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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及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研究
提 要
节能和发展可再生能源是关乎公共利益的重大政策问题。所谓节能和可再
生能源发展基金，特指其来源与能源有关、专项用于支持节能和可再生能源发展
的公共资金。本报告拟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出发，阐述我国建立节能和可再生能
源发展基金的意义，并就该基金操作层面的一些主要问题如设立、配置、使用、
管理、监督等，提出框架性建议。
一、我国必须强力推动节能和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基本理由
１、促进能源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
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能源供应正面临优质化、清洁化及供应
安全的挑战。应对上述挑战的唯一出路是施行可持续能源发展战略。首先必须“节
能”，其意义不言自明。其次是“能源供应结构多元化”。目前，全球（特别是
发达国家）能源消费正逐步摆脱对煤炭的依赖，出现以石油天然气为主、并逐步
扩大可再生能源比例的趋势。我国应把握住这一趋势，有意识地在能源领域实行
跨越式发展战略，加快可再生能源发展。通过强力推动节能和可再生能源发展，
促进能源发展方向和发展方式的“转型”和可持续发展机制的建立，从而为能源
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奠定重要基础。
２、支持满足经济翻两番的能源需求
“十六大”提出了 2020 年实现经济翻两番的经济发展目标，而能源小康是实
现这一目标的基本保障。这一经济发展目标的实现需要多少能源来支撑，在很大
程度上取决于经济、能源、环境政策。有关 2020 年国内能源需求情景的研究结
果表明：在实现相同经济增长目标的前提下，如果采取包括强化节能、加快可再
生能源开发等在内的政策措施，未来 20 年有可能利用较少的能源投入支撑经济
的持续快速增长；强化政策情景下 2020 年一次能源需求(25 亿吨标准煤)较之基
准情景(33 亿吨标准煤)，存在着少用 8 亿吨标准煤的可能，其中节能的可能贡献
率为 60%。相关研究结果显示，如果相关支持政策到位，到 2020 年全国新的可
再生能源年供应能力可达到 3-4 亿吨标准煤；可再生能源供应能力的增加及其对
煤炭的替代，还将对减少 2020 年潜在能源需求产生重大影响，能源消费结构中
可再生能源比重每增加一个百分点，相应的能源需求总量可降低 2000 万吨标准
煤。由此可见，强力推动节能和发展可再生能源，将为满足 2020 年经济翻两番
的能源需求提供有效支持和重要保障。
3、提升国民经济整体竞争力的重要途径
节能降耗是提升企业竞争力的重要途径。目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对能源的依
赖比发达国家大得多。2001 年，全国终端能源用户用在能源消费方面的支出达
1.25 万亿元，占 GDP 总量的比例为 13%，而美国仅为 7%。从能源利用效率来
看，目前钢铁、化工、建材等 8 个传统高耗能行业的单位产品能耗平均比世界先
进水平高 47%。另一方面，当前在国际贸易中，技术壁垒已占非关税壁垒的 30%，
并且有继续扩大的趋势；其中“绿色贸易壁垒”随着国际社会对全球环境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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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日益凸显，发达国家实施的强制性能效标准和标识已经成为新的非关税贸易壁
垒，将对我国家用电器和机电等大宗产品出口带来冲击。强化节能对打破绿色贸
易壁垒、提高企业国际竞争力将起到重要作用；特别是对能源支出占生产成本较
大比重的传统高耗能企业来说，节能更是提高企业竞争力的关键措施。
发展高新产业，占领新的经济制高点，也是各国提高经济竞争力的突出努力
方向。从全球范围来看，可再生能源作为一门新兴产业，呈现出加速发展之势，
发达国家已经确立了在这一新兴产业领域的优势地位。目前国内可再生能源产业
整体实力不强，在风力发电、光伏发电、生物质能发电和生物质制取液体燃料等
主要领域，不仅技术上至少落后于国际先进水平 10-15 年，而且产品成本居高。
如果不奋起直追，我国可再生能源产业与国际竞争对手的差距有可能进一步拉
大。可再生能源产业不同于一般产业，科技含量较高，产业发展需要较长时间的
技术开发和市场积累。世界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事实证明，谁拥有可再生能源资源
和先进技术，谁就会在未来的竞争中占据主动。为提高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国际竞
争力，迫切需要加快可再生能源技术进步和机制创新，推动可再生能源产业加速
发展。
4、支持实现环境小康目标、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有效手段
环境小康目标的实现，要求能源供应要从简单满足经济发展的基本需求为目
标，转向在满足需求的基础上重视环境效益的双重目标，实现经济、环境的协调
发展。节能业已被证明是解决能源环境问题的有效的、经济的措施；可再生能源
则是国际公认的清洁能源。通过强化节能和加快可再生能源发展，可从减少能源
需求、对常规化石能源的替代两个方面有效地减少国内能源生产利用对环境和健
康的影响，支持环境小康目标的实现。同时，减排是全球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
的一个主题。我国作为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的大国，努力降低化石能源在能源消费
结构中的比重、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也是必要的。因此，无
论从保护国内环境还是从遏制全球气候变暖出发，加大节能力度和可再生能源发
展步伐都是十分必要的。
5、提高能源普遍服务水平的现实需要
全面小康不仅仅是经济概念，同时具有广泛的社会内涵。为全社会提供现代
能源供应，使全社会都享受到普遍、公平的能源服务，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
要内容。目前全国还有约 ２ 万个村、８００ 万户没有电力供应。随着家庭收入的增
加，追求提高生活质量的广大农村地区的居民对优质能源的需求会不断上升。但
目前总体上看，能源服务水平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相比还有较大距离。强
化节能、特别是加快小水电、风电、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对于促进社
会整体发展水平的提高，特别是缓解西部边远地区能源短缺局面，改变当地贫困
落后面貌，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更是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6、创造就业机会的迫切要求
我国人口多？ 就业压力大？ “
十五”
期间？ 全国新增劳动力供给总量将升至
峰值？ 达到 ４６５０ 万人？ 城市结构性失业问题突出？ 转移数以亿计的农业剩余劳
动力的任务更是十分艰巨？ 推进节能工作？ 可促进节能产业？ 特别是节能服务业？
的增长？ 加快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 也可带动相关产业的繁荣？ 这将创造新的就
业机会？ 对缓解就业压力产生积极的作用？ 有关估算表明？ 通过强力推动节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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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再生能源发展？ 到 ２０２０ 年？ 节能产业和可再生能源产业可为社会提供数百万
个新的就业机会？
二、为什么需要设立节能及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
１、缺乏有力的经济激励政策支持是节能和可再生能源发展的重大障碍
国内外节能经验表明，节能需要适当的经济激励政策支持。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和 ９０ 年代初，政府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节能经济激励政策，这一时期的节能成
效有目共睹，可以说节能经济激励政策居功至伟。然而，90 年代中期后，主要
受税收、金融济体制改革的影响，节能经济激励政策趋于弱化，原有的节能经济
激励政策基本已失效，如节能专项资金、三电资金先后被取消或停征。而当前及
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将处于市场经济初级阶段，节能的推进面临投资、技术
风险、信息等诸多市场障碍。另一方面，节能是高度分散的二次投资行为，即使
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节能市场失灵也客观存在。由于市场障碍、市场失灵的客
观存在，我国巨大的节能潜力难以自行实现，需要政策干预和引导，特别是对节
能投资的拉动需要有强力经济激励政策。虽然近年来政府在建立新的节能经济激
励政策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但总的来看，符合国情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
容的节能经济激励政策还比较缺乏，成为推动节能的重大障碍。
与节能相比，可再生能源的处境更为艰难。由于对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战略意
义认识不足，长期以来可再生能源建设项目没有常规能源建设项目那样的固定资
金渠道；政府虽然编制了长远规划和年度建设计划，但缺少必要的资金支持。近
10 多年来，相关主管部门曾制定了若干可再生能源发展促进政策，但由于经济
体制改革、管理机构变化等原因，致使一些政策随之消失，一些政策名存实亡，
一些政策因难以实施而未执行（如关于小水电 VAT 按 6%征收的规定等）。资金
短缺一直是制约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关键性因素，至今未能获得较好的解决。当前
我国可再生能源正处于发展的关键时期，今后 20 年能否实现突破性发展，形成
规模效益，关键就在于强有力的经济激励政策的支持。
2、电力重组使节能和可再生能源发展面临新的困难
国内正在进行的以建立竞争性电力市场为主旨的电力重组，使节能的推进面
临新的困难。在电力重组背景下，电力市场的主要行为方—电力公司缺乏节能投
资积极性。节能项目将减少电力消费，同时对电价造成下调的压力。在当前的电
价体系下，电力公司的收入和利润直接地与电力销售量挂钩，电力消费的减少、
电价的下调将直接地影响电力公司的收入和利润，这客观上有悖于电力公司的利
益。由于缺乏适当的经济激励政策支持，电力公司缺乏投资节能项目的动力。
电力重组也使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处于更为不利的地位。竞争性电力市场的基
本特征是：发电企业的收入基于电力市场价格而非发电成本。可再生能源发电技
术的发展在时间上远滞后于常规发电技术，即使在可再生能源发展较快的发达国
家，可再生能源的发电成本也明显高于常规发电的成本。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尚
处于发展的初期，市场竞争力弱，面对发电成本较低的常规能源发电的竞争，客
观上处于劣势。在一个竞争性的电力市场环境中，如果没有适当的政策、特别是
经济激励政策的支持，可再生能源发电势难得到大的发展。
３、建立基金以推动节能和可再生能源发展，是众多国家的成功经验
国外利用公益基金支持节能和可再生能源发展已有多年的历史，包括美国、
英国、日本、法国、德国等主要发达国家以及巴西、印度等主要发展中国家，目
前约 ２０ 个国家建立了类似的公益基金。这些国家的实践表明，基金的建立和投
5

