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能效2018》是一本系统、全面展示中国能效良好进展的评

述报告，从整体情况、主要部门、投融资和市场等各方面总结了

中国能效进展，并据此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对于了解第三方机构

对中国能效的看法非常有价值。

—— 杜祥琬，中国工程院院士、原副院长

《中国能效2018》用凝练、简洁的方式，分析、评价了中国能效

的进展，是一部反映中国能效进展的优秀报告。

—— 戴彦德，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研究员、原所长



《中国能效2018》报告中的观点仅代表CCEEE和作者观点。不代表作者所在机构和支持机构的观点。

不得对本报告的整体或部分进行复制，引用需注明出处。未经许可，不得出于商业目的进行销售。 



能效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作为“隐藏的能源”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如今“能效是第一能源”已

逐渐成为全球共识，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为此作出不懈努力。除了减少能源消费和温室气体排放这些

人们耳熟能详的效益以外，能效提升还具有包括改善空气质量、增强能源安全、减少能源支出、促进

经济繁荣等环境、社会、经济多方面的综合效益。但另一方面，能效“润物细无声”地渗透在工业、

建筑、交通各部门和日常用能行为的方方面面，通过“少用”来发挥效力——基于能效提升而产生

的节能量和其他效益大都体现在那些已被“避免发生”的能源消费中。能效这一特性决定了它的重要

作用相对而言不那么容易被察觉，因此无论在全球还是中国，虽然能效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但

重视程度至今还是不能与其重要性相匹配。

中国是一个正在快速发展的新兴经济体国家，也是全球能源消费和温室气体排放的巨头，必然面

临如何平衡好经济社会发展和应对能源及气候变化问题的挑战。能效提升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方案—

—消耗更少的能源制造更多的产出，节能低碳与经济发展并不冲突；能效提升也是中国发展的必

然选择——追求高质量、高效率增长是中国过去、现在以及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努力的目标和

方向。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开始实施，至今已有二十年，期间中国的能效提升工

作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并为全球能效提升作出了显著的贡献。

为了全面总结并更有效地向国内和国际社会展示中国近年来的能效提升工作成效、进一步传播

能效提升的重要性以及“能效是第一能源”的理念，并通过总结中国经验为其他国家应对能源和气

候变化挑战提供更多的参考，CCEEE联合能效经济领域专家学者共同编写了《中国能效2018》。

《中国能效2018》主要对中国2017年及以前的能效工作进行梳理、分析、评述和总结：开篇描述了

目前全球应对能源和气候变化挑战的局势，以及中国的责任和担当；正文分为中国能效概述、主要部

门能效、能效投融资和能效市场、主要结论和建议四大版块。其中“中国能效概述”版块在对中国政

府的节能管理机制和体系进行全面介绍的基础上，总结了中国能效提升工作的整体成效和特点；“主

要部门能效”及“能效投融资和能效市场“两个版块则通过对中国工业、建筑、交通部门能效水平以

及能效投融资和节能服务市场的现状描述，总结和分析各领域的重点，并以此为依据对各领域未来

序 言



与能效相关的发展趋势做出合理推断和期望；“主要结论和建议”版块则对全文主要观点和结论进

行了提炼总结，并据此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一些可参考的政策建议。此外，《中国能效2018》还

在附录部分对2017年影响中国能效发展的大事记进行了梳理，以期使读者对2017年中国能效动向

有直观且尽可能全面的了解。

《中国能效2018》是CCEEE《中国能效》系列报告的第一册，并同步编写报告英文版。未来，

我们期望能够将这个系列报告持续编写下去，追踪中国能效工作在全球应对能源和气候变化挑战的

努力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见证中国成为全球能效提升的参与者、贡献者和引领者！

能效经济委员会 · 中国（CCEEE）执行主任   桑 晶

2018年12月18日于中国 ·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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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全球能效 中国担当

“能效是第一能源”已成全球共识

人类通过能源消费获取自身发展，同时也引发了全球性的能源危机和气候变化，世界各国目前都在积极寻求

解决方案。提高能效1是可以同时解决能源和气候变化问题的重要手段：从源头上说，在保证经济发展和居民生活

水平提高的情况下使用更少的能源，缓解了全球能源供给的压力；从末端上看，达到同样效果排出的温室气体更

少，有效缓解全球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全球对能效的认识可以划分为三大阶段（图1）：1973年全球首次能源

危机以前，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能效的重要性；能源危机后，人们开始为能源安全和后续发展等问题寻求出路，1976

年Lovins, A.首次公开提出“使用更少的能源制造更多产出”并迅速引起广泛讨论[2]，在这一时期能效开始作为“隐

藏的能源”得到普遍关注并逐渐影响各国能源政策制定；2010年之后，有学者发现能效政策预计能够在2030年使经

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在工业、建筑、交通部门以及照明和设备领域的终端能源消费减少20%[3]，国际

能源署（下文简称IEA）也有研究表明，IEA 早的11个成员国在1974至2010年间用于能效提升的投资带来的节能

量超过了任何一种单一能源的供能，同时期IEA正式提出“能效不仅是‘隐藏的能源’，更是‘第一能源’”[4]，

至此，能效作为全球公认的“第一能源”，因其巨大的“储量”和优越的成本效益2逐渐成为各国能源政策制定和气

候行动的重点。

⚥㕂腊佪 2018

1. 能效，即能源效率，指产出（服务、产品、性能等）与能源投入之比[1] ；能效有时也通过单位产出量的能耗（即能源强度）来描述：能源强度越低，能源效率越高。

2. 与供应侧资源相比，将能效作为一种资源 根本的效益是以更少的成本减少能源需求，同时还能为电力系统、电力用户和全社会带来效益[5]。

⚥㕂腊佪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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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全球能效 中国担当

国际社会已普遍达成共识，要在本世纪末将全球平均升温控制在工业化前水平2摄氏度（℃）以内（下文简称

“2℃温控目标”），否则极有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并为实现1.5℃温控目标努力[6][7]。但从全球减排3进度

看来，实现2℃温控目标的机会正在快速流失，各国急需找到行之有效的减排手段，加快减排进程。提高能效是

具成本效益的减排手段之一，也是实现全球温室气体减排的 大贡献者：IEA预测表明，实现2℃温控目标，能效

在中期内（至2030年）的贡献率高达48%[8]。能效在工业、建筑、交通等领域都有巨大的减排潜力，同时还能带

来经济收益、促进经济发展。综上所述，无论从“节能”的源头，还是“减排”的终端上来说，强化能效政策的

制定和实施、提高能效，利用好能效这个“第一能源”都是应对全球能源和气候变化挑战的关键路径。

全球能源

2016年11月4日，《巴黎协定》正式生效，明确了全球2℃温控目标，并为1.5℃温控目标努力；采取“自下

而上”的国家自主贡献（NDC）模式促进全球减排，并要求包括中国在内的180余个缔约方“只进不退”：自

2023年起每五年重新评估和更新一次国家自主贡献，促使各国尽各自 大力量减排[7]。大多数《巴黎协定》缔约

方在自己的国家自主贡献中明确把“能效”作为达成其国家减排目标的重要手段。IEA指出，综合各国目前的国家

自主贡献目标，还不足以达成全球2℃温控目标[8]，各国在严格按照国家自主贡献执行气候行动和能效政策的基础

上，还需要进一步提升减排目标，加强气候行动的国际合作，才能更好地应对气候变化这一人类共同的挑战。

一直以来，全球气候变化治理模式主要以学习欧美国家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先进经验为主。美国是全球第二大

能源消费国和温室气体排放国，2015年一次能源消费量和温室气体排放量分别占当年全球总量的18%和

15%[9][10]；同时因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先进的技术水平，美国一度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推动者和向发

展中国家提供相关资金和技术的重要来源国。但就在2017年8月4日，美国政府向联合国递交书面文件，要求退

出《巴黎协定》。按其目前的能源消费和排放水平估算，在其他国家遵守国家自主贡献的前提下，美国退出《巴

黎协定》将使2100年全球平均气温额外增加0.3℃[11]。加之长期积累的国际影响力，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对全

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影响不言而喻。

然而根据联合国的程序，任何要求退出《巴黎协定》的国家必须在2019年11月4日之后才能正式宣布相关退

3. 如无特殊说明，文中“减排”均表示减少以二氧化碳为代表的温室气体排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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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意向，退出程序的实施周期为一年。这意味着美国 早也要在2020年11月3日（美国东部时间）才能完成退出程

序。美国新一届总统将在2021年1月上任，他/她的态度则让美国未来在《巴黎协定》中扮演的角色成为悬念[12]。

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衷心希望美国作为经济、能源、排放和政治大国，能够尽快重返国际气候谈判，形成应对

气候变化的全球合力。

作为全球能效提升的另一支强大力量，欧洲在过去为各国作出了表率。欧盟在《能效指令2012》（2012 

Energy Efficiency Directive）中，将2020年的节能目标设定为在参考情景4基准上降低20%；2016年，欧盟委

员会曾考虑在其《能效指令》中纳入2030年节能30%的新目标5及配套措施。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并没有影响欧盟

的决心和行动。2018年6月14日，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达成政治协议，设定了2030年节能32.5%的约束性能效

目标，并在附加条款中明确将在2023年前对该目标进行向上修正，该项协议将被翻译成欧盟各国的语言并经由议

会和理事会正式批准后发表在欧盟的官方公报中。为达成其严格且不断更新的节能减排目标，欧盟在综合规划、

能源市场（如减少能源销售）、各部门节能政策和公众教育等方面都采取了强有力的行动，并着重在建筑等节能

潜力大的部门狠下苦功，成效显著，是全球节能减排的先驱和典范[1]。

能源和气候变化问题是一个涉及多元主体和复杂利益的综合问题，不同国家基于发展路径、阶段和其他的国

情差异，在能源和气候变化问题中面临不同的处境、有不同的诉求。仅仅依靠几个积极的发达国家应对全球气候

变化是远远不够的，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应该更加勇于承担、精诚合作、砥砺前行。其中，发展

中国家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一方面，发达国家既有的模式可能无法完全解决发展中国家平衡经济发展和应对气

候变化的需求；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在学习借鉴发达国家经验时进行了创新和发展。

面对越来越严峻的气候变化挑战和风云变幻的全球局势，中国长期以来致力于探索和寻求适应中国国情的能

源和气候变化治理之路，积极承担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责任。IEA《能效2017》（Energy Efficiency 2017）报告

中指出，中国在2016年能效政策进展突出，能效政策在覆盖率和强度上的综合表现全球第一，能效投资增幅全球

第一[14]。2018年4月中国政府机构改革组建生态环境部，并将原先隶属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文简称“国

4. 根据欧盟《能效指令2012》，2007年的预测显示，2020年欧盟一次能源消费总量预计将达到18.42亿吨油当量（下文写作toe）（即参考情景）。2020年节能20%的目标即2020年实际的一

次能源消费量需要为14.74亿toe或以下[13]。其中，参考情景指按照“一切如常”（business as usual）条件进行预测的情景，即在当前情景的基础上不采取任何额外的能效措施、任其自然发

展的情景。

5. 如无特殊说明，文中所有的欧盟节能目标均指与当年参考情景相比较的节能量。

⚥㕂腊佪 2018

03

前言：全球能效 中国担当



家发改委”）的应对气候变化司转隶其中[15]，有意通过内部职能优化更高效地完成温室气体排放达峰和环境质

量达标的“双达”目标；同时组建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加强在包括能源和气候变化问题在内各个领域对国际先

进经验的学习和国际合作，从宏观层面和国家机构建设方面为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挑战营造了更为有利的环境。中

国在引入发达国家的 佳实践过程中，进行了本土化创新并建立了适应中国情况的新模式：例如1998年通过

和世界银行实施“中国节能促进项目”引入合同能源管理（EPC），经过二十年的发展，中国拥有目前世界

大的合同能源管理市场，并且区别于大多数以建筑项目为主的国家，这个市场呈现出以工业项目为主的中国特

色[16]。中国的独特经验能够对现有的发达国家经验进行补充，为其他国家的能源和气候变化治理提供更多可

借鉴的经验，从而带来积极影响：作为一个积极减排的排放大国，中国的节能减排举措不仅能够通过降低自身

排放量为全球减排作出重要贡献，还能够辐射带动周边国家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全球气候行动中扩大

减排效应。

全球能效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国民经济开始全面腾飞式发展（图2a），但由此带来的能源和生态环境问题也日

益严重，能源消费、环境污染和温室气体排放大幅增加（图2b）。为了应对发展所带来的能源、气候变化、环境

和生态问题，中国出台了若干相应的政策和举措，并采取了积极的行动促进政策实施。

1997年11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下文简称“全国人大”）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下文简称

《节能法》），《节能法》于1998年正式实施。该法从1989年开始制定6，是中国第一部节能基本法。《节能法》

旨在推进全社会节能，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经济效益，保障经济和社会发展，满足人民生活需要，其出台实施标

志着中国从法律和制度上确立了节能的重要地位，开始进入全民节能时代[17]。随着《节能法》的实施，中国政

府一系列涉及工业、建筑、交通、产品、审计、公众意识等各个领域的节能政策法规陆续出台，对推动能效的全

面提升起到了积极作用。 1998至2002年间，中国能源消费强度平均年降幅为2.5%（图2b）。

6. 《节能法》的制定从1982年开始酝酿；1984年国家经委、计委提出了《节能法》大纲的设想方案；1989年,国家计委继续调查论证,并且在1990年提出了《节能法》的编写大纲，在大纲的基

础上草拟了《节能法》的论稿。在以后三年时间时里反复修改了多稿，形成了《节能法》草稿送审稿，后于1993年7月14由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报送国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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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由于中国经济尤其是高耗能产业的快速发展，2002至2005年期间中国能源消费总量和强度整体

上升，其中2003年和2004年能源消费总量增速甚至远大于当年的GDP增速；2006年和2009年中国分别成为全

球碳排放总量和能源消费总量 大的国家[18][19]。面对这些挑战，中国政府给予节能减排前所未有的重视。

2006年起，中国开始将能源消费强度下降作为约束性指标7并实施严格的年度考核。2007年，全国人大修订

了《节能法》，接下来的几年，中国政府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综合性能效政策，包括《“十二五”节能减排综合性

工作方案》8《节能减排“十二五”规划》《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2014-2020年）》等。2016年，全国人大

再次修订《节能法》，中国政府发布了《“十三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并于同年开始实行能源消费总量

与能源消费强度“双控”行动。这些政策和举措说明中国政府已经将节能减排作为 高优先级的工作之一提上政

府议程，予以高度重视。在上述政策法规的基础上，中国政府还在重点用能企业9大力推进能源审计和能效对标，

7. 约束性指标是在预期性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并强化了政府责任的指标，是中央政府在公共服务和涉及公众利益领域对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有关部门提出的工作要求。政府要通过合理配置公共资

源和有效运用行政力量，确保实现。（来源：中国政府网）

8. 五年规划（原称“五年计划”）是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长期规划，每次规划五年。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国民经济恢复期，1953-1957年实施第一个五年规划（简称“一五”，依

次类推，1963-1965年为国民经济调整期，没有实施五年规划。其后五年规划实施至今，目前中国正处于“十三五”期间（2016-2020年）。

9. 重点用能企业指满足以下两者中任意一项的企业：1. 年综合能源消费总量10,000 tce以上的企业；2. 国务院有关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指定的年综合能源

消费总量5,000 tce以上不满10,000 tce的企业。（来源：《节能法》）

a. 中国GDP变化（1978-2017）

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b. 中国能源消费总量和强度变化（1978-2017）

来源：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图 2      中国GDP和能源消费变化（1978-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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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千家企业是指在钢铁、有色、煤炭等九个重点耗能行业中， 2004年企业综合能源消费量达到18万tce以上的规模以上独立核算企业，共1008家。由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国家统计局提出，并

经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改革委或经贸委（经委）核对后确定。（来源：国家发改委）

11. 万家企业是指年综合能源消费量 1 万吨tce以上以及有关部门指定的年综合能源消费量 5000 吨tce以上的重点用能单位。初步统计，2010 年全国共有 17,000 家左右。万家企业能源消费量

占全国能源消费总量的 60%以上，是节能工作的重点对象。（来源：国家能源局）

12. 根据政府系列文件收集整理。

积极开展“千家企业节能行动”10和“万家企业节能低碳行动”11。2006至2017年中国的能源消费强度年均降幅

为4.3%（图 2b）。

过去的二十年来，中国能效工作积累的成效卓著：2016年由于能效提升所带来的“能源生产力红利”高达

1.1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一，占全球“能源生产力红利”半数[14]。值得强调的是，中国的人均GDP及人均能耗水

平与世界发达国家还存在较大差距，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还是提出了能源消费总量和强度的控制目标，充

分体现了大国担当。

顺应自然、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是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和能源挑战的指导思想，也是解决包括

气候变化和能源问题在内一系列人类发展过程中的问题的根本方法。201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做

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决策，决策完整描绘了此后相当长时期内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蓝图。2015年国

务院发布《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同年10月，“增强生态文明建设”首次被写入国家五年规划。

2017年，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多处提到“应对气候变化”，并指出过去五年中国“引

导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2018年3月通过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中强调把“领导和管理经济工作和城乡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国务院职责12。中国对

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视程度提高，为能效提升工作提供了富足的土壤和有利的氛围，中国为了践行“参与者、贡献

者、引领者”的纲领一直活跃在生态文明建设和能效提升的国际舞台上。

2016年9月，20国集团（下文简称G20）成员国在杭州G20峰会上共同批准通过了《G20能效引领计

划》（G20 Energy Efficiency Leading Programme; EELP），这是G20框架下第一份由中国主导

制定、体现中国为承担和引领全球能效提升而努力的文件。该文件指出，节能和提高能效是合理使用

能源资源的 佳途径之一，加强提高能效方面的合作可促进经济发展和生产效率提升[20]。

2017年5月，中国政府发布《关于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指导意见》，进一步推动“一带一路”

