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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电力使用和需求调研报告 
气候组织 | 2017 年 5 月 21 日 

 

结论摘要 
 

针对目前电力体制改革及国家促进可再生能源生产和消纳的政策背景

而电力用户面对的难以获取可再生能源电力有效途径的艰难现状，能源基

金会支持开展了此次绿色电力行动项目。本项目由中国循环经济协会可再

生能源专业委员会(CREIA)、世界资源研究所(WRI)、洛基山研究所(RMI)

和气候组织(TCG)合作开展。 

作为绿色电力行动项目的启动内容，气候组织开展了共 101 家园区和

企业电力用户的用电现状和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意愿调研以更好地了解企

业和园区对可再生能源电力的消费意愿和参与度。调研结果反应了市场对

可再生能源的清晰和不断增长的需求，为后续绿色电力行动项目的试点选

取和实施提供重要参考，尤其是帮助有强烈意愿在可再生能源消费方面起

到引领作用的企业电力用户实现绿色电力采购和消费。 

本次调研结果显示： 

 鉴于目前电网电力来源结构的信息不透明，50.0%的受访园区和

51.6％的受访企业表达了想了解用电结构的意愿。 

 此次调研比较了以下两种情景: 

情景一：目前的市场操作，即用户无法有效获取可再生能源电力； 

情景二：开放的可再生能源市场，即有方便可操作的可再生能源电力

获取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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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调研的工业园区和企业对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和利用均积极支

持，在情景一，即现有的政策水平和市场操作下，分别有 62.5%和 26.9%

的受访者设立或者计划设立量化的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增长目标，其中跨

国企业对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采取更主动的策略；而在情景二的情况下，

即具有方便可得的可再生能源电力获取途径时，受访者可再生能源电力的

消费意愿明显提升，分别有 100%的园区以及 69.9%的企业愿意增加可再

生能源电力使用。打通绿电获取渠道将有助于提高消费信心，帮助更多园

区和企业从消费端提高可再生能源的利用比例，因此，建立合理的政策机

制和成功的商业模式，帮助消费者建立实现绿色电力直接购买的渠道具有

重要的意义。 

 根据企业设定的使用目标，受访企业对可再生能源电力的需求每年约

2.7TWh。其中，受访的跨国企业有较强烈的可再生能源消费意愿而

中国企业也有显著增加的消费需求。 

 在可能的措施中，62.5％的园区和 61.3％的企业更倾向于通过经过电

网输送，直接向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购买，即绿色电力直购的方式增

加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其中，3 家园区和 34 家企业将会设立专门部

门或委派指定员工负责绿色电力直接购买。 

 电力成本是影响园区和企业参与可再生能源电力直接购买的关键参数

之一。87.5％的园区和 86.0％的企业希望绿色电力直购不产生额外的

电力成本增加。 

 稳定可靠的电力供应是园区和企业对可再生能源电力直接购买过程中

最大的关注点。此外，企业还关注可再生能源电力供应的长期性和供

应量是否充足等方面。 

 受访的园区和企业认为实现可再生能源电力直接购买需要克服来自政

策壁垒、缺乏地方政府支持、与主要利益相关方沟通困难、缺乏技术

支持等方面的重大障碍，并且期待绿色电力行动项目能在以下方面提

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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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解读和知识共享； 

- 解决方案建议； 

- 与参与方联合建立试点项目； 

- 协助与发电企业、电网、运营商、地方政府和监管部门等相关方

的沟通。 

 

1 背景和项目介绍 
 

1.1 背景介绍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电力生产国。截至 2016 年底，光伏发

电装机达 77.42 GW，风电装机 149 GW。2015 年，中国启动了大规模的

电力体制改革1。这一改革计划将进一步激励中国优化能源结构，提高可

再生能源发电比例。根据《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战略(2016-2030)》2，到