入使用，对节能和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形成了有效的支持，产生了可观的经济效益、
环境效益以及其它社会效益。特别是在英国、美国等已实施电力重组的国家里，
公益基金在竞争性电力市场环境下对节能和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支持取得了明显
的成功，实现了可观的节能量，促进了可再生能源发电容量的增长。因此，该类
基金的建立，在国际上已成为一种较受欢迎的节能和可再生能源发展支持政策，
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酝酿采用这一政策来支持本国节能和可再生能源的发展。
因此，从有效性和可行性综合考虑，建立公益基金支持节能和可再生能源是
较佳的政策选择。
三、国外节能和可再生能源发展公益基金的相关经验及其启示
目前，国外发展了多种筹资方式以建立节能和可再生能源发展公益基金，并
在基金的管理、配置使用、效果评估、监督等方面为我们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
（１）从使用效果来看，国外公益基金最明显的成效是其所支持的大量有价值
的节能／可再生能源项目，促进了这些国家节能产业化和可再生能源商业化进程，
证实了公益基金作为一种节能和可再生能源发展支持政策的有效性。
（２）国外经验表明，公益基金的设立应建立在有法律法规保障的基础上，并
构造公平和竞争的科学管理模式，注重资金的杠杆作用和成本效益，方能达到促
进节能产业化和可再生能源规模化的目的。
(3)国外公益基金的资金筹集有多种方式，包括设立电力附加费、设置专项
税种（如英国的气候变化税）、公共财政支付等；但无论采用哪种资金筹措方式，
其实质都是能源消费者的贡献。其中征收电力附加费方式在国际上的应用较多，
其优点有：①要求所有用电户交纳电力附加费的集资方式，符合“谁污染谁付费”
的原则，体现其公平性，易为公众理解和接受；②按照电表读数加收小量的附加
费，可以利用现有的收费程序，在操作上简单易行；③这种集资方式年复一年，
积少成多，有较好的稳定性和持续性。我国也有随电价加收若干种基金的实践经
验，比如每度电加收 ２ 分钱，用于三峡工程建设。有鉴于此，采用电力附加费方
式作为我国公益基金的筹资机制是一种值得认真考虑的选择。
（４）各国在公益基金的资金筹集规模方面的经验表明，公益基金规模的确定，
主要是考虑如何满足节能和可再生能源发展国家目标的需求。因此，我国公益基
金的规模应根据节能和可再生能源的“十五”、“十一五”发展规划和 2020 年的
远景规划而定。
（５）选择哪种基金使用模式，要根据基金的支持目标、基金规模、节能和可
再生能源发展潜力等因素来决定。由于各国国情不同，许多国家的基金使用模式
都体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有鉴于此，我国公益基金使用模式的选择应在借鉴国
际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而定，基本的选择原则是确保基金对节能
和可再生能源发展形成有效支持。
（６）采用竞争性招标方式作为公益基金的资金分配方式有很多优点，我国公
益基金应特别注重应用这种方式。竞争性招标方式不但能够选择有较好实施效果
的项目，而且对基金管理部门也具有监督作用。当然，竞争性招标也有不足，即
实施成本过高，在选择小项目时宜采用先来先得方式。
（７）基金管理机构有三种模式：政府部门；电力公司；独立的非赢利机构。
这三种管理机构模式各有优劣，在国际上都有应用，不能绝对地说某种模式是最
好的。对于管理可再生能源而言，政府或独立机构优于电力公司；对于管理节能
来说，由于电力改革，电力公司管理的优势被削弱。因此从总趋势看，公益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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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远离电力公司的管理。我国公益基金管理模式需要在政府和独立机构模式中总
结经验，特别是需要考虑和设计一种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管理机构模式。这种管
理模式应取两者之长、避两者之短，是一种既能利用政府部门宏观调控作用，又
能发挥不同专业机构管理特长的模式，即这种管理模式是一个由多个机构组成
的、在管理上形成互相合作又相互监督的、体现公平、高效的管理模式。
（８）不论采用哪种管理模式，公益基金都需要一个监管机构。这个机构可以
是独立于基金管理部门的政府机构或立法机构，也可以是代表相关利益方的顾问
委员会。监管机构依法和按照监督程序对基金的管理工作进行监督，监督主要包
括对基金支持的项目进行评估，对基金使用情况进行定期审计，监督过程中有各
相关利益方的参与。我国在设计公益基金的管理模式时，应该同时考虑基金的监
管机制。
（９）值得强调的是，尽管建立公益基金已被证明有显著的成果，但它并不是
节能和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唯一促进手段。在实践中将公益基金和其它政策措施相
结合很有必要，能够使基金收到更加显著的效果。
（１０）节能市场和可再生能源市场两者都是非常复杂的多样化市场，多样化的
项目设计和多种技术的综合选择，是基金政策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
四、对国内有关专项资金／基金的评价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我国中央和地方政府曾经制定了多项鼓励节能、发展
电力事业、开发可再生能源的政策和措施，包括设立了若干专项资金、基金。国
内有关专项资金／基金的运作经验表明：
（１）基金是支持重大电力公益事业和节能事业的有效途径。从实际效果来看，
无论是集资型的电力建设基金、三峡建设基金、三电资金、电力需求侧专项资金
（河北省），还是政府拨、贷款型的节能专项资金，基本上都达到了预期的目标。
（２）基金要具备适当的规模。
（３）基金来源的稳定性要有保障。
（４）基金的配置要统筹兼顾。
（６）基金要有严格的管理。
然而，客观地看，必须承认国内现有的有关专项资金／基金难以满足节能和
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巨大支持需求，主要是：
（１）在国家一级，尚没有建立专项用于支持节能／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基金。原
有的三电资金、节能专项资金先后被停征或取消后，国家却没有建立新的融资渠
道来筹集专项用于支持节能的资金。由于对发展可再生能源的意义认识不够等诸
多原因，国家一直没有建立适当的融资渠道来筹集专项用于支持可再生能源发展
的资金，这方面一直处于空白。
（２）在地方政府一级，用于支持节能／可再生能源的资金有限，而且资金来
源的稳定性存在问题。从全国范围来看，目前地方政府用于支持节能的资金比“九
五”期间大为减少，主要是靠地方政府有限的的财政拨款，资金的来源存在较大
的不确定性。
此外，国内有关专项资金／基金在管理、配置使用、监督等方面也存在一些
问题，影响了基金的使用效率。主要是：
（１）基金管理有欠规范。
（２）基金的配置使用缺乏透明度。
（３）基金的配置使用缺乏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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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基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督力度较弱。
五、我国节能及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的框架设计
借鉴国外相关基金的运作经验，并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对我国节能及可再生
能源发展基金做如下框架性设计：
１、基金目标
旨在通过基金的投入和有效使用，达到促进节能和可再生能源技术进步和推
广应用、有效降低全社会能源成本、支持建立可持续的节能和可再生能源产业和
市场的目的，从而为支持国家“十一五”节能目标和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和 ２０２０
年远景目标的实现、以及全面小建设小康社会这一长远国家发展目标的实现提供
多方面的重要保障。
２、基金用途
基金将用于两项重大公益事业：一是支持节能；二是支持可再生能源发展。
基金对节能的支持，原则上包括以下内容：支持现有的、成熟的节能技术的
推广应用，并重点支持节电技术的推广应用；支持节能新技术的研究、开发和示
范应用；支持节能产业的发展；支持节能产品/服务市场的建立和发展。
基金对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支持，原则上包括以下内容：支持成熟的、商业化
前景较好的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应用，并重点支持可再生能源发电技术的应用；支
持可再生能源新技术的研究、开发和示范应用；支持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发展；支
持可再生能源产品/服务市场的建立和发展。
３、基金规模
基金规模的确定需要综合考虑国家宏观的节能和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节能
和可再生能源供应的投资成本和运行成本分析、可能的基金融资渠道、相关利益
方的态度、对相关产业部门的影响、基金的配置使用方式、适当的规模要求等多
种因素。基于对上述因素的初步考虑，建议现阶段基金规模设定在在 30-35 亿元
/年的水平。随着时间的推移、节能与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发展，基金规模可做相
应的调整。基金规模的最终设定，需要由政府部门在综合考虑上述各种因素的基
础上，与各相关利益方协商确定。
４、基金来源及征收期限
可供选择的基金融资渠道包括：
——电费附加：即对电力消费征收附加费作为基金，按每 ＫＷｈ 用电量计。
——火电厂排污收费：即将针对火电厂征收的排污费的一定比例作为基金。
——财政专项拨款：即由中央财政专项拨款来建立基金。
——现有电力附加费：现有电力附加费占电力销售价格的 １．４％－１．５％，可将
其中一部分（如 １０－２０％）作用作支持节能与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发展。
基金融资渠道的选择需要综合考虑融资渠道的可行性、资金来源的稳定性、
可能的集资规模、对相关产业和部门的影响等多种因素。基于对上述诸多因素的
综合考察，建议优先选择电费加价的方式作为基金的融资渠道；其它三种融资渠
道可作为备选。
在选择电费附加方式作为基金融资渠道的情形下，基于 ２００２ 年全国电力销
售量、并按加价幅度为 ０．００２ 元／ＫＷｈ 计，则每年可筹集到的基金资金量为 ３３ 亿
元，占全国电力销售收入的比重仅约 ０．３％。这一资金量可在较大程度上满足节
能和可再生能源发展对基金的支持需求。
从对节能和可再生能源发展形成较长期的、持续的支持考虑，基金的征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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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可暂定为 １０ 年。按此征收期限考虑，１０ 年期里通过采用电费加价方式至少可
以筹集到 ３３０ 亿元作为基金。预计未来 １０ 里我国电力消费量将有增长，因此可
能筹集到的资金量将比这一数字为大。１０ 年期后，可根据基金的使用效果、节
能和可再生能源发展是否仍需要基金的支持等因素来决定是否需要延长基金的
征收期限。
５、基金使用方式
从实现基金的支持目标、保障基金的使用效率的角度考虑，基金用于支持节
能时，可采用三种方式：一是支持可形成较大节能能力的节能（基建／技改）项目；
二是支持量大面广的小型节能技改项目；三是支持节能产业和市场发展。基金的
使用以前两种方式为主，并适当选择采用贷款贴息、折让、部分／全额资助等激
励机制。
基金用于支持可再生能源发展时，也可采用三种使用方式：一是支持可再生
能源项目开发，即支持大型可再生能源建设项目，以及支持小型分布式可再生能
源利用产品／设备安装；二是支持可再生能源产业和基础设施发展，即基金作为
发展资助金支持可再生能源商业发展、市场营销扶持、资源评估、研发和教育以
及示范项目等活动；三是可再生能源项目投资，即以投资形式扶持可再生能源企
业和项目。基金的使用以第一种方式为主，并适当选择采用包括直接补贴、折让、
贷款贴息、资本金投入、部分／全部资助等激励机制。
6、基金配置
基金的总体分配要有相应的法律依据或行政手段作为保障，并应坚持三个原
则：
一是节能和可再生能源兼顾原则。鉴于节能对基金的支持需求较大的实际情
况，建议将基金的 60%-70%作为支持节能和能源效率的激励资金，另外的
40%-30%作为可再生能源发展促进资金。
二是中央和地方兼顾原则。基金的一定比例，应由中央政府统一调度分配。
鉴于我国地区间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异较大的现实，由中央政府相对集中地使
用基金，有利于节能资源开发和可再生能源资源开发在全国范围内的优化，提高
资金的配置效率。另一方面，基金的配置使用应兼顾地方政府的利益，赋予地方
政府与其责任相当的资金配置权，这将使资金的配置使用更具灵活性和针对性，
有利于提高基金的总体配置效率。基于这一原则，建议将基金的 ７０％作为各省支
持节能和可再生能源发展的资金，由各省自行管理；其余的 ３０％由中央财政直接
掌握，由国家统筹安排和配置使用。如前所述，如果采用电费附加方式来为基金
筹资，则每年可筹资 ３３ 亿元；按建议的中央与地方分配比例计算，省级政府年
可用资金合计为 ２３ 亿元，中央政府年可用资金为 １０ 亿元。
三是公平和效率兼顾原则。基于这一原则，基金在总体配置上，应兼顾城乡；
同时应尽可能地引入竞争机制，以保证资金的配置效率。
基金的具体分配应采用竞争性招标方式。基金执行机构向潜在的节能和可再
生能源服务提供者征集项目建议书，并从中择优给予资助。
７、基金管理机构
从有利于实现基金支持的各种目标、合理性和监督考虑、保障基金的配置使
用效率等角度考察，建议选择相关政府职能部门作为基金管理机构。考虑到基金
的资金来源于能源，其所支持的公益事业—节能和可再生能源发展也属于能源事
务范畴，因此，原则上可选择具有能源、电力或节能管理职能的政府部门作为基
金主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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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政府职能部门人力资源有限、淡化对具体事务的管理和干预的政府管
理职能改革取向、以及基金的管理任务较为繁重等因素，建议的基金管理架构为：
由基金主管部门对基金的配置使用进行总体管理；由财政部门对基金的运作、使
用进行监督；基金的具体管理和运作事务则委托专业性的社会中介机构完成。采
用这一基金管理架构，既使基金主管部门可以对基金的配置使用进行有效的宏观
调控，又不至陷于具体事务中；同时，介入基金管理和运作的机构之间形成既相
互支持，又相互制约、监督的局面，有利于保障基金配置使用的公平、公正。在
这一基金管理架构下，介入基金管理和运作的各机构的职责如下：
主管部门：具有能源、电力或节能管理职能的政府部门为基金主管部门，负
责审议和发布基金年度节能和可再生能源发展支持重点和工作指南；审议基金运
作的重大事项；批准基金的年度工作计划；并会同财政部门审批基金支持项目；
向社会发布基金支持的项目和项目承担单位名单，接受社会监督；负责提交基金
年度执行情况报告等。
监督部门：财政部门是基金的监管部门，参与审议基金年度节能和可再生能
源发展支持重点和工作指南，并根据基金年度工作计划，将基金拨入基金专用帐
户，同时负责对基金运作和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执行机构：执行机构是基金主管部门通过竞争性招标选择确定的基金具体事
务的管理和运作机构，履行下列职能：
——研究提出基金年度节能和可再生能源发展支持重点和工作指南，统一受
理基金项目申请并进行程序性审查。
——研究提出有关基金项目评估、评审、招标标准，提出参与基金管理的评
估机构及其它中介机构的资格条件。
——委托或者组织有关单位和机构进行基金项目的评估、评审、招标等工作。
——负责编制基金的年度财务预算和工作计划，负责基金的具体运作；根据
招标情况和评估、评审意见，提出基金年度支持的项目建议，必要时基金主管部
门和财政部门可以对评估结果进行复审；项目建议经基金主管部门会同财政部门
审定批准后，由该机构与项目承担单位签订合同，并据此办理相关手续。
——全面负责基金项目实施过程的综合管理，负责基金项目的统计、监理和
定期报告工作。
专家咨询委员会：由具有一定权威的、熟悉节能/可再生能源事务的技术、
经济、管理专家组成基金咨询委员会，负责研究基金年度优先支持的节能和可再
生能源领域和重点项目，指导基金年度节能和可再生能源支持重点和工作指南的
制定，为基金执行机构提供技术咨询。
评估机构：是具备资质的、由基金主管部门选定的评估中介机构，提供基金
项目评估服务，受委托对申报项目的可行性、风险性、效益性、推广应用前景等
进行客观评估、评审，并出具明确的评估、评审意见。
招标机构：是具备资质的、由基金主管部门选定的招标中介机构，提供基金
项目招标服务。
六、节能及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的预期效果
基金对节能和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支持作用，将取决于实际建立的基金资金规
模、基金期限、运作模式、基金分别用于节能和可再生能源的比例等诸多因素。
根据建议的基金设立方案和运作模式，对基金的可能作用的示意性分析表明，基
金将产生重大的节能和可再生能源发展支持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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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节能支持效果
基金对节能的支持，将产生以下重大效果：①形成可观的节能投资规模。
２００６－２０１５ 年，基金用于支持节能的总投入为 ２００ 亿元；按其带动社会节能投资
的杠杆作用为 １：８ 估算，其所带动的社会节能投资为 １６００；两项合计，累计将
形成 １８００ 亿元的节能投资规模。②形成可观的节能能力。按单位节能能力投资
需求为 １５００ 元／吨标准煤估算，２００６－２０１５ 年，每年将新增节能能力约 １２Ｍｔｃｅ／ａ；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基金支持所形成的累计节能能力仍将有相当一部分继续发挥作
用。③实现巨大的节能量。２００６－２０２０ 年，累计实现的节能量将达 ３６０Ｍｔｃｅ。④
节能经济效益。按 ７５０ 元／ｔｃｅ 计算，２００６－２０２０ 年，累计实现的节能经济效益将
达 ２７００ 亿元，基金的投入／产出比为 １３：１。⑤环境效益。２００６－２０２０ 年，预计
将累计减少 ＳＯ２、ＮＯＸ、烟尘排放量分别为 ７．９Ｍｔ、３．６Ｍｔ、６．１Ｍｔ。⑥其它社会效
益。基金的支持还将促进节能产品／设备制造业、节能服务产业以及运输、安装
等相关产业的发展，估计将创造数百万个就业机会。
２、可再生能源发展支持效果
仅以大型并网风力发电、太阳能光伏发电、生物质能发电和小水电作为基金
支持对象，分析结果表明，今后 ２０ 年，上述四种可再生能源技术在基金支持下，
如果能按预期设想发展，将获得显著效果：①开发规模迅速扩大，将成为我国一
个重要的新型产业。据估计，到 ２０２０ 年可再生能源总生产能力将达到 ８３００ 万
ＫＷ，约占届时全国电力装机总容量的 １／９，其中，新增装机容量将达 ５２６６ 万 ＫＷ。
相应地新增经济收入每年（２０２０ 年）达 ４４４ 亿元，同时通过相应产业（如设备
制造、运输、安装等产业）的发展，还将创造 ８００ 多万个就业机会。②替代大量
燃煤，获得明显的环保效益。到 ２０２０ 年，预计每年新增加替代煤炭 ４９２０ 万吨标
准煤，年新增减排 ＳＯ２１０８ 万吨，ＮＯｘ４９ 万吨，烟尘 ８４ 万吨。③可再生能源发电
成本不断下降，商业化进程明显加快。随着可再生能源技术发展和开发规模的扩
大，风电、光伏和生物质发电成本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风电和生物质发电 ２０１５
年时可达燃煤电价水平，即不再需要补贴，可参与竞价上网；光伏发电电价将由
目前的 ２．０４ 元／ＫＷｈ 降为 ０．４４ 元／ＫＷｈ，下降 ４ 倍以上。唯有小水电由于开发难
度的增加，致使发电成本不降反升，甚至到 ２０１５ 年时仍然需要少量补贴。④从
基金的投资引导效果来说，也是十分有突出的。据测算，今后 ２０ 年共计补贴资
金累计 １３８．２６ 亿多元（补贴期限按 １０ 年计），与此同时，吸引新增投资总额则
达 ４０５６．１９ 亿元，其投入产出比高达 １：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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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建立节能及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的必要性
１．１ 什么是节能及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
节能及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特指其来源与能源有关、专项用于支持节能和
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公共资金。节能及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的支持对象是“节能”，
和“发展可再生能源”两项重大公益事业，性质上属于公益基金，其特点是：
（１） 基金资金通常来源于能源生产者或消费者，尤其是电力生产者或消费
者；
（２） 所筹集的资金专项用于支持节能和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及相关的活动；
（３） 基金使用的直接目的在于促进节能和可再生能源发展，最终目的是要使
全社会和公民受益。
因此可以说，节能和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实质上是这样一种资金，即：基金
既来源于能源、又用于能源的政策性资金。
如无另外说明，本报告中“基金”、
“公益基金”特指节能及可再生能源发展
基金。
１．２ 我国必须强力推动节能和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基本理由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一国家发展大背景下，我国必须强力推动节能和可再
生能源发展，其基本理由包括六个方面：一是促进能源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
二是支持满足经济翻两番的能源需求；三是提升国民经济整体竞争力的重要途
径；四是支持实现环境小康目标、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有效手段；五是提高能源
普遍服务水平的现实需要；六是创造就业机会的迫切要求。
（１）促进能源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我国在能源领域将面临一系列挑战。一是能
源供应过度依赖化石燃料，对资源的可持续供应造成压力。我国油气资源稀缺，
即使资源相对丰富的煤炭，2000 年可供建设新矿的尚未利用的经济精查储量仅
203 亿吨，远远满足不了近期煤矿建设的需要。另外尚未利用的经济精查储量中
86%分布在干旱缺水、远离消费中心的中、西部地区，开发、运输和利用的难度
势必加大。如果不改变能源供应过度依赖化石燃料（尤其是煤炭）的局面，我国
能源的可持续供应能力将受到严重削弱。二是经济社会发展对能源的依赖度仍然
较大，提高能源效率虽然还有较大潜力，但其艰巨性要远大于前２０年。过去
20 年通过经济体制改革和结构变动所释放出来的节能效果，在今后虽然还有大
的潜力可挖，但面临着新型工业化和国际制造业转移的新情况，必须要在经济、
能源、环境等方面，采取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方能见到成效。三是可持续发
展面临较大压力，尤其是如何满足小康社会对环境的要求面临着巨大挑战。仅以
大气污染情况为例，造成大气质量严重污染的主要原因是我国以燃煤为主的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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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并且没有对煤炭利用采取有效的环保措施，烟尘和二氧化碳排放量的 70%、
二氧化硫的 90%、氮氧化物的 67%来自于燃煤。此外机动车快速增长所带来的
污染加剧。相关研究结果表明，按照目前的排放水平，到 2020 年全国二氧化硫
和氮氧化物排放量预计将远超出我国环境容量所能承受的范围。四是能源安全尤
其是石油安全问题越来越重要。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 ２００１ 年已达 ３４．０％。到 ２０２０
年，石油消费量最少也要 ４．５ 亿吨，届时石油的对外依存度有可能接近 ６０％，与
目前美国的水平相当（美国的石油对外依存度为 ５８％）。石油供应的一大半将依
赖国际资源，将使石油安全问题变得十分突出。此外，保障电力和天然气供应安
全也是能源安全的重大问题。
为应对和解决能源发展遇到的严峻挑战，满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对能源供应
及其供应质量提出的较高要求，未来我国应实行可持续能源发展战略。无论是从
维系能源供应、改善环境、还是提升国家能源安全度的角度考虑，“节能”都应
是这一战略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同时，“能源供应结构多元化”应是这一战略
的突出内容。从全球特别是发达国家能源发展的趋势看，能源消费已经逐步摆脱
了对煤炭的依赖，转向以石油天然气为主并逐步扩大可再生能源的比例；虽然做
出最终由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燃料进入“后石油时代”的判断还为时尚早，但这
一发展趋势已初见端倪。我国应把握住这一趋势，有意识地在能源领域实行跨越
式发展战略，加快可再生能源发展。通过强力推动节能和可再生能源发展，促进
能源发展方向和发展方式的“转型”和可持续发展机制的建立，从而为能源的长
期可持续发展奠定重要基础。因此可以说，强力推动节能和可再生能源发展，是
促进能源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
（２）支持满足经济翻两番的能源需求
经济发展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首要目标。按照“十六大”提出的目标，到
2020 年实现经济翻两番，按照购买力平价（ＰＰＰ）折算，届时我国人均 GDP
将超过１万美元。能源是经济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能源小康是实现经济翻两番
目标的基本保障。实现经济翻两番意味着 2020 年时我国经济活动总量和能源需
求总量将有大幅度增加。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需要多少能源支撑经济
发展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采取何种经济、能源、环境等方面的政策。有关
2020 年我国能源需求情景的研究结果表明，在实现相同经济增长目标的前提下，
如果采取正确的能源战略和相关的政策措施，未来 20 年我国能源需求将有可能
保持相对较低的增长速度，强化政策情景下 2020 年一次能源需求(25 亿吨标准煤)
较之基准情景(33 亿吨标准煤)，存在着少用 8 亿吨标准煤的可能。这意味着未来
20 年我国有可能利用较少的能源投入支撑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也有可能在远
低于目前发达国家人均能源消费量的条件下，进一步显著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满足 2020 年我国经济翻两番的能源需求、同时将届时的潜在能源需求减少
8 亿吨标准煤的前提，是有效实施可持续能源发展战略，这包括强化节能、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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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可再生能源在内的多种多样的能源的开发等。有关 2020 年我国能源需求情
景的研究结果表明，如果采取强化节能和提高能效的政策，到 2020 年能源消费
总量可以减少 15%到 27%；预计在 2000－2020 年期间，我国可累计节能 10.4 亿
吨标准煤，价值 9320 亿元；单位ＧＤＰ能耗将每年下降 2.3%— 3.7%，虽然下降
的幅度与过去 20 年相比可能趋缓，但仍将大大超过届时世界 1.1%左右的年均下
降率。由此可见，节能和提高能效有着巨大的潜力和可能，能否以较少的能源投
入实现经济增长的目标，在较大程度上取决于节能的潜力能否有效挖掘出来。相
关研究结果显示，如果相关支持政策到位，到 2020 年我国可再生能源年开发量
可达到 4-5 亿吨标准煤。可再生能源供应能力的增加及其对煤炭的替代，还将对
减少 2020 年我国潜在能源需求产生重大影响。有研究表明，能源结构的优质化
对能源需求总量影响很大，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的比重每下降一个百分点，相应
的能源需求总量可降低 2000 万吨标准煤。由此可见，强力推动节能和可再生能
源发展，将为满足 2020 年经济翻两番的能源需求提供支持和重要保障。
(3)提升国民经济整体竞争力的重要途径
强化节能和加快可再生能源发展，同时也是提升我国国民经济整体竞争力的
重要途径。加入 WTO 后，我国经济已直接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各行各业纷纷加入到激烈的国际竞争行列。国与国之间的经济竞争，主要地表现
为各国企业之间的竞争。在这一新的国家发展背景下，竞争战略无可避免地成为
了我国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内容。实现 2020 年经济翻两番的关键，在于努力提
高产业和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
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节能是降低成本、提高效益、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国际上，发
达国家以及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都意识到节能对提高本国企业竞争力的重要
作用，并发展了多种节能政策、措施和机制来促进节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
中国家，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对能源的依赖比发达国家大得多。2001 年，全国终
端能源用户用在能源消费方面的支出达 1.25 万亿元，占ＧＤＰ总量的比例为
13%，而美国仅为 7%。从能源利用效率来看，我国单位产品的能耗水平较高，
目前钢铁、化工、建材等 8 个传统高耗能行业的单位产品能耗平均比世界先进水
平高 47%，而这 8 个行业的能源消费占工业部门能源消费总量的 73%。按此推
算，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我国工业部门每年多用能源约 2.3 亿吨标准煤。另一
方面，当前在国际贸易中，技术壁垒已占非关税壁垒的 30%，并且有继续扩大的
趋势；其中“绿色贸易壁垒”随着人们对全球环境的关注而日益凸显，发达国家
实施的强制性能效标准和标识已经成为新的非关税贸易壁垒，将对我国家用电器
和机电等大宗产品出口带来冲击。强化节能对打破“绿色贸易壁垒”、提高我国
企业国际竞争力将起到重要作用；特别是对能源支出占生产成本较大比重的钢
铁、化工企业来说，节能更是提高企业竞争力的关键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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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高新产业，占领新的经济制高点，是各国提高经济竞争力的突出努力
方向。可再生能源产业在我国属朝阳产业，是潜在的经济增长点。从全球范围来
看，可再生能源产业呈加速发展之势。丹麦、荷兰等可再生能源发展起步较早的
发达国家，已经确立了在这一新兴产业领域的优势地位；目前全球 90%以上的可
再生能源市场为发达国家所控制。由于起步较晚，我国可再生能源产业整体实力
不强，企业规模小，市场规模有限；在风力发电、光伏发电、生物质能发电和生
物质制取液体燃料等主要领域，不仅技术上至少落后于国际先进水平 10-15 年，
而且产品成本居高。面对国际上强大的竞争对手，我国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发展面
临严峻挑战。如果不奋起直追，我国可再生能源产业与国际竞争对手的差距有可
能进一步拉大，不仅难以占领国际市场，连保住国内市场恐怕都将成为问题。可
再生能源产业不同于一般产业，科技含量较高，其产业发展需要较长时间的技术
开发和市场积累。世界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事实证明，谁拥有可再生能源资源和先
进技术，谁就会在未来的竞争中占据主动。为提高我国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国际竞
争力，迫切需要加快可再生能源技术进步和机制创新，推动可再生能源产业迅速
发展。
(4)支持实现环境小康目标、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有效手段
环境小康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但如何满足小康社会对环境的较
高要求面临着巨大挑战。我国二氧化硫和二氧化碳排放量已分别居世界第一位和
第二位；环境污染、特别是大气污染问题已比较突出，造成了高昂的经济成本和
环境成本，并对公众健康产生了较明显的损害。国内、外研究机构的相关研究结
果显示，我国大气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占ＧＤＰ的 3-7%。鉴于我国以燃煤为主
的能源结构是造成大气质量严重污染的主要原因，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
中，我国能源的发展将面临越来越强的环境约束。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环境容量的制约。要使二氧化硫排放量处在生态系统能承受的降解能力
之内，全国最多能容纳 1620 万吨左右；氮氧化物的环境容量也不会高于 1880
万吨，这些标准应是大气环境小康的最低要求。有数据表明，目前我国已经存在
着环境“透支”。根据有关 2020 年我国能源需求情景分析的结果，到 2020 年，即
使按照污染物产生量最少的强化政策情景，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产生量也远远超
过环境容量所承受的范围，如果满足目前的控制水平，两类污染物需削减量分别
达到 2436 万吨、1641 万吨，削减率分别为 60.1%、46.6%；如果是污染物产生
较多的基准情景，届时可能出现的大气污染将更为严重。
二是全球温室气体减排的制约。到 2020 年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预计在 13 亿
吨－20 亿吨，人均碳排放水平在 0.9 吨－1.3 吨。如果美国签署《京都议定书》，
我国将是下一个纳入限排承诺的“目标”。2020 年以后我国将难以回避温室气体
排放增长限制的承诺。随着温室气体的限排，二氧化碳的边际削减成本将趋于上
升。因此，未来我国能源的发展将受到来自全球环境的越来越大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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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实现环境小康目标、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要求我国能源供应要从简单满足
经济发展的基本需求为目标，转向在满足需求的基础上重视环境效益的双重目
标，实现经济、环境的协调发展。节能被证明是解决能源环境问题的有效的、经
济的措施；而可再生能源又是国际公认的对环境没有破坏的清洁能源，如果以煤
发电每千瓦时排放的二氧化碳量为 1.0 的话，那么天然气发电、太阳能热发电、
太阳能光伏发电、风力发电、地热发电和水力发电每千瓦时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则
分别为 0.66、0.33、0.20、0.07、0.04 和 0.02。国际上，发达国家把节能和可再
生能源发展作为改善国内环境、特别是应对全球温室气体限排压力的重要手段，
并给予等多方面的政策支持。通过强化节能和加快可再生能源发展，可从减少能
源需求、清洁的可再生能源对常规化石能源的替代两个方面有效地减少国内能源
生产利用对环境和健康的影响，支持环境小康目标的实现，同时有效减少温室气
体的排放量。通过强化节能，预计在 2000 年－2020 年期间，全国可累计节能 10.4
亿吨标准煤，相当于减排二氧化硫 1880 万吨、二氧化碳 6.56 亿吨。通过建立可
再生能源规模供应能力，一方面可实现对常规化石能源的有效替代，同时还可对
能源需求产生重大影响，实现双重减排二氧化硫、二氧化碳的效果。
(5)提高能源普遍服务水平的现实需要
全面小康不仅仅是经济概念，同时具有广泛的社会内涵。为全社会提供现代
能源供应，使全社会都享受到普遍、公平的能源服务，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
要内容。目前我国城乡居民在获得现代能源供应上还存在较大的不公平性，全国
还有约 ２ 万个村、８００ 万户没有电力供应，远离现代文明，解决这些地区居民的
基本电力供应问题是有待完成的社会发展任务；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追求提高
生活质量的广大农村地区的居民将不满足于传统可再生能源的低效利用，对优质
能源的需求会不断上升；城市贫困家庭基本的生活用电还难以保障。总的来看，
目前的能源服务水平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相比还有较大距离。
强化节能、特别是加快可再生能源发展，有利于缩小城乡居民在获得现代能
源供应上的差距，提高全国能源普遍服务水平。可再生能源发展对解决数百万

边疆、海岛、偏远地区以及少数民族地区的用能问题将发挥关键作用。
能源普遍服务的深层次意义在于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特别要指出的
是大力开发可再生能源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要方面，这不仅可以缓解西
部边远地区能源短缺问题，逐步改变当地居民沿袭千百年的传统的用能方式和炊
事方式，更重要的是有助于改变当地贫困落后的面貌，促进西部经济、社会的发
展。
(6)创造就业机会的迫切要求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稳定社会就业形势是保持社会稳定和国家长
治久安的一项根本性任务。我国人口数量的持续增长、劳动适龄人口的不断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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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劳动力供求矛盾突出，就业形势严峻，影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加剧了
收入差距的扩大。
“十五”期间，全国新增劳动力供给总量将升至峰值，达到 4650
万人，就业压力将会明显增加。随着我国加入 WTO 以及产业结构调整和企业改
革步伐的加快，结构性失业问题将更加严重。同时农业剩余劳动力已有 1.5 亿人
以上，“十五”期间估计每年还要新增加 500-600 万人，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的
任务十分艰巨。
发展节能产业、特别是节能服务业，加快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可有效创造
新的就业机会；节能／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对相关产业的推动，也会带来新的就
业机会，这将对缓解我国人口增长带来的就业压力产生积极的作用。同其它能源
产业相比，节能和可再生能源产业存在着巨大的发展空间。经验表明，发展节能
和可再生能源产业，可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如丹麦的风电产业，通过其设备制
造、维护、安装和咨询业的发展，１９９９ 年为该国提供 １．５ 万个新的国内工作岗
位和 ６０００ 个海外工作机会；巴西通过发展乙醇燃料已安排了数十万个劳动力；
我国小水电企业职工超过了 ５０ 多万人。有关估算表明，通过强力推动节能和可
再生能源发展，到 ２０２０ 年节能产业和可再生能源产业可为社会提供数百万个新
的就业机会。
１．３ 为什么需要设立节能及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
我国为什么需要设立节能及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并以此为动力促进节能和
可再生能源发展？这是因为：（１） 缺乏有力的经济激励政策支持是节能和可再生
能源发展的重大障碍；（２） 电力重组使节能和可再生能源发展面临新的困难；（３）
建立基金以推动节能和可再生能源发展，是众多国家的成功经验。
（１）缺乏有力的经济激励政策支持是节能和可再生能源发展的重大障碍
国内外多年的节能经验表明，节能需要适当的政策支持，特别是财政、税收、
价格等方面的经济激励政策的支持。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初，我国政府制
定和实施了一系列的节能经济激励政策，包括：设立节能专项资金用于支持节能
基建和节能技改项目；企业节能项目贷款实行利率优惠；企业节能效益实行税前
还贷；设立企业节能专项奖，奖金计入成本，免征奖金税等。这一时期我国取得
的节能成效有目共睹，应该说节能经济激励政策居功至伟。
我国经济体制的转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初步建立，使得市场得以发
挥对资源的配置作用，为经济激励政策发挥更大的节能支持作用创造了有利条
件。以能源价格为例，90 年代中期以来，除发电用煤外，指令性煤价完全放开
后，对高耗能行业和缺煤地区节能降耗、提高能效产生了明显的积极影响；1998
年原油价格与国际接轨后，原油价格的上升，促进了原油加工企业节能降耗，降
低生产成本，同时也促进了油品消费企业的节油降耗工作。
然而，90 年代中期后，随着国内能源供需矛盾的暂时缓解，加上税收、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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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济体制改革的影响，我国节能经济激励政策趋于弱化，原来在计划经济时期建
立的节能经济激励政策基本已失效，节能专项资金、三电资金先后被取消或停征；
现有的经济政策向节能倾斜力度不足，降低了节能项目的吸引力和与其它项目的
竞争力。虽然近年来政府在建立新的节能经济激励政策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但
总的来看，符合我国国情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容的节能经济激励政策还比
较缺乏，成为推动节能的重大障碍。
节能是高度分散的二次投资行为，即使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节能市场失灵
也客观存在。有鉴于此，市场经济国家基本上都制定了适当的节能经济激励政策
来促进企业和社会节能，促进节能市场的发展和完善。当前及今后相当长的时期
内我国将处于市场经济初级阶段，节能的推进面临投资、技术风险、信息等诸多
市场障碍。我国节能市场和资本市场存在严重的信息脱节，金融机构、民间投资
者对节能项目的可赢利性缺乏了解，对节能投资的潜在风险颇多疑虑，节能项目
的融资艰难。由于市场失灵和市场障碍的客观存在，我国巨大的节能潜力难以自
行实现，需要政策干预和引导，特别是对节能投资的鼓励和拉动需要有强力经济
激励政策。
与节能相比，可再生能源的处境更为艰难。其主要表现为：一是可再生能源
的发展没有纳入政府的议事日程。二是长期以来，可再生能源建设项目没有常规
能源建设项目那样的固定资金渠道。虽然编制了长远规划和年度建设计划，但缺
少必要的资金支持。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是对可再生能源可以减少或替代常规
能源及其对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意义认识不足。
近 10 多年来，为了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我国相关的主管部门曾制定并出
台了一些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政策。但是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管理机构
的变化和有些政策规定的不完善，致使一些政策随之消失（如“关于风电并网发
电管理规定”等），一些政策名存实亡（如计委和科技部 1999 年 44 号文中的一
些规定），一些政策因难以执行而未执行（如关于小水电 VAT 按 6%征收的规定
等）。资金短缺一直是制约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关键性因素，至今未能获得解决。
当前我国可再生能源正处于发展的关键时期。在今后 20 年，我国可再生能
源能否实现突破性发展，形成规模效益，关键就在于强有力的经济激励政策的支
持。

