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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以下简称能源研究所）成立于1980年，为国家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直属事业单位，是综合研究中国能源问题的国家级研究机构。能

源研究所主要研究宗旨是，为国家制定能源发展战略、规划和政策以及相应的能

源法规、能源标准等提供理论科学依据和咨询建议。研究范围涵盖了能源生产、流

通、消费的各个领域。重点是围绕我国的能源经济、能源效率、能源与环境以及可

再生能源发展等方面开展软科学研究。

美国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

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由193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物理

学家欧内斯特.劳伦斯于1931年建立。劳伦斯发明的粒子回旋加速器打开了高能物理

的大门。劳伦斯教授坚信科学研究最好通过不同领域的科学家共同合作完成。劳伦

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通过多学科团队合作、创造先进的科学探索工具实现基础科学

的突破、提供应对能源和环境挑战的变革型方案。 

落基山研究所

落基山研究所 (Rocky Mountain Institute, RMI) 是一家于1982年创立的专

业、独立、以市场为导向的智库,现任首席科学家卢安武是联合创始人。我们与政府、

企业、科研机构及创业者协作,推动全球能源变革,以创造清洁、安全、繁荣的低碳

未来。落基山研究所致力于借助经济可行的市场化手段,加速能效和再生能源取代

化石燃料的能源结构转变。 

支持机构
能源基金会（中国）

能源基金会（中国）于1999年在北京成立，是致力于中国可持续能源发展的非营利

公益组织，其总部位于美国旧金山。机构在中国民政部正式注册的官方名称为能源

基金会（美国）北京办事处，业务主管部门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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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过去三十多年，化石能源发展助力中国经济增长，推动成为

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也带来巨大资源环境代价，造成发展

方式不可持续后果。面临全面实现小康和现代化艰巨任务，

推动能源发展加快转型，是破解资源环境矛盾、促进发展

方式转变、创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关键。2012年中国提出推

动能源消费和生产革命，上升为国家长期战略；2014年确定

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要达到峰值并争取尽早达峰的目

标；2015年明确203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

60-65%。在绿色低碳国际发展潮流背景下，中国主动加快能

源变革转型，对全球可持续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ERI）联合美国劳伦

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LBNL）、落基山研究所（RMI）于2013

年7月至2016年7月完成《重塑能源：中国》研究项目，广泛借

鉴国内外前沿研究、先进理念、成熟技术、政策经验、最佳

实践案例，采取情景分析和模型定量测算等方法，对重塑中

国能源生产和消费体系，实现2050年全面现代化和“美丽中

国”愿景目标的可行路径、实施效果和路线图进行了全面研

究，提出了一系列研究发现和政策建议。

《重塑能源：中国》研究描绘了一条依靠政策努力、依托现有

成熟技术的可能和可行路径，但能源问题涉及方方面面，未

来国内外经济、社会、技术发展和能源景象存在很大不确定

性。本研究报告内容仅代表联合课题组的观点，不反映所属

机构和单位的立场。疏漏和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能源基金会（EF）为本项目的实施提供了资助。

专家指导委员会及课题组成员

专家指导委员会：

刘燕华   赵家荣   吴吟   李海岩   白荣春   何建坤   

周大地   魏一鸣   张欣欣   赵忠秀   武涌   Amory 

Lovins   Mark Levine   Jack Wadsworth  and  

Gary Rieschel   

重塑能源课题组组长：

戴彦德   Lynn Price   Jon Creyts

重塑能源课题组成员：

能源研究所：杨宏伟   白泉   朱跃中   田智宇   熊华

文   张建国   陶冶   谷立静   康晓文   符冠云   伊

文婧  裴庆冰   

美国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David Fridley, Ali 

Hasanbeigi, Nina Khanna, Hongyou Lu, Feng Wei, 

Nan Zhou with additional support from Gang He,

Lixuan Hong, Jing Ke, Xu (Angela) Liu, and

Bo Shen.