绿色发展，努力将中国在生态文明建设、能源和气候变化治理上的经验和 佳实践传播到“一带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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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2015年10月29日，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鲜明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

沿线国家，辐射带动更多国家参与到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工作中来[21]。

2017年6月，第八届清洁能源部长级会议（下文简称CEM 8）在中国北京召开，这次会议体现了国际

社会对清洁能源技术开发和利用的高度关注以及全球对建设清洁高效能源体系的积极向往，中国政府

也透过此次会议东道主的角色向世界传达出中国支持和愿意投身于可持续发展的强烈意愿。

2017年11月，波恩气候变化大会（即COP 23）“中国角”举办“中国能效提升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

的贡献”边会，这是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中国角”首次举办能效主题边会，中国政府在会上与来自

世界各地的能效工作者充分沟通，积极参与并投身到全球能效对话和合作中。

2018年5月，在丹麦举行的第九届清洁能源部长级会议（CEM 9）上，中国代表团阐述了习近平提出

的包括“绿色发展”在内的新发展理念13的深刻内涵，介绍了以新发展理念引领高质量发展的中国行

动方案，引起各国高度关注和积极响应。中国还介绍了在清洁能源技术研发创新和应用领域的具体行

动，提出在CEM机制下设立区域能源互联倡议，得到众多与会国的赞赏；中国联合牵头的电动汽车倡

议参与国不断增加；多国主动提出与中国进行双边、多边会谈，探讨合作机会……以上种种均显示中

国在CEM机制中的影响力日益上升[22]。

在国内，中国在各方面积极开展公民节能意识教育。中国已经举办了27届节能宣传周，并在2013年的节能宣传

周首设全国低碳日[23]。节能宣传周和全国低碳日通过开展一系列的节能低碳行动，鼓励公民从身边和细节着眼，

推动全民节能低碳。作为新兴经济体以及全球 大的能源消费和温室气体排放国，中国在能源和气候变化问题上

的立场和行动不仅关系到自身的长远发展，也对国际社会有着深远影响。中国的表现也向世界证明，中国正努力

承担起应尽的国际责任，从能源消费和排放大国逐步成长为能效大国——尽管还有问题有待解决，但中国的努力

正在向世界证明：中国能效，未来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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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全

按照《节能法》的规定，中国节能相关工作受政府、政府节能主管部门和政府有关部门（材料 1）的监督和

管理，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图 3），共同领导中国能效稳步提升。

中国的能效工作几乎与改革开放同时开始，迄今走过了四十年的历程。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随着国

民经济高速发展，能源环境问题日渐突出，中国的能效工作力度愈来愈大。本章以1998年《节能法》正式实施为

起点，梳理中国能效二十年发展成效，并针对目前整体局面进行重点总结。

   中国能效概

材料 1       中国政府节能工作机构设置

负责领导各级的节能工作，包括部署、协调、监督、监察、推动节能工作。政府在国家层面指中国国务院，在地方层面指

县级以上地方政府（省、自治区、直辖市，设区的市、地区、盟，县、县级市、区）。

负责主管各级的节能监督管理工作。国家层面的节能主管部门是国家发改委，地方层面的节能主管部门有的是地方发改委，

有的是地方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下文简称“经信委”）或者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厅/局（下文简称“工信委/厅/局”）。

蒜腊港㻋劼匬——县级以上地方政府负责节能执法监察的专门机构， 一般归口当地节能主管部门；由于历史原因，也

有一些归口当地经信部门。国家层面未设节能监察机构，此外省市两级的节能监察机构比较健全，县级则较为薄弱。

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各级的节能监督管理工作，并接受本级节能主管部门的指导。在国家层面，指国家发改委以外

的、承担节能相关职责的部门，具体可以分为行业主管部门和专业部门（地方层面同理）。

遤⚌⚺盗鿈꡶——对用能单位有行业管理职责的部门（如工信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住建部、交通运输部/交通部、

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国管局等），这些部门负责管理行业内用能单位的节能工作。

⚁⚌鿈꡶——不对用能单位节能工作全面管理，只履行专项职责的部门，如财政部门（仅节能财政政策与管理）、审

计部门（涉及节能项目、资金、工作审计的职责）、税务部门（节能税收政策等）、统计部门（能源统计等）和市场

监管部门（节能标准、计量、节能产品市场监督等）。

来源：根据《节能法》整理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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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级政府的部门与下级政府没有领导关系，例如国家发改委或者工信部等部门与省级政府没有领导关系，不

能直接向省级政府部署工作。但经国务院授权和委托的例外，例如每年的节能目标责任考核，国务院授权和委托

国家发改委组织考核工作，这种情况下省级政府需要向国家发改委考核组汇报工作。

能效

在《节能法》和“节约资源”基本国策的指导下，中国政府在过去二十年出台了若干综合能效政策法规（图 

4），并基于完善的节能工作管理体系把它们逐一落实，成效显著。

㕂㹻〄佖㨼

溁紩蒜腊⚺盗鿈꡶

䋑紩蒜腊⚺盗鿈꡶

紩蒜腊⚺盗鿈꡶

㕂㹻剣Ⱒ鿈꡶

溁紩剣Ⱒ鿈꡶

䋑紩剣Ⱒ鿈꡶

紩剣Ⱒ鿈꡶

能

图 3      中国政府节能工作监督管理体系

来源：根据《节能法》整理

领导 行业管理和指导

㕂⸉ꤎ

溁紩佟䏎

䋑紩佟䏎

紩佟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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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以前，中国能效政策注重“节能”；2006年中国碳排放总量成为全球第一以来[18]，中国愈加重视

“减排”和“节能”的协同效应，并将两者共同提上政策议程。2009年中国成为全球能源消费第一大国后[19]，

政府对节能减排和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视再上一个台阶，特别是从2010年起，能效和应对气候变化以及生态文明建

设政策和规划的出台更加密集、宏观和长远。在这些政策和规划的指导下，政府还出台了针对具体部门、领域和

市场的专项政策，推动全社会能效整体提升。

能源

随着《节能法》的实施和全国范围内一系列节能行动的开展，1998至2002年期间，中国能源消费强度持续下降，

平均年降幅为2.5%，从1998年的1.05吨标准煤当量（下文写作tce）/万元GDP（2010年价格）下降至2002年的

图 4      中国政府节能减排综合性政策（1997-2016）

来源：根据政府相关文件收集整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1998年实施）

《能源节约与资源综合利用“十五”规划》

《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纲要（2004-2020年）》

《节能中长期专项规划》

《国务院关于做好建设节约型社会近期重点工作的通知》

1997

2001

2004

2005

《国务院关于加强节能工作的决定》

《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2007年修订）》（2008年实施）

《“十二五”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

《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2014-2020年）》

《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2016年修订）》（2016年实施）

《“十三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

2006

2007

2011

2012

2014

2015

2016

《节能减排“十二五”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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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5 tce/万元GDP（2010年价格）。2003年和2004年，中国经济大幅增长的同时，能源消费强度不降反增，能源

消费总量增速（16.8%）甚至超过了GDP的增速（10.1%）；对此，政府迅速作出相应调整，并且出台实施了一系

列节能减排、提质增效的能效政策，2005年后中国能源消费强度持续降低至今——从2005年的1.08 tce/万元GDP

（2010年价格）降至2017年的0.65 tce/万元GDP（2010年价格），降幅高达39.8%，年均下降4.1%（图 2）。

随着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中国能源消费总量整体呈现增长趋势，但由于提升能效等一系列措施，能源消费强度

下降，能源消费总量的增速近年来愈加平缓——“十一五”期间，能源消费总量平均增速为6.7%，而在“十二五”

期间仅为3.6%（图 2b）。

各部门从整体上看，建筑、交通部门服务水平与世界发达国家仍存在差距，因此这两个部门的能源消费持续上

升并在可预见时间内仍将持续呈现刚性增长；工业部门能耗强度高、总量大，一直是中国节能工作的重点。经过产

业结构调整、淘汰落后产能和新技术的引入等，工业能源消费强度持续下降。工业部门是中国能效提升和节能减排

的 大贡献部门。

工业部门：中国经过多年高速发展，已步入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阶段。产业结构上，高耗能行业整体增速回

落，工业新兴产业崛起；各行业内部淘汰落后产能，促进能效提升，能源利用效率大大提高。两者共同作用下，工

业能源消费强度持续下降，降幅显著大于全球平均水平，工业能源消费总量也进入平台期。工业部门是并且仍将是

中国提升能效、实现节能目标的 大贡献者（详情参见 2.1 工业能效）。

建筑部门：中国正处于快速城镇化进程中，预计到2030年左右才会进入成熟期14[24]。在此之前，中国建筑总

面积、建筑能源消费总量都将持续增加；与此同时，中国建筑服务水平与发达国家还存在差距，因此单位建筑面积

能耗总体上仍在增加。“既要满足建筑服务水平需求，又要避免过度能源消耗”是城镇化进程中的中国建筑面临的

主要挑战（详情参见 2.2 建筑能效）。

交通部门：中国是全球 大的道路机动车市场，交通领域的燃油消耗量占全国总量60%以上15。2005年起，中

14. 根据Northam, R.的理论，全球的城镇化通常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城镇化率低于30%的初始期，城镇化率在30%-70%的中间期和城镇化率高于70%（且通常在90%以下）的成熟期。

15. 数据来源：国际清洁交通委员会（IC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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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政府陆续出台和完善了一系列燃油能效标准，对新出厂的轻型车和重型商用车能效水平进行严格管理，收效明显；

同时中国还是近年来全球崛起 快的新能源汽车市场。中国交通能效正在全面提升（详情参见2.3 交通能效）。

能效 一

提升能效对中国实现高质量的经济发展有着重要作用。但仅仅依靠对现有技术、工艺、生产过程和管理的改进

去提升能效，效果有限。只有注重研发、充分利用先进的技术发掘新的能效提升机遇和空间，才能真正打开能源、

气候和经济协同发展的新局面。

“十一五”十大重点节能工程和《节能减排“十二五”规划》中明确了一批重点节能改造工程的实施，使区

域热电联产、余热利用、电机系统节能、能量系统优化、绿色照明等节能技术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成熟和广泛的

应用[25][26]。节能服务公司作为能效市场中的主体也在大力推动这些技术在合同能源管理项目中的应用（详情

见3.2 能效市场），为中国能效提升作出了亮眼的贡献。未来中国会进一步发挥先进适用技术的优势，把它们做

大做强，并且发掘不同技术集成后“1+1>2”的协同效应，为中国经济高质量、高能效发展创造更广阔的空间。

近年来政策的支持和投资的青睐使能效新兴技术欣欣向荣（详情见3.1 能效投融资），同时以物联网和人工

智能为核心的新技术革命正在改变传统的生产和能源利用方式。加快新技术的开发和推广无疑是能效技术乃至整

个能效领域未来的重要发展方向：近中期主要体现为智慧能源和能源互联网在各部门和领域的应用，通过能源信

息化和智慧化管理，深度推进系统节能、精细节能和数字节能；远期主要体现为形成数字化、智能化和网络化的

生产方式，大幅提高生产效率和产业价值，推动能源生产力成倍增长，从而直接或间接地提升能源利用效率和生

产水平。

能效

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增强以及在全球气候变化中积极承担自己的责任，中国在全球应对能源和气候变化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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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国际社会赞成并且欢迎中国参与到国际交流和合作框架中，包括多边的联合国气候

变化大会、清洁能源部长级会议、全球能效大会、全球气候行动峰会、金砖国家（BRICS）能源合作和双边的中

美能效论坛、中德能效工作组、中日节能环保综合论坛等。世界各国在这些国际交流和合作中都非常关注中国的

立场和观点。

中国在积极参与国际能效交流与合作的同时，也主动发出“中国声音”，联合各国的力量为全球能效提升和

应对气候变化作出新的贡献。这包括在G20杭州峰会上由20国集团共同通过的G20框架下第一份由中国主导制定

的文件《G20能效引领计划》（G20 Energy Efficiency Leading Programme; EELP)，中国政府关于绿色“一

带一路”的发展理念，以及CEM 9上中国关于电动汽车和在CEM机制下设立区域能源互联的倡议等。

国际交流与合作是全球提升能效、应对气候变化的“多赢”做法。中国积极参与能效领域的全球合作，一方面

可以学习国际先进经验、取长补短，使自身全面发展，另一方面可以通过“中国经验”辐射周边国家和影响“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齐心协力节能减排，使全球不同的国家有更多的案例可以借鉴。中国的积极和努力将使其成为全

球能效的重要贡献者，并逐步成长为引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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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部门能效

能效

2.1.1 整体水平

中国工业正在从高速度增长向寻求高质量发展转变，占比较重的高耗能行业大幅回落，战略性新兴产业16增

长强劲。2006至2017年，工业增加值增速从11.4%降到6.4%，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从42%降到34%17。2017

年高耗能行业同比仅增长3.0%，战略性新兴产业同比增长11%18。与此同时，高耗能行业能源消费量整体增速持

续下降，工业能源消费总量进入平台期。2010至2016年工业能源消费量年均增长率只有1.8%，占全国能源消费总

量的比重从70%以上降到66.6%。六大高耗能行业能源消费量年均增长率由“十一五”的6.8%下降到“十二五”的

1.2%（图 5）。

中国是全球工业能源消费强度19下降 快的国家。从2000年到2016年的16年里，全球工业部门单位增加值

能耗下降不到20%，而中国工业部门在2006年到2016年的10年里就下降了43.0%，从2.35 tce/万元20下降到

1.34 tce/万元 [14]。

全国能源消费 工业能源消费 六大高耗能行业能源消费

图 5      全国、工业及高耗能行业能源消费量变化（2005-2016）

数据来源：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16. 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包括节能环保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生物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新能源产业、新材料产业、新能源汽车产业七大产业中的工业相关行业。

17. 一直以来，中国工业以高耗能行业为主，虽然目前有寻求高质量发展的趋势，但整体来说，目前中国工业增加值增速下降和占GDP比重下降，很大程度上是高耗能行业增加值增速下降和占

GDP比重下降所带来的结果。

18. 数据来源：历年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19. 即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

20. 如无特殊注明，文中的货币价值均指当年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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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中国单位产品能耗下降情况（2010-2016）

数据来源： 王庆一《2017能源数据》

21.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节能技术在中国的应用促进了单位产品能耗大幅降低，2016年中国主要产品的单位产品能耗较之2010年均

有下降（图6）。“十一五”和“十二五”期间技术节能对中国工业节能的贡献率分别为50.6%和34.1%[27]。同

时，淘汰落后产能也对中国工业节能发挥了重要作用。2006至2016年仅煤炭、钢铁、水泥、平板玻璃四个行业

淘汰落后产能就实现了3.26亿tce的节能量，相当于2016年中国工业能源消费总量的11.2%。

工业部门一直是中国实现节能目标和能效提升的 大贡献者。2006至2010年中国能源消费强度下降19.4%，工

业能源消费强度下降26%；2011至2015年能源消费强度下降18.4%，工业能源消费强度下降27%。多年来中国工业

能源消费强度降幅始终高于全国能源消费强度降幅，2006至2015年10年间工业部门累计节能14.2亿tce21，为其他

需要刚性增长的部门和领域提供空间。

2.1.2 重点趋势

能 中国 能 重中 重 

从全球范围来看，虽然近年来中国的能源消费强度下降较为明显，但是工业部门特别是高耗能行业很多产品

的单位产品能耗水平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仍有10%-30%的差距（图7），如钢材、水泥、乙烯、平板玻璃、烧

碱等。工业节能依然存在较大潜力，是中国节能工作的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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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根据元素守恒定律（碳元素守恒），能源相关的碳排放量能够反映能源消费量。

图 7      代表性产品的单位产品能耗国际比较

数据来源： 《2017能源数据》

国际先进水平中国水平

从中国自身发展阶段来看，中国目前正处在城镇化加快发展阶段，建筑及交通领域发展规模持续刚性增长。

《重塑能源：中国》描述了面向2050年能源消费和生产革命的路线图，是一种较为理想的发展情景。其中研究显

示，参考情境下，2010至2050年中国建筑总面积预计将增加约300亿平方米（下文写作m2)，客货运输能源需求

还将增长近4倍，2050年全国一次能源消费总量预计将超过50亿tce，对抑制能耗总量提出了较大挑战。在重塑

能源的理想情景下，中国与能源消费相关的碳排放总量22预计能够在2025年达峰，目前尚有刚性增长需求的建筑

和交通部门预计将在2029年和2035年相继达峰，而工业部门未来则会持续下降，在建筑和交通部门达峰前为它

们创造足够的上升空间（图 8），中国工业部门必将在节能减排中承担重要角色[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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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来源：根据政府公布数据整理计算。

图 8      重塑能源情景下能源消费相关的碳排放量趋势（2015-2050）

来源：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美国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落基山研究所、能源基金会，2016.《重塑能源：中国——面向2050年

能源消费和生产革命路线图研究  摘要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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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管理体系本世纪初引入中国。2008年山东省发布《能源管理体系 要求》地方标准；2009年中国发布《能

源管理体系 要求》国家标准，2012年修改时等同采用 ISO 50001:2011国际标准；“十二五”期间国家发改委等

部门把建设能源管理体系作为“万家企业节能低碳行动”的重要内容。此后，中国政府在节能领域出台的规划、方

案等文件，均将推进能源管理体系建设作为改善企业能效管理、降低能源消耗的重要举措。截至2018年6月已有近万家

企业建立能源管理体系，其中2824家通过该体系的认证23。2017年6月中国首次公布了八个优秀能源管理案例，案例

企业在建立能源管理体系后，能耗指标均有较大幅度下降[29]。

中国把能源管理体系的作用可总结为“四个机制”和“三个持续”，即帮助企业构建节能遵法贯标机制、能源

利用全过程控制机制、节能技术进步机制和节能文化促进机制，实现节能工作持续改进、节能管理持续优化和能源

绩效持续提高。中国的实践证明，能源管理体系理念先进，方法科学，效果明显，完全可以担当工业企业提升能效

的总抓手。但考虑到中国巨大的工业企业数量和潜在的能效提升空间，能源管理体系在标准配套、咨询认证能力、

政府激励措施、企业认识和响应程度等方面的工作力度还不足，作用尚未充分发挥，其推广工作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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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 主