（２）电力重组使节能和可再生能源发展面临新的困难
国内正在进行的以建立竞争性电力市场为主旨的电力重组，使节能的推进面
临新的困难。在电力重组背景下，电力市场的主要行为方—电力公司对节能基本
上持消极态度。节能项目将减少电力消费，同时对电价造成下调的压力。在当前
的电价体系下，电力公司的收入和利润直接地与电力销售量挂钩，电力消费的减
少、电价的下调将直接地影响电力公司的收入和利润，这显然有悖于电力公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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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缺乏适当的经济激励成为了电力公司投资节能项目的最大阻力。
电力重组也使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处于更为不利的地位。竞争性电力市场的基
本特征是：发电企业的收入基于电力市场价格而非发电成本。可再生能源发电技
术的发展在时间上远滞后于常规发电技术，即使在可再生能源发展较快的发达国
家，可再生能源的发电成本也明显高于常规发电的成本。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的
发展起步晚、起点低，目前尚处于发展的初期，市场竞争力弱，面对发电成本较
低的常规能源发电的竞争，客观上处于劣势。在一个竞争性的电力市场环境中，
如果没有适当的政策、特别是经济激励政策的支持，可再生能源发电势难得到大
的发展。
（３）建立基金以推动节能和可再生能源发展，是众多国家的成功经验
国际上，不少国家、特别是电力重组先行国家在节能和可再生能源发展经济
激励政策方面的的探索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建立有利于节能和可再生能源
发展的电价形成机制；二是采用适当的融资渠道来筹集和建立公益基金以推动节
能和可再生能源发展。国外利用公益基金来支持节能和可再生能源发展已有 ２０
多年的历史，目前已有多个国家建立有旨在支持节能和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公益基
金，包括美国、英国、日本、法国、德国等主要发达国家，以及巴西、印度等主
要发展中国家。国外的实践证明，这类公益基金的建立和投入使用，对节能和可
再生能源的发展形成了有效的支持，产生了可观的经济效益、环境效益以及其它
社会效益。特别是在英国、美国等已实施电力重组的国家里，公益基金在竞争性
电力市场环境下对节能和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的支持取得了明显的成功，实现了可
观的节能量，促进了可再生能源发电容量的增长。以英国为例，“能源效率绩效
标准项目”是公益基金支持节能的内容之一，该类项目旨在使居民用电户和小型
工商业用电户从节电中受益；为期 4 年的第一轮能源效率绩效标准项目执行的结
果（１９９８ 年 ３ 月截止），共投入公益基金 1.02 亿英镑，用于支持 500 多个节电项
目，在这些项目的经济寿命期内，预期可节电 68 亿 KWh，节电量相当于 200 万
个英国家庭的年用电量，同时可减少 CO2 排放量 600 万吨。在公益基金的有效
支持下，英国的可再生能源发电能力实现了快速增长，目前已达 821MW，可再
生能源年发电量约 50 亿 KWh，相当于年减排 CO2 约 110 万吨(按碳当量计)。事
实上，公益基金在国际上已成为一种广受欢迎的政策，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酝酿
采用这一政策来支持本国节能和可再生能源的发展。
鉴于缺乏有力的经济激励政策已成为我国节能和可再生能源发展的重大障
碍，而正在进行的电力重组更使节能的推进和可再生能源的发展面临新的困难，
建立有力的经济激励政策来支持节能和可再生能源发展已然成为迫切的现实需
要。借鉴国际经验，政府要在电力重组背景下推进节能和可再生能源发展，建立
科学合理的电价形成机制、以及建立公益基金是可供考虑的选择。但一般地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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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电力重组将经历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过程，科学合理的电价机制的形成尚需时
日，至少在电力重组的过渡期内，难以指望电价对节能和可再生能源发展形成有
效的支持。因此，通过建立公益基金来支持节能和可再生能源发展是合乎逻辑的
考虑。从有效性和可行性综合考察，建立公益基金支持节能和可再生能源的设想
将是较佳的政策选择。公益基金对节能和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支持作用，可由国际
上众多国家公益基金的使用效果预证。与电价支持、以及其它可能的节能和可再
生能源发展经济激励政策选择相比，建立公益基金的设想易于在短期内实现。首
先，此前政府已有随电价加收若干种基金的实践经验，政策上易于把握。其次，
拟建立的公益基金的支持对象是事关全社会福祉和国家长远利益的节能和可再
生能源发展，易于为公众理解和支持，实施的社会阻力较小。第三，公益基金易
于体现政府的意志，有利于实现与市场手段的结合。因此，建立公益基金的设想
是较为现实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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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外节能和可再生能源发展公益基金的相关经验及其启示
国际上，为数不少的国家建立了公益基金来支持节能和可再生能源发展。总
的来看，在建立了公益基金的国家里，公益基金的使用，对这些国家的节能和可
再生能源发展产生了不同程度的促进作用。这些国家发展了多种多样的融资机制
来为公益基金筹集资金，在基金管理、配置使用、基金使用效果评估和基金监督
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国外公益基金的相关经验，对我
国公益基金方案的设计具有启示和借鉴意义。
２．１ 设立背景
国外公益基金设立的具体背景不尽相同，但各国设立公益基金的动机基本相
同，即出于维护和支持国家利益和公众利益的战略考虑。对于设立了公益基金的
国家而言，节能和发展可再生能源不仅符合公众的共同利益，同时也符合国家长
远利益。节能和发展可再生能源对于这些国家及其公众的价值主要在于：促进节
能和可再生能源技术进步，有效降低能源成本，提高产业竞争力；有效减少能源
需求，促进能源供应结构的多样化，提高国家能源供应的安全性；促进经济发展，
创造新的就业机会；促进能源供应清洁化，减少化石燃料消费及与之相关的污染
物排放，改善本国区域环境；减少与能源活动密切相关的温室气体排放，为改善
全球环境做出积极的贡献，在国际社会树立负责任的良好国家形象。因此，在这
些国家里，出于对上述因素的全部或部分考虑，长期以来节能和发展可再生能源
都得到政府政策的扶持。
这些国家均为市场经济国家，追求建立可持续的节能和可再生能源市场是这
些国家为之努力的目标。然而，一些国家如英国、美国等先后实施了电力市场化
改革。一般情况下，可再生能源发电与常规化石燃料发电相比尚不具备商业竞争
力；节能也有悖于竞争性电力市场中的主要行为方—电力公司的利益。因此，在
一个竞争性的电力市场环境下，节能和可再生能源市场的发展面临极大的挑战。
公益基金的建立，可为节能和可再生能源市场的发展提供必要的经济激励和动
力。另一方面，即使没有电力市场化改革的影响，节能和可再生能源市场的发展
也面临诸多市场障碍，包括：信息障碍；高交易成本；融资困难等。公益基金的
建立，有利于克服这些障碍，促进节能和可再生能源市场的发展。
２．２ 典型的公益基金
国际上，利用公益基金来支持节能和可再生能源发展已有多年的历史。事实
上，公益基金在国际上已成为一种非常流行的节能和可再生能源发展支持政策，
并已为多个国家采用。迄今为止，国际上已经有美国、澳大利亚、奥地利、巴西、
丹麦、法国、德国、意大利、印度、日本、新西兰、韩国、瑞典、西班牙、荷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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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爱尔兰、比利时、挪威等约 ２０ 个国家先后建立了公益基金。下面以美国
和英国为典例介绍国外公益基金的情况。
（１）美国加州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公益基金
基金建立背景：加利福尼亚州是美国人口最稠密的州，电力消耗居全国首位。
由于加州有着相对丰富和多样性的可再生能源资源，加州的可再生能源电力开发
利用一直名列前茅。１９９８ 年加州在本州推行电力重组，在零售电力市场中引入竞
争机制。为了保障在新形势下的可再生能源发电，在加州电力重组法（州众议院
１８９０ 号议案）中要求，以强制性形式对电力销售征收电力附加费，并建立公益
基金，用来支持本州的可再生能源发电。
基金来源：按每千瓦时用电量计，针对所有终端电力用户随电价加收一项电
力附加费—系统效益费，多用电多付费。
基金管理机构：电力重组法中责成加州能源委员会（ＣＥＣ）采用市场机制对
基金进行分配和管理。加州能源委员会对系统效益费的征收期限、征收规模以及
基金运作方案等方面的大多数建议，都作为议案内容成为法律。
基金征收规模：在 １９９８－２００２ 期间，征集基金总额为 ５．４ 亿美元。从 ２００２
年开始，每年征收金额为 １．３５ 亿美元，相当于通货膨胀较小年度的电力销售收
入的增长额。
基金分配方案：按照加州电力重组法中规定的基金配置方案，在 １９９８－２００２
期间征收的 ５．４ 亿美元的基金分配方案是：４５％支持现有可再生能源，其目的是
帮助 １９９６ 年以前营业的可再生能源厂家完成向竞争性市场的过渡，如地热、小
水电和废弃物及垃圾填埋沼气等；３０％支持新的可再生能源，其目的是启动开发
大型的可再生能源发电厂；１０％支持新兴的可再生能源，合格的“新兴”技术包
括加州能源委员会认可的光伏发电系统、太阳能热电系统、利用可再生燃料的燃
料电池及小型风电机组；１５％支持用户可再生能源购买，主要用于用户在竞争性
市场中购买可再生能源产品时得到适当的折扣，最早的最高限额是 １．５ 美分／千
瓦时，对大型的工业用户每年的最高限额是 １０００ 美元／户，还有一部分用于可再
生能源消费者教育营销计划，使消费者对可再生能源利用的好处有更广泛的了
解。２００３－２００６ 年期间的基金分配方案有所调整，对现有可再生能源支持比例从
４５％降到 １５％，对新可再生能源比例从 ３０％增加到 ４５％，对用户可再生能源购买的
比例从 １５％增加到 ３０％，这种调整反映了加州未来的电力市场迫切需要新的发电
容量。
基金使用效果：在现有可再生能源方面总共支持 ２５９ 个项目，总容量达到
４１００ 兆瓦。据 ２０００ 年的调查和评估结果表明，约一半的可再生能源发电商表示，
如果没有这项基金的支持，他们就会减产或完全停产。在新可再生能源方面，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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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招投标中，５６ 个竞标项目中 ５５ 个中标，最终扶持新生产装机容量 ５４３ 兆瓦；
第二次招投标中，２８ 个竞标项目中 １７ 个中标，最终扶持新生产装机容量 ４７１ 兆
瓦。在新兴可再生能源方面，用 ５２０ 万美元扶持了 ５８１ 个系统，总装机容量达到
３．５ 兆瓦。
加州设立系统效益费来建立可再生能源发展公益基金的做法为美国其它实
施电力重组的州所效仿，目前全美国有 １５ 个州建立了可再生能源发展公益基金；
有 ２２ 个州建立了节能公益基金。
(2) 美国佛蒙特州的节能公益基金
美国佛蒙特州的节能事务由公共事业部管理。1999 年 9 月公共事业部制定
了节能项目的实施计划；2000 年 3 月佛蒙特节能公益基金开始实施。佛蒙特节
能公益基金建立的目标是促进节能市场转换和得到相关资源，因此，基金将考虑
所有的节能技术和节能项目的服务形式。当年 12 月公共事业部通过竞标形式选
择一个独立机构对基金进行管理。佛蒙特节能公益基金通过按用电量收取线路费
的方式征收资金，前五年的征收标准是 0.0029 美元/kWh。
佛蒙特节能公益基金的管理和监督系统由公共服务部、佛蒙特节能项目管理
部门、顾问委员会、合同监理部门和财务代理部门构成。公共服务部是独立制订
政策的部门，负责与佛蒙特节能项目管理部门、合同监理部门和财务代理部门签
订合同；批准佛蒙特节能项目；做内部年度预算；确定年度节能公益基金收费标
准；向立法机关提供报告。佛蒙特节能项目管理部门负责节能项目的设计、立项、
公布项目和子合同签订。顾问委员会是由董事会指定的各利益方组成，其职责是
只提供顾问咨询，没有管理权限。合同监理部门负责管理项目的实施情况，解决
争议，如达不成和解，将问题反映给董事会。财务代理部门负责基金的收支工作。
2000~2002 年，佛蒙特节能公益基金的总收入为 79.5 万美元，这些费用根
据项目的年累计节电量、总体资源效益、直接市场影响和市场转变成效等因素扶
持和鼓励节能项目，3 年中每年节电 60359MWh，总节约量超过 2000 万美元，
平均节能成本$0.029/kWh。对佛蒙特节能公益基金支持的项目的评价结果表明，
在 21 个节能绩效指标中，有 20 个达到或超出预定目标，对促进节能发展产生
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3)英国的碳基金
英国的碳基金于 ２００１ 年设立，其资金来源为气候变化税的税收收入。设立
碳基金的目的是：支持工业部门和公共部门采用已有的低碳技术；支持所有部门
新型低碳技术的开发、研究和创新。碳基金支持和管理三个节能项目：
①能效最佳实践项目。其支持内容包括：节能信息传播、节能指导、研究和
开发支持，并主要针对中小企业；２００１ 年该项目的预算为 ２７００ 万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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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低碳技术创新项目。该项目采用多种激励机制（税收激励、补贴、贷款）
来促进新型低碳技术的开发和商业化；２００１ 年该项目的预算为 ３６００ 万欧元。
③资本津贴计划。该项目由碳基金和财政部共同管理，通过提供特别折旧优
惠（节能项目的总投资在第一年可全部折旧）而促进节能投资；２００１ 年该项目的
预算为 １．１３ 亿欧元。
２．３ 融资机制
归纳各国公益基金的资金筹集渠道，主要有以下三种。
（1）电力附加费
电力附加费，即在零售电价上再征收少量附加费，利用附加费作为公益基金，
支持节能和可再生能源发展。附加费可以按照用电量征收，如每度电征收零点几
美分；也可以按照零售电收入的百分比来征收，某些公益基金还采用对每个用户
按月或年收取固定费用的方式征收。附加费大多在配电方加，也可以在输电或发
电方加。电力附加费征收方式被认为是一种比较合理的资金筹集机制，通过对所
有电力用户要求交纳电力附加费，支持节能和可再生能源，减少用电带来的环境
污染。在最近的 １０ 年里，通过征收电力附加费来为公益基金筹集资金的方式在
国际上越来越流行，丹麦、英国、德国、比利时、意大利、荷兰、挪威、巴西等
国家，以及美国的许多州都采用了这种筹资方式。
（２）排污费或污染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一些欧洲国家对发电厂或电力公司征收污染税或污染
费。这些国家将污染税中的一部分资金作为公益基金来支持节能和可再生能源发
展。如 ２００１ 年，英国设立了气候变化税，它是一种针对工业部门能源消费和 ＣＯ２
排放而征收的专项税。英国通过征收气候变化税，每年可筹集到 １０ 亿英镑的资
金，其中的 ２０％用于支持节能（其中的绝大部分注入碳基金）。这一资金筹集方式
的主要优点是：一旦排污费／税的设立获得通过，公益基金的资金来源就有较充
分的保障，并且具有可持续性。这一方式的主要缺点是：公众对新增税收的反应
比较敏感，对能耗密集型产业可能会带来较大的影响。因此，这一资金筹集方式
实施的阻力较大，目前在国际上的应用还不普遍。但随着环境保护的加强，可能
有越来越多的国家采取这种做法。
（３）一般性税收收入
这一资金筹集方式的实质是一种财政拨款，即利用政府一般性税收收入的一
部分作为公益基金来支持节能和发展可再生能源。采用这一方式时，公益基金要
纳入政府财政预算，实行专款专用。这一方式的主要优点是：对公众而言不增加
税收负担，对相关企业来说也不会影响其利益。因此，这种资金筹集方式较易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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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在一些早期建立公益基金的国家中，这一方式被较多地采用，包括丹麦、
瑞典、英国、日本等国家。这一方式的主要缺点是：容易因为国家经济状况的好
坏和政府财政预算变化等因素的制约，使资金筹集缺乏确定性和持续性。由于这
一原因，近年来，这一方式的采用在逐渐减少，一些原来利用这一方式的国家正
在考虑放弃，如日本在考虑放弃这一方式。
国际经验表明，尽管很多国家的公益基金的资金来自于中央或地方政府的
一般性税收收入，但是，由于每年的政府财政收入需要支付众多的需求，公益基
金资金难以得到保证。相比来看，利用电力附加费或污染税的资金征收方式比一
般性税收收入方式有一定的稳定性和持久性。如果支持可再生能源和节能的主要
目的是为了减少发电过程的污染，那么征收排污税可以算是筹集公益基金资金的
一种最合适的机制。但是，除英国外，目前还没有其它任何国家有过这种尝试。
因此，征收排污税的筹资方式还有待不断积累经验。近年来，国际上较流行的公
益基金资金筹集机制是电力附加费。采用这种机制的理由是：发电对环境造成很
大影响，而用电户对此影响有着特殊的责任，因此，直接从用电户征收资金用于
支持电力行业中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和节能是合理和公平的。另外，作为一种专门
的筹资渠道，这种筹资机制还具有较好的稳定性和持久性。
２．４ 资金筹集规模
从实际上看，各个国家在公益基金的资金征收规模上有较大不同，美国各州
系统效益费的征收水平占零售电价的 1%-3%（其筹资水平为 0.1-0.3 美分／ＫＷｈ），
其中用于支持节能的约占零售电价的 2.5%，用于支持可再生能源的约占零售电
价的 0.75%。在其它国家中，可再生能源发展公益基金的征收量约占零售电量收
入的 0.7%-4%，如英国 NFFO 的征收量占零售电量收入的 0.9%；德国公益基金
的征收是在零售电价上增收 0.7%-4%。节能公益基金的征收量约占零售电量收入
的 1%-3.5%，如巴西节能公益基金的征收设定为电力销售收入的 1%；比利时的
征收量相当于电力销售收入的近 0.5%（每度电 0.01 比利时法郎）；丹麦按用电量
征收，每度电 0.08 欧分，相当于电力零售收入的 1%；挪威节能公益基金的征收
幅度，约相当于电力零售收入的 3.5%。从总体来看，各国在公益基金的征收实
践中，资金征收水平占电力零售收入的 1%-4%。
各国在公益基金资金筹集规模方面的经验表明，任何一个国家的公益基金资
金都不可能完全满足本国节能和可再生能源发展对基金的需求。如美国的佛蒙特
州在现实中发现，该州需要投入高于目前节能公益基金预算的 3-4 倍的资金，才
能将经济上可行的节能潜力变为现实。因此，国外公益基金的资金筹集规模，主
要依据支持节能和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的需要来设定。除此以外，国家在政治上
的可能接受程度、私有化市场对节能和可再生能源发展所起的作用、电价的走势、
以及公益基金运作方案的设计等因素，都影响着公益基金的资金筹集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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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 征收期限
关于公益基金的征收期限，国际上普遍认为：可持续的节能和可再生能源市
场的建立需要较长期的努力和持续的资金投入，如果公益基金的征收期限较短，
则不得不在其征收期限结束后再寻求新的资金来源来支持节能和可再生能源发
展。因此，国外公益基金通常具有较长的征收期限。
事实上，在建立有公益基金的国家里，大多数国家通常并不明确规定具体的
征收截止期限，一些规定了征收期限的国家，通常是在公益基金开始征收后的
４－１０ 年。对这些国家而言，即使到了征收截止期，由于客观上节能和可再生能
源发展仍需要公益基金的支持，公益基金的征收往往还要延续。以美国加州为例，
加州最初设定的系统效益费征收期限为 ４ 年，即从 １９９８－２００２ 年。２０００ 年加州
发生了严重的电力危机，对加州经济造成了极大的冲击，使州政府更深刻地认识
到支持节能和可再生能源发展的重要性，加州立法机构于 ２０００ 年通过了法案，
决定将系统效益费的征收期延长 １０ 年（２００２－２０１１ 年），在此 １０ 年期内，通过系
统效益费的征收为支持加州节能和可再生能源发展筹集多达 ５５ 亿美元资金。
一些国家则事先规定了对公益基金的使用效果进行评估的时间，对这一政策
的有效性进行评价，并在此基础上决定是否继续执行基金征收。在对公益基金的
有效性进行评估时，主要考虑以下方面：基金的使用对达到预定目标是否有效；
基金的使用方向是否合适，是否需要调整；基金的使用是否经济有效，效益是否
大于成本；节能和可再生能源市场是否得到促进；基金是否使全体公众都受益。
２．６ 使用和分配
（１）基金使用模式
就利用公益基金支持节能和可再生能源项目而言，各国发展了多种基金使用
模式。不同的国家采用了不同的基金使用模式。公益基金使用模式的选择，在很
大程度上影响着采取的激励措施类型，也影响到开发和实施的具体项目。
国外公益基金用于支持节能项目时，一般有二种基金使用模式，一是支持“资
源获取”类项目，二是支持“市场转化”类项目。以获得最大节能效果为目的的
节能项目称为“资源获取”类项目，即把节能看作是一种资源。资源获取项目主
要是指那些在短期内能实现收益的项目，以及那些在项目周期内能直接准确衡量
节能效果的项目。公益基金用于支持资源获取项目时，其激励形式可以是支付项
目的增量成本，如超能效标准的住房或商用建筑项目；也可以提供折让形式，如
高效照明项目、采暖或空调系统改造项目。公益基金支持“市场转化”是近些年
来才有的事。由于在节能产品和服务市场上存在着诸多市场障碍，致使大量经济
可行的节能项目未能付诸实施，“市场转化”项目的目的是为了确定节能产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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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的市场障碍，并利用公益基金的支持来减少或永久消除这些障碍，使得将来
在没有公益基金支持的情况下，节能的市场障碍被减少到相当程度，以致于采用
节能产品和服务成为一件普通和平常的事，到那时，则可以认为市场已实现了完
全转化。从而可知，市场转化项目试图改变整个市场的行为，这是一项长期的工
作，短期内难以奏效，而且，要想量化市场转化项目的具体效果也是一件困难的
事。
国外公益基金用于支持可再生能源项目时，一般有三种基金使用模式。一是
用于项目开发，即根据可再生能源项目的装机容量直接给予补贴。大多数公益基
金一般都采用这种模式。二是用于基础设施发展，即基金作为发展资助金支持市
场营销、资源评估、研发和教育以及示范项目等活动。在缺乏可再生能源市场基
础设施的地方，这种模式效果最好。三是用于投资，即利用贷款、类似资本金投
资等形式，直接对企业或项目进行投资，这种基金使用模式强调的是建立一种可
持续的可再生能源市场。
（２）激励机制
在使用公益基金支持节能和可再生能源项目方面，国外发展了多种类型的激
励机制，主要有：
①前期投资补贴：以赠款形式，一般用于支持大型可再生能源系统和节能设
备的安装，或者用来扶持一般性的基础设施开发（例如，资源研究、培训等）。
②服务合同：以赠款形式，对通过合同形式提供的服务，在服务按质按量完
成后支付。
③前期折让：一般用于终端用户购买小型的可再生能源系统或节能设备情
形。
④生产性激励：按可再生能源发电量或节电量进行补贴性激励，一般以 ＫＷｈ
为补贴单位。
⑤低息贷款：向可再生能源和节能公司提供低息贷款，或向购买可再生能源
和节能设备的用户提供低息贷款。
⑥风险投资：利用公益基金向可再生能源或节能公司或项目提供债权投资或
股权投资。
（３）基金分配方式
在选择确定了公益基金使用模式和激励机制之后，基金管理者还需要决定如
何具体分配资金。这通常有三种分配方式可供选择：一是竞争性招标。即基金管
理者向潜在的节能和可再生能源服务提供者征集项目建议书，那些低成本、容易
产生效果、而且能力强的企业将在竞争中胜出。在竞争性招标情况下，基金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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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寻求竞争的最大化和成本的最小化。二是先来先得。即基金向任何符合规定的
项目提供固定额度的激励资金，先来先得，直到所有的资金用完为止。当激励对
象是为数众多的终端用户时，采用此法最好（如果采用竞争性招标，交易成本将
显著增加），如节能型家用电器购买折让项目、小型光伏系统安装补贴项目。三
是双方协商。即基金管理者与项目申请者进行协商谈判后确定资金分配方案。由
于这种方法缺乏竞争，而且容易受到政治干预和影响，大多数情况下应尽量避免
采用此法。
２．７ 管理机构模式
关于公益基金管理机构的选择，目前国际上主要有三种管理机构模式：政府
职能机构、电力公司、独立的非政府机构。这三种管理机构模式在国际上都有应
用，具体选择哪一种管理机构模式取决于各国国情。以美国为例，目前美国 １５
个可再生能源发展公益基金中，有 １０ 个由政府职能机构管理，３ 个由电力公司
管理，２ 个由独立的非政府机构管理；２２ 个节能公益基金中，其中 １１ 个由政府
职能机构管理，７ 个由电力公司管理，４ 个由独立的非政府机构管理。
这三种管理机构模式各有其优点和缺点，至于哪一种管理机构模式最佳，目
前国际上没有定论。政府职能机构管理模式有利于公益基金配置使用的公平性，
但可能因官僚主义和缺乏灵活性而影响基金的使用效率。电力公司通常在 ＤＳＭ
项目的运作方面具有较丰富的经验，其管理节能项目的能力较强，但在管理可再
生能源项目方面经验欠缺。在竞争性电力市场环境下，节电与电力公司的利益之
间存在冲突，难以保障基金配置和使用的公平性，需要有强有力的基金监督支持。
独立的非政府机构管理模式，由于通常是针对管理和运作基金而专门选择或新成
立的实体，因此在机构的业务和职能范围上与能效和可再生能源基金管理有很好
的一致性，具备高质量和高素质的技术和管理人才，在基金配置和使用上具有公
平性。但是这类基金管理机构需要用良好的信誉度和基金管理绩效向政府部门以
及其它相关利益方来证明其存在的价值，特别是对专门成立的新机构来说，将面
临极大的挑战。
无论选择哪一种管理机构模式，公益基金的有效管理都需要具备以下三个基
本条件：①基金的总体目标和相应的具体项目目标必须清晰明确；②在基金实施
过程中需要保持政策的前后一致性；③主要利益方需要就目标、项目设计等达成
一致。主要利益方至少应包括监管者、政策制订者、电力公司、节能／可再生能
源服务提供者。如果项目的设计能达成较广泛的一致性，项目实施的阻力就会较
小。
２．８ 监管
国外的经验表明，要实现公益基金的支持目标、保障基金的有效使用，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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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管理进行有效的监管也很关键。这需要建立客观、透明的基金管理监督机制，
明确各相关利益方的责任关系。对于不同的基金管理机构有不同的监管需要。
①电力公司管理基金。在电力公司作为基金管理机构的情况下，由于公益基
金支持的项目与电力公司的利益往往有冲突，因此，基金监管尤为重要。一般由
电力监管委员会或其它政府职能部门对电力公司的基金管理工作进行直接的、全
面的监督，监督过程中有各相关利益方的参与，并依法和按照监督程序进行。监
督内容涉及基金的目标、实施计划以及项目实施结果等诸多方面，并对基金使用
情况进行严格的审计。在多数情况下，监管机构制订了针对电力公司的基金管理
绩效的奖励或处罚措施。
②政府职能机构管理基金。在政府职能机构作为基金管理机构的情况下，一
般由另外的政府部门对其进行监督。通常会有一个基金管理顾问委员会参与对基
金管理的监督，委员会的成员由各相关利益方的代表组成。委员会对基金的使用
情况将进行独立的评估和定期审计。鉴于政府职能机构管理基金的工作目标与基
金的目标无矛盾或冲突，因此一般没有针对基金管理绩效的奖励或处罚措施。
③独立的非政府机构管理基金。由于独立的、非政府的基金管理机构通常是
为管理和运作基金而专门新成立的实体，因此通常是针对基金管理建立新的监督
机制。在大多数情况下，基金管理机构根据与政府部门签订的基金管理合同对电
力监管机构或某个政府部门负责，接受其监督。基金管理机构的职责、基金监督
机制在基金管理合同中有明确而具体的规定。独立管理机构一般也设置对机构管
理负有法律责任的董事会，基金管理机构的管理人员对该董事会负责。政府部门
依据管理合同对基金管理机构进行监督。这类基金管理机构需要用良好的基金管
理绩效向政府部门以及其它相关利益方来证明其存在的价值。
２．９ 实施效果
国际上，公益基金对节能和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促进作用，是通过利用基金支
持多种类型的节能和可再生能源项目来实现的。国际上 ２０ 来个国家的公益基金
的运作实践已经充分证实了公益基金所能产生的作用和影响。特别是在公益基金
建立时间较早、基金来源较稳定、基金规模较大、基金运作管理得当的国家里，
公益基金起到了有效带动节能和可再生能源投资，促进节能和可再生能源技术发
展，推进节能和可再生能源产业化，促进节能和可再生能源市场的建立和发展等
多方面的综合作用，并最终产生了显著的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其它社会效益。
（１）带动节能和可再生能源投资
公益基金的显著作用是其产生了对节能和可再生能源投资的杠杆作用。根据
国外有关机构的估计，在已经建立了公益基金的国家里，公益基金均产生了不同
程度的带动和刺激本国节能和可再生能源投资的效果，其中英国、美国、日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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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公益基金的杠杆作用比较明显，其所带动的节能和可再生能源投资规模为公
益基金本金的数倍、十数倍甚或更高。
（２）促进节能和可再生能源技术进步和推广应用
技术进步是实现节能的基本途径之一，是加快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的关键。
在建立了公益基金的国家里，公益基金的支持对节能和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发展和
推广应用产生了重要促进作用，这在美国、丹麦、英国、巴西等国家取得了比较
明显的效果。就美国的情况来看，在纽约、佛蒙特、马萨诸塞、俄勒冈和加利福
尼亚等州里，公益基金有效支持了建筑节能技术、高效照明技术、空调／冰箱／
洗衣机等家用电器节能技术、高效电机技术、电机系统节能技术、变压器节能技
术等多种建筑和工业节能技术的发展和推陈出新，以及这些技术的推广应用。丹
麦在利用公益基金支持热电联产技术的推广应用方面取得了相当的成功，目前丹
麦热电机组装机容量占到了全国发电装机容量的 ５６％以上。
在利用公益基金促进可再生能源技术方面，丹麦、荷兰、英国、德国、日本
等国家的成效有目共睹。众所周知，丹麦的风力发电技术是世界一流的，风力发
电不仅在本国得到较好的推广应用，而且丹麦制造的风机还出口到世界的许多国
家。丹麦之所以能有今天的成就，公益基金的支持功不可没。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
来，日本的光伏电池技术取得了长足进展，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光伏发电装
机容量从 １９９４ 年的 １．９ＭＷ 增至 ２００１ 年的 １１５ＭＷ，这其中有公益基金的重要贡献。
（３）促进节能和可再生能源产业化
国际经验表明，在节能和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的初级阶段，政府政策的扶持
是必要的，公益基金作为一种有效的支持政策，起到了促进节能／可再生能源产
业化的重要作用。公益基金对节能产业的促进主要地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支持
节能服务业的发展，二是支持节能工业基础设施的建立。公益基金对节能服务业
的支持效果明显，比较典型的是对“能源服务公司（ＥＳＣＯ）”发展的支持。ＥＳＣＯ
是基于“合同能源管理”这一市场节能机制运作的、以赢利为目的的节能服务实
体，通过与客户签订节能服务合同，为其提供能源审计、节能项目融资、设计、
工程、维护等一系列节能服务，并通过分享节能项目实施后产生的节能经济效益
来获得回报和滚动发展。在美国、英国、西班牙等国家，ＥＳＣＯ 已发展成为一门
新兴的节能服务产业。ＥＳＣＯ 之所以能在这些商业竞争激烈的市场经济国家生存
下来并得到发展，是与这些国家公益基金的建立及其对 ＥＳＣＯ 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公益基金对可再生能源产业的促进主要体现在支持可再生能源工业基础设
施的建立，具体表现在对可再生能源利用设备制造业的投资、支持引进先进的可
再生能源利用设备和生产技术、支持大型可再生能源基建项目（如大型风电场建
设）、支持分布式可再生能源利用设备的市场渗透等多方面。国际上丹麦、荷兰
等国家的公益基金支持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发展是典型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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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促进节能和可再生能源市场的建立和发展
近些年来国际节能的显著表现是市场转型，即试图建立长期的、可持续的节
能市场，这已成为许多市场经济国家为之努力的目标；而国际可再生能源的发展
趋势是谋求建立有效的可再生能源市场。在过去 ２０ 多年里，公益基金是国际上
采用的建立节能和可再生能源市场的重要政策之一。国外公益基金的运作实践表
明，如果公益基金的来源稳定，而且使用合理的话，对节能和可再生能源市场的
支持被证明是有成效的。
在美国，有近一半的州建立了支持节能的公益基金，支持家用电器最低能效
标准、建筑物节能标准、能效标识等，对美国节能市场的建立和发展产生了明显
的促进作用。美国能效经济委员会（ＡＣＥＥＥ）最近受政府委托，对美国全国的节能
项目效果进行了选择性评估，其中许多项目是由公益基金资助的。在评价这些节
能项目效果时考虑了直接节能量、市场转型效果、参与率、客户满意度、投资者
支持等因素。ＡＣＥＥＥ 的评估结果表明，所有被评估的项目都产生了显著的节能促
进效果，并有效促进了美国节能市场的发展。例如，在美国，“能源之星”标识
已经成为广为人知的节能品牌，它有效地影响了用户的购买行为，并帮助开拓了
高效家用电器、节能灯具、高效电动机等节能产品的市场，以及节能型建筑市场。
公益基金的支持还有效促进了美国节能服务市场的成长，目前有数以百计的
ＥＳＣＯ 在这一市场中展开竞争，ＥＳＣＯ 项目的总投资规模每年达数十亿美元。
从全世界范围来看，大多数国家的可再生能源市场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因
此，包括公益基金在内的强有力的政府政策支持是可再生能源市场建立和成长的
关键。利用公益基金为大型可再生能源项目的建设和运行提供资助（项目初投资
补贴、发电激励、电力合同拍卖等）在国际上是常见的做法，并为丹麦、瑞典、
英国、美国等国家较多地采用。公益基金对这些国家可再生能源市场的建立和发
展产生了比较显著的促进作用。丹麦在利用公益基金支持本国风力发电市场方面
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这是众所周知的。在最近几年里，美国采用“拍卖式的发电
激励”方式（在该方式下，通过竞争性招标，选择基金给予资助的可再生能源发
电项目，要求最低资助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将中标），基金利用了累计 ３ 亿美
元的资金支持大型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建设，预计将形成近 ２０００ＭＷ 的可再生能
源发电装机容量，其中约 １６００ＭＷ 为风电，有效促进了本国大型风电的技术和设
备市场的建立。
（５）实现显著的经济、环境及其它社会效益
公益基金有力支持和促进了各国节能和可再生能源发展，并产生了显著的经
济、环境和其它社会效益。
美国在利用公益基金支持节能方面获得了比较满意的效果。有关机构对美国
６ 个公益基金支持节能市场转型项目的研究结果表明，所有这些项目都实现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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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可观的节能量，节能成本不到 US$0.01/kWh，远低于相应的电力供应所需成本。
由于节能有效地减少了火电厂化石燃料的消耗，这些项目所带来的环境效益也相
当可观。其它方面的效益包括有效减少电力峰荷，延缓成本高昂的新电厂投建，
延迟输配电系统更新改造，提高电力系统的稳定性等。ACEEE 最近对美国全国
的节能项目（其中许多项目是由公益基金支持的）进行的选择性评估结果表明，所
有这些项目的总体质量都非常好，其中大约 ４０ 个被授予模范项目的称号。这些
模范项目的总成本为 US$250,000,000，所生产的节能和经济效益包括：年实现节
能量 2,000GWh，累计实现节能量 20,000GWh，削减电力峰荷 500MW，单位节
电成本为 ＵＳ￥0.0125/KWh。此外，这些项目还带来了可观的 NOx、SO2、CO2 减
排效果，同时还为社会提供了新的就业机会。
丹麦在利用公益基金支持节能方面也取得了显著成效。多年来，丹麦利用公
益基金资金，主要通过补贴、折让等经济激励方式来支持多种类型的节能项目的
开展，包括支持企业能源审计项目、节能示范项目、热电联产项目等。以节能环
保效益突出的热电联产为例，２００１ 年，丹麦热电机组装机容量占到了全国发电
装机容量的 ５６％；热电机组发电量占全国发电量的比重从 １９８０ 年的 １８．６％增至
１９９０ 年的 ２７．９％，２００１ 年增至 ５２．６％；热电机组供热量占全国供热量的比重从
１９８０ 年的 ４０％增至 １９９０ 年的 ６０％左右，２００１ 年则增至 ８０％以上；全国发电机组
的供电效率从 １９８０ 年的 35%提高到 １９９０ 年的 38.5%，２０００ 年进一步提高到
４４．９％。总的来讲，丹麦公益基金的建立及其对节能的支持，产生了可观的经济
和环境效益，有效促进了本国企业、特别是能耗密集型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
促进了本国经济、环境的协调发展。
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巴西在利用公益基金支持节能方面取得的成效也引人瞩
目。１９８６－１９９８ 年，巴西为节能项目投入的公益基金资金为 ２．６ 亿美元，同期累
计实现节能量 ５．３ＴＷｈ；避免新建电厂容量为 １，５６０ＭＷ，节约电力投资 ３１ 亿美元；
同时还产生了显著的环境效益和多方面的资源节约效果；总的效益成本比为
12:1。
表１
NFFO1