2030 年非化石能源发电量预计达全部发电量的 50%。 

除了提高可再生能源的发电量，电力体制改革还将解决现有的供需不

平衡问题。尤其对于工业薄弱的西北地区，在现行经济条件和特高压外送

线路容量有限的情况下，建设在此地的大型集中式光伏发电、风力发电正

经受着严重的弃光弃风的考验。仅 2016 年，全国全年弃风电量 497 亿千

瓦时，全年弃风率约为 21%；太阳能方面，仅西北五省（区）的弃光电量

就达到了 70.42 亿千瓦时，弃光率达到了 20%。弃风弃光已成为严重阻碍

可再生能源产业健康发展和我国能源转型的影响因素。 

目前多项改革措施都处于起步阶段，在具体实施方面各省也有很大差

别。同时，可再生能源发电具有间歇性特点，在储能还没有大规模应用的

情况下，仍需要电网来实现其电力的输送。现有的体制也决定了可再生能

                                                      
12015 年 3 月 15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发〔2015〕
9 号及其 6 个配套文件 
2 2016 年 12 月 29 日，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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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电站很难在脱离国家电网的情况下，与电力用户直接交易。因此，除自

备电厂的少数大工业用户外，电力用户购买电力的唯一途径就是通过电网

公司购电。在购电的过程中，电力用户对电源种类却没有任何选择权，即

使用户希望购买绿色电力，电网企业也难以提供相应的服务和证明文件。

寻求可再生能源电力购买机会的企业需要获得对复杂新兴市场价值的及时

解读，而且市场急需国家层面出台可供企业实现可再生电力采购的简化流

程。 

此外，目前中国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投资重点是大型电站项目。但中

央和地方政府最近已开始试行多项举措，为企业参与可再生能源电力交易

和获取绿色电力提供更多的机会，并鼓励企业自发自用。2016 年 3 月国家

发展改革委发布了《可再生能源发电全额保障性收购管理办法》的通知文

件，为保障可再生能源消纳和鼓励可再生能源参与市场交易提供了明确的

指导。 

1.2 绿色电力行动项目 

绿色电力行动项目充分意识到目前电力体制改革及国家促进可再生能

源生产和消纳的政策背景而电力用户面对的难以获取可再生能源电力有效

途径的艰难现状，建立设立了促进电力系统改革，促进中国可再生能源消

费的目标。 

本项目旨在向在中国的企业提供成功的商业模式帮助其克服政策和经

济的障碍，增加用电企业的可再生能源选择权，通过用户的使用意愿最终

推进基于需求侧的可再生能源市场的形成。 

本项目将结合最新的政府文件，研究中国电力用户获取绿色电力的途

径和经济可行性及如何参与到中国绿色电力市场。绿色电力行动旨在向在

中国的企业提供成功的商业模式帮助其克服政策和经济的障碍，增加用电

企业的可再生能源选择权，通过用户的使用意愿最终推进基于需求侧的可

再生能源市场的形成。本项目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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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培育消费者的绿色电力消费意识，从消费端提出对绿色电力消纳的

需求，以此促进政府和电网公司更多的向市场提供绿色电力产品； 

（2）建立政策机制和商业模式，帮助消费者建立绿色电力采购和消费的

示范项目和实例。 

 

2 本次调研 

 

作为绿色电力行动项目的启动内容，气候组织开展了园区和企业电力

用户的用电现状和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意愿调研以更好地了解企业和园区

对可再生能源电力的消费意愿和参与度。调研结果将为后续绿色电力行动

项目的试点选取和实施提供重要参考，尤其是帮助有强烈意愿在可再生能

源消费方面起到引领作用的企业电力用户实现绿色电力采购和消费。 

本次调研选取了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自主创新示范区、经济

技术开发区和普通工业园区和零售业、制造业、信息技术(IT 行业)等重点

行业分别开展调研。主要调研内容包括： 

  可再生能源的利用现状； 

  可再生能源电力需求和利用策略； 

  对可再生能源电力直购的参与意愿、关注的问题和意见。 

本次调研时间为 2016 年 10 月 10 日-2017 年 4 月 21 日，采用网络在

线问卷结合电话访谈等形式进行。网络在线调研链接为： 

（1） 园区用电现状和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意愿调研：

https://jinshuju.net/f/VAWqKZ 

（2） 企业用电现状和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意愿调研：

https://jinshuju.net/f/c53it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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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调研受访园区和企业共计 152 家，其中园区问卷发送 16 份，回

