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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过去了，又是一年立冬

时，不禁让人想起了那句著名的

“Winter is coming.” 不过，凛冬将至

对能源圈而言意味着一幅更加热火

朝天的景象。 

十九大胜利闭幕，再次强调了

能源行业绿色、低碳的发展道路；11

日，多部委联合发布《关于促进储

能技术与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

这意味着储能行业摆脱顶层设计的

“空窗期”；能源局公布前三季度

风电并网情况，1-9 月风电新增并网

970 万千瓦，弃风率下降 6.7%；气

候司负责人在新闻发布会上表态，

全国碳市场筹备工作进展积极，有

信心按照计划在 2017 年启动；《京

津冀能源协同发展计划》发布，聚

焦京津冀三地的无煤化。 

国际上，北京燃气集团董事长

李雅兰女士当选国际燃气联盟主

席，意味着中国参与全球能源治理

的一个重大突破；特斯拉要在中国

建厂的消息在媒体上传得沸沸扬

扬，马斯克却表态特斯拉在中国设

立工厂还要等上三年；特朗普在与

清洁能源的斗争中又迈出一步，EPA

局长普鲁伊特签署草案废除奥巴马

的“清洁能源计划”；世界气象组织发

布最新《温室气体报告》，2016 年

CO2 浓度已达 403.3 p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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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债券融资与认证 

作者：何啸/第一财经研究院研究员 

引言：十年来绿色债券市场不断发展，但绿色债券标准仍不统一。笔者认为各种绿色认证

机制的发展重点应聚焦于实现更细致、连续性更好的评估。数据显示，绿色债券的发行价

高于常规债券的发行均价，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在二级市场的表现相似。此外，相对

于其他债券，绿色债券面临的环境金融风险可能更大。 

 

一、绿色债券市场的发展 

近年来，绿色债券市场发展迅速。

2007年，欧洲投资银行发行“气候意识债

券”，该债券被公认为是全球首个绿色债

券。2014年 1 月，国际资本市场协会

（ICMA）引入了绿色债券原则，为市场的

发展提供了催化剂，并成为许多现有绿色

债券发行的基础。此后，绿色债券市场急

剧扩张：2016年总发行额突破 1000亿美

元，2017年上半年已发行总额约 600亿美

元（图 1）。不过绿色债券市场规模还远

远小于全球债券市场规模，2016年绿色债

券的发行额仅占全球债券发行额的不足

1.6％。 

图 1 近年来新兴经济体绿色债券发行额迅速攀升（单位：十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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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债券的发行情况随着时间变化差

异很大（图 1 左侧）。从发行主体来看，

2013年时，绿色债券主要由国际组织发行

（如欧洲投资银行等）；2014至 2015

年，欧洲发达经济体和美国在绿色债券的

发行中占主导地位；自 2016年以来，新

兴市场经济体（EMEs），尤其是中国公司

在全球绿色债券发行中崭露头角。从债券

期限来看，绿色债券通常为中期债券，

2014至 2016 年期间发行的绿色债券平均

期限为七至八年，但 2017 年上半年发行

的绿色债券期限有所延长。绿色债券的发

行货币较为多样，虽然国际组织倾向于以

欧元和美元发行，但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

则以当地货币发行（图 1右侧）。绿色债

券的发行人往往评级较高，只有一小部分

低于投资级（图 2左侧）。 

上述关于绿色债券的数据来自“气候

债券倡议”组织（CBI）和彭博社。其

中，CBI是国际性非营利组织，而彭博社

提供的金融数据和服务被广泛使用。由于

数据库选择性囊括了不同类型的绿色债

券，因此这两个数据库对应的发行量并不

相同。CBI数据库显示，2007年至 2017

年第二季度绿色债券总的发行量为 2340

亿美元（共 1,092支债券）。而彭博显

示，同期共发行 2160 亿美元（779支债

券）的绿色债券。只有价值 1690亿美元

（624支）的债券同时出现在两个数据库

中。彭博数据库中，2014年以前的绿色债

券较少，这之后两个名单的重叠更为明显

（图 2右侧）。 

图 2 绿色债券评级及发行量的分布情况对比（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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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绿色债券的认证 

为了投资绿色债券，资产管理人员需

要能够辨别哪些债券能带来环境或气候效

益。包括金融稳定理事会(FSB)气候相关

金融信息披露工作组在内的一些全球性组

织致力于推动环境信息公开透明。绿色债

券的外部认证可以帮助资产管理机构向投

资者证明资金确实被投资于绿色债券（这

也是监管要求的）。因此，各种形式的绿

色债券认证相继出现，这一切都旨在确保

债券募集的资金和后续收入的使用与绿色

投资相关（表 1）。 

ICMA绿色债券原则被称为“自愿性流

程指南”，其中列举了大多数认证方案应

遵循的一般性原则。这些原则为绿色债券

的发行人提供了明确的发行指引，包括：

（1）募集资金必须进行与环境可持续发

展相关的活动；（2）确定项目符合条件

的具体过程；（3）以透明的方式管理资

金，实现可追溯和验证；（4）出具年度

报告。 

表 1 各种绿色债券识别方法和认证方案特点 

 
CBI 气候债

券认证 

绿色债券

指数 

CICERO 外部

审核 

穆迪绿色债券

评估 

标普绿色

评价 

资金的使用必须与绿色投

资相关 
是 是 是 是 是 

按行业划分的合格标准不

同 
是 是   是 

事后监控与评估    是  

绿色评估的区分度   是 是 是 

具体因素的权重    是 是 

1 Bank of America Merrill Lynch, Barclays MSCI, Standard & Poor’s and Solactive. 

除发行人可获得的国际认证机制以

外，许多地区制定了自己国家的分类标

准、明确了绿色债券资格。特别是中国，

中国绿色债券金融委员会 2015年发布

《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2015年

版）》，将绿色认证机制带来的风险限制

在国内，但是在国际协调方面会有一些问

题。中国和欧盟正在推进绿色项目资格的

定义和方法的一致性，可能有助于解决这

个问题。 



                    Yi Cai Research Institute 一  财  能  研  

 

 