NFFO2

NFFO3

NFFO4

NFFO5

1990-1998

1991-1998

1994-2009

1997-2012

1998-2013

中标发电能力 (MW)

152

472

627

843

1177

装机容量 (MW)

145

172

293

156

55

平均电价(便士/kWh)

6.5

6.6

4.4

3.5

2.7

有保证的合同期

英国、丹麦、荷兰、日本、美国等国家利用公益基金与其它支持政策相配合，
最终都建立起了相当规模的可再生能源供应能力，由此产生了明显的经济、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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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社会效益。在英国，
《非化石燃料公约》（NFFO）是发展可再生能源的主要支持
措施，该公约为所选择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提供资助。对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
的选择，采用招投标方式，在该方式下，NFFO 的资助被用来支付高于市场的可
再生能源发电成本。１９９０－１９９８ 年，英国共进行了 ５ 次 ＮＦＦＯ 项目合同拍卖，可
再生能源发电企业就高于市场的可再生能源购电合同（ＰＰＡ）进行竞标。英国政府
要求 １２ 家电力公司购买其所在区域的 NFFO 项目生产的可再生能源电力；NFFO
的资助则被用来向这些电力公司支付 NFFO 电价与市场电价（英国电力库电价）
的价差。NFFO 有效地解决了可再生能源发展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购电合同
问题，同时导致了可再生能源电价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大幅下降。例如，在 NFFO3
中，购电合同（ＰＰＡ）的平均电价为 ４．２ 便士／ｋＷｈ，而在 NFFO5 中 ＰＰＡ 的平均电价
降低到了 ２．７ 便士／ｋＷｈ。下表为 ５ 次 ＮＦＦＯ 项目招投标的结果，授予的 ＮＦＦＯ 项目
合同共 ８８０ 个，最终将形成 ３２７１ＭＷ 的可再生能源发电能力，其中 ８２１ＭＷ 已经建
成和投入运行。目前英国的可再生能源年发电量约 5TWh，年减排 CO2 约 １１０ 万
吨碳，年减排 SO2、NOX 分别约 5.5 万吨和 1.6 万吨。
２．１０ 对我国的启示
（１）从使用效果来看，国外公益基金最明显的成效是其所支持的大量有价值
的节能／可再生能源项目，促进了这些国家节能产业化和可再生能源商业化进程，
证实了公益基金作为一种节能和可再生能源发展支持政策的有效性。
（２）国外经验表明，公益基金的设立应建立在有法律法规保障的基础上，并
构造公平和竞争的科学管理模式，注重资金的杠杆作用和成本效益，方能达到促
进节能产业化和可再生能源规模化的目的。
(3)国外公益基金的资金筹集有多种方式，包括设立电力附加费、设置专项
税种（如英国的气候变化税）、公共财政支付等；但无论采用哪种资金筹措方式，
其实质都是能源消费者的贡献。其中征收电力附加费方式在国际上的应用较多，
其优点有：①要求所有用电户交纳电力附加费的集资方式，符合“谁污染谁付费”
的原则，体现其公平性，易为公众理解和接受；②按照电表读数加收小量的附加
费，可以利用现有的收费程序，在操作上简单易行；③这种集资方式年复一年，
积少成多，有较好的稳定性和持续性。我国也有随电价加收若干种基金的实践经
验，比如每度电加收 ２ 分钱，用于三峡工程建设。有鉴于此，采用电力附加费方
式作为我国公益基金的筹资机制是一种值得认真考虑的选择。
（４）各国在公益基金的资金筹集规模方面的经验表明，公益基金规模的确定，
主要是考虑如何满足节能和可再生能源发展国家目标的需求。因此，我国公益基
金的规模应根据节能和可再生能源的“十五”、“十一五”发展规划和 2020 年的
远景规划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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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选择哪种基金使用模式，要根据基金的支持目标、基金规模、节能和可
再生能源发展潜力等因素来决定。由于各国国情不同，许多国家的基金使用模式
都体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有鉴于此，我国公益基金使用模式的选择应在借鉴国
际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而定，基本的选择原则是确保基金对节能
和可再生能源发展形成有效支持。
（６）采用竞争性招标方式作为公益基金的资金分配方式有很多优点，我国公
益基金应特别注重应用这种方式。竞争性招标方式不但能够选择有较好实施效果
的项目，而且对基金管理部门也具有监督作用。当然，竞争性招标也有不足，即
实施成本过高，在选择小项目时宜采用先来先得方式。
（７）基金管理机构有三种模式：政府部门；电力公司；独立的非赢利机构。
这三种管理机构模式各有优劣，在国际上都有应用，不能绝对地说某种模式是最
好的。对于管理可再生能源而言，政府或独立机构优于电力公司；对于管理节能
来说，由于电力改革，电力公司管理的优势被削弱。因此从总趋势看，公益基金
将远离电力公司的管理。我国公益基金管理模式需要在政府和独立机构模式中总
结经验，特别是需要考虑和设计一种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管理机构模式。这种管
理模式应取两者之长、避两者之短，是一种既能利用政府部门宏观调控作用，又
能发挥不同专业机构管理特长的模式，即这种管理模式是一个由多个机构组成
的、在管理上形成互相合作又相互监督的、体现公平、高效的管理模式。
（８）不论采用哪种管理模式，公益基金都需要一个监管机构。这个机构可以
是独立于基金管理部门的政府机构或立法机构，也可以是代表相关利益方的顾问
委员会。监管机构依法和按照监督程序对基金的管理工作进行监督，监督主要包
括对基金支持的项目进行评估，对基金使用情况进行定期审计，监督过程中有各
相关利益方的参与。我国在设计公益基金的管理模式时，应该同时考虑基金的监
管机制。
（９）值得强调的是，尽管建立公益基金已被证明有显著的成果，但它并不是
节能和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唯一促进手段。在实践中将公益基金和其它政策措施相
结合很有必要，能够使基金收到更加显著的效果。
（１０）节能市场和可再生能源市场两者都是非常复杂的多样化市场，多样化的
项目设计和多种技术的综合选择，是基金政策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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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国内有关专项资金／基金的评价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中央和地方政府先后制定了多项鼓励节能、发展电力
事业、开发可再生能源的政策和措施，包括设立了多种专项基金、资金，在资金
的筹集和管理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但到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建立类似国
外的节能和可再生能源发展公益基金模式。
３．１ 国内有关专项资金／基金的类型和用途
改革开放以来的不同时期，政府从服务于国家发展目标的角度出发，采用多
样化、多渠道的筹集资金方式，设立了若干专项基金、资金，有针对性地资助了
重大电力公益事业和节能事业。这些基金、资金来源渠道大体分为两种类型，即：
集资型基金、资金；政府拨、贷款型资金。
（１）集资型基金、资金
上世纪 ８０ 年代我国电力供应紧张，为了解决电力工业的投资来源，政府采
取的措施包括征收电力建设基金，新建电厂还本付息定价，煤运加价等。主要集
资型的电力基金、资金包括： “电力建设基金”、
“三峡建设基金”、
“三电资金”、
“电力需求侧管理（ＤＳＭ）专项资金（地方）”。
①电力建设基金
电力建设基金由“地方电力建设资金”演变而来，始征于 １９８８ 年 １ 月 １ 日，
“九五”时期经国务院批准，改称为“电力建设基金”。电力建设基金来源于电
费加价（０．０２ 元／ｋｗｈ），由用户随电费交纳。２０００ 年底“电力建设基金”并入
电价。电力建设基金的管理模式是：５０％归当地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５０％
归电网管理部门，由征收部门按归属专户存储，专款专用，并纳入审计范围。电
力建设基金滚动使用，回收后全部再投入电力建设。
②三峡建设基金
三峡建设基金的征收是为三峡工程建设筹集足够的资金，由国务院规定，按
不同地区、不同标准征收（贫困地区和农业排灌不在征收范围）。自 １９９２ 年以来
在全国范围内征收（０．００３ 元／ｋｗｈ），由用户随电费交纳；１９９４ 年提高到 ０．００４
元／ｋｗｈ；１９９６ 年对三峡工程直接受益地区及经济发达地区征收 ０．００７ 元／ｋｗｈ；
２０００ 年国家再次加大在发达地区征收三峡建设基金的力度，如浙江省为 ０．０１５
元／ｋｗｈ。三峡电力基金的管理方式与电力建设基金基本相同。
③三电资金
１９９８ 年电力行业政企分开改革之前，作为节电鼓励措施，各地的“三电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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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些节电项目给予财政补贴。“三电办”用于资助终端节电的资金，主要来自
企业电力用户产品和设备电耗超定额罚款、企业电力用户超计划用电罚款等。
１９９８ 年电力企业实行政企分开改革后，中央和地方政府尚未建立起一个适合市
场经济体制的终端节电资金筹集渠道，电力公司也失去了通过“三电办”获得节
电资助资金的来源。
④农网改造资金
我国农村电网改造始于 １９９８ 年。农网改造的目的是增强农村用电供给能力，
改善农村电力管理，降低农村电价，实现城乡用电同价。农网改造资金，由中央、
地方财政和国债资金解决。到 ２００１ 年，第一批全国农村电网建设与改造已结束，
共投入资金 １８００ 多亿元。目前正在进行第二批全国农村电网建设与改造。
⑤电力需求侧管理（ＤＳＭ）专项资金（地方）
除中央政府设立的基金、资金外，河北省于 ２００３ 年 １ 月启动了电力需求侧
管理（ＤＳＭ）专项资金。该项资金是在全省电价所含的城市建设附加费中，按每千
瓦时 １ 厘钱提取专项资金，用于支持电力需求侧管理的技改技措、产品推广和科
研开发等方面投资进行贴息的资金。河北省电力需求侧管理专项资金，是在目前
已征收的电力附加费的基础上不再征收任何费用，并不增加电力用户的负担，只
是对已征收的电力附加费进行重新分配，保证了实施电力需求侧管理有了固定的
资金来源。
该专项资金的管理方式是：将征收到的资金逐级上缴到省级预算外财政专
户。该专项资金属于财政性资金，纳入省级财政年度预算，实行项目预算管理，
并接受省财政厅和省发改委的监督和管理。同时，由于该省加强了省财政部门管
理的力度和监督保障作用，使电力附加费得到合理使用。
（２）政府拨、贷款型资金
为了节约和合理用能，提高能源效率，从 １９８１ 年起，政府将节能计划纳入
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计划中，推动了节能（含节电，下同）工作的开展。
“六五”（１９８１～１９８５ 年）期间，政府制定并实施了鼓励节能的激励政策，建立了
两个节能投资渠道：一是节能基本建设专项投资，从国家基本建设中拿出一部分，
用于支持基本建设性质的节能项目；二是节能技改专项资金，１９８１～１９８４ 年出
自企业折旧基金，１９８５ 年开始使用国家信贷资金，用于节能技改、节材和综合
利用项目。节能专项资金由国家财政给予贴息优惠。
①节能基建专项资金
上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国家陆续出台了多项鼓励节能的经济激励政策，如
１９８１～１９８３ 年印发了《关于使用中国人民银行节能中短期专项贷款有关事项的
通知》和《关于使用银行节能基建贷款的补充通知》中规定：节能贷款用于工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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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节能技术改造，贷款期限最长不超过 ５ 年，贷款利率月息为 ２．１％，用贷款
项目投产后所增加的利润还本付息；补充通知规定贷款期最长为 １０ 年，优惠贷
款利率为 ２．４％。
１９８６ 年国家发出了《关于对部分行业基本建设银行贷款实行差别利率的规
定》，《规定》要求：一、建行节能贷款实行差别利率，５ 年以下的由 ９．３６％调到
５．７６％，５～１０ 年的由 １０．０８％调到 ６．４８％，１０ 年以上的由 １０．０８％调到 ７．２０％；二、
现行节能基建拨改贷项目按 ２．４％利率计算，超过部分给予贴息。节能基建项目
贷款平均利率比商业贷款低 ３０％，节能贷款可在交纳所得税前偿还。贷款差别利
率一直使用到 １９９４ 年，１９９４ 年国家取消了贷款差别利率。１９９９ 年，国家开始压
缩基本建设规模，取消了节能基建项目专项贷款。
②节能技改专项资金
１９８１ 年国家印发了《关于使用中国人民银行节能中短期专项贷款有关事项
的通知》
，
《通知》中明确规定：为了开展以节能为中心的技术改造，国家确定由
中国人民银行安排一部分贷款，用于节能技术改造。使用节能专项贷款有关事项
是：节能中短期专项贷款主要对工交企业耗能大的设备、工艺，进行设备更新和
技术改造；二、贷款期限，从贷款之日起到还清贷款本息止，一般为 １～２ 年，
最长不超过 ５ 年，贷款利率为 ２．１％；三、贷款单位还本付息资金来源，用贷款
项目投产后所增加的利润归还。
１９８５ 年国家印发了《关于 ３ 亿元节能专项贷款实行贴息的通知》，《通知》
指出：１９８５ 年 ８ 月 １ 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决定提高固定资产贷款利率，为调动
企业开展节能技术改造的积极性，国家规定，对节能专项贷款采取贴息的办法，
其贷款利息，原则上财政补贴一半，企业负担一半。贴息按隶属关系，由中央财
政和地方财政分别负担，即中央直属企业向中央主管部门申请，由国家经委会同
财政部、中国工商银行审查批准；地方企业向地方主管部门申请，由地方经委会
同财政厅局审查批准。１９９０ 年，国家又规定每年 ３ 亿元节能专项贷款资金重点
用于节能示范项目。对已成熟的节能技术由地方、行业、企业自行筹措资金安排，
这项规定一直执行到现在。１９９２ 年财政部印发了《煤炭行业风机水泵改造试用
项目节电效益还贷的暂行规定》，《规定》主要内容包括：由国家安排专项贷款；
国家财政贴息 ５０％；以单位设备核算节电量，以节电效益归还贷款。1998 年，国
家取消了节能技改专项贷款，节能技改项目并入大技改项目中，由国债贴息解决。
1998 年以后，地方政府利用财政补贴投资于节能技改项目。为贯彻落实《中
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以下简称《节能法》)，1998 年以来一些省、市陆续
出台了本地区落实《节能法》的实施细则和节能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积极筹集财
政补贴支持节能技改项目。据不完全了解，到 2003 年底，地方节能专项资金有：
北京市节能基金(资金)，每年由市财政拨款 4000 万元，滚动使用；浙江省节能
专项资金，每年由财政预算中安排大约 500 万元左右的节能专项资金；福建省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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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由省财政拨款 100 多万元用于企业节能技改的补助，主要是锅炉改造等节能项
目；深圳市每年利用市能源基金扶持各种节能典型示范项目。其他省市也有类似
的节能专项资金。但总的来看，目前各地用于节能的专项资金比上世纪 80～90
年代大大减少，有的省市已取消或即将取消节能专项资金。
３．２ 国内有关专项资金／基金的使用效果
从资金使用效果上看，国内各种基金、资金在不同程度上达到了预期的目标。
电力建设基金对电源开发给予了有力支持；三电资金带来了可观的节电效果。上
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以来全国电力供应持续紧张的局势，到 １９９７ 年基本得到缓解，
这与“电力建设基金”和“三电资金”的贡献是分不开的。电力建设基金所筹集
的资金有效地支持了那些对国计民生有重要意义的电力工业项目，使许多大型电
站和电网得到改造。在实施征收电力建设基金后，全国电力供应状况得到了明显
改善。“三峡建设基金”为三峡工程建设筹集到约一半的资金，有效地保证了三
峡工程的顺利进展。“农网改造资金”的建立，大大提高了农村供电质量，使农
村供电可靠率得到提高，农村电价明显降低，每年减轻农民电费负担 ３００ 多亿元。
河北省电力需求侧管理专项资金，由于规范了资金管理，提高了资金的使用效率。
例如，“双蓄”工程一次性投资大，用电力需求侧资金进行补贴，使项目投资与
集中供热项目投资相当，调动了投资该类节电项目的积极性。通过实施电力需求
侧管理，可有效地利用高效、节能、蓄能、错峰等用电技术和设备，提高终端用
电效率，缓解该地区电力供需矛盾，提高了经济效益。
节能专项资金的建立和投入使用，产生了显著的节能和经济效益。１９８１～
１９９８ 年，由中国节能投资公司下达的节能基建资金约 ２６５ 亿元，引导地方政府
和企业投资约 ３５０ 亿元，合计 ６１５ 亿元，建成的节能基建项目约 ２３００ 个，形成
年节能能力 ４５８０ 万 ｔｃｅ。节能投资主要安排在四个方面：１）建设重大节能项目；
２）节能示范项目；３）风机、水泵节电设备租赁项目；４）综合利用及污染治理项目。
１９８１～１９９８ 年，由原国家经贸委安排下达的节能技改资金共 １０６．３９ 亿元，引导
地方政府和企业投资 ８８．３６ 亿元，合计 １９４．７５ 亿元，建成节能、节材和综合利
用项目 １８３９９ 个，形成年节能能力 ４４６２ 万 ｔｃｅ。节能项目的实施结果证明，许
多节能项目既带来了企业效益，又带来了环境效益，也通过项目的税收增量增加
了政府的财政收入。但是，由于国家在 １９９８ 年以后相继取消了节能基建和节能
技改专项资金，节能缺少了稳定的资金来源，节能新技术的开发、示范和推广应
用受到了较大影响。
３．３ 国内有关专项资金／基金与国外公益基金概念的比较
（１）国内外基金、资金模式的比较
从以上分析可知，到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建立类似国外的节能和可再生能
源发展公益基金模式。客观地看待国内有关专项资金、基金的现状，必须承认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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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现有的专项资金、基金仍难以有效满足我国节能和可再生能源发展对基金的巨
大支持需求，主要是：
①在中央政府一级，尚没有建立专项用于支持节能和发展可再生能源的基金
机制。我国原有的“电力建设基金”、
“三峡建设基金”、
“三电资金”、
“农网还贷
基金”、“节能专项资金”等资金筹集和使用模式也不同于国外公益基金的模式。
另外，原有的“三电资金”、
“节能专项资金”先后被停征或取消后，国家没有再
建立新的融资渠道来筹集专项用于支持节能（节电）的资金。
由于对发展可再生能源的意义认识不够等诸多原因，国家一直没有建立适当
的、稳定的融资渠道来筹集专项用于支持可再生能源发展的资金，这方面一直处
于空白。
②在地方政府一级，用于支持节能的资金有限，而且节能支持资金来源的稳
定性存在问题。从全国范围来看，目前地方政府用于支持节能的资金比上世纪
８０～９０ 年代大大减少，许多省市已减少或取消了节能支持资金。另一方面，目
前设立有节能支持资金的省／市的资金来源主要是靠地方政府的财政拨款，或者
是利用原有的“三电资金”的有限的沉淀部分，资金的来源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在可再生能源发展方面，没有建立专项用于支持可再生能源发展的资金渠
道。
总之，过去 20 年我国节能在很大程度上围绕着计划经济的模式，政府靠行
政命令来推动企业开展节能工作，但国家财政支持力度有限。随着我国经济体制
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近年来政府对节能的优惠政策越来越少，1998 年以后国家
相继取消了节能基建和节能技改专项贷款。目前一些省市虽然利用地方财政资金
支持节能技改项目，但节能项目少而分散，资金保障程度较低，且不稳定，资金
也无法滚动使用。同时，资金和项目也不能做到公开、公正，没有形成一套完整
的节能项目评价监督体系。现有可再生能源发展政策缺乏市场公平性，可再生能
源与常规能源(电力)的不公平竞争，造成可再生能源生产规模长期难以扩大，成
本和价格下降缓慢。由于缺乏良好的投资开发环境，使得民营资本和产业界的介
入困难，难以形成良性循环。
（２）国内外基金、资金管理和监督机制的比较
上述有关专项资金、基金带来的成效是应予充分肯定的，这些基金、资金是
支持重大能源公益事业的有效途径。从资金筹集和管理方面看，多年来我国也积
累了筹集和管理资金的一些经验。从实际效果来看，无论是集资型的电力建设基
金、三峡建设基金、三电资金、电力需求侧管理专项资金(地方) ，还是政府拨、
贷款型的农网改造资金、节能专项资金，均实现了显著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
环境效益。以电力建设基金为例，其设立得到了国务院的批准，作为电费加价由
电力部门随电费征收，较好地解决了基金来源的稳定性问题。电力建设基金、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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峡建设基金都具有相当的规模，前者为缓解我国 90 年代的电力供应紧张做出了
重大贡献，后者则为三峡工程建设筹集到约一半的资金，有效地保证了三峡工程
的顺利进展。河北省电力需求侧管理专项资金的建立和实施，在目前电力附加费
的基础上不再征收任何费用，并不增加电力用户的负担，只是对已征收的电力附
加费进行重新分配，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电力需求侧资金有了比较固定的来源。
与国外公益基金的管理和监督机制相比，我国在基金／资金的管理、配置使
用、监督等方面还存在较多问题，还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项目评价监督体系，影
响了资金的使用效率。主要的问题是：
①基金的管理有欠规范。国内各种专项基金、资金基本上没有建立一套应包
括预算、计划、配置使用、效果评估、实施监督等内容的完整、科学、合理的基
金管理程序，这在客观上导致了政府部门的基金管理权限甚少受约束；有时“管
理”基金、资金变相地成了“管”基金、资金，基金、资金配置使用的主观性、
随意性较大，在基金、资金配置使用上的权力寻租现象也客观存在，这造成了部
分基金、资金在配置使用上的低效率或无效率。
②基金、资金的配置使用缺乏透明度。基金、资金管理欠规范导致的另一个
缺陷是基金的配置使用缺乏透明度。实际上基金、资金的配置是一种利益的分配，
需要综合平衡和协调各相关利益方的利益，以调动各相关利益方的积极性，减少
基金实施的阻力。但有关基金、资金如何配置使用方面的信息比较缺乏，暗箱操
作的情况时有发生，有利于提高基金配置使用效率的、具备透明性的竞争性招标
方式较少被采用、或者难以得到真正落实。由于缺乏透明度，基金配置使用上的
公正、公平、公开性难以得到充分保障，其结果是影响了基金、资金的配置使用
效率。
③基金、资金的配置使用缺乏灵活性。国内各种基金、资金基本上是根据其
设立时确定的使用方向一成不变地配置使用；对已投放的基金、资金的使用效果
缺乏定期、科学的评估；期间很少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而对基金、资金的配置使
用进行必要的调整。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基金、资金的配置使用效率。
④基金、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督力度较弱。对基金、资金管理部门、基金资
金使用单位的监督缺乏力度；监督方式比较单一，基本上只是由审计部门对基金、
资金进行年度审计；没有建立多样化的基金监督机制，包括舆论监督机制、社会
监督机制等。
(3)国内外节能和可再生能源融资机制的比较
与国外公益基金相比，上述的有关专项资金、基金，实质上还是一种资金的
形式，资金的筹集和使用也不同于国外公益基金的模式。多年来，我国节能缺乏
有效和可持续的经济政策，在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后，与市场经济
体制相适应的节能投资信贷等经济政策还未制定，1993 年国家在财税、金融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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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改革后，节能项目的税收、贷款利率等优惠政策和措施大大减少，甚至取消，
影响了节能的可持续发展。节能资金与节能任务一直不相匹配，据上世纪末有关
部门统计，我国每年的节能资金约占全国基本建设投资的 1%(据了解，当时法国、
美国分别占 3.5%、2%)，而全社会节能资金额仅为需要量的 50%，目前这个比例
还在继续下降。国家在 1998 年以后相继取消了节能基建和节能技改专项资金，
节能缺少了稳定的资金来源，由于节能项目相对基本建设项目规模小，银行系统
一般不愿意给节能项目贷款。由于缺乏融资能力和有效的融资途径，极大地影响
了节能科研、示范和推广应用，节能资金不足妨碍了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
约型转变。
从国外经验看，凡可再生能源发展快的国家，都制定了强有力的激励政策。
我国虽然在有关法律和法规中规定了支持开发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原则内容，
但由于缺乏具体有效的政策规定，操作性差，执行起来困难。由于新能源和可再
生能源一次性投资较大，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显著，但直接经济效益不高，目前
还不具备与常规能源竞争的能力，导致政府对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支持力度较
弱。加之我国投融资体制的限制，对国家、地方财政投入的依赖很大，现有新能
源和可再生能源政策执行力度较弱。.
综上所述，在对国内外节能和可再生能源资金模式、管理和监督机制、融资
机制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比较后，我们认为，我国应在现有各种专项基金、
资金运作经验的基础上，尽快建立我国的节能和可再生能源发展公益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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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节能及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设立方案建议
本节从支持节能和可再生能源发展这一基本目标出发，借鉴国外节能和可再
生能源发展公益基金和国内有关专项资金、基金的相关经验，基于我国的现实国
情，就建议的节能及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的需求规模、可能的融资渠道、基金征
收水平和期限的设定、基金管理机构设置、基金的配置使用、基金的监管等要素
进行具体的分析和讨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具体的节能及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设
立方案建议。
４．１ 基本目标和支持内容
建议设立的公益基金的基本目标，旨在通过公益基金的投入和有效使用，达
到促进节能和可再生能源技术进步和推广应用、有效降低全社会能源成本、支持
建立可持续的节能和可再生能源产业和市场的目的，从而为支持国家“十一五”
节能目标和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和 ２０２０ 年远景目标的实现、以及全面小建设小
康社会这一长远国家发展目标的实现提供多方面的重要保障。
公益基金对节能的支持，原则上包括以下内容：
l