实施绿色发展、推动绿色增长是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共同选择，也是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必然途径。中国工业总

体上尚未摆脱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的发展方式，资源能源消耗量大，生态环境问题比较突出，迫切需要加快

推进工业绿色发展。中国工业绿色发展能够通过实施结构调整、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资源减量和循环化、燃料替

代等举措推进工业绿色低碳转型和升级，进而建立绿色改造体系，实现节能降耗、降本增效，提升中国工业的国

际竞争力， 终使工业与生态和谐发展。

绿色制造体系作为工业绿色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实施传统制造业的能效提升技术改造，开展重大节能环

保技术产业化示范，制定绿色产品24、绿色工厂25、绿色园区26和绿色供应链27标准体系，开展绿色评价等方式，可

以有效促进中国制造业绿色、高效发展。中国计划到2020年，开发推广万种绿色产品，建成千家绿色示范工厂和百

家绿色示范园区，部分重化工行业能源资源消费量出现拐点，重点行业主要污染物排放强度下降20%。到2025年，

制造业绿色发展和主要产品的单位产品能耗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绿色制造体系基本建立[30]。              

2.1.3  前景展望

能效 的

从产业结构来看，近年来，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呈下降趋势，生产性服务业28正在加快发展。可以预见，

在“十三五”及未来一段时间内，服务业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将越来越强，产业结构轻型化的趋势也将愈发

明显。这一趋势既符合当前中国工业发展阶段的特点和内在需求，也是优化能源配置、提高能源效率的重要途径。

从工业内部结构看，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传统高耗能行业在工业内部的比重依然偏高，一些新兴产业（如工

业战略新兴产业、高技术制造业）仍处于起步阶段。未来工业增长点将由传统的高耗能产业向新兴产业转移，这将

优化工业内部结构，促进工业部门的提质增效。

24. 绿色产品指全生命周期内节能、节水、低污染、低毒、可再生、可回收的产品。

25. 绿色工厂指实现用地集约化 、生产洁净化、废物资源化、能源低碳化的工厂。

26. 绿色园区指能源、资源、基础设施、产业、生态环境、运行管理均达到绿色化指标的园区。

27. 绿色供应链指在整个供应链中综合考虑环境影响和资源效率的现代管理模式，其目的是使产品在从物料获取、加工、包装、仓储、运输、使用到报废处理的整个过程中，对环境的影响（负作

用）达到 小，资源效率达到 高。

28. 生产性服务业一般指与工业直接相关的配套服务业，是从工业内部的服务部门独立发展起来的新兴产业，如金融保险业、软件和信息服务业、科研技术服务业等与商业生产密切相关的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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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工业产品结构来看，中国有200多种工业品的产量位居全球首位[31]，但多为能耗高、附加值低的中低端工业

产品，高附加值工业品占比较少。未来中国工业企业如果能够努力改变市场定位、提升产品科技含量、降低资源能

源消耗，中国的能源生产力水平将得到大幅提升。

能效 的

目前中国工业存在区域发展水平不平衡、能源利用方式单一、资源再利用率低等问题。未来区域、产业、行业

间的协同发展将是提升工业能源利用效率、优化产业结构的关键途径。

中国正在加快推进城镇化建设，这为工业区域协同发展提供了良好契机。在区域间建立循环型工业发展体系，

强化生态链接、原料互供、资源共享，促进区域内企业、行业和园区间的链接共生和协同利用，形成分工合理、功

能互补的区域一体化协同发展情景，将有利于大幅度提高包括能源在内的资源利用效率。这一趋势在长三角、珠三

角以及京津冀地区已有所体现，并有望在更多的区域内得到实践。

区域能源系统的协同发展也是提升能效的重要工作内容。未来，应整合区域内石油、煤炭、天然气和电力等多

种能源资源，建立不同范围的区域综合能源系统，实现不同能源的互补互济，在满足多元化用能需求的同时，促进

能效提升和新能源消纳。

强化再生资源回收利用是工业部门内部协同发展的重要体现。在主要资源产品累计消费量和耐用消费品保有量

快速增加的背景下，未来中国再生资源供应量将有较大增长潜力（图9）。加强资源循环利用能大幅度降低一次资源

与能源的消耗，有效推动经济发展方式向集约型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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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重塑能源情景下部分再生资源的循环利用潜力（理想循环利用率vs.历史数据）

数据来源：熊华文，符冠云 《重塑能源：中国   工业卷》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7

动 能效 的

中国工业节能政策在利用市场机制调动企业节能积极性方面较为薄弱，节能政策工具不足以克服企业节能决策

中的障碍，未来的节能政策应把进一步激发企业内生动力作为重要着力点。中国目前已经开展了一些尝试，如能效

“领跑者”制度。

能效“领跑者”制度 早起源于日本。日本依据本国内较为领先的节能产品的能效水平，设定了相关产品能效

“领跑者”的能效标准值，并通过在一定年限内不断提升能效标准，敦促企业为实现相应的能效目标而努力，推进

企业节能技术大幅进步，继而引导整个行业健康发展、促进产品结构升级。

中国借鉴日本经验并将范围由产品拓宽到产品、企业和单位，于2014年12月起正式实施能效“领跑者”制度29，

目前仍处于推进的初级阶段。未来需要通过进一步明确制度定位、完善激励与惩罚制度、扩大产品范围、改进财税

补贴政策等调动企业创新节能技术、追赶行业先进能效标准的积极性，同时通过加大宣传力度、对消费者进行补贴

等措施，加大“领跑者”的市场竞争力，使能效“领跑者”制度为提升中国能源效率发挥更大的作用。

29. 中国能效“领跑者”是指同类可比范围内能源利用效率 高的产品、企业或单位。实施能效“领跑者”制度对增强全社会节能减排动力、推动节能环保产业发展、节约能源资源、保护环境

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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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2      革命性技术的应用对工业部门能效提升的积极作用示例

3D打印技术能够在机械制造、汽车、房屋、服装等领域通过材料替代和循环利用，节省大量耗能产品及燃料的用量。

在制造业能源管理控制领域，通过电能实时反馈系统，可降低设备电耗10%-15%。

通过在工厂数据中心使用DeepMind的机器学习能力，可使冷却系统的能源消耗量减少40%，系统整体能效提升15%。能

通过将云技术与智能空调相结合，1台空调平均每天可节电4.7度（下文写作kWh）。

到2020年，储能技术能够支撑中国电能替代新增用电量约4500万kWh。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比重将达到20%。能

来源：根据多个相关资料来源估算整理

重 的 能效 的

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特别是互联网技术的高速发展，信息技术与传统行业的跨界融合创新已成全球趋势，以智

能制造为核心的新工业革命正在改变工业生产方式和能源利用效率。中国企业借助革命性技术提升能效，已取得显

著成效。

如中国领先的某工程机械制造企业，借助信息化技术，导入智能制造模式，通过引入工业物联网与智能生产

线，利用智能装备实现了生产过程自动化、智能化，提升了生产效率，运用机器学习、人工智能等大数据分析与

挖掘技术实现了生产工艺与流程优化，企业生产效率提高24%以上，生产周期缩短28%，减少生产误操作40%，

不良品率下降14%，物流运作效率提高18%以上，送货速度提高12%；节省人力成本约20%，总体制造运营成本

降低28%，生产节能7%[32]。

在未来的工业生产中，应利用革命性技术提升能效：近中期主要体现在智慧能源和能源互联网在工业领域的

应用，通过能源信息化和智慧化管理，深度推进系统节能、精细节能和数字节能；远期主要体现在形成数字化、

智能化和网络化的生产制造方式，大幅提高生产效率和产业价值，推动能源生产力成倍增长。同时，还应加强对

物联网、人工智能、云技术、储能技术、3D打印等新一代革命性技术的运用，实现绿色智能制造，改变生产模式，

提升设备、工艺过程、物流和人员管理等环节的效率，节约生产成本，从而直接或间接地提升能源利用效率和生

产水平（材料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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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中国GDP和建筑面积趋势（2001-2015）

数据来源：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处理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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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建筑能源消费来看，2015年中国建筑能源消费总量为8.6亿tce，约占全国能源消费总量的19.9%（图 11）。

图 11      中国建筑能源消费总量构成（2015）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处理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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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截至2018年10月，中国国家层面对建筑部门大多的官方 新统计数据只到2015年，下文不再另行说明。

能效

2.2.1 整体水平

中国城镇化进程是影响中国建筑部门能效的关键因素。中国仍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进程中，1978至2017年，中

国城市人口比例年均增长1.0%，2020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将达到60%[33]，预计到2030中国城镇化进入成熟

期后将达到70%左右[24]。“既要满足建筑服务水平增长的需求，又要避免过度能源消耗”是目前中国建筑节能面

临的主要挑战。

从建筑总量来看，2015年30中国建筑总面积达到613.4亿m2，其中公共建筑面积约113.0亿m2，占比18.4%；

城镇居住建筑面积248.3亿m2，占比40.5%；农村居住建筑252.1亿m2，占比41.1%（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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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至2015年，中国建筑总能耗中城镇居住建筑能耗占36%-39%，公共建筑能耗占37%-41%，农村居住建

筑能耗则稳定在23%左右（22.6%-23.6%）（图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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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中国建筑能耗趋势（2001-2015）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和能源统计年鉴处理得到

2.2.2 重点趋势

动 能

中国城镇化进程使建筑总量和建筑能源消费量持续快速增长。2001至2015年中国GDP增长518%，城镇居住建

筑、公共建筑面积增幅分别为131%、133%；建筑能耗总量增幅177%，城镇居住建筑、农村居住建筑、公共建筑

能耗增幅分别为169%、170%和191%（图 10、图 12）。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建筑服务条件与舒适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的提升需求，人均建筑能耗远低于发

达国家，建筑能源强度31仅为美国的1/3左右（图13）。随着居民对室内舒适度等建筑服务水平要求的提高、采暖线

南移、建筑用能模式转型、农村用能“城市化”等，未来中国建筑能耗还将持续呈现刚性增长。

31. 即单位建筑面积能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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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实施提升建筑能效的系列政策取得了明显效果[34]，2001至2015年中国建筑能源消费总量年均增速整体有

所下降。值得注意的是，虽然 近五年（2010至2015年）年增幅均值较2001至2006年期间下降了5个百分点，但

仍有6.1%的增幅（图 14），可以预见中国建筑能耗总量近期内仍将保持较高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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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建筑能耗水平比较（2015）

注：圆面积代表建筑能耗总量

数据来源：胡姗.中国城镇住宅建筑能耗及与发达国家的对比研究.清华大学学位论文.2013；日本：The Energy and Modeling center, the 

Institute of energy economics, Japan, Handbook of Energy & Economic Statistics in Japan, 2011；美国：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

tration, Building Energy Databook 2010；欧洲：European Commission, Eurost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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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中国城镇和农村居住建筑能源强度变化（2010-2015）

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处理得到

能 不 能源

建筑能源强度方面，城镇居住建筑已趋于稳定，农村居住建筑则快速上升。2001至2015年，城镇居住建筑

能源强度增幅为16.6%，农村居住建筑增幅为117.9%；其中2010至2015年城镇居住建筑能源强度年增幅均值为

-0.3%，农村居住建筑则仍有4.6%(图 15)。

建筑能源消费结构方面，传统的中国农村主要使用生物质能进行炊事和取暖，因此农村居住建筑能源消费

仍以生物质能（如秸秆、薪草、薪柴、畜粪）等非商品能源32为主：2013年农村地区非商品能源消费占农村地

区用能总量的63%33；农村居住建筑用能构成为七项，其中生物质能、煤炭和电力占比 大，分别为61%、

15%和11%（图 16）。但近期非商品能源在农村居住建筑能源消费中的占比呈下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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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指农业废料和人畜粪便等就地利用、不是商品交易对象的能源。因其不是商品交易的对象，所以在能源平衡中很难计算。通常以秸秆、薪草、薪柴、畜粪等生物质能为主，此外还包括

非商品的沼气等。近年来沼气在农村有逐渐转变为商品能源的趋势。

33. 数据来源：农业部调查结果。

34. 建筑用能统计建筑使用的一次能源，其中热力通常指市政集中供暖，下同。另：农村居住建筑用能结构 新统计只到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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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化石油气电力生物质能 煤炭

图 16      农村居住建筑能源消费结构（2013）34 

数据来源：《中国家庭能源消费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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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其他用能通常指区域/分布式能源，如小区烧煤/燃气供暖等。

36. 建筑节能75%强制性标准即“第四步”建筑节能。中国建筑节能以1996年颁布《民用建筑节能设计标准(采暖居住建筑部分)》JGJ26-1995为起点，规定以1980至1981年的建筑能耗为

基础，按每步在上一阶段的基础上能效提高30%为一个阶段。因此通常所说的第一步建筑节能是在1980至1981年的建筑能耗基础上节约30%，简称建筑节能30%标准；第二步在第一步建

筑节能的基础上再节约30%，即30%+(1-30%)×30%=51%，简称建筑节能50%标准；以此类推，第四步建筑节能简称建筑节能75%标准。在建筑节能75%标准的设计条件下，一个采暖

季采暖能耗应在6.25kgce/m2以下。

不同于农村居住建筑的用能结构，城镇居住建筑能源消费中热力占比 大，2015年热力占城镇居住建筑用能

总量的58%，其次为电力，占比23%（图 17）。

总体来说，2001至2015年农村、城镇居住建筑用能中电力占比均显著增加，农村建筑单位面积电耗增长3.6

倍，城镇增长0.8倍，农村增幅显著高于城镇（图 15）。

图 17      城镇居住建筑能源消费结构（2015）35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处理得到

2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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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用能（燃气、煤炭等）热力电力

能效的

新建建筑方面，中国采取完善节能设计标准和强化标准实施的监督检查两项举措促使新建建筑能效优化。

截至2017年，中国城镇新建建筑节能设计标准已全部修订完成并颁布实施，具体涵盖了严寒、寒冷、夏热冬

冷、夏热冬暖四个气候区的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和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等。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新疆等

地开始在城镇新建居住建筑中实施建筑节能75%的强制性标准36。

不仅在标准制定上，新建建筑节能设计标准的实施也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1996至2005年，中国北方供暖地

区推行建筑节能，但仅要求新建建筑执行节能设计标准，且标准的执行情况较差。2005年以来，中国住建部和省级

住建部门开展逐年的建筑节能专项监督检查，新建建筑节能设计标准执行率大幅提升，尤其是施工阶段节能设计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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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建筑节能设计标准是在设计中体现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满足建筑功能的基础上，使建筑在其全寿命期

内，实现 大限度的资源节约（节能、节地、节水、节材），保护环境和减少污染，为人们提供健康、适用和高

效使用空间的建筑设计标准39。中国省会以上城市保障性安居工程、政府投资公益性建筑以及大型公共建筑已开始全

面执行绿色建筑标准，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江苏、浙江、山东、深圳等地也开始在城镇新建建筑中执行绿色

建筑标准，推广绿色建筑面积超过10亿m2。截至2017年中国累计有7235个建筑项目获得绿色建筑评价标识，建筑

面积超过8亿m2 。40

既有建筑方面，中国大规模开展北方供暖区居住建筑节能改造和公共机构综合节能改造，推动既有建筑能效明

显提升。

2007年中国开始针对北方供暖区使用集中供热的非节能建筑进行节能改造，截至2015年累计完成既有居住建筑

供热计量及节能改造9.9亿m2，惠及超过1500万户居民，老旧住宅舒适度明显改善，年节能650万tce41。

37. 来自住建部抽查结果。

38. 来自住建部公布的统计数据。

39. 对比新建建筑节能设计标准，绿色建筑节能设计标准除包括建筑节能的设计要求外，对建筑节水、节地、节材等建筑性能的规定和要求更具体和全面。

40. 数据来源：住建部统计数据。

41. 数据来源：住建部科技司。

准执行率仅用了五年时间，就从2005年的21%提高到2010年的95%以上（图18），2015年中国城镇新建建筑节能

设计标准执行率更是达到100%37。2001至2015年累计增加节能建筑面积70亿m2，2015年节能建筑占城镇民用建

筑面积比重超过40%38。在不断提高的标准和强有力的执行共同作用下，中国建筑能效稳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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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中国城镇新建建筑节能标准执行率（2005-2010）

来源：住建部年度工作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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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单位面积供热能耗。

中国北方供暖区2001至2015年城镇建筑供热能耗强度42在整体上大幅下降，虽然建筑面积持续增长，但供热

能耗强度的降低有效缓解了供热总能耗的增长趋势，使供热总能耗增速低于建筑面积增速：2002至2015年期

间，供热能耗强度从39.2kgce/m2下降到17.9kgce/m2，降幅54.5%（图19）；同时期供暖面积增长了332%，

但供暖能耗仅增长了97%（图 20）。 

图 19      中国北方城镇集中供热总能耗和单位面积能耗（2001-2015）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处理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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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和能源统计年鉴处理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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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7年，中国在33个省市开展公共建筑能耗动态监测平台建设，对9000余栋建筑进行能耗动态监测；