收有效反馈 8 份，企业问卷发送 136 份，回收有效反馈 93 家。反馈统计

和调研结果请见第 3 部分。 

 

3 调研结果 

 

3.1 园区用电现状和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意愿调研 

本次调研共计回收园区调研反馈 8 份，园区详细信息请见图 1 和表 1。 

 

图 1 调研园区地理位置分布图 

表格 1 调研园区地理位置表 

序号 园区名称 所在省份 

○1  宁波石化经济技术开发区 浙江 

○2  包头稀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内蒙古 

○3  佛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广东 

○4  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 湖南 

○5  上海市张江高科技园区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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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兰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甘肃 

○7  吉林公主岭经济开发区 吉林 

○8  济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山东 

调查问卷共设置基本用电信息、可再生能源电力需求和消费目标以及

对可再生能源电力直购的参与意愿和建议等三部分。调研结果如下： 

(1) 基本用电信息 

根据园区内注册公司的数量和规模不同，在报告（日历）年度参与调

研的园区总电力消耗（公共用电，不包括园内企业用电）在 900-

3,900MWh 的范围内。 

 

图 2 园区用电量以及园区企业数量 

在全部 8 家参与调研的园区中，有 7 家园区采用完全从电网购电的供

电模式，仅有 1 家园区，电力来自电网购电和自备设备混合供电。在报告

年度，此园区通过自备风力发电设备产电 15 MWh，占园区内电力消耗总

量的 1％。 

各园区用电的高峰时段主要分布在常规工作时间即 8:00-17:00，对电

力的主要需求是电力供应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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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可再生能源电力需求和消费目标 

目前对于用户来说，电网电力的来源结构仍不透明，因此，有 4 家园

区表达了想了解用电结构的意愿，在参与调研的园区中，占比达 50.0%。 

本次调研比较了两种情景下园区对可再生能源电力的消费意愿： 

情景一：目前的市场操作，即用户无法有效获取可再生能源电力。 

参与调研的园区，在情景一下，已经有 5 家制定或计划制定增加其可

再生能源电力利用的目标，占比为 62.5%，园区计划在 2020 年前增加其

可再生能源电力利用率至 10-60%。 

情景二：开放的可再生能源市场，即有方便可操作的可再生能源电力

获取途径。 

而在情景二下，100%受访园区表示愿意提高其可再生能源电力利用

比例，37.5%的受访园区计划提高其可再生能源使用比例至 10%，25.0%的

受访园区计划提高至 15-40%，另有三家园区设立了更为积极、宏伟的计

划，希望在未来实现园区公用电力 90%-100%来自可再生能源。 

图 3 园区提高可再生用电比例的意向 

37.5%

25.0%

37.5%

提高可再生能源在园区用电中的比例至10%

提高可再生能源在园区用电中的比例至15-40%

提高可再生能源在园区用电中的比例至9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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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是否有方便可操作的可再生能源电力获取途径是园区提高可再