支持现有的、成熟的节能技术的推广应用；

l

支持节能新技术的研究、开发和示范；

l

支持节能产业的发展；

l

支持节能产品和节能服务市场的建立和发展。

公益基金对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支持，原则上包括以下内容：
l

支持成熟的、商业化前景较好的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应用；

l

支持可再生能源新技术的研究、开发和示范应用；

l

支持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发展；

l

支持可再生能源产品和服务市场的建立和发展。

４．２ 资金规模测算
公益基金的资金规模确定，需要综合考虑多方面的因素。借鉴国外公益基金
和国内有关专项资金、基金的相关经验，在确定公益基金的资金规模时，主要考
虑以下因素：
①国家宏观的节能和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这主要基于四方面的考虑：一是
国民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二是为实现国民经济发展战略目标而制定的国家“十
一五”节能和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及 ２０２０ 年远景目标；三是其它节能和可再生
能源支持政策的可能作用；四是对节能和可再生能源市场的可能作用的基本判
断。
②节能和可再生能源供应的投资成本和运行成本分析。这一方面有国内多年
的节能项目和可再生能源建设项目的实践可资借鉴；另一方面，需要对应市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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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技术进步引起的节能和可再生能源投资成本的下降进行合理的估计。特别是
可再生能源，投资成本的下降趋势比较明显。
③可能的公益基金融资渠道。在设定公益基金的资金规模时，资金的可获得
性是必须考虑的关键要素。这需要从可行性、资金来源的稳定性、可靠性等方面
对各种可能的公益基金融资渠道进行分析和比较，从中选择和确定适当的公益基
金融资渠道。
④相关利益方对公益基金资金筹集的态度。相关利益方可能包括：中央财政、
地方财政；能源供应企业、用能企业、居民能源用户等。
⑤公益基金资金筹集对相关产业部门的影响。由于公益基金总是来源于能源
消费者，因此，其资金筹集可能会对相关产业部门、特别是对能耗密集型产业产
生较大影响。公益基金的资金筹集，应以不影响相关产业部门的健康发展为基本
前提。
⑥公益基金的配置使用方式。这是因为公益基金的配置和使用方式将在较大
程度上影响到基金的使用效果，因此在设定公益基金的资金规模时需要予以考
虑。
⑦公益基金要保持适当的规模。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节能和可再生能源
发展对公益基金有巨大的支持需求。为保证公益基金对节能和可再生能源发展产
生较大的作用和影响，基金需要具有适当的规模。
有关部门的研究表明：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一国家发展长远目标，要
求 ２００１－２０２０ 年期间我国能源消费弹性系数维持在 ０．５ 以内，年均节能率在 ３．０
－４．３％之间，年均实现节能量 ４０００－５０００ 万 ｔｃｅ，其中需依靠节能技术进步实
现的年均节能量为 ２４００－３０００ 万吨标煤；按每形成一吨标准煤节能能力的投资需
求为 １５００ 元测算，则年节能投资需求为 ３６０－４５０ 亿元。然而，仅靠现有的节能
支持政策和节能市场的作用，势难推动和引导全社会节能投资达到和满足这一直
接节能投资需求水平，年投资缺口估计在 ２００－３００ 亿元。公益基金的建立和投入
使用，可有效带动社会节能投资。国外公益基金的运作经验表明，公益基金可带
动数倍、甚至十数倍于基金本身的社会节能投资。从弥补直接节能投资缺口的角
度考虑，当公益基金每年用于支持节能的资金规模为 １５－２５ 亿元，带动社会节能
投资的杠杆作用为 １：８ 时（如果运作得当，这一比例是比较容易实现的），则每
年可带动 １２０－２００ 亿元的节能投资，从而为弥补节能投资缺口做出重大贡献。
可再生能源有一定的特殊性，部分技术尚处于不断商业化甚至是试点示范阶
段，但是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关系到增加能源供应安全性、保护环境、提高农民生
活水平、发展新兴产业、形成经济增长点等方面，故在其发展过程中需要政府的
经济支持。根据 ２００５ 年国家初步设想目标（参见后表），仅并网风力发电、光伏
发电和生物质发电等新技术，所需的价格补贴和投资补贴资金即达 １０ 亿元。
综上所述，现阶段公益基金的资金规模为 ３０－３５ 亿元是较为合适的。随着时
间的推移和节能与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发展，基金的规模可做相应的调整。公益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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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资金规模的最终设定，需要由政府部门在综合考虑上述各种因素的基础上，与
各相关利益方协商确定。
４．３ 融资渠道选择
４．３．１ 可供选择的融资渠道
建议的公益基金旨在支持节能和可再生能源发展。从这一目的出发，借鉴国
外公益基金以及国内有关专项资金、基金的资金筹集经验，可供选择的公益基金
融资渠道包括：电费附加方式；火电厂排污收费支付；财政专项拨款；由现有电
力附加费支出。
（１）电费附加方式
电费附加方式是针对电力这一公共消费品设立专项附加费。通过电力附加费
的征收来筹集公益基金的方式在国际上较受欢迎，目前已有多个国家、美国有
２０ 多个州采用这一方式为公益基金筹集资金。电力附加费的征收，可采取在零
售电价中附加的方式，针对所有电力用户，按用电量征收。电费加价的方式在我
国也有成功的经验，如三峡电力基金和农网改造基金，这两项基金为三峡工程的
建设和我国农村电网的改造提供了有力的资金保证。三峡电力建设基金为三峡工
程的建设提供了约一半的资金，1993 年到 2001 年 11 月底，三峡建设累计到位
资金为 742 亿元，其中三峡电力建设基金累计到位 329 亿元，有效地保证了三峡
工程的建设。农网改造基金为我国农村电网的改造提供了所有的资金，并且到现
在还在继续发挥作用。节能及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的建立，可促进节能与可再生
能源开发利用，有利于从源头上控制环境污染，并形成新兴产业，促进国民经济
发展，提供新的就业机会，可以充分体现实施以公共利益为目的的宗旨。因此，
通过对电费实行公平的、公正的、无歧视性地加价方式，筹集建立节能及可再生
能源发展基金所需的资金，是有充分的理由的。如目前农网改造已经接近完成，
而农网改造的电力基金仍未取消，将农网改造基金的一部分用于节能及可再生能
源发展基金是一可行的资金筹集方式，可以不必为建立基金而对电费另行加价，
避免了与电力体制改革中关于清理电价相关措施的冲突。
采用电费附加方式作为公益基金融资渠道的优点为：
①这种方式可以保证基金筹集的公平性和透明度。虽然对于一些特殊的电力
消费者（如电石生产等电力消费在生产成本中占很大比重的行业，又如低收入的
城市贫困家庭等），附加电费将会作一些调整，但是在这种资金筹集机制下，所
有的终端电力消费者都将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公益基金的贡献者，因此收费是公平
的。
②由于这种收费只是从电力消费中提取，而无其它来源，保证了基金筹集的
单一环节性。因此，该方式使资金的筹集和管理容易得到有效的控制。
③由于资金的来源是用电费的一部分，直接形成公益基金，所以有效地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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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资金来源的稳定性和持久性，使资金即使在其他财政支出增加的情况下也不会
受到挤占。
④我国用电量基数巨大，只需在零售电价上设置很小比重的附加电费，即可
筹集到规模可观的资金，从而对节能和可再生能源发展形成重大支持。
⑤仅对电力终端销售环节征收，所以电力输出省份的地方财政影响较小，而
电力输入省份地方财政支出较大，事实上实现了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
电费附加方式的主要缺点是：我国正在进行电力体制改革，其中的一项非常
重要的任务是理顺电价，包括取消各种不合理的附加电费。虽然设置该项附加电
费的目的是为支持节能和可再生能源发展筹集资金，收费方式也是公平的、无歧
视性的，但在目前的大环境下实施有一定的难度。
（２）火电厂排污收费支付
火电厂排污收费支付方式是针对电力消费引起的污染物排放征收排污费，并
将筹集到资金的一部分作为公益基金。公益基金旨在支持实现能源节约，建立清
洁的可再生能源供应能力，减少由于常规化石能源消耗所引起的环境污染，因此
采用排污收费支付方式为公益基金筹集资金是一种可供考虑的选择。这方面的国
外实践有英国的气候变化税（碳税），它是针对英国工业部门能源消费引起的 ＣＯ２
排放而设置的专项税，其所筹集到的资金的一部分作为公益基金支持节能和可再
生能源发展。
目前我国对电厂排污费是按电厂排放的 ＳＯ２ 总量征收的，收取的排污费用于
火电厂新增烟气脱硫系统或原烟气脱硫系统的改造。排污费征收的最终目的是减
少火电厂烟气中 ＳＯ２ 的排放总量，其程序是先产生污染物，然后进行治理。如果
将排污费的一部分用于节能和可再生能源公益基金，则节能可使能源消耗量下
降，可再生能源利用量增加，可导致火力发电总量下降，以控制污染源的方式达
到减少污染排放的目的。因此可以认为，电厂排污费用于电厂改造仅仅是治表，
而用于节能和发展可再生能源则可治本。采用排污收费支付方式作为公益基金融
资渠道的优点为：
①将排污收费用于减少污染的事业在理论上是最为合理的做法。
②排污收费还将使排污企业对化石能源的消耗引起进一步的重视，将会促进
企业对可再生能源的利用和提高节能方面投入的增加。
③一旦排污收费得到政府的批准，公益基金的资金来源有比较充分的保障，
并且具有可持续性。
④我国因化石能源消耗产生的污染物排放量巨大，只需对单位污染物排放收
取很小比重的排污费，即可筹集到规模可观的资金。
排污收费支付方式的缺点为：
①由于排污企业（如火力发电厂）为社会提供洁净的能源，自身向外排放污
染物，实际是将电力消费者的污染物集中在此排放，所有的责任由排放企业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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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失公平，实施的社会阻力较大。
②排污收费由环保部门收取和管理，而公益基金原则上应由能源部门管理，
所以两者间存在较多需要协调的工作。
（３）财政专项拨款
我国以往有利用财政资金支持节能的实践；目前在省际水平上对节能和可再
生能源发展的有限资金支持，资金来源大多来自于财政资金；国外较早建立的公
益基金基本上是采用财政资金支付方式来筹集资金。因此，财政资金支出方式也
是一种可供选择的公益基金融资渠道。
采用财政资金支付方式的优点为：
①比较符合我国的国情。
②中央财政可以同时进行不同省份的财政转移支付。
③对资金使用的控制和管理有较为成熟的经验。
④由中央政府负责计划的制定和执行，干扰较少而实施的范围较广。
使用财政资金支付的缺点主要有：
①如果没有法律的依据，资金的规模将因财政收入的影响而无法实现资金的
长期性和稳定性。
②将增加中央财政的支出。
（４）由现有电力附加费支出
由现有电力附加费支出不同于电费附加，在现行的销售电价中，包括了发电
成本、增值税（国税）、城市建设维护费和教育费附加（地税）、以及合理利润，
其中地税部分统称为电力附加费，这部分费用的占电力销售价格的 １．４－１．５％。
由电力附加费支付节能和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的操作方法是：将电力附加费的一
部分（如 １０－２０％），即电力销售价格的 １．４－３‰作为公益基金。
由现有电力附加费支付的方式，在河北省已经有一定的实践经验。该省采用
此方式筹集资金用于在全省推广电力需求侧管理已经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这种资
金筹集方式的优缺点与电费加价基本相同。不同之处在于：
①不改变现行的电力销售价格，实施时来自公众的压力小。
②不增加中央财政的支出。
④由于会减少地方财政的收入，所以需要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进行充分的协
调。
需要说明的是，建立公益基金的资金并不是一定要来自某个单一的渠道，而
是可以同时采取多种方式筹集，但是必须保证资金来源的长期性和稳定性，最为
理想的是公益基金的资金筹集得到法律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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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２ 建议的融资渠道
公益基金融资渠道的选择确定，需要综合考虑以下选择原则：
①资金来源必须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
②资金量有一定的规模。
③不需为资金筹集设立新的机构。
④各省筹集的资金主要由各省管理。
⑤中央财政对资金有一定的调控能力，并可以实现有限的转移支付。
基于上述原则对前面述及的四种可能的融资渠道进行考察，建议采用由电费
附加方式支付建立公益基金所需的资金。采用此资金筹集方式的理由是：
①由于我国电力销售量极大，只须每度电的电价加上很小的部分，即可筹集
相当可观的资金，从而对现行的电价不会造成大的影响。
②所加的电费来自与全体电力消费者，所以资金的筹集不影响中央和地方财
政的预算。
③由于电力消费的水平体现了当地的经济发达程度，因此，虽然电力消费高
的地区需要支付较多的资金，一方面这些地区经济承受能力也较强，另一方面也
体现了“谁消费，谁买单”的公平原则。
④间接地实现了财政转移支付，如内蒙、山西等经济欠发达地区向北京送电，
这些地区不须支付，而北京消费了电力，则需要支付。
４．４ 筹集水平和征收期限的设定
采用电费附加方式来筹集资金，按每 ＫＷｈ 加价 ０．００２ 元征收，以 ２００２ 年我
国电力销售总量（１６５４１ 亿 ＫＷｈ）为基数测算，每年可筹集资金 ３３ 亿元。
可持续的节能和可再生能源市场的建立将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过程。在相
当长的时期里，我国节能和可再生能源发展将需要公益基金的持续支持。如果公
益基金的征收期限较短，则不得不在其征收期限结束后寻求新的资金来源来支持
节能和可再生能源发展。从国外的情况来看，国外公益基金通常具有较长时间的
征收期限。事实上，在建立有公益基金的国家里，大多数国家通常并不明确规定
具体的征收截止期限。
从对节能和可再生能源发展形成长期、持续的支持考虑，建议公益基金的征
收期限暂定为 １０ 年。按此征收期限考虑，１０ 年期里通过电费附加方式，至少可
以筹集到 ３３０ 亿元作为公益基金。由于预计到未来 １０ 里我国电力消费量将有增
长，筹集到的资金将比这一数字为大。１０ 年期后，可根据公益基金的使用效果、
节能和可再生能源发展是否仍需要公益基金的支持等因素来决定是否需要延长
公益基金的征收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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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 使用和分配方式考虑
４．５．１ 使用方式
就使用建议的公益基金支持节能和可再生能源发展而言，需要考虑基金的使
用方式。这主要地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基金的支持目标；二是基金的使用效
率。借鉴国外公益基金的相关经验，并考虑到我国的实际国情，公益基金用于支
持节能时可采用以下使用方式：
①支持重大节能基建／技改项目。该类项目以获得节能量为直接目的，其特
点是投资需求较大，但可形成重大节能能力，带来可观的节能效果。基金对这类
项目的支持，可根据情况采取贷款贴息、投资补贴等方式给予支持。
②支持小型节能技改项目。该类项目也以获得节能量为直接目的，其特点是
投资需求一般较小，但量大面广，也可带来可观的节能效果。基金对这类项目的
支持，可根据情况采取贷款贴息、投资补贴、折让等方式给予支持。例如，对于
小型节能产品／设备的购买情形，可采用折让方式给予资助。
③支持节能产业和市场发展。这旨在克服确定的节能产品和服务市场障碍，
支持节能市场的建立和规范发展，促进节能产业的发展。基金支持的、典型的节
能产业和市场发展促进活动包括：节能信息传播；节能服务机构能力建设及节能
技术服务支持；节能培训和宣传；节能新技术的研发及工程示范；节能标准／规
范的开发／修订及实施支持；节能产业支持政策研究及实施支持等。基金对这类
项目的支持，一般可采用部分／全部资助的方式。
公益基金用于支持可再生能源发展时可采用以下使用方式：
①可再生能源项目开发。即支持大型可再生能源建设项目，以及支持小型分
布式可再生能源利用产品／设备安装。对于大型可再生能源建设项目，可根据其
装机容量／发电量直接给予补贴。对于小型分布式可再生能源利用产品／设备安
装，一般可采用折让方式给予资助。
②可再生能源行业发展及基本建设。即基金作为发展资助金支持可再生能源
商业发展、市场营销扶持、资源评估、教育、技术开发／引进、国际交流与合作
等等活动。一般可采用部分／全部资助的方式。
③可再生能源项目投资。即利用贷款贴息、资本金投资等方式扶持可再生能
源企业和项目。
４．５．２ 使用范围
前已述及，建立公益基金的目的是扩大节能和可再生能源利用的规模，同时
减少能源消费总量，最大限度地控制化石能源的消耗。因此，公益基金现阶段支
持的范围包括以下方面：成熟技术的推广；新技术的研发和示范；产业化工程；
标准和规范的制定。
(1)成熟技术的推广
48

①节能项目
—量大面广的通用节电设备。发展电机调速节电和电力电子节电技术，推广
节能变压器，逐步实现电动机、风机、泵类设备和系统的经济运行。
—高效照明器具。推广应用各类高效照明器具，推广 T5 和 T8 直管荧光灯、
普通照明用自镇流荧光灯（CFL）、高压钠灯、低压钠灯、金属卤化物灯、电子
镇流器等高效照明电器产品。
—高效节能家电。推广质优、价廉的高效家电产品。发展和推广应用高效空
调器、高效洗衣机、降低彩色电视机待机能耗。
—节约石油技术。重点发展天然气替代燃料油、过程能量优化、等离子无油
点火、燃油乳化、燃油添加剂等节油技术。
—热能利用技术。推广热电联产、集中供热，重点发展 30 万千瓦供热机组。
发展热能梯级利用技术，推广热、电、冷联供和热、电、煤气三联供等多联供技
术，提高热能综合利用率。
—余热、余压回收技术。重点推广 75 吨/时及以上干法熄焦技术、大容量全
高炉煤气发电技术、大中型高炉炉顶压差发电技术、高炉热风炉余热回收技术、
转炉煤气回收技术、油田放散气集中回收技术及大型余热锅炉和先进热交换技
术。
—废弃资源的回收和综合利用技术。重点发展大容量煤矸石发电技术、全煤
矸石一次码烧生产空心砖技术、煤矸石代替粘土生产水泥生料、筑路、复垦和回
填技术，高附加值粉煤灰综合利用技术，以及有机废水综合利用技术、冶炼废液
回用技术、落地原油、污油和泥浆回用技术、石油化工废气回用技术等。
②可再生能源项目
—小水电(100kW 以上(含 100kW))
—风力发电（发电场总装机≥10MW）
—太阳能发电系统（包括≥5MW 太阳能热发电）
—垃圾发电（﹤50 MW 垃圾发电系统,使用辅助常规能源不超过垃圾处理量
的 20%〉
—生物质能发电（包括农作物秸杆、林业残余物、粮食加工残余物、制糖残
渣、木材加工残余物等发电，功率〈50 MW）
—沼气发电（包括利用养殖场粪便处理、城市污水处理系统污泥、城市垃圾
填埋场产生的沼气发电，功率〈50 MW〉
—地热发电（≥3MW）
—太阳能热利用（包括太阳能采暖、太阳能大棚、太阳能热水器）
—地热利用（地热采暖、制冷）
—生物质气化（包括供燃气、供热）
—生物质固化
—利用光伏系统和离网型光伏电站及风光互补等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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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技术研发和示范
①节能项目
—洁净煤技术。发展和推广适合国内煤种的流化床燃烧、煤炭气化和液化等
洁净煤技术，促进煤炭的清洁、高效利用。
—煤炭气化技术。加强大型煤炭气化关键技术的研究，发展以煤气化为龙头
的多联产技术，进行能源的梯级利用，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
—大型循环流化床锅炉。开发 300MWe 及以上大型循环流化床锅炉，加大
锅炉容量、整体配套技术、工艺水平的研发。
—整体煤气化联合循环(IGCC)。开发大容量、高效率、运行可靠的气化炉与
燃气-蒸汽联合循环机组。开发高温除尘、高温脱硫技术。开发较完善的软件系
统。
②可再生能源项目
—大型风力发电机（单机功率 1MW 以上）的研制。
—大型太阳能电站系统的研制（10MW 以上光伏电站）。
—大尺寸硅片生产技术的研制。
—高效蓄电池的研制。
—大型（10MW 以上）生物质发电系统的研制。
—大功率（5MW 以上）低热值燃气发电机的研制。
—高效太阳能集热管的研制。
—高效热泵及热管技术的研发
(3)产业化工程
①节能项目
—高效照明灯具生产线的建设
—节能型电机、风机、水泵、变压器生产线的建设
—燃油乳化剂、燃油雾化剂的生产
—节能墙体材料、外墙保温材料、隔热保温门窗和单向传热玻璃的生产
②可再生能源项目
—大型风力发电机的本地化生产
—太阳能光伏电池生产线的建设
—光伏电池用硅片生产
—太阳能集热管的生产
—大型低热值燃气发电机的生产
—生物质燃料锅炉和气化炉的生产
—垃圾处理生产线的生产
—无二次污染垃圾焚烧炉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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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节能和可再生能源相关标准和规范制定
①节能相关标准和规范的制定
—完善《节能法》配套法规和监督执法机制。
—制定和修订各行业的节能设计规范。
—加大对节能技术服务体系的能力建设。
—加强重点耗能行业和产品的节能标准和标识的制定。扩大节能产品认证范