在233个高等院校、44个医院和19个科研院所开展建筑节能监管体系建设及节能改造试点。北京、天津、石家

庄等29个公共建筑节能改造重点城市共实施公共建筑改造6959万m2，综合节能率15%以上，带动全国实施节

能改造1.1亿m2。公共机构实施既有建筑围护结构改造2200万m2、北方采暖地区公共机构供热系统计量节能

改造947万m2、空调通风系统节能改造1000余万m2。“十二五”期间，中国政府在31省市遴选了2050家集

约型公共机构能效“领跑者”43示范单位。公共机构2017年能耗较之2010年同比下降12.9%，单位建筑面积

能耗下降10.2%，人均水耗下降12.6%44。 

能源

近年来，可再生能源在建筑中的应用比例增加，规模逐渐扩大，集中体现在可再生能源在清洁供暖项目中的

使用。

中国2017年开始启动北方地区清洁取暖，这将成为中国未来提升北方地区建筑能效的重点领域和重要途径。为

解决大气污染问题，2017年国家发改委等十部委联合发布《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规划（2017-2021年）》，计划

北方地区清洁取暖率在2019年达到50%，2021年达到70%；“2+26”重点城市城区45清洁取暖率2019年达到90%

以上，2021年达到100%。同时强势规模化应用可再生能源助力清洁采暖，推进建筑能效提升，可再生能源对清洁

供暖的贡献越来越大。

太阳能光热利用是可再生能源在建筑利用中 主要的途径。截至2016年，太阳能利用量在中国建筑可再生能

源供暖利用中占比76.6%，全国共有46个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示范市、100个示范县和8个太阳能综合利用省级示

范区。中国城镇太阳能光热应用面积超过30亿m2，2006至2016年集热面积量（与太阳能替代常规能源消费量正

相关）年均增幅达17.8%（图 21）。

43. 能效“领跑者”概念参见2.1 工业能效。公共机构能效“领跑者”是指在节约能源资源目标完成情况、能源资源利用效率、管理制度与实施、建筑及设备系统节能、节约用水、绿色消费

等方面同类可比范围内经国管局、发改委等审核表现突出的公共机构。

44. 数据来源：住建部、国管局。

45.“2+26”城市是指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通道，包括北京，天津（2），河北省石家庄、唐山、廊坊、保定、沧州、衡水、邢台、邯郸，山西省太原、阳泉、长治、晋城，山东省济南、淄

博、济宁、德州、聊城、滨州、菏泽，河南省郑州、开封、安阳、鹤壁、新乡、焦作、濮阳（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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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6年，地热能利用量在建筑可再生能源供暖利用中占比16.7%，包括地热水的直接供暖以及地源热泵和

水源热泵，雄安新区46已成为地热供暖重要试点，浅层地热能应用面积已超过5亿m2 47。同时，北京周边的农村还在

大量推广空气源热泵。

生物质能为中小城市提供供热解决散煤污染。2018年国家能源局启动全国“百个城镇”生物质热电联产县域

清洁供热示范项目，选取了136个示范工程，计划2018年底前建成或完成技改，届时供暖面积将达到9000万m2。

此外，风电供暖2010年在吉林开始试点，已在新疆、山西、内蒙古等地已经开展了众多风电供暖项目，建立了政府、

电网企业、风电企业和供暖企业四方的风电热电交易机制。截至2016年，全国风电供热面积总计500万m2 48。

46. 位于河北省保定市，于2017年4月1日成立，是中国首个由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印发通知成立的国家级新区，也是中国第19个国家级新区（来源：中国国务院）。

47.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和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司。

48. 数据来源：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司。

图 21      中国太阳能光热集热面积及能源替代量（2006-2016）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太阳能热利用产业联盟公布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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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前景展望

的 动 能

居民人均建筑面积增加、建筑用能设备数量增加、建筑供暖需求增加等居民改善居住舒适性的需求将继续抬高

建筑能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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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极端天气增多、城市热岛效应增强，居住环境舒适度亟待改善；同时居民生活水平提升，人们对更高建

筑服务水平的追求促使建筑用能设备持续增加。2001至2017年，城镇居民每百户拥有空调器的数量增长2.6倍，农

村居民每百户拥有空调器的数量增长29.9倍（图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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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中国人均住房面积与人均GDP（2001-2015）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处理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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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中国城镇集中供暖能耗和城镇人均住房面积（2001-2015）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和能源统计年鉴处理得到

随着居民生活水平提升，中国城镇和农村人均住房面积均明显增加。从中国城镇集中供暖能耗看，随着人均

住房面积的增加，城镇集中供暖能耗也呈上升趋势。2011至2015年城镇人均住房面积增加了11.8m2，增幅

46.1%（图 22）；城镇集中供暖能耗从0.96亿tce增加到1.2亿tce，增加了25%（图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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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20世纪70年代丹麦学者Fanger, P. 提出了PMV热舒适度评价指标，综合考虑了空气温度、相对湿度、平均辐射温度、空气流速等六个影响因素，是较权威的、有代表性的热舒适评价指标。

50. 数据来源：住建部。

中国北方城镇供暖区居民热舒适度49远低于发达国家，2001至2015年北方城镇集中供暖能耗以年均6.9%的

增速持续增长（图19）。北方农村供暖用能也有明显增长，在单个家庭用能总量中的平均占比从2001年的31%

上升到2015年的60%以上50。此外，夏热冬冷地区建筑的供暖需求也日趋迫切，中国供暖能耗仍将持续上升。

绿色

中国2015年修订实施《绿色建筑评价标准》，到2017年已有25个省（市、区）发布了地方绿色建筑评价标

准，其中除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外，各地均设立了绿色建筑评价机构，上海、天津、江苏、湖南、湖北、四川、新

疆等地探索开展了绿色建筑第三方评价。全国省会以上城市保障性住房、政府投资公益性建筑以及大型公共建筑

开始全面执行绿色建筑标准，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江苏、浙江、山东等地已开始在城镇新建建筑中执行绿

色建筑标准。截至2016年底，中国共有7235个建筑项目获得绿色建筑评价标识，总面积超过8亿m2（图 25）。

2008-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图 25      中国绿色建筑获评价标识状况（2008-2015）

数据来源：住建部

图 24      中国城镇、农村居民每百户空调拥有量趋势（2001-2017）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处理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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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一种通过优化建筑装饰提高全过程整体建筑能效的预置住宅产品。

52. 以2017年公共建筑节能改造补贴经费需求测算，按照当前节能率15%-20%的改造模式，补贴经费需要130亿人民币；采用深层次节能改造，按照节能率50%预测，则需要900亿元。

2017年国家住建部发布《建筑业发展“十三五”规划》，要求到2020年，中国城镇新建民用建筑全部达到

新建建筑节能设计标准，能效水平比2015年提升20%；城镇绿色建筑占新建建筑比重达到50%，新开工全装修成

品住宅51面积达到30%，绿色建材应用比例达到40%，装配式建筑面积占新建建筑面积比例达到15%。同时中国

建筑部门还在单体建筑绿色化的基础上，进行新区建设和旧城转型，推动绿色建筑区域化。12个省会城市共规划

建设了55个新城新区，144个地级城市共规划建设了200个新城新区，基于区域层面实施绿色发展模式。北京、

天津、深圳等地推动了以节能改造、抗震加固、更新基础设施、整治小区环境等综合改造为主体的老旧小区或原

有旧城绿色更新与节能改造。

能效市场 能效 的 动

建筑能效提升，尤其是发挥公共建筑的带动作用进行能效提升具有较强的正外部性，但以政府投入为主的建

筑能效提升推动方式不具可持续性，因此通过市场化机制提升建筑能效潜力巨大。

2017年之前，中国前两批公共建筑重点改造城市（11个城市，2454万m2）均获得中央财政每平米20元补贴。

2017年第三批公共建筑重点改造城市（29个城市，6959万m2）在2020年之前完成改造的补贴经费资金需求约

为130亿元52。如果扩展到中国所有的存量建筑，实施节能改造可预期范围内潜在的补贴经费总需求巨大，约为

8700亿元。

2017年，中国已在公共建筑节能改造的建筑能效提升领域开始市场机制试点，国家政府已取消对全部29个第

三批公共建筑重点改造城市进行中央直接补贴的政策，中央财政仅支持总计400万m2的示范工程。北京、杭州已

开始建立建筑能效的多元化融资模式，引入了城市合作层面的中美绿色基金、银行绿色信贷；上海市、深圳市等

地的建筑能效绿色信贷产品除了能效贷款、绿色融资租赁、碳金融产品和清洁发展机制应收账款保理融资外，还

创新了建筑领域的节能减排收益权质押融资、排污权质押融资和合同能源管理融资、绿色债券等方式。中国政府

发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和《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中都明确提出采用政府和

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合同能源管理、节能量交易、碳交易等多种市场化机制，在政府持续引导的前提下

让社会资本和企业充分参与到建筑能源资源节约的各个领域。在这样的情况下，市场化机制将成为建筑能效提升

领域的新推动力。

⚥㕂腊佪 2018

33

主要部门能效：



53. 即纯电动、插电式混合动力及燃料电池车。

54. 数据来源：中汽协公告及各类报导。

能效

2.3.1 整体水平

交通部门对于能源消耗、气候变化和大众健康均有着显著影响。在中国，交通领域燃油消耗量占全国总量的

60%以上，温室气体排放量占总排放量的12%，其中主要由乘用车和重型商用车构成的道路机动车排放量约占交

通领域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75%（图 26）。

中国是当今世界 大的道路机动车市场，在过去十年中保持着新车销售量年均增幅13.3%的记录，增幅主要

来自乘用车领域（图 27）。2017年，中国机动车新车销售量约2888万辆，是十年前的三倍。在过去五年里，中

国同时也是全世界新能源汽车53发展 快的国家。2017年，中国电动汽车销售量已超过77万辆，占全球销售总量

的一半以上54。

其他：88% 交通：12%

28%

56%

17%

5%

8%

12%

75%

图 26      中国交通领域温室气体排放（2017）

数据来源：国际清洁交通委员会（ICCT）路线图模型

图 27      中国道路机动车及新能源汽车年销售量（2008-2017）

数据来源：通过多项公开数据源整合而成，主要来源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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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重点趋势 

汽车能效 在 中

中国近年出台的若干与道路交通能效及排放紧密相关的政策为持续拉动车辆能效提升和排放下降提供动力。这

些政策使乘用车的预期能效水平在绝对值上进入世界前列，重型商用车的能效水平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缩小，新

能源汽车产销量居世界首位（材料 3）。

由于道路机动车对能源消耗量的重大影响，中国自2004年起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燃油能效标准来管理新出厂的

乘用车和重型商用车。政府主管部门于2004年出台、2005年实施了乘用车第一阶段燃料消耗量限值，此后又于

2008、2012和2016年分别对限值标准进行了升级。目前 新的标准于2016年开始实施，目标是到2020年实现

乘用车平均油耗5升/100公里的目标，大约相当于在2015年油耗水平上降低28%。

重型商用车方面，第一项能效标准是2011年出台、2012年实施的自愿性行业标准（第一阶段）55，2014年

工信部出台了强制性国家标准（第二阶段）。2018年发布的第三阶段标准在车辆油耗水平上的要求在2015年基

准上加严了15%，将于2019年开始实施。图28列出了过去十多年中国乘用车和重型商用车能效标准的各阶段实

施时间（各阶段具体能效要求参见下文）。

图 28      乘用车和重型商用车能效标准时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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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阶段第二阶段第一阶段

55. 尽管是推荐性标准，但被工信部强制实施，与强制性标准有同样的效果。

2017年调整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补贴将在2018至2020年期间逐步减少，至2021年完全退出。

2017年发布并实施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及产品准入管理规定，规定了安全性、能效性、车辆技术等多项新能源汽车市场准入要求。

2017年发布《汽车产业中长期发展规划》，提出2020年所有新出厂乘用车和节能型乘用车的平均油耗分别达到5升和4.5升/100

公里，2025年所有新出厂乘用车的平均油耗达到4升/100公里，同时新出厂重型商用车能效水平达到世界先进级别。

材料 3      中国近年道路交通能效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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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88%

车能效

中国正在实施的第四阶段乘用车油耗标准要求2016至2020年年均能效提升幅度超过6%，到2020年新出厂

乘用车平均油耗达到5升/100公里，是世界上实施乘用车能效管理的市场中要求油耗下降幅度 大的。《汽车产

业中长期发展规划》中提出2025年新出厂乘用车油耗应达到4升／100公里，这一要求使中国在2025年时间尺度

上的绝对目标值领先于美国、加拿大、欧盟等市场（图 29）。

自2014年起，中国工信部开始发布第三和第四阶段新出厂乘用车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达标情况年度报告。结

合其他历史数据来源，这些报告体现出自2004年至今车平均油耗不断下降的趋势，2016年，新出厂乘用车的平

均燃油消耗量约为6.5升/100公里（图 29）。

图 29      不同国家新出厂乘用车历史能效情况及现行和未来标准（2000-2025）

数据来源：根据各国历史数据和能效标准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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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发布第三阶段重型商用车燃料消耗量限值，2019年7月起实施，预计到2020年重型商用车整体油耗将比2015年水平下

降15%，进一步缩小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

2017年发布新能源汽车免征车辆购置税政策，对2018年1月至2020年12月期间销售的新能源汽车免征车辆购置税（以国产汽车为

例，免征前的车辆购置税税率约为发票价格的8.5%），但必须满足一系列技术要求。工信部会定期发布符合免税要求的车型目录。

2017年出台《乘用车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与新能源汽车积分并行管理办法》，业界又称“双积分”政策，即中国境内所有乘用车

（包括新能源乘用车和传统能源乘用车）企业都会有两个年度积分：平均燃料消耗量积分（油耗积分）和新能源汽车积分，通过规

定企业销往市场的新能源汽车比例来推进新能源汽车发展，并为现有的燃料消耗量管理制度提供一些灵活达标弹性。2018年4月起

实施，目前仅适用于乘用车。

历史数据
已实施的标准
提出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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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以上数据都是基于新车认证时的测试数据，却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新车上路后的实际行驶油耗与新车认

证时的油耗之间存在较大差距[35]。这说明有必要完善测试方法，缩小测试油耗和实际油耗的差距，确保新出厂车

辆在实际使用过程中仍然能够达标。 

重 车能效 国 的 正在  

在中国，重型商用车仅占新车市场份额约10%，但由于油耗高、行驶里程较长，重型商用车消耗的燃油占中国

道路燃油消耗总量近50%。

 

自2012年起，中国陆续实施了三个阶段的重型商用车能效标准（表1）。标准针对货车、牵引车、城市客车和

长途客车等应用于不同领域的车辆设置了单位里程燃料消耗量的 高限值。对于每一类车辆，燃料消耗量限值会根

据车辆 大总质量对应划分，较重的车型需要达到的标准限值较为宽松。

中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几个实施了重型商用车强制能效标准的国家之一。目前全球对重型商用车油耗（能效

或CO2）进行管控的国家除中国外还有美国、加拿大、日本和印度。图30对上述国家都在广泛使用的牵引卡车的能

效标准严格程度进行了比较。中国要求新出厂牵引卡车燃料消耗量在2014至2020年间下降近30%56，是所有管控国

家中改进重型商用车能效力度较大的国家。

第一阶段至
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至
第三阶段

第一阶段至
第三阶段

车辆类型

能效提升要求

牵引车

货车

客车

城市客车

自卸汽车

14%

11.5%

10.5%

N/A

N/A

15.3%

13.8%

12.5%

14.1%

15.9%

27.2%

23.7%

21.7%

14.1%

15.9%

表 1      第一至第三阶段重型商用车能效标准对各类车辆的燃料能耗量削减要求

56. 图中展示的是各地区的二氧化碳排放削减要求，但根据碳元素守恒，可以推算燃料消耗量，因此等效于燃料消耗量削减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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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0      各国牵引卡车能效标准的相对严格程度（2000-2035）

来源：国际清洁交通委员会政策更新报告：欧盟计划出台的重型商用车二氧化碳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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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中国重型商用车目前在车辆技术和能效方面与美国、欧洲等国家和地区的差距仍然较大。例如，中

国新出厂牵引卡车的平均燃料消耗量约为44升/100公里，美国为33-36升/100公里，欧洲则为31升/100公里[36]。

同时，中国在涡轮增压、自动及双离合变速器、空气动力技术、低滚动阻力轮胎以及能效管理等发动机和车身能效

先进技术的市场渗透率方面仍有很大提升空间。中国计划于2019年实施的重型商用车第三阶段标准预计能将中国与

发达国家之间在重型商用车燃料消耗量方面的差距缩小10%-15%[37]。

全球崛起最快的电动汽车市场 

车辆电动化是中国汽车产业升级和推进清洁能源发展战略的重要部分。在过去十年中，得益于国家政府补贴和

鼓励政策，新能源汽车市场呈现显著增长。随着连续四年超过50%的惊人年增长率，中国成为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全

球领先的国家，尤其体现在乘用车领域。2016年，中国共销售33.6万辆新能源乘用车，占世界总销量的45%，到了

2017年则占世界总销量的一半。

 

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市场呈现出了一些独有的特征。首先，新能源乘用车在地方层面发展不平衡。排名前十二位

的地方市场占全国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总额的80%，而销量 大的五个省市——浙江、上海、广东、山东和北京占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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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总销售量的一半以上（图 31）。从城市层面的新能源汽车市场数据来看，经济发展或政治地位突出的一、二线城

市是新能源乘用车发展的主力市场。2017年，中国一、二线城市新能源汽车平均销售量超过1.7万辆，而其他城市平

均仅为600辆左右。

其次，以北汽EC、知豆、康迪、江淮iEV系列为代表的微型纯电动轿车57是中国新能源乘用车市场的主流车型。

2015年和2016年，微型轿车占电池电动轿车总量的70%左右[38]。而在美国，2016年以特斯拉S和X系列为代表的大

型和豪华型纯电动乘用车占电动乘用车市场的一半以上，其它主流车型包括日产聆风、大众高尔夫等紧凑型车型。

从概念到试点：绿色货运正在兴起

货运领域对能源和环境均具有深远影响。重型货运卡车承载了货运总量的80%左右，是中国燃油消耗量 大的

车型。目前，重型货运卡车使用的主要燃料仍然是柴油，是交通领域主要的空气污染源。2017年，占车辆保有量不

到4%的柴油卡车排放了超过300万吨NOx和近40万吨的一次PM，分别占所有机动车NOx和PM排放总量的57%和

78%[39]。

为发展绿色货运，2014年10月中国国务院发布了《物流业发展中长期规划（2014-2020）》，提出到2020年，基

本建立布局合理、技术先进、便捷高效、绿色环保、安全有序的现代化物流服务体系。中国还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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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中国各省2017年电动轿车销售量和累计市场份额