生能源电力消耗的重要影响因素。 

在可能采取的提高可再生能源利用的措施中，62.5%的园区认为经过

电网输送，直接向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购买的方式简单、易操作，更易于

园区接受。其中 3 家园区将成立专门部门或委派专人负责绿电购买业务。 

图 4 园区关于提高可再生能源消费的措施 

在受访园区中，7 家园区内具有自建可再生能源发电设施的条件，如

可开发分布式光伏的屋顶资源等，其中，有 3 家园区已经或者有意愿安装

可再生能源发电设施。 

(3) 对可再生能源电力直购的参与意愿和建议 

如果实现可再生能源电力直接购买，87.5%的园区认为电价不应高于

现有用电成本，12.5%的园区能接受 0.01-0.10CNY/kWh 的溢价，电价溢价

超过 0.10CNY/kWh 时，所有被调研园区均无法接受此成本增加。此外，

对于可再生能源电力直接购买，园区关注电力供应的稳定性、充足供应和

长期供应等方面。 

12.5%

12.5%

37.5%

37.5%

62.5%

其他

通过加价，向电网或售电公司购买可再生能源电力

自身投资本地可再生能源发电设施，如分布式光伏等

与能源管理公司合作投资建设本地可再生能源发电设施

经过电网输送，直接向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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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园区对可再生电力成本增加的接受程度 

对于在实现可再生能源电力直接购买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障碍，50.0%

的受访园区认为与主要利益相关方沟通困难和缺乏技术支持的问题亟待解

决，同时政策壁垒和缺乏地方政府支持两个选项也受到了 37.5%的受访园

区的关注。 

 

图 6 园区认为可再生能源电力直接购买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障碍 

受访园区认为最需要协调的主要利益相关方依次是发电企业、电网

(75.0%)、政府部门和监管机构(50.0%)，同时期待绿色电力行动项目能从

联合相关方共同建设示范项目(62.5%)、政策解读和知识传递(50.0%)、协

必须低于现有用电

成本
62.5%

只要不增加用电成

本即可
25.0%

用电成本增加0.10 
CNY/kWh以内可接受

12.5%

37.5%

37.5%

50.0%

50.0%

政策壁垒

政府支持

与主要利益相关方沟通困难

缺乏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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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与相关方的沟通(25.0%)、解决方案建议(12.5%)等方面消除这些障碍,打

通可再生能源电力直接购买的通道。 

 

图 7 园区认为消除绿电直购障碍的主要手段 

 

3.2 企业用电现状和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意愿调研 

本次调研选取了服务零售业、制造业和数字信息技术与电子商务业

(IT 行业)等行业的共 136 家业内具有影响力的企业参与调查，回收有效反

馈 93 份，其中包括 70 家国内企业和 23 家在中国设有分支机构和业务部

门的跨国企业。 

 

图 8 本次调研 93 个企业样本的行业分布 

12.5%

25.0%

50.0%

62.5%

解决方案建议

协助与相关方的沟通

政策解读和知识传递

从联合相关方共同建设示范项目

6

40
47

IT行业

服务业

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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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园区的调研内容类似，对于企业的调研问卷共设置了企业可再生能

源的利用现状、可再生能源电力需求和利用策略以及企业对可再生能源电

力直购的参与意愿、关注的问题和意见等三部分内容。主要调研结果请见

下文： 

(1) 企业可再生能源的利用现状 

参与此次调研的企业运营部门所在地包括北京、广东、浙江、山东等

25 个省和直辖市，广泛反应了中国大多数电力市场和电力用户的现状。 

根据企业所属行业和规模不同，在报告年度电力总消耗量具有明显差

异。在所调研的服务零售业中年耗电量为 100-135,000MWh、制造业达到

420-5,000,000MWh，而 IT 行业的年用电量为 30 到 30,000MWh。同时，

根据行业性质和工作时间不同，服务零售业每天的用电高峰时段为 10:00-

22:00，制造业为 0:00-24:00，IT 行业为 9:00-18:00。虽然用电高峰时间有

所差异，但是各行业对电力供应的最主要要求均为稳定性。 

 

图 9 本次调研 93 个企业样本的年耗电量分布 

(2) 企业可再生能源电力需求和利用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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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目前电网电力来源结构的不明确，48 家企业表达了想了解用电结

构的意愿，占比达 51.6%。 

 