4 

CBI 气候债券的认证 

CBI保留了自 2009 年以来绿色债券的

发行名单和数据，还提供认证标准和认证

程序。虽然其制定的绿色债券原则非常笼

统，但 CBI的气候债券标准针对不同行业

建立了特定的资格审查标准，来判断资产

的低碳价值及是否适合作为绿色债券的基

础资产。在经过外部审核批准，确认该债

券符合环境标准、发行人具有适当的控制

和处理能力后，符合 CBI 标准的债券资产

有资格获得气候债券认证。 

CBI标准的局限之处在于无法进行持

续的监督和验证（表 1，第一列）。对投

资者而言，尤其是长期投资者，他们更需

要一个能够定期更新认证的机构。 

绿色债券指数 

绿色债券指数通过特定方法识别绿色

债券以便投资者能够投资绿色债券组合以

分散风险（表 1，第二列）。从这个角度

来看，绿色债券指数的提供商也能有效扮

演认证机构的角色。目前，全球绿色债券

指数主要由美银美林，巴克莱 MSCI，标准

普尔和 Solactive等公司编制。每家公司

都有自己的方法来确定指数的组成。除了

需遵守“绿色债券原则”外，每个指数还

有一些其他的衡量指标，如规模、流动性

以及资金流向的具体行业。 

指数提供商可以对债券进行持续跟

踪，也可以决定指数中是否包括某支债

券。然而，由于与传统债券相比，绿色债

券指数的纳入指标更为抽象，所以指数提

供商是否能够连续监测这些环境指标还有

待观察。 

外部审核 

2015年修订后的“绿色债券原则”推

荐绿色债券发行人“使用外部担保来确认

符合绿色债券的主要要求”，可以包括由

其他机构提供的意见和验证。从 2016 年

起，原则更倾向于“外部审查”而不是

“外部担保”，同时，推荐的外部审查机

构名单扩大至评级机构。 

关于绿色债券指数，CBI标准存在一

个问题——仅判断债券是否为绿色债券，

缺少更细致的评估。事实上，以下绿色认

证机构可以做出更细致的评估。 

CICERO 是位于挪威奥斯陆的气候研究

机构（表 1，第三列）和主要的外部审核

提供方。它对发行人选择的项目和投资框

架进行评估，并提供三个不同程度的积极

评估（“绿色阴影”）来从长期的角度反

映债券对低碳、“环境适应性”社会的符

合程度。CICERO还会审查绿色债券的发行

框架。另外，除非发行人特别要求，否则

不会对框架或环境影响的后期变化进行监

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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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迪绿色债券评估。穆迪投资者服务

部于 2016年 3月发布了评级机构评估绿

色债券的首个公开方法。绿色债券评估

（GBA）旨在符合“绿色债券原则”的情

况下，“评估债券收益将用于支持环保项

目的相对可能性”。与其他信用评级产品

一样，为了提高评级方法的透明度和可复

制性，穆迪在 GBA方面采用了众多可量化

指标，同时类似于多年内经常刷新信用评

级，穆迪也会定期进行 GBA审查。 

标准普尔绿色评估。标准普尔在 2017

年推出了绿色评级。该评级的关注范围比

GBA更为广泛，囊括技术性环境影响评估

部分以及治理和透明度部分。在评估时，

综合考虑募集到的资金在使用时的管理质

量和透明程度，以 0到 100之间的分数衡

量债券存在的整个生命周期内对环境的相

对影响程度。标准普尔的方法被认为最符

合“绿色债券原则”，同时该方法考虑了

各种定量指标的重要性，增加了数据透明

度，并在最终评估中实现了较大的区分

度。每一次评级都是对某个时间点的评

估，且最多 18 个月后将从标准普尔的网

站上删除。从这个意义上看，除非要求单

独进行评估，否则标普不提供事后评估。 

三、绿色债券定价，财务表现和风险 

绿色债券市场为环保项目提供了大量

资金，同时也应满足发行人和投资者的需

求。在发行人相同时，绿色债券的风险与

传统债券基本相同：绿色债券发行所得款

项专用于环保项目，绿色债券由发行人业

务的现金流提供偿还——普通债券也一

样。 

绿色特征影响了绿色债券的定价及其

对投资者的吸引力。与普通债券相比，绿

色债券的发行溢价表明大量投资者重视债

券是否为绿色债券，这给发行绿色债券带

来很大动力。同时，这些投资者也会对绿

色债券在运行期间的财务表现感兴趣。投

资者需要考虑的另一个因素是与环境变化

有关的信贷风险，绿色债券的这类风险并

不一定会降低。以下将进一步讨论这些问

题。 

绿色债券溢价 

绿色标签是否影响发行人为债券本身

愿意支付的价格（即他们愿意接受的无风

险收益率）？大量文献表明，与信用风险

无关的因素可能会显著影响债券收益率，

例如具体的供需因素或流动性溢价等。如

果相当多的投资者愿意为绿色债券支付溢

价（接受较低的利差），这将体现在债券

的发行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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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绿色债券与非绿色债券发行利差（单位：基点） 

 

为了分析绿色标签带来的定价效应，

文章比较了相同发行人在 2014年至 2017

年间发行的 21 支绿色债券与同期发行的

常规债券之间的信用利差（图 3）。相同

债券发行人发行的两种债券之间进行比较

能够减少包括信用风险在内的由发行人不

同而产生的区别。同时，研究没有纳入项

目债券，因为不同项目的现金流量偿付风

险并不相同。文章进一步将样本限定为固

定利率且利率相同的债券，以避免由债务

年限或浮动利率带来的不确定性对发行价

格产生影响。此外，为了避免新兴经济体

中存在的基准利差影响以其当地货币发行

的债券定价，选取的债券均以美元和欧元

计价。 

最终研究结果表明，绿色债券发行人

的平均借入利率低于常规债券。样本中收

益率的平均差异在 18个基点左右。这与

绿色债券需求高于供给的情况相一致——

换句话说，投资者们有持有绿色债券的偏

好，这影响了发行价格。评级级别不同

时，风险较高的借款人发行的债券溢价差

异较大（图 3右侧），这一情况也存在于

相同发行人发行同类债券的时候，所以该

结果并不能反映同一评级级别内发行人的

信用风险（或其他因素）的差异。 

同时，样本数据还显示，单个绿色债

券的发行面额差异很大（图 3左侧），标

准差为 27个基点。此外，21支绿色债券

中有 5支的发行价高于对应的常规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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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跨度中的财务表现 