数据来源：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57. 微型轿车通常为2-4座，轴距2-2.3米，且通常是经济型车辆，均价在3-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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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从四个战略方向提高货运效率，降低货运排放（材料4）。在国家及行业部门的相关政策引导下，绿色货运正

在兴起。广州市和广东省在2010年和2011年分别成功开展了绿色货运试点，其中包括推进车辆能效技术应用、甩挂

运输、物流信息公开共享以及对卡车车主开展节能驾驶培训。

2.3.3 前景展望 

车 能

未来一个时期，中国在提升乘用车和货运卡车能效方面有着巨大潜力。尽管中国已经推进了若干阶段的轻、重

型汽车油耗标准，但相比全球 佳实践，无论标准严格程度还是执行力保障都存在一定的差距。

中国需要尽快考虑制定更长远（如2030年及以后）的标准，为汽车企业对中长期先进技术的投资给予清晰、统

一的信号。通常发展远期先进技术所需的投资规模大，如果未来政策存在不确定性，会给企业带来较大风险；而一

旦有了明确的长期能效改善要求，企业就可以更合理地安排其近、中、远期技术研发和投入，有利于降低成本，

材料 4      提高货运效率、降低货运排放的政策和措施

新的第三阶段重型卡车燃料消耗量标准将会在2014至2019年期间将卡车能效要求加严20%-30%。

近发布的重型商用车第六阶段排放标准要求自2020年起新出厂卡车的NOx和PM排放分别减少

77%和67%。交通部2017年发布的《关于全面深入推进绿色交通发展的意见》提出2020年道路货

运卡车单位货运周转量能耗在2015年水平基础上降低6.8%，交通领域CO2排放量降低7%。

2009年交通部、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保监会）等部委联合发布了《促进甩挂运输发展的通

知》，指出甩挂运输是一种先进的运输模式，可以在降低物流成本、削减能耗和排放以及促进整体经

济发展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根据交通部近期发布的《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城市

物流领域将会快速向电动化过渡。

2016年交通运输部等十八个部门《关于进一步鼓励开展多式联运工作的通知》印发实施，使多式联

运上升为国家战略，更特别提出推进铁路-道路运输相结合。2017年开始，原中国环境保护部（于

2018年改组为生态环境部）会同相关部门联合发力，积极推动环渤海港口集疏港煤炭运输公转铁，

成为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防治战役的重要部分。

提高单车能效

及排放性能

降低空驶率

多式联运和

优化运输结构

清洁燃料和技术

来源：根据交通运输部和生态环境部文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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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早获得投资回报。

未来的车辆能效标准既要严格也要秉持技术中立，以严格的标准推动传统内燃机技术发挥到极致，进而顺理成

章地过渡到“零排放”技术。例如，中国目前的重型商用车第三阶段油耗标准可以促使牵引卡车在2020年以前以每

年3%的幅度进行能效改善。中国目前尚未制定2020年后的重型卡车能效标准。据分析，2020年以后仅通过对已经

成熟、市场化技术（如发动机的改进、低阻轮胎和空气动力附件等）的充分利用，就可以使中国的重型牵引卡车燃

油消耗在2025年前再下降21%左右。如果再考虑到目前正在研发、有望于2025至2030年达到商业成熟的技术（如

余热管理、整体空气动力优化设计和混合动力发动机等），则能使重型牵引卡车燃油消耗在2020年水平的基础上下

降45%[40]。

政策制定者需要基于翔实的数据对轻、重型商用车的中长期节能技术路线进行深入研究，并结合近、中、远

期技术的成本，作为确定未来标准严格程度的依据。除了对新出厂车辆制定严格的远期标准，确保车辆在使用期

间实际道路行驶中也能达到标准规定的节能水平同样至关重要。消费者的实际油耗反馈固然是有益的信息来源，

更为重要的是，监管机构应考虑获取一手的实验数据来判断车辆在用期间是否持续达标。国内外已有不少 佳实

践可以用来参考。比如，中国针对新车尾气排放的《重型柴油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中国第六阶段）》

（下文简称“国六标准”）就规定了一系列在用符合性企业自检和监管部门抽查的举措，这些测试包含实验室和

实际道路行驶，能反映在用车辆的达标符合性。在美国，自2012年实行轻型车燃油经济性和温室气体标准起，联邦

环保署就要求在用车辆须进行CO2测试，从而间接反映车辆油耗的在用符合性。

能源汽车市场 到

中国于2017年发布《汽车产业中长期发展规划》，提出了到2025年新能源汽车占当年新出厂车辆20%的目

标[41]。按照中国汽车市场目前的增长速度，到2025年中国新能源汽车年产量将超过700万辆，中国很可能继续保

持新能源汽车全球“大”市场的地位。

然而，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由“大”到“强”仍有待时日。此处“强”指的是在电池和整车技术上与国际先进

水平比肩，并且能不依赖政府激励保持市场可持续发展。从技术上看，中国的新能源乘用车仍以微型车为主，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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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的新能源汽车市场则以大型和豪华型纯电动乘用车为主。从市场可持续发展看，中国新能源汽车在过去几年里

强劲的发展势头主要依靠十年间持续不断的国家补贴，市场自维持的能力有待进一步发掘。

中国已经迈出了探索的第一步。2017年，中国政府出台了强制性的《乘用车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与新能源汽车

积分并行管理办法》（“双积分”政策）。与加州的零排放汽车管理方案类似，中国要求生产企业在2019年和2020

年分别根据其生产的传统燃油乘用车年产量，对应生成10%和12%比例的新能源汽车积分要求。根据汽车生产企业

新车技术路径，这一政策在2020年可以使中国新能源汽车 高占到新出厂乘用车总量的12%。

 

可持续发展的市场从根本上取决于不断增长的需求。因此国家层面的新能源积分产业政策还需以地方层面的新

能源汽车使用激励政策来配合。由于改善空气质量的压力，包括北京、上海在内的大城市已经探索出一条地方新能

源汽车可持续发展的道路。通过形式丰富的激励措施，如直接补贴车辆购置、使用和停车，或给予上牌照优惠、不

限行优惠及提供便利的充电基础设施等间接经济激励，拉动当地新能源车市场的迅速发展。这些措施符合国情、地

情，取得了显著成效。

但是要引领新能源汽车市场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还需要激发中国更多城市的潜力。国家需要逐步加强对新能源

汽车产品的安全、能效和性能技术要求，推动技术发展和创新。新能源汽车的使用需从轻型车逐步扩展到中、重型

商用车，从城市逐步扩展到郊区，从短途逐步扩展到中长途，实现更深度的节能减排，改善空气质量。此外，智能

网联技术和“零排放”技术的结合使未来的高效、低碳、智慧出行方案成为可能。中国工信部已经在牵头制定多个

技术标准来支撑这一发展方向[42]。

能效

交通活动带来多重的能源和环境问题。相应地，清洁交通的实现也依赖于多个经济和管理部门的协同努力。比

起十年前，现今与交通相关的法规、政策协调互补性越来越强，越来越体现出监管部门的合作倾向。

例如刚出台的国六标准开创了重型商用车排放和油耗联合管控的先河。仅仅按油耗法规标定的车辆到了实际道

路驾驶时排放就很可能不达标，反之亦存在可能。这被称作油耗、排放“两张皮”。国六标准要求汽车企业同时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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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环境空气污染物达标测试结果和与油耗直接相关的CO2测试结果，以此防止汽车企业用两套标定分别应对“互不

通气”的重型商用车油耗法规和排放法规。这一要求让油耗和排放监管第一次“通了气”，从而实现能效和环境标

准的协同实施。国六标准还规定了严格的颗粒物排放限值，促进柴油颗粒物捕集器的应用，有效减少高达99%的黑

碳排放，从而实现空气质量和温室气体的协同管控。

展望未来，中长期道路交通能耗、排放和温室气体的重要解决方案之一在于零排放汽车58的广泛应用，而这些目

标和“零排放”的实现又依赖于上游能源链的清洁化。由此可见，能效、环境、温室气体协同控制措施会越来越常

见，这也是实现清洁交通、提升交通能效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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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效 能效市场

能效

3.1.1 整体水平

2006至2016年59，中国能效领域全社会投资规模累计达到3.2万亿元[43][44]，年均复合增长率60为44.1%，

年均能效投资61约为2920亿元，占同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0.9%。十余年来，在政府财政资金的带动下，

社会资金大量涌入，成为加速中国绿色低碳发展不可或缺的推动力，为节能减排目标顺利完成发挥了积极和重要

作用。其中，2016年能效领域全社会投资规模为3346.2亿元[45]，超过2006至2015年期间年均能效投资强度

16.6%，是2006年的38.6倍，为开创新时期绿色低碳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良好局面提供了支持。

2016年，中央和地方政府用于能效领域的财政资金为628.4亿元[46]，占全社会能效领域投资总额的18.8%。在

财政资金的拉动下，2016年，能效领域社会资金投入规模达到2717.8亿元，财政资金带动社会资金的杠杆率为

1:4.3。

其中，企业自有资金投入为860亿元，约占能效领域全社会投资总额的25.7%，占比与2006至2015年期间基

本持平。能效信贷增量规模为1223.0亿元，占能效领域全社会投资总额的36.6%；与此同时，随着融资形式和融

资主体的多元化，通过绿色债券、绿色资产证券化、私募股权、绿色股票等融资工具募集的大量资金纷纷流入能

效领域，资金规模分别为164.3亿元、171.8亿元、81.7亿元和217亿元，依次占能效领域全社会投资总额的4.9%、

5.1%、2.4%和6.5%。

全社会能效资金投入领域主要包括直接项目投资和能力建设投资。2016年，用于工业、建筑、交通领域能效

项目的直接投资规模为3339亿元，占全社会能效投资总额的99.8%。能力建设投入为7.2亿元，占全社会能效投

资总额的0.2%（图 32）。

59. 能效投融资领域 新统计数据只到2016年，下文不再另行说明。

60. 年均复合增长率(CAGR)是指一项投资在特定时期内的年均增长率。CAGR=(现有价值/基础价值)^(1/N) – 1，N为时间长度（通常单位为年）。

61. 本报告所述能效投资按资金来源分为财政投入和社会投资，按资金用途分为能效项目投资和能效相关的能力建设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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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重点趋势

交通 能效

2016年，工业领域能效投资规模占全社会能效投资总额的比重约为55.2%，虽然较2011至2015年期间平均占

比下降了1.3个百分点，但工业领域仍然是能效投资的主要领域。与此同时，建筑和交通领域能效投资规模呈现出明

显增长势头，占全社会能效投资总额的比重比2011至2015年期间平均占比分别增加了0.2和3.0个百分点。建筑和交

通领域能效投资累计形成节能能力分别为630万tce和590万tce（图33）。未来可以预见的是，随着全球新一轮科技

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兴起，以及城镇化进程和绿色化趋势的加速，工业领域能效投资占比将进一步减少，建筑和交通

领域能效投资的占比将不断增加。

62. 图中绿色债券的统计数据不包括绿色金融债。绿色金融债是金融机构发行的、募集资金用于支持绿色产业并按约定还本付息的有价证券，是绿色债券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但金融机构

发行绿债券主要用于绿色产业贷款，所以在金融机构进行统计时，通常会将绿色金融债部分的资金包括在绿色信贷的统计中。因此为避免重复计算和误解，虽然绿色金融债在概念上是绿色

债券的一部分，但在图 32的统计中，绿色债券在数据上不包括绿色金融债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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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中国能效领域全社会投资规模（2006-2016）62

数据来源：中国能源研究会能效与投资评估专委会等，中国能效投资进展报告2015；根据2016年中央和地方财政决算报告、中国银保监会、

各国际银行业金融机构、清科数据、Wind数据等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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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效 的 效

2006至2016年，中国能效领域相关政策在内容、结构、工具和效力等方面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形成了自上而下

的“顶层设计”特征。能效政策的整合和集成，不仅有效避免了政策的交叉和盲点，向市场快速释放积极的政策信

号，还有助于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从而以 小的财政成本培育更强的能效市场。

2006至2016年，能效领域财政资金规模累计5246.3亿元[47]，年均增长率31.8%，有效的财政政策成为促进能

效投资的有力保障（图34）。其中，2016年中国能效领域财政资金投入总额达到628.4亿元，占全社会能效投资总

额的比例比2006至2015年期间平均占比增加了2.7个百分点（图35）。毋容置疑，能效政策的完善促进了财政资金

使用效率的提升，提高了能效领域财政资金投入的可持续性和良性循环。

图 33      各领域能效投资占比变化（2011-2016）

数据来源：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信部、住建部、交通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各国际银行业金融机构、清科数据、Wind数据等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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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      能效领域财政资金投入及占比（2006-2016）

数据来源：根据2006-2016年中央和地方财政支出决算表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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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各领域现行能效财政政策（2007-2016期间发布）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工信部、住建部、科技部、交通部等相关部委公开的财政政策整理

2007年10月     财政部、住建部                                  㕂㹻劼Ⱒ⸅Ⱆ䒊瘰ㄤ㣐㘗ⰖⰟ䒊瘰蒜腊⚁고餴ꆄ
2011年01月     财政部、住建部                                  ⻌倰ꅷ军㖑⼓傁剣㾀⡞䒊瘰⣘掚雦ꆀ⿺蒜腊佖鸣㤙⸠餴ꆄ
2012年04月     财政部、住建部                                  綁蒀䒊瘰ㄤ綁蒀欰䙖㙹⼓餒佟邉⸔���㤙⸠餴ꆄ
2012年08月     财政部、民航局                                  字菔蒜腊Ⲹ䱗⚁고餴金

2014年11月     财政部、交通部、商务部                    鲨鳈餝縨玘佐Ⰶ邉⸔㖑倰餴ꆄ
2015年05月     财政部、工信部、交通部                    㙹䋑Ⱆ❜鲨䧭ㅷ屘⟟呔邉⸔餴ꆄ
2015年10月     财政部、国税局                                  Ⲹ䖄���⼮⿺⟄♴䱗ꆀ⛧欽鲨鲨鳈餝縨玘
2016年01月     财政部、科技部、工信部、发改委       倝腊彂导鲨⯎歏霃倶䒊霃㤙⸠餴ꆄ
2016年12月     财政部、科技部、工信部、发改委       倝腊彂导鲨䲀䎛邉⸔餴ꆄ

交通

2011年06月     财政部、发改委                                  蒜腊Ⲹ䱗餒佟佟瘻絾ざ爙薴餴ꆄ
2011年06月     财政部、住建部、发改委                    綁蒀⡛焫ꅾ挿㼭㙹ꞏ霚挿爙薴㤙⸠餴ꆄ
2011年07月     发改委                                               餴彂蒜紨ㄤ梠㞯⥂䫡⚥㣛곫皾ⰻ䫏餴邉⸔餴ꆄ
2015年05月     财政部                                               蒜腊Ⲹ䱗邉⸔餴ꆄ
2012年05月     财政部、工信部                                  ⥌䜂⻊ㄤ䊨⚌⻊帿䏞輑ざ⚁고餴ꆄ
2012年07月     财政部、发改委                                  歏⸂宠⣩盗椚㙹䋑絾ざ霚挿䊨⡲⚥㣛餒佟㤙⸠餴ꆄ
2016年06月     财政部、工信部                                  䊨⚌鲮㘗⼮紩⚥㕂ⵖ鸣����餴ꆄ盗椚⸅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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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中国境内绿色债券发行市场主要涉及金融债、企业债、公司债、中期票据、国家机构债5个种类。

64. 中国资产证券化产品主要包括信贷资产支持证券（信贷ABS），企业资产支持证券（企业ABS），以及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监管的资产支持票据（ABN）三类。

能效 的主

节能和提高能效已成为中国实现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内容。银行作为中国经济系统的资源配置中枢，在以“金

融回归本源，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为主线的金融改革进程中，不断创新能效信贷金融产品，努力探索风险控制手

段，积极支持绿色低碳发展，使得能效信贷资金规模保持较高的水准。

2016年，中国21家主要银行业金融机构和国际金融机构在中国的能效信贷规模达到1223.0亿元，约为2007年

能效贷款规模的两倍（图36）。十余年来，能效信贷资金平均占全社会能效投资总额的52%左右，政策性银行、商

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在金融资源配置中占据主体地位，国际金融机构在中国的能效领域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能效信

贷仍是节能企业或节能项目融资的首选方式。

图 36      银行业金融机构能效信贷规模（2007-2016）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银行业协会，以及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德国复兴信贷银行、欧洲投资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资料整理

绿色 能效

随着中国绿色经济发展不断增长的融资需求，绿色债券63和绿色资产证券化64市场发展大有可为。2016年，能效

领域通过绿色债券募集资金的规模为328.9亿元，共发行28支产品。其中，绿色金融债约占募资规模的50%，涉及

节能改造项目的企业债、公司债、中期票据等债券发行规模总计占到41.9%（图 37）。

4000

3000

2000

1000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57.0%

61.5%

61.1%
60.1%

35.9%

53.1%
56.9% 58.8%

44.1%

36.6%

1223

0

能效信贷资金 占能效总投入的比例

国内21家银行业
金融机构 92.9%

国际机构
7.1%

能
效

信
贷

资
金

（
亿

元
）

⚥㕂腊佪 2018

48

能效 能效市场



能效 到

能效领域已成为很多私募股权基金和创业投资基金关注的热门投资领域。受新股发行和审核提速的影响，私

募股权市场进入新一轮激增，且新募基金大型化趋势较明显。2016年，中国能效领域私募股权共发生投资案例

87起，披露投资金额约为81.7亿元，投资交易涉及金额约为2011至2015年期间年平均值的8倍。在披露了募资

金额的案例中，目标企业大部分都属于成长型企业，投资阶段基本上集中在扩张期和成熟期（图 39）。

2016年，中国共发行能效领域资产证券化产品24支，全部为企业资产证券化产品，发行总规模为171.8亿元。

能效资产证券化产品的基础资产类型除了企业债权资产以及应收账款类基础资产外，还有以供热收费权、上网电费

收费权、新能源公交经营收费权等形式为主的收益权类基础资产（图 38）。

图 38      能效领域资产证券化产品发行规模（2016）

数据来源：根据Wind数据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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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      能效领域绿色债券发行规模（2016）