美国落基山研究所：Josh Agenbroad, Michael 

Bendewald, Brett Bridgeland, Kate Chrisman, 

Kendall Emst, Ellen Franconi, Claire Henly, 

Yi Ke, Ruosida Lin, Robert Mclntosh, David 

Mullaney, Clay Stranger, Eric Wanless, Daniel 

Wetzel, Cyril Yee with additional support from 

Evan Bouchier, Kitty Bu, Maiyue Cheng, Yifan 

Jia, Becky Li, Ting Li,Sha Liu, Amory Lovins, 

Darrin Magee, Zihe Meng,Meiling Shi, Jiayin 

Song, Kerui Zhou, and Zeqi(Zach) Z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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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重塑能源生产和消费
体系势在必行

01



传统能源发展方式难以支撑“两个一百年”目标实现。中

国能源消费总量大、增长快，但整体能源利用效率水平不

高。1978-2015年，中国一次能源消费年均增长5.6%，是同期全

球能源消费增速的2.9倍。2015年，我国一次能源消费占全球

的22.4％，但创造的GDP仅占全球的12.2％，单位GDP能耗与发

达国家相差4-6倍。与发达国家普遍进入油气时代、部分发达

国家开始步入可再生能源时代相比，煤炭长期在中国能源消

费总量和增量中占主导地位。如果延续传统能源发展道路，即

使考虑未来技术进步，到2050年中国一次能源总需求将达70

亿吨标准煤以上，无论资源保障、生态环境，还是能源安全、

经济代价等都将难以承受。

破解生态环境压力和应对气候变化要求推动能源转型。中国

各种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过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

粉）尘以及可吸入颗粒物长期高居世界第一位，已经远远超

过环境容量。传统以煤为主的能源发展方式不仅对生态环境

造成不可逆的破坏，也给经济社会和人民生命健康发展造成

严重的损害。在全球积极应对气候变化背景下，中国作为世界

第一温室气体排放大国，排放总量很快接近美国及欧盟排放

总和，人均排放量将明显超过部分欧盟国家人均排放水平，

面临尽早实现温室气体排放峰值和持续大幅减排的压力不断

加大。

打造中国经济“现代版”要求加快能源生产消费革命。在新的

国内外形势下，传统“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高速度”与“

中国重塑能源生产和消费体系势在必行 

低产出、低效率、低效益、低科技含量”的经济增长方式难以

为继，面临市场需求不足、资源环境约束、缺乏核心竞争力等

诸多制约。在全面实现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已经不具备先行发

达国家崛起过程中有利的国内外环境，面临的经济社会发展

内外部条件、发展速度与内容将发生深刻变化，必须探索新

的能源生产方式、利用模式，培育新的现代化发展动力。加快

重塑能源生产消费体系，实现有中国特色、更高标准要求的现

代化，对人类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重塑能源是重构未来中国全球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和标志。全

球能源技术酝酿重大突破，市场变革和科技创新不断加快，

许多发达国家提出了宏伟的能源重塑目标。欧盟在“3个20%”

目标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到2050年，温室气体排放相比1990

年水平减少80-95%，可再生能源占终端能源消费比重达75%。

美国在《中美气候变化声明》中提出到2025年实现在2005年

基础上减排26%-28%；美国落基山研究所进一步提出重塑美

国能源体系，到2050年，在美国GDP增长1.58倍前提下，不再

使用石油、煤炭、核能、并大大减少天然气用量。作为全球最

大的能源生产消费国，中国面临发挥后发优势、重塑能源体系

的巨大战略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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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塑能源为实现“两个一
百年”、“美丽中国”目标提
供坚实保障

02



重塑能源生产消费方式，实现“两个三十五年”发展转变

重塑情景下，中国完全有条件、有可能，以技术可行、经济合理、社会可接受的方式，到2050

年，在满足届时中等发达国家现代化能源服务水平前提下，支撑经济增长6倍，一次能源需求

仅比2010年增长1%，能源供应34%来自非化石能源，提前达到二氧化碳排放峰值，彻底突破资

源环境约束瓶颈，在“前三十五年”改革开放发展成就基础上，实现“后三十五年”更高水平

的升级版、现代版发展（见图1）。

重塑能源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美丽中
国”目标提供坚实保障

1
图1  重塑能源推动中国加快发展转型

14 | 重塑能源：中国

一
次
能
源
需
求
(百

万
吨
标
准
煤
)

      参考情景一次能源需求                                              重塑情景一次能源需求

2010 2020 2030 2040 2050

8,000

7,000

6,000

5,000

4,000

3,000

2,000

1,000

0

降低一次能源
需求

增加非化石燃
料比例

      参考情景非化石资源比重      重塑情景非化石能源比重                                        

重塑能源主要宏观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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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重塑能源课题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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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大幅提高能效，一次能源需求显著下降 