绿色债券给投资者带来的回报将随时

间而变化，特别是当投资者不打算持有至

到期时。发行时的平均溢价并不一定会导

致二级市场表现明显疲软。二级市场与一

级市场投资者的定价规律可能不同。 

绿色债券指数是从投资者角度分析绿

色债券二级市场表现的较好出发点。绿色

债券指数是覆盖范围更广的多元化债券组

合，可用来与其他债券指数的表现进行比

较。文章衡量了通过对冲货币风险而实现

的美元回报，即对冲收益。由于绿色债券

指数与其他全球债券指数在货币组成方面

区别较大，因此资金流动本身就可能对相

应回报产生巨大影响。 

总体而言，绿色债券对冲指数的表现

与类似信用评级的债券组成的全球债券指

数表现相似。尽管美银美林，巴克莱

MSCI，标准普尔和 Solactive 的绿色债券

指数构成有所区别，但收益特征几乎没有

差异。平均月度对冲收益与其标准差的比

值（夏普比率）可以衡量风险调整效果，

在某些情况下，绿色债券指数的夏普比率

略高于全球债券指数，尽管该差异并不具

有统计学上的显著性。 

然而，非对冲绿色债券指数的美元收

益波动性高于普通债券指数。与普通债券

指数相比，绿色债券指数的货币组合更为

多样化，绿色债券的发行货币价值变动也

会增加绿色债券指数的收益率波动。这表

明，货币对冲对于绿色债券投资者十分重

要。 

绿色债券与环境风险暴露 

投资者存在对环境风险预期不足的倾

向（Hong et al（2016）及其中的参考文

献）。但强有力的证据已经表明，物理风

险和过渡风险都会带来公司的财务风险，

其中，物理风险是指与气候有关的事件如

干旱和洪水，过渡风险是指诸如环境管制

政策发生重大变化而产生的风险

（Caldecott等（2014））。 

绿色债券能否作为对冲与环境有关的

金融风险的工具？如果风险出现，发行方

属于污染行业的债券可能会面临重估。从

这个意义上看，绿色债券作为有效的风险

管理手段，其发行机构能够更好地避免价

值重估。但情况并不总是如此。绿色债券

通常涵盖投资者对发行机构业务的整体要

求。大型综合性能源公司可能在绿色项目

上投入大量资金，但其他业务部门（例如

煤电厂）仍然可能会带来环境信用风险，

如碳排放规定的变化。除了过渡风险，一

些绿色债券的现金流还可能受气候变化的

影响（如风力发电厂受洪涝灾害的影

响）。此外，几乎所有的绿色债券发行者

都要面对环境信用风险。只有少数绿色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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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是项目债券，以项目本身产生的现金流

作为还债来源。 

图 4 所有参与评级的债券与绿色债券的环境信贷风险对比（单位：%） 

 

事实上，证据表明，绿色债券面临着

更大的与环境相关的信用风险。穆迪

（Moody's）对行业层面的环境风险进行

了信用分级。在穆迪评级的企业债中，

13.2％来自环境信贷风险中等或较高行

业，2.9％来自具有直接或不断显露出风

险的行业（图 4左图）。而绿色债券发行

方的行业构成中，22.4％的绿色债券由中

等或较高环境信贷风险的行业发行，近

14％的发行方所在行业被列为高风险行业

（图 4右图）。因此，高风险行业发行的

绿色债券额占总体绿色债券发行额的比例

超过了四分之一。 

 

四、结论 

推出绿色债券原则和标准是促进绿色

金融发展的重要一步。自 2011年 1月

ICMA推出“绿色债券原则”以来，带有绿

色标签的债券发行迅速增加，来自私人部

门和新兴市场的发行人增多。多个绿色债

券指数也随之诞生，让更广泛的投资者能

以多元化的方式投资绿色债券。有证据显

示，虽然发行后的绿色债券财务表现与传

统债券相差不大，但发行价格仍能体现绿

色债券的绿色特性。然而，绿色债券市场

仍然相对较小，还需要进一步发展壮大。 

首先，绿色债券的现有定义和标准过

于多样，统一的标准才能让投资者受益更

多。目前，正在推进的增加中国和欧盟标

准一致性的工作有望改善这一问题。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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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可能需要“外部意见”提供者——评

级机构或其他第三方机构持续对绿色债券

进行验证和监控。即使资产管理人员使用

绿色标签只是向最终的投资者显示他们履

行了绿色投资义务，但随着技术发展或者

发行政策的变化，这些绿色标签的价值将

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贬值。 

另一个未被纳入目前绿色认证框架的

信息是绿色债券的环境金融风险。虽然环

境风险管理的范围远远超出了绿色债券，

但必须避免投资者误认为绿色债券与这种

风险绝缘。事实上，在所有评级债券中，

绿色债券面临这种风险的可能性更大。为

此，可以提高绿色债券标准，突出环境因

素可能带来的财务风险，进一步鼓励投资

者有效管理这些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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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不移推进能源革命 为筑梦中国提供不竭动力 

作者：努尔•白克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党组书记、局长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党和国家事业

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习近平总

书记对能源发展改革高度重视，2014年 6

月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上发表

重要讲话，鲜明提出推动能源消费革命、

能源供给革命、能源技术革命、能源体制

革命和全方位加强国际合作的能源发展战

略思想，指明了我国能源转型发展的方向

目标,这是能源工作的根本指南。全国能

源系统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能源革命战略

思想为根本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关于能源工作的决策部署，实现了

能源发展改革的新跨越。面向未来，全国

能源系统要坚定自觉向党中央看齐，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进一步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坚定不移推动能源革命向纵深发展，以实

干实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为筑梦

中国提供不竭动力。 

能源发展改革实现新跨越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能

源革命战略思想指引下，按照新发展理念

要求，我国能源革命的总体蓝图基本绘

就，能源转型变革步伐明显加快，能源革

命思想深入人心，中国特色能源发展实践

呈现崭新局面。 

能源革命战略框架体系基本形成。发

布实施面向 2030年的能源革命战略和 4

个行动计划，系统部署了 2030年前推进

能源革命的战略目标和主要任务；发布实

施《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和 14 个

配套专项规划，进一步明确推进能源革命

战略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我国能源发展第

一次构建起综合性和专业性、中期性和长

期性、全局性和地区性相结合的立体式、

多层次规划体系，基本构成了推进能源革

命“四梁八柱”性质的主体框架。 

能源消费低碳化转型正在加速。城镇

新建建筑执行节能强制性标准比例基本达

到 100%，民用节能建筑面积比重超过

40%。绿色交通体系加快形成，累计推广

新能源汽车超过 100 万辆，建成公共充电

桩约 17.1万个，全国高速公路干线和主

要城市充电网络初具规模。大气污染防治

行动计划全面落实。与 2012年相比，

2016年我国清洁能源消费比重提高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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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煤炭消费比重下降约 6.5%，单位国