图 10 本次调研 93 个企业样本了解用电结构的意愿 

对比两种情景下受访企业的反馈，即： 

情景一：目前的市场操作，即用户无法有效获取可再生能源电力。 

我们从调查中发现，目前企业受访者对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具有积极

的态度和主张。14 家(39.1%)参与调研的跨国企业已设定或已计划设定其

可再生能源电力利用目标，希望在平均 8 年内将可再生能源电力在电力消

耗中的比例增加到 20-100%；与此同时，被调查的国内企业也已经有 16

家(22.9%)已设定或已计划设定量化的可再生能源电力利用目标，在平均

15 年内将可再生能源电力在电力消耗中的比例增加到 5-40%。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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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外资/中国企业的可再生电力规划现状 

情景二：开放的可再生能源市场，即有方便可操作的可再生能源电力

获取途径。 

情景二时，即具有方便可操作的可再生能源电力获取途径的情况下，

企业对增加其可再生能源电力利用比例的响应更为积极，65 家企业明确表

示他们愿意将可再生能源电力增加到全部电力消耗的 5-100% (图 13)，占

总受访企业的 69.9%。 

 

图 12 不同情景下企业增加可再生电力消费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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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结果显示：是否具有可再生能源电力容易获取的渠道对于企业的

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意愿和策略至关重要，方便易操作的可再生能源电力

获取途径将有助于企业提升其消费信心和提高利用目标。 

 

图 13 有方便可得的可再生能源电力获取途径下企业增加可再生电力消费的意愿 

对于企业在增加可再生能源电力利用方面希望获取的收益，43 家 

(46.2%)的企业考虑到从投资可再生能源中得到的财务收益，23 家(24.7%)

的企业则更多的关注于环境收益和社会影响等非财务利益，20 家(21.5%)

企业从其商业战略方面考虑，另有 7 家(7.5%)的企业考虑了安全等其他因

素。 

图 14 企业增加可再生能源电力利用的期望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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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提升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耗占比，在可能采取的措施和方式中 61.3％

（57 家）企业选择经过电网输送，直接向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购买的方

式，其中有 34 家企业愿意为绿色电力购买成立专门部门或指定专职人员

负责。而“与能源管理公司合作投资建设本地可再生能源发电设施”是比较

受企业青睐的第二选项。 

图 15 企业愿意采取的提高可再生能源消费的措施 

(3) 企业对可再生能源电力直购的参与意愿、关注的问题和意见。 

如果实现可再生能源电力的直接购买，86.0％的企业认为必须低于现

有电力成本或不增加额外成本。11.8％的企业能接受可再生能源电力比现

有电价溢价 0.1 元/kWh，仅有 1.1％的企业接受 0.2 元/kWh 的溢价。 

 

图 16 绿电直购模式下企业对可再生电力增加成本的接受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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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调研发现，受访企业对可再生能源电力供应的关注点主要是稳定

性(90.3%企业选择)以及长期供应(69.9%企业选择)。此外，可再生能源电

力供应量充足也是企业的重要关注点之一(52.7%)。 

与园区调研结果类似，受访企业认为在实现可再生能源电力直接购买

的过程中需要协调的主要利益相关方是发电公司，发电企业、电网等主要

市场参与方以及政府部门和监管机构等。调查结果显示，受访企业认为绿

电直购最主要的障碍是政策壁垒(34.4%)、缺乏地方政府支持(52.7%)、与

主要利益相关方沟通困难(43.0%)、缺乏技术支持(40.9%)。 

 

图 17 企业认为可再生能源电力直接购买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障碍 

此外，受访者希望绿色电力行动项目能通过提供政策解读和知识传递

(57.0%)、解决方案(48.4%)、联合相关方共同建设示范项目(47.3%)、协助

与相关方的沟通(44.1%)等方式帮助企业消除实现绿电直接购买过程中可能

遇到的障碍。 

 

图 18 企业希望绿色电力项目提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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