数据来源：根据Wind数据、中国金融信息网等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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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9      能效领域私募股权投资案例数及募资规模（2011-2016）

数据来源：根据清科数据资料整理

3.1.3 前景展望

能效 不

中国目前正处在实现2020年碳排放强度目标的关键期和实现2030年左右碳排放达峰目标的发力期，各领域

的节能空间正被进一步打开，节能服务边界越来越宽泛，节能的难度不断提高，边际成本不断上升，提高能效的

资金需求有望加速释放。根据对2006至2015年节能工作的梳理与总结，以及对2016至2020年技术进步、淘汰落

后产能、能力建设（不包括结构调整节能）等主要节能途径进行分析测算，要实现国家节能目标，2016至2020

年全社会能效投资需求近2万亿元，比2006至2010年能效投资总额增长了1.3倍，与2011至2015年能效投资总

额相近（图 40）。

图 40      全社会能效投资需求预测（2016-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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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效

绿色金融的蓬勃发展是近年来中国金融领域的一大亮点，绿色金融在政府和金融机构的大力推动下，正逐步

由分散化、试验性的探索，向系统化、规模化推进转变，中国正在构建覆盖绿色发展、政策支持、产品创新和服

务、风险控制、绿色标准认证等在内的全新绿色金融服务体系。

未来，能效领域的投融资将是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能效项目或节能企业在积极利用商业贷款的同时，适当

通过发行企业债券、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债券等方式满足能效项目不同期限的资金需求，探索投贷联动、债贷结

合65等新金融产品；将是在金融资金退出渠道畅通的前提下，吸引保险公司、产业基金等长期机构投资者通过债权

投资计划、股权投资计划等方式参与能效项目投资；将是在相关政策要求的前提下，探索开展能效资产证券化、节

能设施融资租赁等多元化投融资方式。

能效 全

随着能源生产和消费模式的转变、金融业内部和外部创新模式的不断涌现以及各环节新兴节能技术的加速创

新，能效投资将打破传统发展路径和投资模式，构建全面的、一站式的、跨界融合的能效投融资体系（图 41）。

事实上，不计其数的“微创新”技术，正在不断突破原有产业边界，进一步将“节能+”延伸到除工业、建筑、

交通三大传统领域之外的农业、水利、仓储、环保等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加强行业间的互相渗透和边界消融；同

时，通过完善金融市场、政策、产品、渠道、模式、服务体系和风险防控等重点工作，将金融活动“回归本源”

的基本原则贯穿在节能产业发展的整个链条，结合能效项目的特点、融资需求，把控资金流向，建立协调统一、

标准先行、风险可控、互惠共赢的新型能效与金融关系。未来，能效投资的跨界融合将降低交易成本，提高能效

资金的配置效率，进一步发展壮大节能服务产业，促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65. 债贷结合是指由银行为企业制订系统性融资规划，根据项目建设融资需求，将企业债券和贷款统一纳入银行综合授信管理体系，对企业和项目债务融资实施全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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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机构

跨界融合

传统能效投资领域 创新技术突破边界限制

能效投资领域

金融市场

工业 建筑 交通 水利 农业 环保 仓储 ……

金融政策 融资渠道 模式创新 金融服务 金融产品 资金退出 风险防控

图 41      能效投融资全面跨界融合示意

能效

能效市场内涵丰富、外延广泛，其中，以合同能源管理（EPC）66为核心商业模式、提供节能与能效提升专业化

服务的节能服务市场市场规模巨大，是能效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本节重点讨论中国节能服务市场发展态势。

3.2.1 整体水平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合同能源管理机制通过中国政府与全球环境基金（GEF）/世界银行（WB）合作实

施的“GEF/WB中国节能促进项目”引入中国。二十年来，历经概念引进、机制示范和全面推广，节能服务公

司（ESCO）67数量从少到多，市场规模从小到大，节能服务产业从无到有，快速发展。2014年以来中国节能服务

市场规模始终保持全球第一。2017年，中国节能服务产业综合总产值达到4148亿元，专业化的节能服务公司逾

6000家，行业从业人员近70万，合同能源管理项目投资额达到1113.4亿元，占全球同业当年总投资额的60%以

上68，形成年节能能力3812万tce，CO2减排量达到1.0亿吨以上（图42）。预计到2020年，中国节能服务产业有

望突破6000亿元产值，超额完成《“十三五”全民节能行动计划》提出的倍增目标。

66. 合同能源管理是节能服务公司与用能单位以契约形式约定节能项目的节能目标，节能服务公司为实现节能目标向用能单位提供必要的服务，用能单位以节能效益支付节能服务公司的投

入及其合理利润的节能服务机制。

67. 节能服务公司是提供用能状况诊断、节能项目设计、融资、改造（施工、设备安装、调试）、运行管理等服务的专业化公司。

68. 数据来源：IEA Energy Efficiency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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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节能服务产业多年来持续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原因除了中国整体能源利用效率较世界先进水平偏低、节

能潜力巨大外，还得益于中央和地方政府多年来政策支持所营造的良好发展环境。2010年，中国国务院发布《关

于加快推行合同能源管理促进节能服务产业发展的意见》，确立了节能服务产业在经济转型发展和节能减排中的地

位和作用；为节能服务产业提供了包括财政奖励、税收优惠、会计处理和金融支持在内的实质性支持，充分发挥了

政府资金对社会资本“四两拨千斤”的撬动作用；强有力地带动了大批企业进入能效市场，产业规模迅速扩大。节

能服务产业的发展不仅减少了化石能源使用、提高了能源效率，还对拉动内需、促进就业、推动地区经济发展发挥

了积极的作用。

3.2.2 重点趋势

能源 主    

综合能源服务是指以高效率、低成本、清洁化为主要特点，以能源托管的模式69为用能单位提供多内容、多

环节、多形式和多模式的综合能源解决方案的一体化服务。包含能源设计规划、投资、运营等综合服务内容；通

过售电业务，可联结化石能源、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多能互补的能源供应端与水电气热按需高效利用的使用端，

满足用能单位差异化、绿色化、低成本化的用能需求。综合能源服务意味着能源服务行业从产业链纵向延伸走向

横向互联，从以产品和技术为中心的服务模式转向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模式，在中国尚处发展初期，是有广阔前

景的新业态。

图 42      节能服务产业与合同能源管理项目变化趋势（2011-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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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合同能源管理常见商业模式之一，详情参见材料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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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单一、节能潜力大的工艺/设备节能改造项目逐渐实施，合同能源管理服务内容开始逐渐向系统

化、运维服务长期化升级，由使用端改造向能源供应端延展、由辅助设备改造向生产工艺环节深入，已形成涵盖能

源管控系统、供热系统（热水、蒸汽）节能、余热余压利用、中央空调系统节能、电机系统节能、新能源与可再生

能源利用、工业锅炉窑炉节能、能量系统优化、能源站建设运营、储能技术（储电/储热）、道路/隧道绿色照明等

在内的多种服务类型。加之光伏、生物质等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支持政策的出台，节能服务公司也开始在分布式光

伏、生物质耦合发电等领域采用合同能源管理模式实施项目，使得合同能源管理项目类型愈加丰富。 此外，中共中

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开放电力市场，增加市场竞争。该政策发布后，中国注册成

立了约12000家售电公司。以售电业务为载体，智能化的按需供能服务为节能服务公司服务升级提供广阔空间，目

前已有18.7%的节能服务公司参与了售电业务，29.3%的节能服务公司拟开展售电业务。

节能服务公司具备向综合能源服务商升级的先天优势，随着综合能源服务的快速兴起，未来将有效增加服务

维度、拓展服务深度，进一步挖掘能效潜力，提质增效。能源互联网技术与能源系统综合集成、智能化运行与维

护对节能服务公司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将推动行业进入优胜劣汰的过程，节能服务产业将会涌现更多具备核心

竞争力和整合能力的企业，强力助推产业升级换代。在节能服务公司向综合能源服务商转变的同时，供电和电网

企业也在积极朝综合能源服务商转型，这两类企业需要进一步加强对用户实际用能需求的响应和与专业服务企

业的配合。节能服务公司作为专业的服务企业，未来将有机会与大中型企业合作，拓展业务范围和市场。从长

远看，无论节能服务公司自身升级成综合能源服务商还是为综合能源服务商提供专业技术服务，综合能源服务都

很可能成为未来节能服务的主流服务模式。

   能 市场快

中国合同能源管理市场长期以工业项目为主。过去的几年，由于诸多高耗能工业行业面临市场疲软、产能过

剩、开工不足、限产提标等境地，更多节能服务公司开始把眼光聚焦在不受经济周期影响、回款相对稳定的建筑节

能和基础设施节能领域，单体项目投资额较大的项目（如清洁供暖等类型的项目）日渐增多，推动建筑领域和基础

设施领域投资占比逐年提高。2015年中国国家发改委和住建部发布了《余热暖民工程实施方案》等多项政策，国家

发改委提出“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居民供暖宜电则电、宜煤则煤、宜气则气、宜油则油”[48]，为节能服务公司

打破原有供暖体制、利用合同能源管理等市场化机制进入清洁供暖领域打开了空间。加之前文提到的技术综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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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效益分享型作为“十二五”期间财政奖励唯一支持的商业模式，多年来始终是主流模式，但投资占比也

呈逐步下降趋势：从“十二五”期间平均占比70%下降至2017年的60%左右。相比之下，能源费用托管型项目投

资增速较快，发展势头强劲。较之节能效益分享型，能源费用托管型是真正意义上具有长效机制的合同能源管理

模式，有效解决了节能效益分享模式甲乙双方地位不对等、节能量监测与确认的扯皮、效益回款困难、融资难等

问题，不仅可以拉长合同期、有效提升客户粘度，而且降低了回款风险、增加了节能服务公司的现金流，报表优

化效果明显，突出了节能服务公司提供专业化服务的核心功能。2017年以来，在医院、酒店、高校等公共机构已实

施了多个多系统托管类服务项目。

材料 5      合同能源管理常见商业模式

在项目期内用户和节能服务公司双方分享节能效益的合同类型。

用户投资，合同期内节能服务公司向用户提供节能服务并承诺保证项目节能效益的合同类型。

合同期内，用户委托节能服务公司出资进行能源系统的节能改造和运行管理，并按照双方约定将

该能源系统的能源费用交节能服务公司管理，系统节约的能源费用归节能服务公司的合同类型。

合同期内，融资公司投资购买节能服务公司的节能设备和服务，并租赁给用户使用，根据协议定

期向用户收取租赁费用。

蒜腊佪渤ⴔ❧㘗
蒜腊ꆀ⥂霆㘗
腊彂餩欽䩯盗㘗

�輑餴獆餱㘗

来源：参考《中美合同能源管理市场潜力分析白皮书》整理

发展，使项目类别从以工业为主逐渐转变为包括建筑和基础设施在内的多元发展。据中国节能协会节能服务产业委

员会（EMCA）调研，有44.8%的节能服务公司实施了供热系统（热水/蒸汽）节能类项目，这类项目兼具回款较

好、项目收益稳定、项目经营周期较长等特点，加之采暖线南移带来江浙沪豫皖等地区新增的供暖需求，清洁供

暖将是节能服务公司未来三年 具前景的项目领域之一。

   能源

合同能源管理机制引入中国二十年来，历经示范和本土化推广、创新，商业模式已从 初以节能效益分享型为

主，逐步发展成节能效益分享型、节能量保证型、能源费用托管型和融资租赁型四大模式平衡发展（材料5）。根据

客户的不同需求、防控风险需要及外部融资机构要求，可组合为多种复合模式， 大限度保障项目各方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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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6      多样化融资模式助力节能服务市场发展

公共机构推广合同能源管理模式存在业主机构内生动力不足、会计支付制度、招投标制度等方面的问题，但

《政府会计制度》的实施和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等各级主管部门相关规范和指导性文件的出台，将推动公共机构合

同能源管理服务市场快速发展。预计未来三年公共机构合同能源管理项目投资规模将大幅提升，能源费用托管型有

望成为公共机构开展节能与能效提升工作的 佳模式。 

   中

节能服务产业的发展需要大量资金投入，只有金融业的深度参与才能让这个产业可持续地发展。2010年后，

在财政奖励、税收优惠等直接支持政策的强力推动下，中国节能服务产业得到了跨越式发展，资金来源也从依靠自

有资金为主，逐渐发展为银行信贷、融资租赁、担保、发行债券、上市等多种渠道与模式。对此，世界银行、国际

金融公司（IFC）、亚洲开发银行（ADB）以及法国开发署（AFD）等机构功不可没，这些机构通过能力建设、风

险分担、绿色转贷等方式，与浦发银行、北京银行、华夏银行、兴业银行等国内金融机构开展合作。合作增加了

国内金融机构的风险识别与把控能力，锻炼了团队。北京银行和浦发银行率先推出了针对合同能源管理项目未来

收益权的创新金融产品，大量中小节能服务公司从中受益。材料6展示了更多灵活融资模式助力中国节能服务市场

发展的例子。

㕂꣢劼匬㣐⸂佅䭯♴涸⚥㕂ꆄ輑劼匬輑餴倝
2017年，在世界银行支持下，华夏银行推出了“世界银行京津冀大气污染防治融资创新”项目，在钢铁和电

力领域开展节能改造的多家节能服务公司获得了资金支持，贷款利率优势明显；

在亚洲开发银行的支持下，中国投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正式启动“京津冀区域大气污染防治中投保投融资促

进项目”，通过金融机构转贷形式，综合利用多种金融工具，建立绿色金融平台。项目范围涵盖节能减排、清

洁能源的推广利用、废弃物能源化利用、绿色交通各个领域。

綁蒀⧥ⵚ：浦发银行、兴业银行、北京银行2017年通过发行绿色债券获取近千亿资金投向绿色项目，合同能

源管理类节能与能效提升项目是其中重要方向之一；

綁蒀餴❡霆ⵚ⻊：部分银行和融资租赁公司尝试接受节能服务公司提供的特许经营权作为质押，为其绿色交通、

集中供暖等类项目提供贷款并探讨设计绿色资产证券化产品；

⥂ꤗ碫❡ㅷ：部分保险公司和保险经纪公司也在和银行深入交流，尝试通过保险为能效项目的履约提供增信和

风险分担从而协助融资。

⚥㕂ꆄ輑劼匬䲀ⴀ㢴呋⻊涸輑餴垷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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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节能服务公司主要资金来源及占比（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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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前景展望 

能源

近年来，中国节能环保政策出台频率之高、污染治理和结构调整力度之大都前所未有。通过制定“十三五”

据EMCA统计，2017年合同能源管理项目融资超过700亿元。银行信贷是外部资金第一大来源，占比41.0%；

融资租赁和股权融资较往年有上升趋势（图 43）。特别是股权融资，2017年，部分有技术或运营服务优势的民营节

能服务公司获得了上市公司或国有企业的资金注入，扩大了公司总体规模，加速了企业发展。从融资成本角度，约

57.3%外来资金的年化融资成本在10%以下，较过去略有下降。这是源于节能服务公司经过多年的经营发展，构建

了较为成熟的业务领域和商业模式，得到了金融机构的认可，提高了自身的信用，实现了融资成本的降低，形成了

较为稳定的资金链。

⚥㕂劢勻涸輑餴倝倰ぢ
在互联互融大趋势下，产业边界不断拓宽，商务模式不断创新、正处于快速成长期，将会出现更多的创新甚至变

革机会，单一的融资模式已经不能满足节能服务公司在发展中对资金的需求。为从股权、债权联动、融合等角度

更深入地推动产业与资本深度对接，中国首支以能效为主投方向之一的“协同创新青域生态产业基金”正在发起

和创立。基金将以股权投资、夹层投资等方式联合传统金融机构、撬动更多社会资本为能效产业企业量身定制从

公司股权、项目债权、夹层并购基金、PPP基金等灵活的资金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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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打赢蓝天保卫战等一系列政策与要求，实施环保督查全覆盖，中国的环

保工作已从“重形式”向“看效果”转变，各地淘汰和关闭了一大批不达标的产能与企业。钢铁、化工、建材、

有色等高耗能行业以及“2+26”控排城市更是压力巨大，斥资建设各类末端治理设施，尽管目前成效显著，但从

“十三五”规划的目标以及更长期的环境质量提升目标来看，末端治理存在成本剧增或技术瓶颈等问题。相反，以

节能与能效提升为核心的源头治理，不仅可以减少化石能源的利用，有效减少能源费用支出，更可以用较低的成本

减少各种污染物的产生与排放，是既治标又治本的治理模式。2017年，北京、天津、西安等地先后出台降低氮氧化

物排放浓度的严厉政策，部分节能服务公司抓住机遇，从锅炉燃烧方式切入，控制氮氧化物产生数量，减少燃料成

本的同时还直接取代末端脱销设备，初始投资低、减排效果稳定，极具经济价值。

 