内生产总值能耗下降约 17.9%。 

绿色多元的能源供应体系加快建立。

坚持非化石能源规模化发展，在规模化发

展中加快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与 2012

年相比，2016 年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比

由 28.4%提高到 34.6%，可再生能源发电

量占比由 19.9%提高到 25.9%。坚持化石

能源清洁化发展，积极推进煤炭清洁高效

利用。截至 2016 年底，累计实施煤电节

能改造约 4.6 亿千瓦、超低排放改造约

4.5亿千瓦。页岩气示范区设立以来，年

产量从 2013年 1亿立方米增长到 2016年

77亿立方米，中国成为第三个实现页岩气

工业化生产的国家。 

能源转型发展动力正在增强。新一轮

电力体制改革全面铺开，交易机构组建工

作基本完成，发用电计划和配售电业务有

序放开，竞争性电力市场初具规模。制定

出台油气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勘探开发、

管网运营等领域市场化改革加快推进。能

源价格改革力度进一步加大，输配电价改

革实现省级电网全覆盖，非居民天然气门

站价格显著降低，2016 年减少企业电费支

出近 1300亿元、用气负担约 1000亿元。

按照“三个一批”的战略路径，明确能源

科技创新 15个重点方向、装备研发 15个

重点领域，组织开展 139 项创新行动，提

高关键领域自主创新能力。 

能源国际合作全方位拓展。积极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的

倡议，能源装备、技术、标准、服务“走

出去”步伐不断加快，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在巴基斯坦开工

建设，英国、阿根廷核电项目取得积极进

展。举办 APEC能源部长会议、G20能源部

长会议等，对全球能源治理的引领作用不

断增强。 

拓展能源提质增效新空间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能源发展道路，

开拓中国特色能源发展新前景，必须更加

深刻地认识和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能源

革命的重要论述，进一步增强战略定力，

切实做到坚持节能优先方针不动摇，坚持

绿色低碳方向不动摇，坚持能源发展“三

步走”路径不动摇，坚持化石能源清洁高

效利用原则不动摇，坚持创新驱动理念不

动摇，坚持开放共享方略不动摇，不断推

动能源发展改革行稳致远。当前要重点推

进以下工作： 

扎实推进能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

点做好煤炭去产能和防范化解煤电产能过

剩风险工作，更多依靠市场化法治化手段

加快淘汰煤炭落后产能，有序发展先进产

能，确保“十三五”期间退出煤炭产能 8

亿吨。按照淘汰落后、严控新增、清理违

规、转型升级的原则，确保 2020年煤电

装机控制在 11亿千瓦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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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步扩大能源领域有效投资。加大对

吸引民间投资的政策支持力度，引导资金

更多投向补短板、调结构、促创新、惠民

生的领域。布局开工水电、核电、管网等

一批重大工程项目，充分发挥能源项目投

资规模大、建设周期长、上下游拉动作用

强等优势，促进经济稳定增长。 

积极推动可再生能源持续健康发展。

优化可再生能源发展布局，加快跨区输电

通道建设，优化电力调度，提高电力系统

调节能力，完善相关政策机制，积极发展

分布式能源，重点解决并网消纳问题。 

大力实施能源民生工程。积极推进北

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重点做好以电代

煤、以气代煤等工作，力争用 5年左右的

时间，基本实现雾霾严重城市化地区散煤

供暖清洁化。积极推进油品质量升级、电

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着力做好电网

升级改造、光伏扶贫、贫困地区能源开发

项目建设。 

深入推进能源领域重大改革。加快电

力市场和电力交易机构建设运行，有序放

开增量配电业务，加大售电侧改革力度。

积极推进油气勘查开采、进出口、管网运

营等改革，释放竞争性环节市场活力和骨

干油气企业活力。深化能源领域“放管

服”改革，理顺电力安全等监管体制，提

高能源监管和服务水平。 

深入推进能源国际合作。加快落实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成果，加

强能源战略、规划、政策等方面的国际交

流，推动能源装备、技术、标准、服务走

出去，在共同打造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能

源治理体制中发挥更大作用、作出更大贡

献。 

来源：中国电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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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能源企业转型发展的战略思路 

作者：吕建中，毕研涛，余本善，杨虹/中国石油集团经济技术研究院 

 

近年来，在国家强化环境治理、推

进清洁低碳、倡导节能降耗、调整能源结

构、扶持新能源等的大背景下，国内传统

能源企业积极适应新形势，把环境友好、

清洁绿色作为转型升级的重点。各公司在

能源资源开发环节突出清洁化生产、环境

保护，在能源转化环节严格控制和降低污

染排放，在能源消费环节提供更多清洁低

碳优质能源产品。 

 

国内传统能源企业转型发展的现状 

 

 持续加大清洁产品研发力度，不断推

进油品质量升级 

通过引进吸收与自主研发相结合，

持续推进产品质量升级，努力为社会提供

安全、可靠、优质、环保的产品。中国石

油自主研发的 DSO、GARDES、PHF、FDS等

清洁汽柴油生产技术成功应用于 17套炼

化装置，截至 2015年底，投资 257亿

元、实施 70项油品升级项目。中国石化

开发形成 S-Zorb 汽油吸附脱硫、催化汽

油选择性加氢、柴油超深度加氢脱硫等多

项具有完全知识产权的汽柴油质量升级技

术，建立起装置配套齐全、技术几近完全

国产化的石油化工产业链。 

 

 加快非常规资源的经济有效开发，加

大天然气开发力度 

过去十几年，尤其在 2014年之

前，国内天然气产量和消费量连续保持

10%以上的增长，特别是以西气东输为代

表的天然气长输管道的建设运营，使天然

气的利用市场不断扩大，“气化”成为一

些省区市实现绿色发展的现实选择。根据

各公司年报数据，中国石油提供了国内

70%以上的天然气供应量，2015年致密气

产量超过 250亿立方米，煤层气产量 18

亿立方米，页岩气产量 13亿立方米；中

国石化成功开发重庆涪陵 50亿立方米/年

页岩气田，延川南 5亿立方米/年煤层气

田；中国海油不仅有效开发海上气田，成

为全球第三大 LNG进口商，而且直接开展

天然气发电业务。 

 

 大力开展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 

中国石油在华北、辽河、新疆等地

开展地热资源开发利用研究，与肯尼亚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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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和石油部合作开发当地的地热资源；在

