同时应提前布局充电基础设施，以迎接全面
电动化。
这是能源基金会连续四年支持电动汽车百人
会年会，接下来，能源基金会将继续支持电
动汽车百人会开展全面电动化系列研究及中
外对话论坛，促进汽车与信息、能源、交通
等产业跨界形成合力，抓住全球转型机遇，
加速实现交通领域零排放，助力甚至引领碳
中和。

图片来源：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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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第一季度产出报告 :
1. 平价时代促进分布式光伏规模化发展的关键政策机制研究
2. 双碳背景下中国 2025 年新能源汽车目标实现路径与政策建议
3. 以张家口为代表的寒冷地区氢燃料电池公交车应用评估及发展建议
4. 上海黄浦江滨江空间评估报告
5. 绿色出行创建标准和配套政策研究报告
6. 青岛市 “十四五” 能源发展战略研究报告
7. 区域建筑能源发展规划研究报告
8. 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气候友好型表现试评价研究
9. 中国金融业碳核算方法推广研究
10. “十四五” 我国能源基础设施发展思路研究
11. 广东碳市场进展、挑战及趋势
12. 地方碳排放权交易体系的经验和教训
13. 30.60” 目标下中国碳交易减排效率的提高：基于广东省碳市场实践的思考
14. 广东碳市场低效机制 - 碳普惠制试点经验及未来展望

策略传播项目
共享电单车在城市生活中的绿色出行作用研究项目启动
2022 年第一季度微信文章：
2022 年 3 月 16 日，在能源基金会支持下，北京城市象限科技有限公司承担
的“共享电单车在城市生活中的绿色出行作用研究（以昆明为例）”课题启动
会顺利召开。来自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北京
大学环境学院、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西安交通大学、哈啰出行研究院和南方
周末的专家学者参与了本次会议。

3 月 25 日

2022 年能源中国 - 青年菁英记者培训营｜全国招募启动

3 月 22 日

招聘 | 三个充满挑战的主任 (Director) 职位等待你采摘！

3 月 17 日

招聘 | 机构运营副总裁 与我们一起携手未来

3月5日

一群人的冬残奥竞技，每个人的无障碍未来

2 月 28 日

招聘 | 人事行政总监 等你加入

共享单车的出现让居民的出行更加便利，解决了最后三公里出行问题。与共
享单车相比，共享电单车更适合中短距离出行，存在较大公众需求和市场空间。
而共享电单车因为交通安全、道路管理、充电安全等问题，先后被很多城市
明确叫停。近年来，不同城市对共享电单车的态度不一，这引起了媒体的广
泛讨论，一方面是居民对共享电单车出行的巨大需求，另一方面城市管理者
对发展共享电单车存在很多顾虑。本课题将以昆明为案例，对昆明市共享电
动自行车的使用情况进行评估，从交通减排及社会效益角度，探索共享电单
车的低碳价值，从城市管理的角度，探索城市共享电单车管理模式；引导共
享电动车有序发展，对更完善、更人性化的城市管理体系进行有益的探索，
同时，引发媒体和社会的思考和讨论。

2 月 25 日

招聘 | 低碳转型项目主管虚位以待！

2 月 23 日

征集｜" 益起低碳 " 策略传播小额资助计划邀你加入

1 月 31 日

新春快乐 虎年大吉

1 月 28 日

4 城 24 社区走一圈 适于低碳出行的社区生活圈应该如何营造？

1月7日

招聘｜新年新机遇 清洁电力 煤炭转型 战略规划多职位招新！

与会专家听取了课题组的汇报并围绕研究内容进行了讨论。专家们对本课题
的价值进行了充分的肯定，认为本课题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如何从平衡居
民和城市管理者不同需求的角度出发，使共享电单车为城市带来积极的社会
效益应当是课题组研究的重要内容。此外，专家就课题组昆明案例的普适性，
共享电单车的碳排放及减排计算边界和其科学性等进行了讨论。专家们指出，
课题组应从不同利益相关方诉求出发深度挖掘案例，以详实的研究为社会讨
论提供事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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