中国政府实施能源消费总量和强度“双控”行动，将能源消费总量目标分解至各地，对工业、建筑、交通各个

部门都提出了要求，并积极实施燃煤锅炉节能环保综合提升、电机系统能效提升、余热暖民、绿色照明、节能技术

装备产业化示范、重点用能单位综合能效提升、合同能源管理推进、城镇化节能升级改造等节能重点工程。此外，

为建立碳减排的市场化机制，中国碳市场于2017年正式启动，高耗能行业将面临不断收紧的碳管控新常态的压力，

碳市场建立的碳定价机制将增加企业的经营成本，不按时合规履约将增加经济和行政处罚的风险，势必要求各类

控排企业优化管理体系、提升管理效率。加之进一步的结构调整和布局优化等举措，都将进一步激发用能企业降

本增效的内生动力，倒逼出对专业化、综合化节能服务的常态需求，为有核心服务能力的节能服务公司创造了市

场机遇，为节能服务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开辟出新的市场空间。

能 中 能 中

2017年，节能服务公司平均总资产规模已从2013年的3000万元，增加到6760万元；年节能能力在10000 tce

以上的合同能源管理项目超过四分之一，产业规模较往年有所提升。但从产业构成看，6000多家企业中90%仍为中

小企业，普遍存在业务领域狭窄，平均规模偏小，技术研发、系统化服务、融资、抗风险能力不足等问题。

一方面，行业资源的高度集中趋势将更残酷地挤压中小型企业的生存空间。中小企业唯有加强创新，提高核心

竞争力，专注细分市场，做专做精，走差异化之路，才有可能通过服务于综合化节能服务公司实现自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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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资料来源：银河证券系统。

另一方面，面对节能与能效提升项目多系统、综合化、智能化、深入化的难度提升，单点项目向园区级、地区

级甚至城市级项目的层级提升，行业竞争已由 初的粗放竞争、市场关系竞争逐渐转向以资本、技术为代表的综合

实力竞争，从 初的增量竞争逐渐转变为存量竞争，对节能服务公司技术能力、融资能力、服务能力、风险把控能

力、资源整合能力等方方面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产业需要培育具备技术、资金及资源整合优势的大中型企业，引

领产业的发展与转型升级。中国的节能服务产业将经过不断整合、升级，未来三至五年产业集中度将进一步提高，

具有技术优势和规模效应的龙头企业将在行业竞争中脱颖而出，产业将向中大型综合化的企业群体集中。

上市公司利用自身技术、市场及资金的优势，多方发力，极大地助推了节能服务产业整体规模的提升，将是未

来节能服务市场 具竞争力的参与主体之一。目前节能环保领域共有151家上市公司（含主板、中小板和创业板），

其中2017年报中提及合同能源管理与节能业务的公司为60家。这60家公司2017年报总营业收入9120亿元，净利润

685亿元，主营领域以清洁供暖、LED绿色道路照明改造、余热余压利用及建筑节能为主，区域能源服务和分布式能

源业务增长势头明显。从项目实施主体看，上市公司开展节能服务业务，有部分以总公司为主体，还有部分专门成

立了节能服务子公司，据不完全统计，上述60家上市公司中已有15家成立节能服务子公司，其中多以设备制造商和

供应商居多，利用合同能源管理模式，帮助母公司从单一的设备买卖向设备+服务一体化方向开拓，为上市公司带来

高额服务利润70。随着竞争的不断加剧，除成立自有节能服务公司，上市公司行业横向与纵向并购也逐渐增多，不仅

可以迅速增加业绩，满足净利持续增长的基本诉求，还可以有机会借助被并购企业的独特优势，做大做强产业链，

实现产业链各个环节资源的深度整合和优化，提高整体竞争力，获得更大市场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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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的签订开创了全球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历史，此后经历了

大大小小的波折，《巴黎协定》的签订使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达成了空前广泛的共识，为实现2℃温控目标采取一

致行动。能效既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手段，又是促进经济繁荣增长的重要驱动力，是备受关注的“第一能源”。

在这期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切身体验到了粗放式经济发展带来的能源、气候变化问题，以1998年《节能法》实

施为标志，中国逐步将能效提上 重要的政府议程之一。

中国建立健全了以政府及其节能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为主干的节能管理体系，各级政府及其部门合理分工、

各司其职、紧密配合，为提升能效和应对气候变化相关工作做好了组织上的充分保障。《节能法》颁布以后，中

国政府出台实施了一系列综合性和专项节能法规；2006年起，更是全面重视节能减排，从全局出发，纳入对于全

球共同利益的考量，制定了一系列宏观、长期的节能减排综合规划和针对性的专项法规，为促进全国能效提升和

具体领域节能工作的规范营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社会资本近年来在政策利好的驱动下，也越发青睐能效领域，

越来越多的资金流入大大促进了相关科研、技术、项目的发展实施。与此同时，中国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和能源

挑战的全球合作，用自身的技术、经验和对其他国家的辐射影响力为全球节能减排的努力做出不可忽视的贡献，并

在电动车、区域能源互联等领域主动发声，引领全球形成应对气候变化和能源挑战的合力，受到了国际社会的支

持和赞赏。

中国政府的不懈努力收效显著。1998至2017年，中国能源消费强度持续下降，总体下降幅度近40%。能效

的提升有效减缓了能源需求的增长，其中2005至2017年能源消费总量增势显著放缓，增速下降10.5个百分点，

2017年能源消费总量较上年仅增加3.0%71。

其中工业部门作为中国经济和能源消费共同的 主要贡献者，在经历经济转型、产业机构调整、淘汰落后产

能后，工业能源消费强度持续下降，同时主要高耗能行业能源消费增速持续下降，工业部门仍将长期作为中国能

71. 数据来源：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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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提升的主战场；在建筑领域，中国正处于高速城镇化进程中并且预计持续到2030年，因此总建筑面积、建筑能

源强度和建筑能源消费总量在中短期内仍将维持刚性增长，“既要满足人民对建筑服务水平提升的需求，又要避

免过度的能源消耗”是这一时期建筑能效所面临的主要挑战，中国针对新建建筑节能、既有建筑节能改造、公共

机构能效提升出台实施了一系列标准，同时可再生和清洁能源也在中国建筑中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交通方面，

中国是当今世界 大的道路机动车市场，预计到2050年，中国客货运输总量还将增长4-5倍[28]，长期维持刚性

增长，中国政府自2005年起实施的一系列针对乘用车和重型商用车的能效标准和政策在调整中持续发力，加之中国

作为全球 大的电动车市场，将确保中国交通部门的高质量、高能效发展。还值得一提的是，自上世纪90年代后期

中国引入合同能源管理机制以来，节能服务产业快速发展，能效市场规模更是从2014年后始终保持全球第一，服务

于工业、建筑、公共基础设施等各部门，采用合同能源管理的商业模式为先进能效技术在全社会的推广应用做出

了不容小觑的贡献。

中国能效提升还有巨大的潜力，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进一步挖掘。

• 持续提高能效标准，提升最低标准、建立引导性标准。

低标准为市场能效表现确立“底线”，因而提升 低标准有助于提升市场整体的平均能效水平；而引导

性标准通过“评优”，鼓励市场中有能力的主体不仅仅满足于达到 低标准，更不断努力争取达到更好的

能效水平。两相作用下，整个社会的能效水平有望得到全方位的提升。

• 确保能效政策的实施，将能效提升落到实处。

政策在实施的 初阶段往往与设计初衷存在一定的差距，只有将实施效果作为政策调整的依据、根据实际

情况及时调整政策，才能确保政策的真正实施，达到 理想的实施效果。

• 大力推动能效技术研发、应用和推广。

采用已有技术可以达到的节能效果毕竟是有限的，只有不断开发新技术才能为中国能效提升不断开辟新的

空间，也是中国经济高效、高质量发展的立身之本。此外，在互联网和智能化时代，能效技术与信息技术

的结合可以极大提升生产力，是大势所趋。

• 促进技术整合、项目协同和系统综合化发展。

能效项目正在越来越多地向整合、协同、综合化发展，在工业、建筑部门和能效市场都有很好的体现。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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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综合性的技术和一体化的解决方案才能更好地适应项目的综合协同发展，进一步整合形成综合化系统，

发挥“1+1>2”的作用。

• 提高社会资本和企业的参与度。

依靠政府的政策或财政激励促进能效提升在初始阶段能够起到很好的作用，但长远来看，中国应该致力于

打造一套合乎成本效益的自维持体系，社会资本的作用不言而喻。一方面，在能效政策已经成熟的领域，

政府补贴正在或已经逐步撤出，此时应采取相应措施引入外部融资，充分发挥社会资本和市场的作用，使

该领域持续、健康、稳定地发展；另一方面，企业作为能效提升的重要主体之一，只有发挥它们的主观能

动性，让它们充分意识到提升能效是为了企业的长远发展，全社会的节能减排才能自动、自发、积极和可

持续。

• 继续积极参与国际合作。

技术的交流、思想的碰撞和经验的传播和借鉴，是中国能效提升和应对气候变化永不枯竭的“源头活水”。中

国在能效提升方面取得的成效和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贡献毋庸置疑，但还需要在长期持续的国际合作中进一

步丰富提高。

中国将从全球能效提升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逐步成长为引领者，带动更多国家一起为应对气候

变化和能源挑战而不懈努力。期待中国能效在全球能效的平台上继续发光发热，作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合力的中

坚力量，与各国继续精诚合作，共同为人类可持续发展而不懈奋斗。

⚥㕂腊佪 2018

62

主要



参考文献

&VSPQFBO�$PNNJTTJPO��&OFSHZ�&DJFODZ��&VSPQFBO�$PNNJTTJPO��"DDFTTFE�PO�+VOF����������
Available at ：

https://ec.europa.eu/energy/en/topics/energy-efficiency.

-PWJOT�"��&OFSHZ�4USBUFHZ��5IF�3PBE�/PU�5BLFO �'SJFOET�PG�UIF�&BSUIT�/PU�.BO�"QBSU���	��
��������
Available at：

https://rmi.org/wp-content/uploads/2017/04/Energy-Strategy-The-Road-Not-Taken-Reprint-from

-Foreign-Affairs-1976.pdf.

:BOH�.���:V�9��&OFSHZ�&DJFODZ��#FOFUT�GPS�&OWJSPONFOU�BOE�4PDJFUZ��-POEPO�UIF�6OJUFE�,JOH�
EPN��4QSJOHFS�7FSMBH��������������
Retrieved from: 

https://www.springer.com/us/book/9781447166658.

*OUFSOBUJPOBM� &OFSHZ� "HFODZ�� 'SPN� )JEEFO� 'VFM� UP� 8PSMET� 'JSTU� 'VFM � *OUFSOBUJPOBM� &OFSHZ�
"HFODZ�0DUPCFS����������"DDFTTFE�PO�+VOF����������
Available at 

https://www.iea.org/newsroom/news/2013/october/from-hidden-fuel-to-worlds-first-fuel.html.

$SPTTMFZ�%��㼜腊佪⡲⚹⚥㕂歏⸂遤⚌涸♧猫餴彂��⚥㕂v⻌❩��潇⽇腊彂兰䎽�����������
http://www.raponline.org/wp-content/uploads/2016/05/rap-crossley-

energyefficiencyasaresourceinchina-final-2014-aug-01.pdf.

+PV[FM� +��� %FCSPJTF� "�� 5IF� $MJNBUF� $IBOHF� ˊ� 0CKFDUJWF�� �� %FHSFFT� $�� 1BSJT� 'SBODF�� &EJUJPOT�
%VOPE������
6OJUFE�/BUJPOT��5IF�1BSJT�"HSFFNFOU��6/'$$$��"DDFTTFE�PO�+VOF���������
Available at：

https://unfccc.int/process-and-meetings/the-paris-agreement/the-paris-agreement.

*OUFSOBUJPOBM� &OFSHZ� "HFODZ�� .FFUJOH� $MJNBUF� $IBOHF� (PBMT� 5ISPVHI� &OFSHZ� &DJFODZ�� &OFSHZ�
&DJFODZ�*OTJHIUT�#SJFG��*OUFSOBUJPOBM�&OFSHZ�"HFODZ�������"DDFTTFE�PO�+VOF����������
Available at：

<���>�

<���>�

<���>�

<���>

<���>�

<���>�

<���>

<���>��

⚥㕂腊佪 2018

63

参考文献

https://ec.europa.eu/energy/en/topics/energy-efficiency
https://www.springer.com/us/book/9781447166658
https://www.iea.org/newsroom/news/2013/october/from-hidden-fuel-to-worlds-first-fuel.html
http://www.raponline.org/wp-content/uploads/2016/05/rap-crossleyenergyefficiencyasaresourceinchina-final-2014-aug-01.pdf
https://unfccc.int/process-and-meetings/the-paris-agreement/the-paris-agreement
https://rmi.org/wp-content/uploads/2017/04/Energy-Strategy-The-Road-Not-Taken-Reprint-from-Foreign-Affairs-1976.pdf


https://www.iea.org/publications/freepublications/publication/MeetingClimateChangeGoalsEn

ergyEfficiencyInsightsBrief.pdf.

6�4��&OFSHZ� *OGPSNBUJPO�"ENJOJTUSBUJPO��8IBU� JT� UIF�6OJUFE�4UBUFT�TIBSF�PG�XPSME�FOFSHZ�DPOTVNQ�
UJPO �6�4��&OFSHZ�*OGPSNBUJPO�"ENJOJTUSBUJPO�	&*"
�"VHVTU���������"DDFTTFE�PO�+VOF����������
Available at：

https://www.eia.gov/tools/faqs/faq.php?id=87&t=1. 

6OJPO�PG�$PODFSOFE�4DJFOUJTUT��&BDI�$PVOUSZT�4IBSF�PG�$0��&NJTTJPOT��6OJPO�PG�$PODFSOFE�4DJFOUJTUT�
/PWFNCFS����������"DDFTTFE�PO�+VOF����������
Available at ：

https://www.ucsusa.org/global-warming/science-and-impacts/science/each-countrys-share-of

-co2.html#.W6L57BMzZAZ.

#SJUJTI�#SPBEDBTUJOH�$PSQPSBUJPO��繠㕂䔂鷍ⴀ䊼랫孞⦫⼸㹁䌄勻ㆭ❈䕧ㆇ��##$�/FXT�⚥俒�"VHVTU� ��
������"DDFTTFE�PO�+VOF����������
Available at：

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science-40835998.

桬儯卧��暵剽兜㹒䋒繠㕂鷍ⴀշ䊼랫⼸㹁ո��倝❩䫣������������<����������>��
http://www.bjnews.com.cn/world/2017/06/03/445553.html.

5IF�&VSPQFBO�1BSMJBNFOU�BOE� UIF�$PVODJM� PG� UIF�&VSPQFBO�6OJPO�� �����&OFSHZ�&DJFODZ�%JSFDUJWF��
&VSPQFBO�$PNNJTTJPO�0DUPCFS����������"DDFTTFE�PO�4FQUFNCFS����������
Available at：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qid=1399375464230&uri=CELEX:32012L0027.

*OUFSOBUJPOBM�&OFSHZ�"HFODZ��&OFSHZ�&DJFODZ�������'SBODF��*OUFSOBUJPOBM�&OFSHZ�"HFODZ��������������
Retrieved from:

https://www.iea.org/publications/freepublications/publication/Energy_Efficiency_2017.pdf.

倝⼶爢��⚙⠔「勉〄䋒Ⱒ✵㕂⸉ꤎ劼匬佖ꬠ倰呩涸霹僈��倝⼶緸�����������<����������>�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8lh/2018-03/14/c_1122533011.htm

<���>�

<��>�

<��>�

<��>

<��>�

<��>�

<��>�

⚥㕂腊佪 2018

64

参考文献

https://www.iea.org/publications/freepublications/publication/MeetingClimateChangeGoalsEnergyEfficiencyInsightsBrief.pdf
https://www.eia.gov/tools/faqs/faq.php?id=87&t=1
https://www.ucsusa.org/global-warming/science-and-impacts/science/each-countrys-share-of-co2.html#.W6L57BMzZAZ
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science-40835998
http://www.bjnews.com.cn/world/2017/06/03/445553.html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qid=1399375464230&uri=CELEX:32012L0027
https://www.iea.org/publications/freepublications/publication/Energy_Efficiency_2017.pdf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8lh/2018-03/14/c_1122533011.htm


1BDJD�/PSUIXFTU�/BUJPOBM�-BCPSBUPSZ�-BXSFODF�#FSLMFZ�/BUJPOBM�-BCPSBUPSZ�BOE�&4$0�$PNNJUUFF�PG�
$IJOB�&OFSHZ�$POTFSWBUJPO�"TTPDJBUJPO��8IJUF�1BQFS��6OMFBTIJOH�&OFSHZ�&DJFODZ�3FUSPUT�UISPVHI�
&OFSHZ�1FSGPSNBODF�$POUSBDUT� JO�$IJOB�BOE�UIF�6OJUFE�4UBUFT��5IF�6OJUFE�4UBUFT��1BDJD�/PSUIXFTU�
/BUJPOBM�-BCPSBUPSZ�BOE�-BXSFODF�#FSLMFZ�/BUJPOBM�-BCPSBUPSZ�"QSJM������������
Retrieved from:

http://www.globalchange.umd.edu/data/epc/EPC_Market_Opportunity_Paper_final0429.pdf.

Ⰼ㕂➃㣐䌢㨼⠔��⚥⼶➃字Ⱏㄤ㕂蒜紨腊彂岁����������<����������>��
http://www.gov.cn/flfg/2007-10/28/content_788493.htm.

⚥㕂宐緸��⚥㕂焫䱗佞ꆀ㾀Ⰼ椕껷⡙�넞✵繠㕂ㄤ妍湅絾ざ��⚥㕂宐緸������������<����������>�
http://www.h2o-china.com/news/215359.html

倝嵠餒絑��⚥㕂馄鵂繠㕂䧭⚹痦♧㣐腊彂嶊餩㕂��倝嵠餒絑@倝嵠緸������������<����������>�
http://finance.sina.com.cn/g/20100720/03568324755.shtml

⚥㕂㕂㹻〄㾝ㄤ佖ꬠ㨼プ⠔��(��腊佪䒸곭雦ⴢ��⚥㕂佟䏎緸������������<����������>�
http://www.gov.cn/xinwen/2017-02/14/5167959/files/c41b279551f04bd49f454b92aedc8257.pdf.