新疆、吉林等油田应用光伏发电技术为油

井供能，在北京地区建成全太阳能加油

站；燃料乙醇形成规模化生产供应能力。

中国石化自主研发出生物柴油和生物航

煤，成为中国首家拥有生物航煤自主研发

生产技术的企业，2015 年底地热供暖能力

近 3000万平方米，占全国常规地热供暖

量的 30%。中国海油持续探索研究可燃冰

（天然气水合物）、海洋潮流能、海洋温

差能、氢能以及其他新型绿色低碳能源开

发技术。 

 

 减少生产运营对环境与气候造成的不

利影响 

围绕环境友好型企业建设目标，国

内大石油公司加强突发环境事件和环境风

险管理，控制、减轻和消除环境事件危

害，严格控制污染物排放；通过优化施工

方案设计、加强用水过程管理等措施，节

约用地用水；实施能量系统优化，大幅度

节能降耗；强化油田伴生气以及生产过程

甲烷的回收与利用等。 

 

 开展二氧化碳捕集与利用技术研发与

应用 

国内大石油公司积极研究二氧化碳捕

集、固碳技术，在油田大力开展二氧化碳

驱油与埋存、咸水层和油藏碳封存试验。

根据各公司年报信息，中国石油在吉林油

田建成了国内首个二氧化碳分离、捕集和

驱油等全产业链的碳捕集、利用与封存

（CCUS）基地，截至 2015年底累计实现

二氧化碳封存 94万吨；中国石化在中原

油田等开展二氧化碳捕集、利用与封存试

验研究，截至 2015 年底累计驱油注入二

氧化碳约 270万吨。 

 

存在的主要矛盾和问题 

 

 缺乏战略统筹和顶层设计 

国内传统能源企业对企业转型和清洁

化发展的认识、方向、思路不清晰，职责

分工也不明确，缺乏战略研究支撑和总体

规划，没有专门的部门负责组织管理。不

少企业依然停留在“履行社会责任”“树

立企业形象”的工作范畴，形成“时上时

下”“干干停停”的局面。 

 

 自主创新能力不足 

国内传统能源企业对转型发展特别是

可再生能源所需要技术的研发投入十分有

限，很多技术领域长期处于跟踪模仿阶

段，形成的技术专利较少，尚未建立起政

府、企业、高校与科研机构、用户共同参

与研发的协同机制和配套的成果转化机

制，各方面的研发平台难以共享共用，研

发资源不足与闲置现象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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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再生能源专业人才短缺 

传统能源企业实现转型发展不仅需要

资金、资源、技术和市场，更需要人才，

特别是可再生能源与传统能源资源开发存

在较大的差异，一些企业明显感到所需专

业人才奇缺。例如，同样是钻井，钻地热

井与钻油气井就大不相同，开发出来的地

热与油气，在输送、利用方面也有较大差

异，对从业人员的技术要求自然不同。 

 

 可再生资源量的评价不足 

理论上讲，我国的可再生能源资源量

巨大，对投资企业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但

由于缺乏系统的资源评价，资源的保有

量、资源的可动用量和资源利用量之间差

异较大，情况不落实，加之受资源区域开

发环境条件的限制，企业实际投资立项时

感到可用资源量十分有限。 

 

 能源基础设施无法满足转型需要 

由于我国区域经济和能源发展不平

衡，长期存在着东部及沿海经济发达地区

与中西部地区能源供需逆向分布的矛盾，

已建立起来的“北煤南运”“西气东

输”“西电东送”等跨区域能源输运能力

难以满足需要，常常出现东部地区能源供

应不足，中西部地区却弃水弃风弃光造成

巨大电量损失的现象。 

 

推战略思路 

 

我国传统能源企业，特别是国有大

型石油企业，与国际石油公司的角色定位

不同，作为关系到国家能源安全和国民经

济命脉的国有重要骨干企业，肩负着重大

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责任，推动转型发展

既要借鉴国外大公司的做法和经验，也要

结合自身业务发展特点，坚持一切从实际

出发；既要着眼于企业经济利益，也要服

从并服务于国家能源战略和结构调整需

要，自觉把企业转型发展纳入国家“四个

全面”的战略布局和“五位一体”的总体

布局，成为推动能源“四个革命、一个合

作”的重要力量。 

 

 从能源革命的高度谋划企业转型，全

面加强战略管理 

国内传统能源企业应深刻认识并积极

适应能源革命或转型的大趋势，按照国家

关于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

体系的目标要求，谋划企业的转型及清洁

化发展，并全面纳入企业发展战略；深入

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的发展理念，突出资源节约、环境友好、

创新驱动等要素，结合企业的资源、市

场、技术等实际情况，强化战略规划和顶

层设计，明确战略目标、战略重点、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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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制定看得见、摸得着、易操作的具

体措施，稳步推进清洁化转型；把清洁化

转型发展融入企业社会责任体系，接受社

会监督，提高企业转型发展的自觉性和主

动性；建立涵盖能源转化与利用效率、污

染物及温室气体排放控制、碳排放资源化

利用和清洁化管理水平等维度的考核指标

和激励约束机制，使企业朝着清洁化的方

向可持续发展。 

 

 坚持传统能源清洁高效利用与新型清

洁能源开发并重 

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新型

非化石清洁能源还不能成为支撑产业结构

调整和经济发展的主体能源，国家已经明

确提出要坚持发展非化石能源与清洁高效

利用化石能源并重，逐步降低煤炭消费比

重，提高天然气和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

对大多数传统能源企业来说，一方面应把

传统能源的清洁高效利用作为重点。以石

油公司为例，应继续坚持大力发展天然

气，特别是加强非常规天然气的勘探开

发，进一步推动成品油质量升级等，促进

环境问题从“末端治理”向“全过程控

制”的转变，提高终端能源产品的品质。

另一方面，传统能源企业应积极参与地

热、生物质能、风能、光能等非化石能源

的产业化、规模化开发，提高新型清洁能

源的供应比重。 

 

 切实依靠技术创新推动转型升级 

技术创新是创新驱动战略的核心，也

是推动能源革命的关键。我国传统能源企

业大多是大型、特大型国有企业或中央企

业，拥有雄厚的技术创新实力，可以在推

动能源革命和转型升级中发挥主力军作

用。一方面，企业自身的技术转型要把技

术研发和创新更多地转向清洁、低碳、高

效利用能源领域，努力在关键性、前瞻

性、颠覆性技术领域寻求突破。例如，发

展不同能源形式、能源和化工的相互转化

技术，发展减少能源生产与加工过程中的

污染和二氧化碳排放的技术，发展提升能

源效率的智慧能源技术，发展关键材料与

装备的制造技术等。另一方面，要高度重

视提高能效、降低排放方面的新技术研

发，及其在能源利用领域的普及推广。例

如，可与大型能源用户共同研发节能减排

技术、联合开展碳捕集与封存项目、开发

天然气利用新技术等。引导企业把开发推

广清洁低碳能源技术作为“双创”的重

点，为传统能源资源企业的技术创新注入

生机和活力。 

 