围，开展建筑物的节能认证，实施强制性机动车燃油经济性标准及标识制度。
—开展企业能源审计、节能监测活动。
—开展多种形式的节能宣传、教育、培训工作。
—加强和完善节能信息传播体系。
②可再生能源相关标准和规范的制定
—大型风力发电机组质量标准
—大型风力发电场建设工程设计和施工标准
—太阳能发电系统质量标准
—太阳能发电站（并网发电）工程设计和施工标准
—太阳能热水器质量标准
—太阳能热水器安装规范
—生物质气化燃气质量标准
—生物质气化机组质量标准
—生物质气化站操作规程和安全规程
—生物质气化站设计及施工规范
４．５．３ 配置方式
对于建议的公益基金的总体分配，需要确定明确的分配原则，并要有相应的
法律依据或行政手段作为保障。基金管理机构需要就基金的具体分配制订详细的
规划和计划，并确定合理、有效的具体分配方式。
(1)基金总体分配原则
关于建议的公益基金的总体分配，应考虑以下三个原则：
①节能和可再生能源兼顾原则。鉴于实际工作的需要，建议将公益基金的
60%-70%作为支持节能激励资金，另外的 40%-30%作为可再生能源发展促进资
金。
②中央和地方兼顾原则。公益基金的一定比例，应由中央政府统一调度分配。
鉴于我国地区间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异较大的现实，由中央政府相对集中地使
用公益基金，有利于节电资源开发和可再生能源资源开发在全国范围内的优化，
提高资金的配置效率。另一方面，公益基金的配置使用应兼顾地方政府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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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予地方政府与其责任相当的资金配置权，这将使资金的配置使用更具灵活性和
针对性，有利于提高公益基金电力公益基金的总体配置效率。
基于这一原则，建议将公益基金的 70%作为各省支持节能和可再生能源发展
的资金，由各省自行管理；其余的 30%由国家统筹安排和配置使用。如前所述，
如果采用电费加价方式来为公益基金筹集资金，则每年可筹集到 33 亿元。按所
建议的比例计算，各省年资金合计为 23 亿元，由中央政府直接掌握的为 10 亿元。
③公平和效率兼顾原则。基于这一原则，基金在总体配置上，应兼顾城乡、
各地区；同时应尽可能地引入竞争机制，以保证资金的配置效率。
(2)基金具体分配方式
借鉴国际上的相关经验，建议的公益基金的具体分配，可采用以下二种方式：
一是竞争性招标；二是所谓的“先来先得”。
①竞争性招标
为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公益基金的具体分配应尽量采用竞争性招标方式。
在这一方式下，基金管理机构向潜在的节能和可再生能源服务提供者征集项目建
议书，并从中选择那些效益／成本比较大的项目给予支持。这一分配方式主要适
用于投资需求较大、资助要求较高的节能和可再生能源项目。
一般来说，公益基金管理机构应采用竞争性招标方式分配资金，有助于选择
有较好实施效果的项目，而且对基金管理机构也具有监督作用。竞争性招标方式
的主要优点包括：
—有利于基金资助项目时具有针对性，保障基金的有效、规范和谨慎使用，
从而有利于实现基金的目标；
—在提高质量和成功率的同时，通过鼓励竞争可降低成本；
—项目选择过程公开化，可减少政治因素的影响；
—减少管理负担和复杂性。
②先来先得
在这一分配方式下，基金管理机构向任何符合资助条件的项目提供固定额度
的资助，先申请资助者先得到资助，直到可用的资金全部分配完为止。如果基金
的资助对象是为数众多的终端用户，如果采用竞争性招标，交易成本将显著增加，
此时采用先来先得的分配方式比较合适。这一分配方式主要适用于投资需求较
小、资助要求较低的节能和可再生能源项目，如节能型家用电器购买折让项目、
小型光伏系统安装补贴项目。
４．６ 管理模式考虑
４．６．１ 可供选择的管理机构模式
建议的公益基金的管理内容将较为丰富，管理任务也比较繁重。公益基金的
管理内容主要地包括：基金的总体管理和工作协调；基金所支持的节能/可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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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项目的开发、规划和预算；节能/可再生能源项目的总体/具体管理；项目的
提交和实施；项目的评估与评价。因此，有效的管理对保障公益基金的使用效率
非常关键。
借鉴国际上公益基金管理机构的设置经验，对于建议的公益基金的管理，主
要地有三种管理机构模式可供选择：一是相关政府职能部门；二是电力公司；三
是独立的非赢利机构。
(1)相关政府职能部门
政府是公共事务管理部门，是公共利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因此，由相关政
府职能部门来管理建议的公益基金是合乎逻辑的首要选择。事实上，国内类似基
金大多数都由相关政府职能部门管理。考虑到公益基金的资金来源于能源，其所
支持的公益事业—节能和可再生能源发展也属于能源事务范畴，因此，原则上可
选择具有能源、电力或节能管理职能的政府部门作为基金的管理部门。
(2)电力公司
由电力公司作为建议的公益基金的管理机构也是一种可供选择的方案，主要
的理由是电力公司在管理和运作节能项目方面具有较强的能力和丰富的经验。考
虑到我国电力重组、厂网分离的现实情况，可选择国家电网公司和南方电网公司
共同作为基金管理机构，以国家电网公司为主。若采用这一管理机构模式，需要
相关政府部门对电网公司授予基金管理权，委托其行使对基金的管理职责。
(3)独立的非赢利机构
由独立的非赢利机构作为建议的公益基金的管理机构是另一种可供选择的
方案，主要的理由是可以较好地兼顾基金配置使用的公平和效率。事实上，目前
国内一些重大节能/可再生能源国际合作项目就是由相关政府部门委托独立的非
赢利机构进行管理和运作。国际上，选择独立的非赢利机构作为公益基金的管理
机构也是一种趋势。借鉴国际上的相关经验，若采用这一管理机构模式，相关政
府部门可以通过竞争性招标方式选择一个现有的独立的非赢利机构作为公益基
金的管理机构，并与其签订基金管理工作合同，按工作合同对其进行监管；该机
构则根据工作合同行使对基金的管理职责。
４．６．２ 不同管理机构模式的比较
上述三种可供选择的公益基金管理机构模式各有其优点，但也各有不足之
处。
(1)相关政府职能部门管理模式
选择相关政府职能部门作为公益基金管理机构的主要优点有：
l 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目标与建议的公益基金的目标无矛盾或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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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政府职能部门不谋求从管理基金中获取经济利益，基金配置使用的公平性
有较好的保障。
l 相关政府职能部门在节能和可再生能源事务管理方面具有比较丰富的经
验。
l 政府职能部门有着比较健全的管理工作程序。
l 由政府职能部门管理基金，可减少基金管理成本。
这一基金管理模式的可能缺陷包括：
l 相关政府职能部门在管理具体节能和可再生能源项目方面欠缺经验。
l 相关政府职能部门可能缺少优秀的基金管理人员。
l 政府职能部门的管理工作方式一般缺乏灵活性，这有可能影响到基金的配
置使用效率。
l 政府职能部门可能屈从于政治压力，将资金用于节能和可再生能源之外的
其它事项。
l 政府职能部门可能具有多种管理职责，其基金管理人员可能难以全力投入
基金的管理工作。
(2)电力公司管理模式
选择电力公司作为公益基金管理机构的有利之处包括：
l 电力公司在管理具体的节能项目方面具有比较丰富的经验。
l 电力公司具有节能方面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l 电力公司对终端电力用户的用能情况有比较详细的了解。
l 电力公司拥有比较健全的管理责任体系。
这一基金管理模式的可能缺陷包括：
l 电力公司的财务目标与公益基金的目标之间可能存在冲突。
l 目前电力公司的收入与售电量直接挂钩；而节能项目将减少电力消费，这
将导致电力公司销售收入的减少。如果不建立针对电力公司的节电经济激
励机制，电力公司将对节电项目持消极态度。
l 如果电力公司下设有节能服务分支机构，则基金配置使用的公平性难以保
障。
l 由电力公司管理基金将增加基金管理成本。
(3)独立的非赢利机构管理模式
l 选择独立的非赢利机构作为公益基金管理机构的有利之处包括：
l 非赢利机构的工作目标与建议的公益基金的目标无矛盾或冲突。
l 非赢利机构不谋求从管理基金中赢利，基金配置使用的公平性有较好保
障。
l 非赢利机构的管理工作方式一般较具灵活性，有利于提高资金的配置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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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
l 非赢利机构可吸引到比较优秀的基金管理人员。
l 可以通过适当的基金管理激励机制的设立，激励非赢利机构实现或超额完
成基金的目标。
这一基金管理模式的可能缺陷包括：
l 在基金的配置使用方向上，非赢利机构可能会受到来自政府部门的较大压
力。
l 其它相关利益方可能会试图对非赢利机构施加影响。
l 基金管理责任和监督机制可能会相对复杂。
l 由非赢利机构管理基金将增加基金管理成本。
４．６．３ 管理主体选择
上述三种可供选择的公益基金管理机构模式各有利弊。从国外的情况来看，
这三种基金管理机构模式都有应用；至于哪一种管理机构模式最佳，目前国际上
没有定论，各国根据具体国情而选择确定。借鉴国际上的相关经验，建议的公益
基金管理机构的选择，主要地应考虑以下因素：
①有利于实现基金支持的各种目标。公益基金管理机构的选择，首要地应考
虑是否有利于实现基金支持的各种具体目标，这包括：支持节能和可再生能源技
术的发展和推广应用，促进节能和可再生能源市场的建立和发展，促进节能和可
再生能源产业的发展。鉴于建议的公益基金的实施将覆盖全国广大的地域，其涉
及面广，故要求基金管理机构具备广泛的影响力和较强的管理和协调能力。
②合理性和监督考虑。所选择的公益基金管理机构应具备管理基金的合理
性。这要求：基金管理机构的目标与基金所支持的目标不矛盾；其作为资金分配
者与资金的受与者之间不存在利益关联或冲突；对资金的使用情况能进行必要的
监督等。
③基金的配置使用效率。这要求所选择的公益基金管理机构：能根据客观情
况的变化作出快速灵活的反应；尽可能减少各种基金管理成本；可以为基金管理
配置称职的管理人员；可以为相关利益方、社会专家、公众就基金的管理提供参
与和建议的机会。
基于对上述因素的考虑，建议选择相关政府职能部门作为建议的公益基金管
理机构。选择相关政府职能部门作为基金管理机构的有利之处包括：政府职能部
门的工作目标与建议的公益基金的目标无矛盾或冲突；基金配置使用的公平性有
较好的保障；其在节能和可再生能源事务管理方面具有比较丰富的经验；其管理
工作程序比较健全；减少基金管理成本。至于这一选择的可能缺陷，可通过采取
适当措施而合理地避免。例如，在相关政府职能部门可能缺少合格的基金管理人
员的情况下，可以通过从其它政府职能部门选用、或面向社会招聘的方式来适当
解决；通过采用竞争性招标方式等，可提高相关政府职能部门管理基金时的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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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效率。
４．７ 建议的节能及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设立方案
基于以上的讨论和分析，提出以下具体的节能及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设立方
案建议。
（１）基金目标
建议设立的节能及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的基本目标，旨在通过基金的投入和
有效使用，达到促进节能和可再生能源技术进步和推广应用、有效降低全社会能
源成本、支持建立可持续的节能和可再生能源产业和市场的目的，从而为支持国
家“十一五”节能目标和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和 ２０２０ 年远景目标的实现、以及
全面小建设小康社会这一长远国家发展目标的实现提供多方面的重要保障。
（２）基金用途
基金将用于两项重大公益事业：一是支持节能；二是支持可再生能源发展。
基金对节能的支持，原则上包括以下内容：支持现有的、成熟的节能技术的
推广应用，并重点支持节电技术的推广应用；支持节能新技术的研究、开发和示
范应用；支持节能产业的发展；支持节能产品/服务市场的建立和发展。
基金对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支持，原则上包括以下内容：支持成熟的、商业化
前景较好的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应用，并重点支持可再生能源发电技术的应用；支
持可再生能源新技术的研究、开发和示范应用；支持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发展；支
持可再生能源产品/服务市场的建立和发展。
（３）基金规模
基金规模的确定需要综合考虑多方面的因素，包括：国家宏观的节能和可再
生能源发展目标；节能和可再生能源供应的投资成本和运行成本分析；可能的基
金融资渠道；相关利益方的态度；对相关产业部门的影响；基金的配置使用方式；
适当的规模要求等。基于对上述因素的初步考虑，我们认为现阶段基金规模保持
在 30-35 亿元/年的水平是比较合适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节能与可再生能源产
业的发展，基金规模可做相应的调整。基金规模的最终设定，需要由政府部门在
综合考虑上述各种因素的基础上，与各相关利益方协商确定。
（３）基金来源及征收期限
可供选择的公益基金融资渠道包括：
——电费附加方式：即针对电力这一公共消费品设立专项附加费，按每 ＫＷｈ
用电量计，对所有电力用户征收专项附加费来筹集公益基金。
——火电厂排污收费支付方式：即将针对火电厂征收的排污费的一定比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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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益基金。
——财政专项拨款方式：即由中央财政专项拨款来建立公益基金。
——由现有电力附加费支出方式：由现有电力附加费支出不同于电费加价，
在现行的销售电价中，包括了发电成本、增值税（国税）、城市建设维护费和教
育费附加（地税）、以及合理利润，其中地税部分统称为电力附加费，这部分费
用的占电力销售价格的 １．４％－１．５％。采用电力附加费筹集公益基金的具体方法
是：将电力附加费的一部分（如 １０－２０％），即电力销售价格的 １．４－３‰作为基金。
基金融资渠道的选择需要综合考虑多种因素，包括：融资渠道的可行性、资
金来源的稳定性、可能的集资规模、对相关产业和部门的影响等。基于对上述诸
多因素的综合考察，建议优先选择电费附加方式作为基金融资渠道；其它三种融
资渠道可作为基金的备选融资渠道。
在选择电费附加方式作为基金融资渠道的情形下，基于 ２００２ 年全国电力销
售量、并按加价幅度为 ０．００２ 元／ＫＷｈ 计，则每年可筹集到的基金资金量为 ３３ 亿
元，占全国电力销售收入的比重仅约 ０．３％。这一资金量可在较大程度上满足节
能和可再生能源发展对基金的支持需求。
从对节能和可再生能源发展形成较长期的、持续的支持考虑，建议将基金的
征收期限暂定为 １０ 年。按此征收期限考虑，１０ 年期里通过采用电费附加方式至
少可以筹集到 ３３０ 亿元。预计未来 １０ 里我国电力消费量将有增长，因此可能筹
集到的资金量将比这一数字为大。１０ 年期后，可根据基金的使用效果、节能和
可再生能源发展是否仍需要基金的支持等因素来决定是否需要延长基金的征收
期限。
（４）基金使用方式
从实现基金的支持目标、保障基金的使用效率的角度考虑，基金用于支持节
能时，可采用三种使用方式：一是支持可形成较大节能能力的节能（基建／技改）
项目；二是支持量大面广的小型节能技改项目；三是支持节能产业和市场发展。
基金的使用以前两种方式为主，并适当选择采用贷款贴息、折让、部分／全额资
助等激励机制。
基金用于支持可再生能源发展时，也可采用三种使用方式：一是支持可再生
能源项目开发，即支持大型可再生能源建设项目，以及支持小型分布式可再生能
源利用产品／设备安装；二是支持可再生能源产业和基础设施发展，即基金作为
发展资助金支持可再生能源商业发展、市场营销扶持、资源评估、研发和教育以
及示范项目等活动；三是可再生能源项目投资，即以投资形式扶持可再生能源企
业和项目。基金的使用以第一种方式为主，并适当选择采用包括直接补贴、折让、
贷款贴息、资本金投入、部分／全部资助等激励机制。
(5)基金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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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的总体分配要有相应的法律依据或行政手段作为保障，并应坚持三个原
则：一是节能和可再生能源兼顾原则。鉴于节能对基金的支持需求较大的实际情
况，建议将基金的 60%-70%作为支持节能激励资金，另外的 40%-30%作为可再
生能源发展促进资金。二是中央和地方兼顾原则。基金的一定比例，应由中央政
府统一调度分配。鉴于我国地区间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异较大的现实，由中央
政府相对集中地使用基金，有利于节能资源开发和可再生能源资源开发在全国范
围内的优化，提高资金的配置效率。另一方面，基金的配置使用应兼顾地方政府
的利益，赋予地方政府与其责任相当的资金配置权，这将使资金的配置使用更具
灵活性和针对性，有利于提高基金的总体配置效率。基于这一原则，建议将基金
的 ７０％作为各省支持节能和可再生能源发展的资金，由各省自行管理；其余的 ３０％
由中央财政直接掌握，由国家统筹安排和配置使用。如前所述，如果采用电费附
加方式来为基金筹集资金，则每年可筹集到 ３３ 亿元；按所建议的比例计算，各
省年资金合计为 ２３ 亿元，国家级为 １０ 亿元。三是公平和效率兼顾原则。基于这
一原则，基金在总体配置上，应兼顾城乡；同时应尽可能地引入竞争机制，以保
证资金的配置效率。
基金的具体分配可采用二种方式：一是竞争性招标方式，在这一方式下，基
金管理机构向潜在的节能和可再生能源服务提供者征集项目建议书，并从中择优
给予资助。这一分配方式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并主要适用于投资需求较大、
资助要求较高的项目。二是“先来先得”，基金管理机构向任何符合资助条件的
项目提供固定额度的资助，先申请资助者先得到资助，直到可用的资金全部分配
完为止。这一分配方式主要适用于投资需求较小、资助要求较低的项目。在条件
允许的情况下，基金的具体分配应尽可能采用竞争性招标方式。
（６）基金管理架构
从有利于实现基金支持的各种目标、合理性和监督考虑、保障基金的配置使
用效率等角度考察，建议选择相关政府职能部门作为基金管理机构。考虑到基金
的资金来源于能源，其所支持的公益事业—节能和可再生能源发展也属于能源事
务范畴，因此，原则上可选择具有能源、电力或节能管理职能的政府部门作为基
金主管部门。
考虑到政府职能部门人力资源有限、淡化对具体事务的管理和干预的政府管
理职能改革取向、以及基金的管理任务较为繁重等因素，建议的基金管理架构为
(见图 1)：由基金主管部门对基金的配置使用进行总体管理；由财政部门对基金
的运作、使用进行监督；基金的具体管理和运作事务则委托专业性的社会中介机
构完成。采用这一基金管理架构，既使基金主管部门可以对基金的配置使用进行
有效的宏观调控，又不至陷于具体事务中；同时，介入基金管理和运作的机构之
间形成既相互支持，又相互制约、监督的局面，有利于保障基金配置使用的公平、
公正。在这一基金管理架构下，介入基金管理和运作的各机构的职责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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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部门：具有能源、电力或节能管理职能的政府部门为基金主管部门，负
责审议和发布基金年度节能和可再生能源发展支持重点和工作指南；审议基金运
作的重大事项；批准基金的年度工作计划；并会同财政部门审批基金支持项目；
向社会发布基金支持的项目和项目承担单位名单，接受社会监督；负责提交基金
年度执行情况报告等。
监督部门：财政部门是基金的监管部门，参与审议基金年度节能和可再生能
源发展支持重点和工作指南，并根据基金年度工作计划，将基金拨入基金专用帐
户，同时负责对基金运作和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执行机构：执行机构是基金主管部门通过竞争性招标选择确定的基金具体事
务的管理和运作机构，履行下列职能：
——研究提出基金年度节能和可再生能源发展支持重点和工作指南，统一受
理基金项目申请并进行程序性审查。
——研究提出有关基金项目评估、评审、招标标准，提出参与基金管理的评
估机构及其它中介机构的资格条件。
——委托或者组织有关单位和机构进行基金项目的评估、评审、招标等工作。
——负责编制基金的年度财务预算和工作计划，负责基金的具体运作；根据
招标情况和评估、评审意见，提出基金年度支持的项目建议，必要时基金主管部
门和财政部门可以对评估结果进行复审；项目建议经基金主管部门会同财政部门
审定批准后，由该机构与项目承担单位签订合同，并据此办理相关手续。
——全面负责基金项目实施过程的综合管理，负责基金项目的统计、监理和
定期报告工作。
专家咨询委员会：由具有一定权威的、熟悉节能/可再生能源事务的技术、
经济、管理专家组成基金咨询委员会，负责研究基金年度优先支持的节能和可再
生能源领域和重点项目，指导基金年度节能和可再生能源支持重点和工作指南的
制定，为执行机构提供技术咨询。
评估机构：是具备资质的、由基金主管部门选定的评估中介机构，提供基金
项目评估服务，受委托对申报项目的可行性、风险性、效益性、推广应用前景等
进行客观评估、评审，并出具明确的评估、评审意见。
招标机构：是具备资质的、由基金主管部门选定的招标中介机构，提供基金
项目招标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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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部门