⚥㕂㕂㹻〄㾝ㄤ佖ꬠ㨼プ⠔��㔋鿈꡶翫ざ〄䋒շⰢ✵䲀鵳綁蒀♧䌄♧騟䒊霃涸䭷㼋䠑錛ո��⚥㕂佟䏎緸�
�����������<����������>��
http://www.gov.cn/xinwen/2017-05/27/content_5197523.htm.

⚥㕂猰㷖䪮助鿈�� 猰䪮鿈ⶰ鿈勚蟟ⴀ䌏痦⛰㾉幡峇腊彂鿈紩⠔雳⿺痦♲㾉倝⢪ㄐ鿈紩⠔雳�� ⚥⼶➃
字Ⱏㄤ㕂猰㷖䪮助鿈������������<����������>�
http://www.most.gov.cn/kjbgz/201806/t20180605_139765.htm.

寐㕂䧭��䧮㕂痦♧⚡⡛焫傈��傈勻⚰�Ⰼ㕂㼜䒓㾝㢴고崞⸓��⚥㕂佟䏎緸������������<����������>�
http://www.gov.cn/govweb/jrzg/2013-06/16/content_2426890.htm.

嘽㣔ꆄ䫣�� ⚥㕂껷妃僈烁㙹ꞏ⻊騟䖈� 湡叻����䎃㙹ꞏ⻊桧鴪����� 倝嵠㖑❡�� ����������<����������>��
http://news.dichan.sina.com.cn/2013/06/28/775532.html.

⚥㕂㕂㹻〄㾝ㄤ佖ꬠ㨼プ⠔�� Ⱒ✵⽪〄⼧♧❀⼧㣐ꅾ挿蒜腊䊨玐㹊倶䠑錛涸鸑濼�� ⚥⼶➃字Ⱏㄤ㕂㕂㹻〄
㾝ㄤ佖ꬠ㨼プ⠔������������<����������>�

<��>

�

<��>�

<��>�

<��>

<��>�

<��>�

<��>��

<��>��

<��>��

<��>��

⚥㕂腊佪 2018

65

参考文献

http://www.globalchange.umd.edu/data/epc/EPC_Market_Opportunity_Paper_final0429.pdf
http://www.gov.cn/flfg/2007-10/28/content_788493.htm
http://www.h2o-china.com/news/215359.html
http://finance.sina.com.cn/g/20100720/03568324755.shtml
http://www.gov.cn/xinwen/2017-02/14/5167959/files/c41b279551f04bd49f454b92aedc8257.pdf
http://www.gov.cn/xinwen/2017-05/27/content_5197523.htm
http://www.most.gov.cn/kjbgz/201806/t20180605_139765.htm
http://news.dichan.sina.com.cn/2013/06/28/775532.html
http://www.gov.cn/govweb/jrzg/2013-06/16/content_2426890.htm


http://www.ndrc.gov.cn/zcfb/zcfbtz/200608/t20060802_78934.html.

⚥㕂㕂⸉ꤎ��㕂⸉ꤎⰢ✵⽪〄蒜腊Ⲹ䱗⼧✳❀錞ⴢ涸鸑濼��⚥㕂佟䏎緸������������<����������>��
http://www.gov.cn/zwgk/2012-08/21/content_2207867.htm.

䨥䕖䗞�擔⼶俒�搋⨴������䎃⚥㕂䊨⚌鿈꡶㹊梡蒜腊悶⸂涸䪮助騟絁㕃灇瑕��⚥㕂v⻌❩��⚥㕂猰㷖䪮助ⴀ晜
爢������
䨥䕖䗞歊兰㸙勿㸪⠚瘝��ꅾ㝕腊彂⚥㕂�絾ざ⽷��⚥㕂v⻌❩⚥㕂猰㷖䪮助ⴀ晜爢������
⚥㕂〄㾝緸�� 翸搋腊彂掚挿ⳕ翸Ⰼ椕兰䢴Ⱏ雳蒜腊盗椚♸綁蒀嶊餩Ղ⸈䔂腊彂蒜紨♸盗椚⸔䲀綁蒀嶊餩㕂
꣢⠔雳㖈❩〮䒓��⚥㕂〄㾝緸������������<����������>�
http://www.chinadevelopment.com.cn/fgw/2017/06/1146889.shtml.

⚥㕂㕂⸉ꤎ��㕂⸉ꤎⰢ✵⽪〄շ⚥㕂ⵖ鸣����ո涸鸑濼��⚥㕂佟䏎緸������������<����������>��
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5/content_2873744.htm.

⚥㕂倝ꢉ緸��蕐㖉⚥㕂���㢴猫䊨⚌ㅷ❡ꆀ㾀Ⰼ椕痦♧⡙��⚥㕂倝ꢉ緸������������<����������>��
http://www.chinanews.com/gn/2013/03-25/4672141.shtml.

䄄桪䎂��♲♧䕎䧭Ⰼ❡⚌Ꝇ爙薴䎾欽��㕂㹻ꅾ㣐䪮助鄳㢊緸������������<����������>��
http://www.chinaequip.gov.cn/2016-03/16/c_135194191.htm.

⚥㕂㕂㹻〄佖㨼〄㾝錞ⴢ�� 㕂㹻倝㘗㙹ꞏ⻊錞ⴢ���������䎃�� ⚥⼶➃字Ⱏㄤ㕂㕂㹻〄㾝ㄤ佖ꬠ㨼プ⠔��
����������<����������>��
http://ghs.ndrc.gov.cn/zttp/xxczhjs/ghzc/201605/t20160505_800839.html.

幡⼶㣐㷖䒊瘰蒜腊灇瑕⚥䗱��⚥㕂䒊瘰蒜腊䎃䏞〄㾝灇瑕䫣デ������⚥㕂v⻌❩��⚥㕂䒊瘰䊨⚌ⴀ晜爢�
:BOH�;���:BOH�-��&WBMVBUJPO�PG�3FBM�8PSME�'VFM�$POTVNQUJPO�PG�-JHIU�EVUZ�7FIJDMFT�JO�$IJOB��*OUFSOB�
UJPOBM�$PVODJM�PO�$MFBO�5SBOTQPSUBUJPO�+VOF����������"DDFTTFE�PO�4FQUFNCFS���������
Available at: 

https://www.theicct.org/publications/real_world_fuel_consumption_ldv_China.

4IBSQ�#���.VODSJFG�3��-JUFSBUVSF�3FWJFX��3FBM�8PSME�'VFM�$POTVNQUJPO�PG�)FBWZ�%VUZ�7FIJDMFT�JO�UIF�
6OJUFE�4UBUFT�$IJOB�BOE�&VSPQFBO�6OJPO��*OUFSOBUJPOBM�$PVODJM�PO�$MFBO�5SBOTQPSUBUJPO�'FCSVBSZ���
������"DDFTTFE�PO�4FQUFNCFS��������

<��>�

<��>�

<��>�
<��>�

<��>�

<��>

<��>�

<��>�

<��>��
<��>�

<��>��

⚥㕂腊佪 2018

66

参考文献

http://www.ndrc.gov.cn/zcfb/zcfbtz/200608/t20060802_78934.html
http://www.gov.cn/zwgk/2012-08/21/content_2207867.htm
http://www.chinadevelopment.com.cn/fgw/2017/06/1146889.shtml
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5/content_2873744.htm
http://www.chinanews.com/gn/2013/03-25/4672141.shtml
http://www.chinaequip.gov.cn/2016-03/16/c_135194191.htm
http://ghs.ndrc.gov.cn/zttp/xxczhjs/ghzc/201605/t20160505_800839.html
https://www.theicct.org/publications/real_world_fuel_consumption_ldv_China


Available at:

https://www.theicct.org/publications/literature-review-real-world-fuel-consumption-heavy-duty-

vehicles-united-states-china.

Ⰼ㕂导鲨叻ⲥ⻊䪮助㨼プ⠔��痦♲媯ꅾ㘗㉁欽鲨敍俱嶊署ꆀꣳ⧩叻ⲥ綘ⵖ霹僈��Ⰼ㕂导鲨叻ⲥ⻊䪮助㨼プ
⠔������������<����������>��
http://www.catarc.org.cn/Upload/file/bzyj/PDF/zhengqiuyijian-sc32-5-bzsm.pdf.

$VJ�)���+JO�-���;IPV�)��FU�BM��⚥㕂㙹䋑倝腊彂⛧欽鲨慨⸠佟瘻霉⠮��*OUFSOBUJPOBM�$PVODJM�PO�$MFBO�5SBOT�
QPSUBUJPO�"QSJM����������"DDFTTFE�PO�4FQUFNCFS���������
Available at: 

https://www.theicct.org/publications/evaluation-incentive-policies-China-urban-NEVs.

⚥㕂欰䙖梠㞯鿈��⚥㕂劼⸓鲨梠㞯盗椚䎃䫣��⚥㕂v⻌❩⚥㕂⚥⼶➃字Ⱏㄤ㕂欰䙖梠㞯鿈������
http://dqhj.mee.gov.cn/jdchjgl/zhgldt/201806/P020180604354753261746.pdf.

%FMHBEP�0���-J�)��.BSLFU�"OBMZTJT�BOE�'VFM�&DJFODZ�5FDIOPMPHZ�1PUFOUJBM�PG�)FBWZ�%VUZ�7FIJDMFT�JO�
$IJOB��8BTIJOHUPO�%$�UIF�6OJUFE�4UBUFT��*OUFSOBUJPOBM�$PVODJM�PO�$MFBO�5SBOTQPSUBUJPO�����
https://www.theicct.org/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s/China-HDV-Market-Tech_ICCT-White-Pa

per_20072017_vF.pdf.

⚥㕂䊨⥌鿈�㕂㹻〄佖㨼�⚥㕂猰䪮鿈��Ⱒ✵⽪〄շ导鲨❡⚌⚥劍〄㾝錞ⴢո涸鸑濼��⚥⼶➃字Ⱏㄤ㕂䊨⚌ㄤ
⥌䜂⻊鿈������������<����������>��
http://www.miit.gov.cn/n1146295/n1146562/n1146650/c5600446/content.html.

⚥㕂䊨⥌鿈��鄳㢊䊨⚌絆絉〮䒓����䎃倝腊彂导鲨ㄤ兰腊緸翫导鲨叻ⲥ䊨⡲雦ⴢ雭雿⠔��⚥⼶➃字Ⱏㄤ㕂
䊨⚌ㄤ⥌䜂⻊鿈������������<����������>�
http://www.miit.gov.cn/n1146290/n1146402/n1146440/c6044367/content.html.

⚥㕂腊彂灇瑕⠔腊佪♸䫏餴霉⠮⚁㨼⠔瘝��⚥㕂腊佪䫏餴鵳㾝䫣デ������⚥㕂v⻌❩��⚥㕂猰㷖䪮助ⴀ晜爢������
⚥㕂腊彂灇瑕⠔腊佪♸䫏餴霉⠮⚁㨼⠔瘝��⚥㕂腊佪䫏餴鵳㾝䫣デ������⚥㕂v⻌❩��⚥㕂猰㷖䪮助ⴀ晜爢������
⚥㕂腊彂灇瑕⠔腊佪♸䫏餴霉⠮⚁㨼⠔瘝��⚥㕂腊佪䫏餴鵳㾝䫣デ����劢〄䋒��⚥㕂v⻌❩�����
⚥㕂餒佟鿈�� ����䎃⚥㣛劥紩佅ⴀⱿ皾邍�����䎃㖑倰♧菚ⰖⰟ곫皾佅ⴀⱿ皾邍�� ⚥⼶➃字Ⱏㄤ㕂餒佟鿈�

<��>�

<��>�

<��>�

<��>

<��>�

<��>�

<��>��
<��>��
<��>��
<��>��

⚥㕂腊佪 2018

67

参考文献

https://www.theicct.org/publications/literature-review-real-world-fuel-consumption-heavy-duty-vehicles-united-states-china
http://www.catarc.org.cn/Upload/file/bzyj/PDF/zhengqiuyijian-sc32-5-bzsm.pdf
https://www.theicct.org/publications/evaluation-incentive-policies-China-urban-NEVs
http://dqhj.mee.gov.cn/jdchjgl/zhgldt/201806/P020180604354753261746.pdf
https://www.theicct.org/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s/China-HDV-Market-Tech_ICCT-White-Paper_20072017_vF.pdf
http://www.miit.gov.cn/n1146295/n1146562/n1146650/c5600446/content.html
http://www.miit.gov.cn/n1146290/n1146402/n1146440/c6044367/content.html


��������<�������>��
http://yss.mof.gov.cn/2016js/index.html.

⚥㕂餒佟鿈�� ���������䎃⚥㣛劥紩佅ⴀⱿ皾邍����������䎃㖑倰♧菚ⰖⰟ곫皾佅ⴀⱿ皾邍�� ⚥⼶➃字Ⱏㄤ
㕂餒佟鿈��������<�������>��
http://www.mof.gov.cn/zhengwuxinxi/caizhengshuju/.

➃字傈䫣嵳㢪晜嵳㢪緸��㕂㹻〄佖㨼㾀字》军㹆撋ⴭ撋ծ㹆孞ⴭ孞��倝嵠ⱙ✲�����������<����������>�
http://mil.news.sina.com.cn/2017-12-18/doc-ifyptfcn1667562.shtml.

<��>�

<��>

⚥㕂腊佪 2018

68

参考文献

http://yss.mof.gov.cn/2016js/index.html
http://www.mof.gov.cn/zhengwuxinxi/caizhengshuju/
http://mil.news.sina.com.cn/2017-12-18/doc-ifyptfcn1667562.shtml


综合          工业          建筑          交通          投融资和市场

2017.01 2017.02 2017.03 2017.04 2017.05 2017.06 2017.07 2017.08 2017.09 2017.10 2017.11 2017.12

财政部等四部委《关于调整新

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补贴政

策的通知》正式实施

工信部发布《新能源汽车生产

企业及产品准入管理规定》

工信部发布《2017年工业节能监

察重点工作计划》

住建部发布《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

发展“十三五”规划》

住建部发布《“十三五”装配式建

筑行动方案》并印发《装配式建筑

示范城市管理办法》《装配式建筑

产业基地管理办法》

能源局发布《关于深化能源行业投

融资体制改革的实施意见》

人民银行等五部门发布《关于金融

支持制造强国建设的指导意见》

证监会发布《关于支持绿色债券发

展的指导意见》

发改委发布《关于组织开展节

能自愿承诺活动的通知》

质检总局、发改委发布《关于

进一步加强能源计量工作的指

导意见》

财政部等四部门发布《关于开

展中央财政支持北方地区冬季

清洁取暖试点工作的通知》

G20峰会在德国汉堡召

开，形成《G20汉堡气

候和能源行动计划》

安徽省发布全国城乡建

设领域首部城市级别绿

色生态指标体系

发改委、质检总局印发《重点

用能单位能耗在线监测系统推

广建设工作方案》

 

住建部等四部委发布《关于推

进北方采暖地区城镇清洁供暖

的指导意见》

 

发改委发布《关于北方地区清

洁供暖价格政策意见》

 

工信部等五部门发布《乘用车

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与新能源

汽车积分并行管理办法》

 

上交所正式加入联合国可持续

证券交易所倡议

 

财政部等五部门发布《关于印

发节能节水和环境保护专用设

备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2017

年版）的通知》

第二十三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 23）

“中国角”能效边会在德国波恩召开

发改委发布《关于开展重点用能单位“百千

万”行动有关事项的通知》

 

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互联网+先进制造

业”发展工业互联网的指导意见》

 

工信部、发改委、质检总局发布《关于组织

开展2017年度高耗能行业能效“领跑者”遴

选工作的通知》

 

住建部公布首批装配式建筑示范城市和产业

基地名单

住建部、银监会发布《关于批复2017年公共

建筑能效提升重点城市建设方案的通知》

 

发改委发布《关于鼓励民间资本参与政府和

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的指导意见》

发改委公布《G20能效引领

计划》

 

国务院发布《关于促进建筑

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

 

发改委、住建部发布《关于

印发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试

点工作的通知》

工信部发布《关于开展2017年

度工业节能技术装备推荐及“能

效之星”产品评价工作的通知》

住建部发布《建筑业发展“十三

五”规划》

工信部、发改委、科技部发布

《汽车产业中长期发展规划》

工信部、国开行发布《关于推荐

2017年工业节能与绿色发展重

点信贷项目的通知》

第八届清洁能源部长级会议（CEM 8）

在北京召开，发布“倡议和行动”

 

住建部、银监会发布《关于深化公共

建筑能效提升重点城市建设有关工作

的通知》

 

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在部分省（区）

建设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

 

国务院发布《金融业标准化体系建设

发展规划（2016-2020年）》

 

上海证券交易所、中证指数有限公司

发布上证绿色公司债指数、上证绿色

债券指数和中证交易所绿色债券指数

外交部发布《中国落

实2030年可持续发

展议程进展报告》

全国人大修改《招标

投标法》《招标投标

法实施条例》

中共十九大决定推进绿色

发展、建立健全绿色低碳

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

第八届中美能效论坛在美

国举行

人民银行发布《应收账款

质押登记办法》

发改委批复同意浙江、河南、福建、四川

四省用能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实施方案

发改委发布《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

方案（发电行业）》

 

住建部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绿色建筑评

价管理工作的通知》

 

发改委等十部门发布《北方地区冬季清洁

取暖规划（2017-2021年）》

 

财政部等四部委发布《关于免征新能源汽

车车辆购置税的公告》

 

人民银行、证监会发布《绿色债券评估认

证行为指引（暂行）》

     中国能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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