 尊重企业主体地位和产业发展规律，

实现可持续转型 

企业是市场的主体，也是转型发展的

主体，在推动转型和清洁化发展中需要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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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价值规律，强调立足于企业现有的业务

发展基础和资源、地域、市场等条件，对

各种技术路线进行详细、可靠的技术经济

分析与评价，在项目规划、投资、运营过

程中通过技术、商业模式的创新降低成

本，摆脱补贴依赖，强化市场竞争意识，

实现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转型发展。科

学分析新能源技术的成熟度和产业发展规

律，对于处在不同成熟度阶段的清洁能源

技术，采取不同的投资组合策略，形成从

技术试验、工业化生产到市场推广的转型

发展阶梯。对于尚处在研发试验阶段的新

技术，不应急于组织大规模产业发展规划

和市场推广，防止出现“一窝蜂地上，再

一大片地倒”。 

 

 加强开放合作，共享转型发展成果 

传统能源企业应秉持开放合作、互惠

共赢的理念，彼此分享碳捕集、利用与封

存，工业能效提升，可再生能源开发等方

面的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做好管网、电

网等能源基础设施的共享及互联互通，共

享区域能源资源和能源收益。加强与各类

新能源企业的合作，形成资源、市场一体

化产业链。发挥资金、实践经验方面的优

势，与高校、科研机构合作降低技术创新

成本与风险。加强与国外先进公司的合作

与交流，学习其清洁化发展的管理制度与

经验，引进、消化、吸收其先进的低碳技

术、高能效技术和可再生能源技术。 

 

来源：国际石油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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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说美国清洁能源变革 

作者：Letha Tawney/世界资源研究所（WRI）公用事业创新主管 

翻译：于洋/第一财经研究院研究员 

导语：近年来，企业自愿采购的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快速增长，可再生能源为企业带来的

经济利益是这一趋势背后的主要驱动力。在机遇面前，采购企业需要与电力公司和监管机

构深度沟通，应对采购政策和机制的挑战。 

 

如今，用电企业在清洁能源消费方

面迈出更大的步伐。截至 2017年第一季度，

企业用户在全球共采购了 19吉瓦的可再生

能源，足够为 5 百万美国家庭提供电力。

然而，企业自愿采购可再生能源的道路还

不顺畅。在美国，17 个州仍没有为大规模

的可再生能源采购提供便利，而在中国、

墨西哥等国际市场，可再生能源采购也才

刚露出兴起的势头。 

世界资源研究所（WRI）、落基山

研究所（RMI）、企业可再生能源中心

（Business Renewables Center，BRC）以

及世界自然基金会（WWF）联合发起了可

再生能源采购者联盟（Renewable Energy 

Buyers Alliance， REBA），旨在将采购

企业、能源供应商以及各界专家汇聚一处，

共同应对可再生能源采 购的挑战。今年 9

月，REBA 峰会在加利福尼亚州举行，以下

是美国企业采购可再生能 源的五个新趋

势。 

1.企业已为新的采购方式作好准备 

在美国，绿色电价、虚拟购电协议

（VPPA）等新的采购方式已经被证明是促

进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成功机制。目前，13

个州向采购企业提供绿色电价，用户可以

以固定的价格实现 100%的绿色电力消费。

VPPA允许企业向本地电网之外的可再生能

源项目采购电力，这对寻求项目地域分布

的灵活性的企业是一个颇具吸引力的选

择。但是，绿色电价和 VPPA并非为小规

模和更加分散的负荷而设计，这些机制也

无法解决电力市场潜在的问题，例如区域

电网阻塞和发电设施管理等。企业自发的

清洁能源转型需要全新的方式。 

 

2.采购企业希望享受更低的电价 

目前，美国许多地区出现电力供大于求的

现象，这也使电力批发市场的价格处于低

位。供大于求使一些电力公司承受着批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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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价走低的压力，同时还要应对用户对新

增可再生能源的需求。但只要电费单上的

价格比批发电价高，大用户就会寻求更好

的节约电费的方法，耗电量大的企业对直

购电的兴趣也与日俱增。 

 

3.采购企业与电力公司之间需要进行深度

对话 

节能、分布式能源、需求管理和储能技术

的推广意味着大大小小的用户需要在采购

策略中做出更加复杂的选择，这些新技术

同时也对电网产生影响。面对新技术的崛

起和走低的能源价格，电力公司需要与用

电企业进行更深层次的对话，了解企业的

需求并抓住机遇。另一方面，各州的公用

事业委员会负责核准新的电力产品并保护

用户的权益，与公用事业委员会的沟通也

是机制创新的重中之重。 

 

4.政策问题拖累新兴市场的发展 

在美国之外，许多大型跨国企业希望在运

营产线和店面的国家也可以购买可再生能

源。中国的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市场

已经于今年开启，企业希望与政府的相关

部门合作，完善市场的机制设计。印度也

制定了雄心勃勃的太阳能和风电目标，但

各邦的政策差异巨大，采购可再生能源的

过程也颇为繁琐。Adobe 公司为位于班加

罗尔的办公室采购了大型光伏电站的电

力，但整个流程耗时超过一年。许多采购

企业仍在观望，等待更为明确的政策和更

加成熟的市场。在这些国家，采购企业成

立了合作组织，例如印度的绿色电力市场

发展集团（Green Power Market 

Development Group）和中国的绿色电力

消费合作组织（GECCO）。在政策问题面

前，采购企业间的合作显得尤为重要。 

 

5.大规模采购需要更多的参与者 

REBA的目标是在 2025 年前帮助企业在美

国采购 60吉瓦的可再生能源，联盟的发

起机构也乐于接受这一艰巨的挑战。为了

达到这一规模，更多的采购者需要入局，

这意味着要吸引更多的企业，并为企业的

决策提供更充分的资源。目前，针对企业

在全产业链实现可再生能源消费目标的讨

论也有很多，这使传统的供应商可以加入

采购的行动之列。此外，大学、医院以及

市政机构也需要被纳入采购者的范围之

中。可再生能源可以为企业带来切实的利

益，当这种价值主张成为主流，企业会对

可再生能源采购产生更大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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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财研究院点评： 