监督部门

专家咨询委员会

执行机构

项目实施单位

图1

公益基金管理机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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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机构

招标机构

五、节能及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的预期作用和效果
５．１ 基金的预期作用
节能及可再生能源发展公益基金的建立和投入使用，可对节能和可再生能源
发展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这已为国际上 ２０ 来个国家的公益基金运作实践所证
实。特别是在公益基金建立时间较早、基金来源比较稳定、基金规模较大、基金
运作管理得当的国家里，公益基金对节能和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促进效果尤为显
著。
目前我国能源利用效率水平仍相对较低，ＧＤＰ 单耗、主要工业产品单耗、建
筑能耗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明显差距。差距即意味着潜力和机遇，有关估算表明，
从现状看，我国仅技术可行、经济合理的节能潜力即达 ２ 亿吨标准煤；从发展的
角度看，节能潜力就更大。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节能单位投入的产出要明
显高于发达国家，这一点已为我国多年的节能实践所证实。我国风能、生物质能
等可再生能源资源丰富，但目前可再生能源利用规模还很小，发展空间巨大，可
再生能源发展的中远期前景看好。从发展环境来看，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
已初步建立，政府行政管理、法制环境也在不断改善。基于对以上因素的考虑，
可以乐观地预期的是，一旦节能及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在我国建立起来、并适当
加以运用的话，必将强有力地推动节能，并将促进可再生能源的长足发展。
建议的节能及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对我国节能和可再生发展的预期促进作
用将主要地体现在以下具体方面：（１）带动节能和可再生能源投资的杠杆作用；
（２） 促进节能和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发展和推广应用；（３）促进节能和可再生能源
产业化；（４）促进节能和可再生能源市场的建立和发展；（５）实现显著的经济、环
境效益以及其它社会效益。节能和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将产生以下多方面的综合
效应，从而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一长远国家发展目标的实现提供重要保障：（１）
有效增加清洁能源供应；（２）有效减少潜在能源需求；（３）提升国家能源供应安全
度；（４）有效降低企业和社会能源成本，提升国民经济竞争力，提高人民生活质
量和水平；（５）有效减少能源使用对环境的负面影响。
５．１．１ 带动节能和可再生能源投资的杠杆作用
投资不足是制约我国节能和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主要因素。尽管我国已是世界
上能源投资规模最大的国家之一，最近 １０ 年里能源投资规模每年都在 １０００ 亿元
以上，但其中绝大部分资金的投向为能源基建项目，用作节能投资的比例很小，
仅约 １％，这与我国巨大的节能投资需求是不相称的。至于投向能源基建项目的
资金，其中大多数用于火电厂和煤矿建设、油气田开发等常规能源基建项目，用
于风能、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基建项目的比重极小。主要地由于投资不足，致
使我国大量技术可行、经济合理的节能项目未能及时而普遍地付诸实施，许多宝
贵的节能机会被白白浪费掉；可再生能源供应能力也发展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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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公益基金的运作经验表明， 公益基金的首要作用是其带动节能和可再
生能源投资的杠杆作用。节能及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在我国的建立和投入使用，
预期将有效地带动和刺激节能和可再生能源投资。政府是具有权威和公信的公共
部门，政府对待节能和可再生能源的基本态度，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潜在的节能
和可再生能源投资者的投资行为。公益基金的建立和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强有力
的象征和信号，表明政府对节能和可再生能源发展的重视和强力支持态度。这将
对潜在的节能和可再生能源投资者产生一种感召力，吸引其将资金投向节能和可
再生能源领域，从而有效增加节能和可再生能源投资规模。公益基金的作用不仅
取决于可用的资金规模，更取决于这种带动节能和可再生能源投资的杠杆作用。
如果运作管理得当，建议的公益基金将带动数倍甚至十数倍于本身的节能和可再
生能源投资，即产生所谓的投资倍增效应，从而实现显著的节能和可再生能源发
展促进效果。
就建议的公益基金带动节能投资而言，主要地可通过节能贷款贴息、按投资
规模的一定比例为节能项目提供部分资助，为节能技术／产品的研究和开发提供
部分资助，为节能产品销售／购买提供部分补贴等方式来直接带动节能投资；也可
通过合作投资于节能和经济效益好的节能项目、实现基金的保值增值和滚动使用
来直接带动节能投资。此外，可通过利用公益基金资金支持节能宣传、教育、培
训、信息传播等方式来间接带动节能投资。
根据国外运作经验，利用公益基金为节能产品销售／购买提供补贴，将有效
带动和刺激节能投资。补贴方式较受节能产品生产／销售单位和用户欢迎，在国
际上被较多的采用，如英国、美国等；一些国家还采用这一方式鼓励用户用节能
型的灯具、冰箱、洗衣机、空调、电动机等来更换老旧设备。利用公益基金支持
基于市场的节能信息的开发和有效传播，也将有效地刺激节能投资，这可从英国
实施的两个节能信息传播项目得到佐证。英国分别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和 ８０ 年
代末启动实施了两个节能信息项目—“节能示范项目”和“最佳实践项目”，这
两个项目的运作都比较成功，有效地刺激了英国企业对节能项目进行投资，从而
导致产生了显著的工业节能效果。
至于利用建议的公益基金来带动可再生能源投资，主要地可通过以下方式来
直接带动可再生能源投资：按投资规模的一定比例为大型可再生能源基建项目
（如大型风电场）提供投资补贴，或者是基于发电量对可再生能源发电上网电价提
供一定的补贴；对分布式可再生能源建设项目（小型风电场，光伏系统，沼气等）
提供一定额度的投资补贴或贴息贷款；为可再生能源技术的研究和开发提供部分
资助。也可通过参股可再生能源企业或为其提供信贷等方式来直接带动可再生能
源投资。此外，可通过利用公益基金资金支持可再生能源宣传、教育、培训、信
息传播等方式来间接带动可再生能源投资。
借鉴国外公益基金的运作经验，采用竞争性招标方式来选择支持那些补贴要
求最小的大型可再生能源基建项目，可收到较好的带动和刺激可再生能源投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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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这可以采取以千瓦为单位，对每千瓦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容量投资补贴额
的方式进行招标；也可以千瓦时为单位，设定每千瓦时发电量的补贴额的方式来
招标。竞争性招标方式的突出优点是可以刺激可再生能源企业不断开发经济性更
好的可再生能源技术，这样一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型可再生能源基建项目的
补贴要求将呈较快的下降趋势，公益基金资金则可用来支持较多的大型可再生能
源基建项目，从而实现越来越大的带动和刺激可再生能源投资的效果。英国、法
国、爱尔兰以及美国的一些州采用这一方式来选择支持大型可再生能源项目，并
且收到了较好的带动和刺激本国可再生能源投资的效果。此外，利用公益基金资
金来为光伏系统以及其它分布式可再生能源项目提供投资补贴，也将有效地带动
对可再生能源的投资。事实上，这一做法在国际上越来越普遍，如日本、澳大利
亚、德国、荷兰、印度、巴西、美国的一些州等，其对可再生能源投资的带动作
用比较明显。
５．１．２ 促进节能和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发展和推广应用
国内节能技术和可再生能源技术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是导致我国能源利
用效率低、可再生能源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之一。从总体上看，目前我国能源利
用技术水平与日本等主要发达国家相比存在 １０－１５ 年的差距；此外，许多具有商
业应用价值的节能技术还没有得到很好的推广应用。我国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发展
起步较晚，除太阳能热利用技术外，风力发电技术、太阳能光伏发电技术等主要
的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发展和推广应用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明显。
技术进步是实现节能的基本途径之一，更是加快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的关
键。在业已建立了公益基金的国家里，公益基金的支持对节能和可再生能源技术
的发展和推广应用产生了重要促进作用。建议的公益基金的建立和投入使用，预
期将对我国节能和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发展和推广应用产生重要促进作用。利用建
议的公益基金的支持来促进节能技术进步，主要地可通过以下方式来达到目的：
l

支持节能技术、特别是那些具有国际先进性的节能前沿技术的的研究和
开发，促进节能技术实现“蛙跳”式发展；

l

对从国外引进先进的节能技术给予资助；

l

通过支持节能新技术的工程示范，促进重大节能新技术的应用；

l

通过为节能新产品的销售／购买提供部分补贴等经济激励方式，直接促
进小型的、但推广潜力大的节能新技术（如节能灯）的应用；

l

通过支持基于市场的、权威的、真实可靠的技术／经济／财务等方面的综
合性节能信息的开发和有效传播，引导和间接促进各种具有商业应用价
值的节能技术的推广应用。

考虑到公益基金资金的有限性，以及节能技术的多种多样性，并借鉴国外公
益基金对节能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促进方面的实践经验，公益基金资金主要地将用
于支持两类节能技术的发展和推广应用，以期实现公益基金对节能技术进步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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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的最大化：一类是应用前景广阔的节能技术，如高效电动机／风机／泵技术，
电机调速节电和电力电子节电技术，变压器节能技术，空调、冰箱、洗衣机等家
用电器节能技术，高效照明节电技术等；另一类是具有重大节能效果的技术，如
热、电、冷三联产技术，热、电、煤气三联供技术等。
由于目前大多数可再生能源技术尚不完全具备与常规能源技术竞争的能力，
公益基金对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支持作用将更为突出，预期将对可再生能源技术的
发展和推广应用起到明显的催化和助推作用。利用公益基金的支持来促进可再生
能源技术进步可通过以下多种方式进行：
l

支持国内已有一定基础的可再生能源技术的研究和开发；

l

对于那些国内属于空白、或者是难以通过国内的研究和开发努力在短期
内取得重大突破的可再生能源技术，则可通过支持从国外引进核心专利
技术、购买生产许可证等方式来加速其在国内的发展；

l

支持可再生能源新技术的工程示范；

l

通过为分布式可再生能源利用设备的安装提供补贴、贴息贷款等经济激
励方式，刺激分布式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应用；

l

通过为大型可再生能源基建项目提供投资补贴、生产激励等方式，推动
再生能源规模利用技术的推广应用，等等。

公益基金支持可再生能源发展的首要目标是扩大国内可再生能源利用规模，
因此，公益基金对可再生能源技术发展和推广应用的支持，主要地将通过资助可
再生能源利用项目的建设和运行来进行。为实现公益基金对可再生能源技术进步
促进效果的最大化，公益基金资金主要地将用于支持以下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发展
和推广应用：风力发电技术，生物质能高效利用技术，太阳能光伏发电技术，地
热源热泵技术等。
５．１．３ 促进节能和可再生能源产业化
节能的推进、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必须走产业化道路。国际经验表明，在节
能产业和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的初级阶段，政府的扶持是必要的；公益基金作为
一种有效的支持政策，起到了促进节能／可再生能源产业化的重要作用。公益基
金 对节能产业的促进主要地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支持节能服务业的发展；二
是支持节能工业基础设施的建立。其对可再生能源产业的促进主要地是支持可再
生能源工业基础设施的建立
我国的节能产业虽然已具备一定的规模和水平，但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
节能设备／产品制造业还相对落后，节能服务产业的发展刚起步不久。总的来看，
当前我国的节能产业规模、产业水平与节能产业发达的国家相比有较大差距，跟
我国巨大的节能发展潜力不相称，难以满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对节能产业的要
求。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起步晚、起点低、底子薄，目前才初具产业规模。与常
规能源产业相比，我国可再生能源产业尚处于发展初期，产业整体实力不强，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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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竞争能力弱，如太阳能光伏工业整体技术水平仅相当于国际上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水平，面对国际上强大的竞争对手，客观上处于劣势；一些阻碍可再生能源产业
发展的关键问题没有得到较好的解决，产业化发展面临技术、资金、市场、机制
等多方面的障碍。
建议的公益基金的建立和适当使用，预期将有效促进节能产业和可再生能源
产业的发展。这不仅将为我国经济的发展增添新的亮点，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同时也将促进能源、环境、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借鉴国外的相关经验，公益基
金对我国节能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主要地将体现在以下方面：
l