企业自愿采购可再生能源已经在美国等国

家蔚然成风。降低企业的气候影响、节约

用能成本、对冲能源价格波动的风险、展

现企业的领导力等都是企业采购的驱动因

素。去年年底，谷歌公司宣布，2017年公

司在全球的数据中心和办公区域都将使用

绿色电力。此外，政府、高校等机构也参

与到可再生能源消费之中。例如，美国环

保署（EPA）利用购买可再生能源证书

（REC）等方式，在 2016 财年实现了 100%

的绿色电力消费；通过出售校内分布式光

伏电站的 REC，普林斯顿大学还可以获得

额外的收益。在国内，上海市曾于 2005

年推行绿色电力加价认购的机制。近年

来，高压输电网络建设和电力体制改革不

断向前推进，企业绿色电力直购也逐渐兴

起。今年 7月，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

市场的开启也引发了绿电消费的讨论热

潮。随着政策的完善、机制的创新和观念

的转变，企业可再生能源采购会迎来更强

的驱动力和更大的操作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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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 

 
图 1  2017 年 10 月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单位：美元/桶) 

来源：WIND 

【气】 

 

图 2  2017 年 10 月国际天然气期货价（单位：美元/百万英热单位） 

来源：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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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 

 
图 3 2017 年 10 月秦皇岛港动力煤平仓价（单位：元/吨） 

来源：WIND

【碳】 

 

图 4  2017 年 10 月碳排放权成交均价（单位：元/吨） 

来源：各碳排放权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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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能活动】 

 

2017-11-06--2017-11-17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 23 次缔约方大会（波

恩） 

 斐济是今年 COP 23 的主席国，大会在德国波恩举行。今年气候会谈的重点将是如何弥补绿色融

资的资金缺口，各国应如何提升本国的减排贡献，以及如何保障面临海平面上升和极端天气威胁的

岛屿国家的权利。 查看详情 

 

2017-11-08--2017-11-09 2017 光伏创新大会（上海） 

 2017 年是能源“十三五”规划实施启动的关键时期，推动太阳能利用多元化、创新化发展是“十

三五”期间能源发展的核心方向和重要任务。虽然光伏行业发展态势良好，但是在补贴逐步下调压

力之下，行业竞争趋于白热化。如何实现“降本增效”、增强竞争力成为了光伏企业的当务之急，

坚持技术创新，提高全产业链竞争力，加强技术、应用、商业模式的创新，特别是产品的创新，是

企业应对之本，创新成为光伏产业发展的根本。为推动光伏产业转型升级，加速推动产业创新，持

续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做大做强我国光伏产业，由光伏产业网发起的 2017 光伏创新大会将于 11

月 8 日至 9 日在上海举办。 查看详情 

 

2017-11-10--2017-11-13 光伏电站发电量提升与领跑者技术经济性分析论坛（西

安） 

 自“领跑者计划”实施以来，高标准的技术和效率要求，有效加快了产业和应用的技术创新，促

进了光伏度电成本的进一步下降。新技术、新产品不断实践应用，光伏标准日臻完善，发电量与系

统效率不断提升，为下一步建设前沿技术依托基地与光伏产业技术升级提供了宝贵经验。为帮助光

伏企业准确把握国家对领跑者基地建设的政策动态；研讨光伏电站发电量提升的途径；交流电站投

资技术经济性评估经验；中国光伏行业协会联合中国投资协会拟于 2017 年 11 月 10 日-13 日在西安

市举办“光伏电站发电量提升与领跑者技术经济性分析论坛”。 查看详情 

 

2017-11-11 2017 能源年会暨第九届中国能源企业高层论坛（北京） 

 2017 能源年会暨第九届中国能源企业高层论坛，将于 2017 年 11 月 11 日在京举行。能源年会暨中

国能源企业高层论坛由《能源》杂志社主办，每年一届，迄今已连续举办了八届。本次会议以“能

源变革与能源创新”为主题，将汇集能源主管部门、中央及地方能源企业、能源行业专家学者、相

关协会等机构代表，涉及石油、天然气、电力、煤炭和新能源等各行业，就当前能源领域的热点、

https://cop23.unfccc.int/info-a-z
http://pvic.solarenpv.com/
https://mp.weixin.qq.com/s/2Hb9wylHbbccnWHsHHlfAw


                       Yi Cai Research Institute 高  能  活  动 

 

 

24 

难点问题进行讨论和解读。会议还将设置三个平行分论坛：风电产业链创新发展论坛、光伏产业创

新升级发展论坛、储能技术与新能源汽车发展论坛。 查看详情 

 

2017-11-11--2017-11-12 2017 中国能源经济形势报告会（北京）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的大背景下，我国能源产业发展稳中求进，伴随产业转型升

级、提质增效步伐的加快，能源经济形势也在不断发生着新的变化，面对未来的发展，如何把握宏

观经济形势,抓住战略机遇，合理制定新一年的发展规划，以应对国内外错综复杂的形势发展的变

化，提升自身的核心竞争力，成为众多业内人士关注的焦点问题，为增强行业内政、产、学、研、

用等多领域的互动与交流，促进产业健康、有序发展，经中国能源学会研究决定，由中国能源学会

主办的“2017 中国能源经济形势报告会”将于 2017 年 11 月 11-12 日在北京召开。 查看详情 

 

2017-11-14 COP23《中国可再生能源展望 2017》欧洲发布会（波恩） 

 《中国可再生能源展望 2017》深入分析了中国能源转型的不同路径，目标指向于 2050 年达成一

个低碳能源体系。报告讨论并汇集了为避免气候进一步恶化中国需要开展的行动。报告是通过中国

国家可再生能源中心（CNREC）——中国政府的可再生能源智库和来自于德国、丹麦以及美国的

多个国际合作伙伴间的多边合作所诞生的旗舰产品。在发布会中，CNREC 将展示报告的主要研究

成果，并随后邀请项目相关伙伴进行点评和集体讨论。 查看详情 

 

2017-11-14 OFweek 2017（第八届）中国太阳能光伏高峰论坛（深圳） 

 本届会议将以太阳能光伏前沿技术及应用为重点，搭建一个产学研交流平台，聚集产业链上游光

伏材料供应商、组件制造商、下游电站项目开发商、光伏应用企业、投融资机构等业内大咖，共同

探讨太阳能光伏产业发展、市场现状、未来技术趋势和投融资机遇，重点讨论在复苏大潮下光伏技

术及应用市场开拓策略，以期共同推动中国太阳能光伏产业健康而快速地发展。 查看详情 

 

2017-11-14--2017-11-15 第二届东南亚光伏储能博览会（马尼拉） 

 第二届东南亚光伏储能博览会是东南亚地区最大的专注于太阳能和储能市场的活动。该活动将于

2017 年 11 月 14-15 日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举行。世界各地的投资者逐渐意识到东东南亚市场的发展

潜力，特别是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和印度尼西亚的光伏、储能市场。 本次大会邀请各国政

府、公用事业单位、独立能源生产商、开发商、分销商、安装商、能源储存产品制造商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与会者共同讨论东南亚市场太阳能和储能发展的应用、机遇和挑战。 查看详情 

 

2017-11-16 2017 能者说峰会（北京） 

https://mp.weixin.qq.com/s/Bo5b3OGpJXxjUQZsLwBBLw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yMTE3OTkwMQ==&mid=2247483808&idx=1&sn=d97292e2953f3cfd763978471fe43345&chksm=f9de4632cea9cf24d068b28594021ea75714442f29aee2f9e98bf44b8dee041a83e105bd5509&mpshare=1&scene=23&srcid=1030aXLq0DURbP2ISzHIRDdP#rd
http://mp.weixin.qq.com/s/VIrcdoMx_e6Mo2Ml0dlsRA
http://www.ofweek.com/seminar/2017/solar/SZ/
http://www.aseanenergystorag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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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神华和国电垂直整合贯穿始终，整合效果还未可知，国企对整合前景或观望、或犹豫、

或暗自不赞成……沉浸多年的权威专家将前瞻性解读国企重组与能源行业改革如何协调，辨明未来

改革趋势；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今年或达到 70 万辆，带动储能、电池材料等产业快速发展。汽车

公司、地方政府、互联网造车企业都纷纷加入战局，成功的新能源车企如何操作？这些企业在布局

方面有什么经验可循？遇见能源，预见绿色未来，尽在 11 月 16 日“2017 能者说峰会”。 查看详情 

 

2017-11-20--2017-11-22 第二届能源工程与环境保护国际学术会议（三亚） 

 第二届能源工程与环境保护国际学术会议（EEEP 2017）致力于为能源及环保领域内的专家学者

提供一个良好的交流平台，让这两个研究领域内的学者能够就自己的研究内容相互讨论，从而得出

最优的解决方案，共同为社会的健康发展做出贡献。 查看详情 

 

2017-11-24--2017-11-25 并网型微电网政策解读及项目开发建设研讨会（第一

期）（北京） 

 新一轮电力体制改革已经走过了两年多的时间，配售电业务放开之后，全国已注册十万家售电公

司，售电市场为企业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但单一的售电业务发展受限较多，而配售一体化业务却

蕴含着综合能源供应服务等多种商业模式，是未来配售电业务发展方向，而并网型微电网是配售电

改革落地的重要抓手，并网型微电网项目也为企业参与配售电改革提供了重要契机。在此背景下，

中国能源研究会能源互联网专委会将于 2017 年 11 月 24 日-25 日在北京华北电力大学举办“并网型

微电网政策解读及项目开发建设研讨会（第一期）”。 查看详情 

 

2017-11-27--2017-11-28 2017 华南（深圳）锂电技术发展高峰论坛 

 近几年，全球 3C 锂电池市场日趋成熟，动力锂电池在新能源汽车市场推动发展下已经成为全球

锂电池市场快速增长的最大引擎。为推动中国锂电市场快速健康发展，本届论坛将以国际化的视角

呈现新能源汽车产业技术及动力电池以及上游材料设备产业的新技术，新理念，新方向，整合产业

推动企业交流发展。论坛将于 11 月 27-28 日在深圳会展中心隆重举办，同期举办 IBTE2017 深圳国

际锂电技术展览会以及 2017 华南（深圳）电动汽车技术发展高峰论坛。 查看详情 

 

2017-11-28--2017-11-29 彭博未来能源亚太峰会（上海） 

 彭博未来能源亚太峰会将于 2017 年 11 月 28-29 日在上海举办。今年的彭博未来能源亚太峰会的

海外投资主论坛中，来自亚太地区多国的投资者及项目开发商将共同讨论能源投资机会分布在哪些

国家、区域和行业；投资中会面临哪些挑战；以及如何进行这些投资。 查看详情 

 

http://mp.weixin.qq.com/s/TByaWBN-By5vvibVVEUVWw
http://www.iceeep.org/
http://mp.weixin.qq.com/s/_i6_sKv5uK4dShZDii3Tqg
http://forum.ibtechina.com/
https://mp.weixin.qq.com/s/lZgX51M2zMO2IOE8xHwW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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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1-30 2017 年中国煤炭消费总量控制和能源转型国际研讨会（北京） 

 2017 年，全国经济回暖，上半年煤炭消费同比增长 5%左右， PM 2.5 浓度自 2014 年来首次没有

下降。1-8 月京津冀地区大气质量同比恶化，PM 2.5 和 PM 10 浓度同比均分别上升 10%左右。电力

和工业部门的煤耗上升为今年的煤控工作带来了严峻挑战。“打赢蓝天保卫战”是 2017 年“中国

煤控项目”工作的中心。带着艰巨任务，怀揣坚定信念，迎难而上，砥砺前行。今年的“中国煤控

项目”继续推动部门与地方的实施、研究散煤利用现状与治理方案、开展 1.5℃温控情景分析、全

国碳市场建立及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在六个领域开展煤控工作，在“大气十条”收官之年打赢“蓝

天保卫战”。2017 年中国煤炭消费总量控制和能源转型国际研讨会以“砥砺前行，保卫蓝天”为主

题，在国内外新形势的机遇与挑战下，总结经验教训，狠抓煤控不放松，开启能源转型和空气污染

治理新篇章。 查看详情 

 

2017-11-30--2017-12-01 第四届中国储能创新与技术峰会（深圳） 

 本届储能峰会将立足国际化、高标准、重务实，以“聚焦全球商业创新，布局中国储能市场”为

核心主题，邀请来自电力电网公司、发电集团、可再生能源开发商和制造商、电科院、政府政策机

构、储能技术解决方案提供方、工商业用户、通信基站用户、储能系统集成商、电池生产商、电动

汽车商、光储充电桩建设方、检测及监控运营方、投融资及咨询方、全球各地的储能行业的领导及

专家共同探讨储能在中国的商业化发展。 查看详情

http://mp.weixin.qq.com/s/GuzwUW0Xuy0onck3_6sipA
http://cn.eschina.org/c/12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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