通过带动对节能设备/产品制造业的投资，促进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的调
整和升级；

l

通过资助节能技术的研究、开发、国外先进技术的引进，促进节能技术
的发展和不断进步；

l

通过支持重大节能技术的工程示范，推动节能新技术的实际应用；

l

通过为节能新设备/新产品的销售/购买提供补贴等经济激励，加快节能
新设备/新产品的市场扩张，从而使节能新设备/新产品生产企业可以扩
大生产规模，降低生产成本，增加赢利能力，形成良性发展循环；

l

通过支持节能机制创新和推广应用，包括支持试行政府节能采购、企业
节能自愿协议试点实施，支持推广电力需求侧管理、合同能源管理、支
持基于市场的节能信息开发和有效传播等，创造和刺激有效的节能市场
需求，引导和促进节能产业发展；

l

通过支持推广能源服务公司、支持节能技术服务中心/行业协会等节能中
介机构的能力建设等，大力推动节能服务业的发展。

公益基金对我国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的预期促进作用将主要体现在促进就
再生能源工业基础设施的建立，具体为：
l

通过带动对可再生能源利用设备制造业的投资，扩大产业规模，提升产
业水平；

l

通过支持可再生能源技术的研究、开发，为从国外购买可再生能源核心
专利技术和关键设备生产许可证提供资助等方式，推动可再生能源技术
的超常发展，提高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市场竞争力；

l

通过支持重大可再生能源利用新技术的工程示范，推动新技术的实际应
用；

l

通过支持大型可再生能源基建项目，支持分布式可再生能源利用设备的
市场渗透等，有利于减少可再生能源投资者一次性投资负担，降低投资
成本，加快可再生能源利用设备/产品的市场推广，有效增加可再生能源
供应能力；

l

通过支持可再生能源发展机制创新，创造和刺激有效的可再生能源市场
需求，引导和促进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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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４ 促进节能和可再生能源市场的建立和发展
公益基金是国际上支持节能市场和可再生能源市场建立和发展的一项重要
政策。过去 20 多年里，在建立了公益基金的国家里，公益基金对节能/可再生能
源市场的支持被证明是有成效的。从全世界范围来看，大多数国家的可再生能源
市场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因此，包括公益基金在内的强有力的政策支持是可再
生能源市场建立和成长的关键。事实上，在建立有公益基金支持可再生能源发展
的国家里，公益基金对这些国家可再生能源市场的建立和发展产生了比较显著的
促进作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节能的有效和持久推进、可再生能源的快速
发展主要地要靠市场，要让市场最终发挥主导作用。目前我国的节能市场尚处于
初级发展阶段，市场规模较小，其对节能的推动作用还比较有限。虽然我国潜在
的节能市场巨大，但节能市场的成长比较缓慢；节能市场的发展面临投资、技术、
信息等诸多方面的市场障碍；ＤＳＭ、合同能源管理、节能自愿协议、政府节能采
购等在国际上已有比较成熟应用的多种节能市场激励机制在我国还没有建立或
普遍推广。我国节能市场的发展，迫切需要包括公益基金在内的适当的政策支持。
建议的公益基金对节能市场的预期促进作用具体如下：
l

通过带动对节能设备/产品制造业的投资，促进其扩大生产规模，提升产
业水平，增加高效节能设备/产品的市场供应。

l

通过带动对节能项目的投资、支持基于市场的节能信息的开发和有效传
播，创造和刺激产生有效的节能市场需求。

l

通过支持节能新技术的工程示范、为节能新产品的市场推广提供资助
等，帮助克服节能新技术/新产品市场推广的成本障碍和风险责任障碍，
促进节能新技术/新产品的实际应用，降低生产成本，扩大市场规模。

l

通过支持 DSM、合同能源管理、节能自愿协议、政府节能采购等市场
节能机制的示范和推广活动，促进市场节能机制的建立和推广应用。

l

通过适当支持 ESCO、节能技术服务中心等节能中介机构发展节能技术
服务、节能项目融资等市场化的节能服务能力，促进节能服务市场的发
展。

l

支持建立和完善价格、税收等方面的节能经济激励机制，引导和促进节
能市场的发展。

l

支持建立和完善有关节能的法律、法规、标准、规范，支持节能执法和
监督能力建设，为节能市场的良性发展和快速成长提供规制上的保障。

目前我国可再生能源市场总的来看还处于初级发育阶段，总体技术水平不
高；市场秩序欠规范，产品质量良莠不齐、地方保护、恶性竞争等影响了市场的
健康发展；投资、税收、价格等方面的可再生能源发展激励机制比较缺乏。我国
可再生能源市场的发展，更是需要包括公益基金在内的适当的政策支持。建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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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基金对可再生能源市场的促进将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l

通过带动对可再生能源利用设备/产品制造业的投资，促进其扩大生产规
模，提高可再生能源技术装备的国产化水平和设备制造能力，增加科技
含量高、质量好的可再生能源利用设备/产品的市场供应。

l

通过资助并网风力发电建设项目、小风电/光伏系统等的安装使用等，创
造有效的市场需求，促进相关市场的发展和快速成长。

l

支持建立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的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体系，促
进可再生能源技术的研究、开发，以及科技成果的社会转化和市场应用。

l

支持研究和建立可再生能源税收优惠、发电上网鼓励等可再生能源激励
政策，有效拉动可再生能源市场需求，特别是促进具有可再生能源资源
优势的西部地区可再生能源市场的发展。

l

支持建立可再生能源产业化技术服务体系、发展工程建设/技术咨询/信
息服务/培训等可再生能源中介服务，促进可再生能源服务市场的发展。

l

支持建立和完善可再生能源标准体系、质量保障体系，规范可再生能源
市场。

５．１．５ 实现显著的经济、环境效益及其它社会效益
国际上，公益基金通过支持建立和实施多种类型的节能/可再生能源项目，
起到了有效带动节能和可再生能源投资、促进节能和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发展和推
广应用、促进节能/可再生能源产业化、促进节能市场和可再生能源市场的建立
和发展等多方面的综合作用，有力支持和促进了节能/可再生能源发展，并最终
产生了显著的经济、环境效益和其它社会效益。
我国节能及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的建立及其对节能的支持，以及与其它节能
支持政策的配合作用，预期将产生显著的节能、经济、环境效益以及其它社会效
益。电力节约历来是我国节能工作的重点，也将是该公益基金的重点支持方向。
利用公益基金来重点支持发展和推广应用高效电动机/风机/泵、变频调速技术、
高效电光源、节能型变压器、蓄冷蓄热技术、以及各种高效家用电器等先进节电
技术，加快多种节电项目的普遍实施，由此将产生显著的节电效益。以利用公益
基金来支持电机系统节能为例，目前全国电机系统的电耗占终端电力消费的比重
在 60%以上，根据有关估算，
“十一五”期间电机拖动系统的现实节电潜力达 600
亿 KWh；公益基金对电机系统节能的支持，预期将产生显著的节电效益。照明
节电也是公益基金可发挥重要作用的领域，“十一五”期间可实现的照明节电潜
力估计为 290 亿 KWh。总之，公益基金的建立及其对节能的支持，将产生可观
的经济和环境效益，有效促进国内企业、特别是能耗密集型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提
高，促进经济、环境的协调发展；同时将减少 CO2 排放，为改善全球环境做出
重要贡献。
公益基金对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支持效果最终集中体现为支持国家可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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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能源发展目标的实现，建立可再生能源规模供应能力，通过可再生能源的有效
供应及其对常规化石能源的替代，从而产生可观的经济、环境效益和其它社会效
益。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主要将有大型风力发电和生物质发
电两种形式。如果利用公益基金资金、采用按并网发电量给予发电者补贴的方式
来支持大型风力发电和生物质发电的话，预期将有效促进大型风力发电能力和生
物质发电能力的增长，由此产生显著的经济和环境效益。公益基金对光伏发电、
小风电等分布式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支持，也将产生明显的经济和环境效益。可再
生能源的发展，还将产生多种社会效益，包括：为社会提供数百万个就业机会；
解决数百万边疆、海岛、偏远地区以及少数民族地区居民的用能问题；特别是缓
解西部边远地区能源短缺问题，逐步改变沿袭千百年的传统的用能方式和炊事方
式，从源头上改善生态环境，为西部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５．２ 基金对节能和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支持效果预测
节能及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对节能和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支持作用，将取决于
实际建立的基金资金规模、基金期限、运作模式、基金分别用于节能和可再生能
源的比例等诸多因素。下面根据本报告建议的基金设立方案和运作模式，就基金
对节能和可再生能源发展的预期促进作用进行示意性的分析。分析基于以下三个
基本假设：
①每年可用的基金总量为 ３３ 亿元；
②每年可用的基金总量中，约 ６０％用于支持节能，其余 ４０％用于支持可再生
能源发展；
③基金的征收期限为 １０ 年。
５．２．１ 节能支持效果预测
基金对节能的支持效果，最终将体现为形成可观的节能能力，实现显著的节
能效益、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及其它社会效益。为估计和说明基金对节能的支持
效果，现作如下假设：
①基金于 ２００６ 年初开始实施，截止期为 ２０１５ 年。
②按每年可用的公益基金总量为 ３３ 亿元、其中 ６０％用于支持节能计算，每
年基金用于支持节能的资金量为 ２０ 亿元。
③基金带动社会节能投资的杠杆作用设为 １：８。
④每形成一吨标准煤的节能能力的投资需求按 １５００ 元／吨标准煤考虑。
⑤基金每年用于支持节能的资金当年年初即全部投入使用，并立即形成节能
能力，节能能力的年均利用率设为 ６０％。
⑥基金所支持的节能项目的平均经济寿命取为 ５ 年。
⑦不考虑通货膨胀的影响。
基于以上假设对基金的节能支持效果进行预测，相关结果如表 ２ 所示。从表
２ 可以看出，基金对节能的支持将产生以下重大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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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形成可观的节能投资规模。２００６－２０１５ 年，基金用于支持节能的总投入为
２００ 亿元；按其带动社会节能投资的杠杆作用为 １：８ 估算，其所带动的社会节
能投资为 １６００；两项合计，累计将形成 １８００ 亿元的节能投资规模。
②形成可观的节能能力。按单位节能能力投资需求为 １５００ 元／吨标准煤估
算，２００６－２０１５ 年，每年将新增节能能力约 １２Ｍｔｃｅ／ａ；同期，累计形成的节能能
力将逐年递增，到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达到峰值 ６０Ｍｔｃｅ／ａ。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基金支持所
形成的累计节能能力仍将有相当一部分继续发挥作用。
③实现巨大的节能量。２００６－２０１０ 年，预期可实现的累计节能量为 １０８Ｍｔｃｅ；
２００６－２０２０ 年，累计实现的节能量将达 ３６０Ｍｔｃｅ。
④实现可观的节能经济效益。按 ７５０ 元／ｔｃｅ 计算，２００６－２０１０ 年，预期可实
现的累计节能经济效益 ８１０ 亿元；２００６－２０２０ 年，累计实现的节能经济效益将达
２７００ 亿元，基金的投入／产出比为 １３：１。
⑤实现可观的环境效益。基金支持实现的巨大节能量将产生相应的环境效
益。按每减少一吨标准煤将分别减排 ０．０２２ 吨 ＳＯ２、０．０１ 吨 ＮＯＸ、０．０１７ 吨烟尘
计算，２００６－２０１０ 年，预计将累计减少 ＳＯ２、ＮＯＸ、烟尘排放量分别为 ２．４Ｍｔ、１．１Ｍｔ、
１．８Ｍｔ；２００６－２０２０ 年，预计将累计减少 ＳＯ２、ＮＯＸ、烟尘排放量分别为 ７．９Ｍｔ、
３．６Ｍｔ、６．１Ｍｔ。
⑥其它社会效益。基金的支持还将促进节能产品／设备制造业、节能服务产
业以及运输、安装等相关产业的发展，估计将创造数百万个就业机会，可为缓解
我国的就业压力做出重要贡献。
５．２．２ 可再生能源发展支持效果预测
对可再生能源来说，由于大多数可再生能源技术尚不成熟，或处于研究开发、
试点示范或商业化初始阶段，所以基金对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支持作用主要体现在
以下方面：一是加速技术的发育和成熟，缩短研发和示范过程；二是促进技术成
本的下降，使之尽快成熟为商业化技术；三是培育市场、扩大需求，促进可再生
能源技术的推广和应用。为了进一步说明并估计基金对支持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作
用和效果，现作以下假设：
l

支持对象和范围。根据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实际状况，需要基金支持的
领域较多。为简便起见，这里仅以大型并网风力发电、太阳能光伏发电、
生物质能发电（不含垃圾发电，因垃圾发电国家已出台相应扶持政策，
这里不再重复考虑）和小水电作为估计分析的对象。

l

支持（补贴）力度和有效时期。假定基金已经建立，其支持补贴力度（ＲＳ）
由下式确定：
Ｒｓ＝Ｐｒ－Ｐｃ

—Ｐｒ 为不同时期 ＲＥ 发电上网电价（元／ＫＷｈ）
—Ｐｃ 为相应时期新建煤电厂（无脱硫设备电厂）上网平均电价（元／ＫＷ／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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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贴的有效时期均设定为 １０ 年。
l

补贴方法：以 ５ 年为一时段，对其间新增容量预以补贴，但不考虑 ５ 年
内设备投产的早迟和规模上的变化。

估计结果如表 ３ 所示。
从表 ３ 可以看出，今后 ２０ 年，上述 ４ 种可再生能源技术在公共利益基金的
支持下，如果能按预期设想发展，将获得显著效果。
①开发规模迅速扩大，将成为我国一个重要的新型产业。据估计，到 ２０２０
年可再生能源的总的生产能力将达到 ８３００ 万 ＫＷ，约占届时全国电力装机总容量
的 １／９，其中，新增装机容量将达 ５２６６ 万 ＫＷ。相应地新增经济收入每年（２０２０
年）达 ４４４ 亿元，同时通过相应产业（如设备制造、运输、安装等产业）的发展，
还将创造 ８００ 多万个就业机会，可为缓解我国的就业压力做出实质性贡献。
②替代大量燃煤，获得明显的环保效益。到 ２０２０ 年，预计每年新增加替代
煤炭 ４９２０ 万吨标准煤，年新增减排 ＳＯ２１０８ 万吨，ＮＯｘ４９ 万吨，烟尘 ８４ 万吨。
③可再生能源发电成本不断下降，商业化进程明显加快。预测结果表明，随
着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发展和开发规模的扩大，风电、光伏和生物质发电成本呈现
明显的下降趋势。风电和生物质发电 ２０１５ 年时可达燃煤电价水平，即不再需要
补贴，可参与竞价上网；光伏发电电价将由目前的 ２．０４ 元／ＫＷｈ 降为 ０．４４ 元／ＫＷｈ，
下降 ４ 倍以上。唯有小水电由于开发难度的增加，致使发电成本不降反升，甚至
到 ２０１５ 年时仍然需要少量补贴。
④从基金的投资引导效果来说，也是十分有突出的。仅上述几种可再生能源
技术发展，据测算，今后 ２０ 年共计补贴资金累计 １３８．２６ 亿多元（补贴期限按
１０ 年计），与此同时，吸引新增投资总额则达 ４０５６．１９ 亿元，其投入产出比高达
１：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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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建议的公益基金对节能的支持效果预测

累计形成

累计减

公益基金 带 动 社 会 当 年 节 能 累 计 节 能 当 年 新 增 节 能 能
年份

当年实现 累 计 实 现

累 计 减当 年 减排

当 年 减累 计 减

投入，亿 节 能 投 总 投 资 ， 投 资 ， 亿 节能能力，力
， 当年节能 累计节能 节 能 经 济 节 能 经 济 当年减排 排 ＳＯ２， 排 NOX，NOX ， 排烟尘，排烟尘，
Mtce/a
Mtce/a
Mt
Mt
元
资，亿元 亿元
元
量，Mtce 量，Mtce 效益，亿元 效益，亿元 SO2，Mt Ｍｔ
Mｔ
Mｔ

２００６

２０

１６０

１８０

１８０

１２

１２

7.2

７．２

５４

５４

０．１５８４

０．１５８４

０．０７２

０．０７２ ０．１２２４

０．１２２４

２００７

２０

１６０

１８０

３６０

１２

２４

14.4

２１．６

１０８

１６２

０．３１６８

０．４７５２

０．１４４

０．２１６ ０．２４４８

０．３６７２

２００８

２０

１６０

１８０

５４０

１２

３６

21.6

４３．２

１６２

３２４

０．４７５２

０．９５０４

０．２１６

０．４３２ ０．３６７２

０．７３４４

２００９

２０

１６０

１８０

７２０

１２

４８

28.8

７２

２１６

５４０

０．６３３６

１．５８４

０．２８８

０．７２ ０．４８９６

１．２２４

２０１０

２０

１６０

１８０

９００

１２

６０

36

１０８

２７０

８１０

０．７９２

２．３７６

０．３６

１．０８

０．６１２

１．８３６

２０１１

２０

１６０

１８０

１０８０

１２

６０

36

１４４

２７０

１０８０

０．７９２

３．１６８

０．３６

１．４４

０．６１２

２．４４８

２０１２

２０

１６０

１８０

１２６０

１２

６０

36

１８０

２７０

１３５０

０．７９２

３．９６

０．３６

１．８

０．６１２

３．０６

２０１３

２０

１６０

１８０

１４４０

１２

６０

36

２１６

２７０

１６２０

０．７９２

４．７５２

０．３６

２．１６

０．６１２

３．６７２

２０１４

２０

１６０

１８０

１６２０

１２

６０

36

２５２

２７０

１８９０

０．７９２

５．５４４

０．３６

２．５２

０．６１２

４．２８４

２０１５

２０

１６０

１８０

１８００

１２

６０

36

２８８

２７０

２１６０

０．７９２

６．３３６

０．３６

２．８８

０．６１２

４．８９６

２０１６

０

０

０

０

４８

28.8

３１６．８

２１６

２３７６

０．６３３６

６．９６９６

０．２８８

３．１６８ ０．４８９６

５．３８５６

２０１７

０

０

０

０

３６

21.6

３３８．４

１６２

２５３８

０．４７５２

７．４４４８

０．２１６

３．３８４ ０．３６７２

５．７５２８

２０１８

０

０

０

０

２４

14.4

３５２．８

１０８

２６４６

０．３１６８

７．７６１６

０．１４４

３．５２８ ０．２４４８

５．９９７６

２０１９

０

０

０

０

１２

7.2

３６０

５４

２７００

０．１５８４

７．９２

０．０７２

３．６ ０．１２２４

６．１２

２０２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３６０

０

２７００

０

７．９２

０

３．６

６．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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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年

可再生能源开发规模上网电价和补贴总额估计

份

风力发电累计装机（万 ＫＷ）
新增装机（万 ＫＷ）
新增电量（万 ＫＷｈ）
上网电价（元／ＫＷｈ）
补贴力度（元／ＫＷｈ）
年补贴总额（万元）
累计年补贴总额（万元）
光伏发电累计装机（万 ＫＷｐ）
新增装机（万 ＫＷｐ）
新增电量（万 ＫＷｈ）
发电成本（元／ＫＷｈ）
系统价格（万元／ＫＷ）
补贴力度（占投资额的％）
年补贴总额（万元）
累计年补贴总额（万元）
生物质（蔗渣）发电累计装机
（万 ＫＷ）
新增装机（万 ＫＷ）
新增电量（万 ＫＷｈ）
上网电价（元／ＫＷｈ）
补贴力度（元／ＫＷｈ）
年补贴总额（万元）
累计年补贴总额（万元）
小水电累计装机（万 ＫＷ）
新增装机（万 ＫＷ）
新增电量（万 ＫＷｈ）
上网电价（元／ＫＷｈ）
补贴力度（元／ＫＷｈ）
年补贴总额（万元）
累计年补贴总额（万元）
煤电（无脱硫设备）上网电价
（元／ＫＷｈ）
可再生能源累计装机（万 ＫＷ）
新增装机（万 ＫＷ）
新增投资（亿元）
其中：风电（亿元）
光伏
生物质
垃圾
小水电
新增电量（万 ＫＷｈ）
年补贴总额（亿元）
累计年补贴总额（万元）
新增减排效益：
煤电发电煤耗（ｋｇｃｅ／ＫＷｈ）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５

２０２０

３５
－
－
０５５
－
－
０
２．０
－

１００
５３
１２１９００
０．４６
０．１３
１５８４７
１５８４７
５．０
３．０
６０００
１．３６
３．８８
３０％
３４９２０
３４９２０
１７０

４００
３００
６９００００
０．４１
０．０６４
４４１６０
６０００７
３０
２５
５００００
０．９１
２．５９
５％
３２３７５
３２３７５
２００

１０００
６００
１３８００００
０．３８
０．０１８
２４８４０
６９０００
６０
３０
６００００
０．６８
１．９３
３％
１７３７０
１７３７０
２００

２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２３０００００
０．３５
０
０
２４８４０
１００
４０
８００００
０．４４
１．２６
２％
１００８０
１００８０
２００

０
０
０．４４
０．１１
０
０
３０００
１８５
５９２０００
０．３３
０
０
０
０．３３６

３０
９００００
０．４１
０．０６４
５７６０
５７６０
４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３２０００００
０．３５
０．００４
１２８００
１２８００
０．３４６

０
０
０．３８
０
０
５７６０
５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３２０００００
０．３７
０．００８
２５６００
３８４００
０．３６２

０
０
０．３４
０
０
０
６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３２０００００
０．３８
０
０
２５６００
０．３８０

３２７５
２４１
２０２．０４
４２．４
１１．６４
０
－
１４８
７１９９００
５．０７６７
５．０７６７

４６３０
１３５５
１１２６．８５
２１０
６４．７５
２．１
－
８５０
４０３００００
９５０９５
１１．０９４２

６２６０
１６３０
１２７６．９
３６０
５７．９
０
－
８５０
４６４００００
６．７８１０
１３．０５３０

８３００
２０４０
１４５０．４４
５００
５０．４０
０
－
９００
５５８００００
１．００８０
６．０５２

０．３５２

０．３４０

０．３２９

０．３１７

２．０４
５．８１
－
－
０
１７０
－
－
０．４５
－
０
２８５０
－
－
０．３１
－
－
０
０．３１５
３０１９
０
０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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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煤量（万 ｔｃｅ）
年减排 ＳＯ２
（万 ｔ，０．０２２ｔ／ｔｃｅ）
年减排 ＮＯｘ
（万 ｔ，０．０１ｔ／ｔｃｅ）
年减排烟尘
（万 ｔ，０．０１７ｔ／ｔｃｅ）
新增经济收入（亿元）
社会效益：
电力生产环节就业机会
（万人）
设备制造就业机会（万人）
设备安装就业机会（万人）
合计（万人）

－
－

２５３．４
５．５７

１３７０．２
３０．１

１５２６．６
３３．６

１７６８．９
３８．９

－

２．５３

１３．７

１５．３

１７．７

－

４．３０

２３．３

２６．０

３０．１

－

２３．６

４１．１

１６７．０

２１２．０

０．９

５．６

６．６

８．４

３０．６４７０
８．９
４０．４

１７４．５
５０．６
２３０．７

１９５．５
５６．７
２５８．８

２１７．６
６３．１
２８９．１

资料来源：
①风力发电引自“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战略与政策研究”，２００４ 年；
l

发展规模数据来源同上；

l

上网电价引自“中国风力发电经济激励政策研究”，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３ 年；

②光伏发电：
l

发展规模引自“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战略与政策研究”，２００４ 年；

l

发电成本根据王斯成先生提供数据；

l

系统造价数据来源同上；

l

补贴力度参照国际经验及我国对独立运行的光伏系统实际补贴水平确定。

③生物质能发电：
l

发展规模引自“中国可再生能源战略与政策研究”，２００４ 年；

l

上网电价引自“中国可再生电力强制性市场份额政策相关问题研究”，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

④小水电：
l

发展规模引自“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战略与政策研究”，２００４ 年；

l

上网电价引自“中国可再生电力强制性市场份额政策相关问题研究”，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

⑤社会效益：参照经济出版社出版的“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规划”中相关数据推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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