重塑情景下，中国能源利用效率大幅提升，节能成为满足需求的“第一能源”，一次能源需求显

著下降。按照电热当量法计算，到2050年，中国一次能源需求约34.0亿吨标准煤，比参考情景下

降47%，仅比2010年增长1%；按照发电煤耗法计算，到2050年，中国一次能源需求约50.6亿吨标

准煤，比参考情景下降40%（见图2）。
2

图2  重塑情景2050年节能潜力及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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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建筑、交通运输部门能源需求提前达到峰值 

重塑情景下，工业2020年左右一次能源需求达到峰值，建筑2030年左右一次能源需求达到峰值，交

通运输2035年左右一次能源需求达到峰值（见图3）。与参考情景相比，终端部门能源需求达峰时

间普遍提前10-20年，并且峰值水平大幅下降。3
图3  重塑与参考情景主要部门一次能源需求展望

 重塑能源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美丽中国”目标提供坚实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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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塑能源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美丽中国”目标提供坚实保障

用能模式和技术加速变革，节能潜力充分开发 

重塑情景下，终端用能部门加快推广先进节能技术，不断转变发展模式，积极引入商业模式

创新，持续释放巨大的节能潜力。工业长期将是节能潜力重要来源，建筑和交通运输伴随能

源需求快速增长，节能潜力空间十分巨大（见图4）。4
图4 2050年重塑情景的部门节能潜力

重塑能源：中国 | 17

一
次
能
源
(百

万
吨
标
准
煤
)

 间接节能   直接节能

7,000

6,000

5,000

4,000

3,000

2,000

1,000

-

2010

3,370

6,390

2050参考情景 工业 建筑 交通运输 电力 2050重塑情景

•   工业结构转型
•    提高产品质量
和使用寿命

•   大幅提高技术
效率

•   材料循环利用
•   发展物联网、3D
打印、智能生
产等新业态

•    建筑能效提升 
•    一体化设计：
被动房

•    超高效电器
•   智能系统
•    分布式可再生
•   加强城乡规划
•    合理生活方式

•  优化发展，降低
交通运输需求

•  构建铁路、公       
共交通为基础
运输体系

•   货车大型化
•    汽车电动化
•   物流优化
•   智慧城市

•   提高燃煤发电 
  效率
•  发展可再生
•  稳步发展核电
•  建立智能、灵活
电网

•  需求侧响应

电力清洁化带来的节能
收益分解到各个终端用

能部门

说明：一次能源需求按照电热当量法计算。

来源：重塑能源课题组。



化石能源需求相继达峰，非化石能源成为消费主体  

重塑情景下，中国非化石能源高比例发展，成为能源供应主体。2050年，按照发电煤耗法计算，非

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比重达到55％；按照电热当量法计算，非化石能源比重达到34%（见图5）。煤炭

需求2020年前达峰，石油需求2035年左右达峰，天然气需求2045年左右达峰，主体能源逐步实现更

替。
5

图5  重塑与参考情景一次能源需求及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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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一次能源需求按照电热当量法计算。

来源：重塑能源课题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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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化水平显著提高，以煤为主电力格局彻底改变  

重塑情景下，中国电气化水平持续提升，2050年人均电力需求达到7900千瓦时/年，电气化率

达到41%（见图6）。可再生电力加快发展，电力系统向分布式、智能化转变，非化石电力占全

国发电总量82%，可再生电力占全国发电总量68%。6
图6 重塑与参考情景电力需求及发电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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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其他可再生能源包括垃圾发电、沼气发电、秸秆发电、生物质发电、地热发电、海洋能等。

来源：重塑能源课题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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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前达到“三个峰值”，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做出更大贡献  

重塑情景下，中国2020年前实现煤炭消费峰值，2025年左右实现二氧化碳排放峰值，2035

年左右实现一次能源消费峰值（见图7）。与参考情景相比，达峰时间普遍提前10-20年，并

且峰值水平大幅下降。2050年，中国人均二氧化碳排放约3.2吨，仅是目前欧盟国家人均水

平的一半左右。
7

图7 重塑与参考情景煤炭需求、二氧化碳排放、一次能源需求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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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一次能源需求按照电热当量法计算。

来源：重塑能源课题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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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强度和碳强度大幅下降，生产力实现跨越式倍增 

与2005年相比，重塑情景下，205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强度下降87%，单位国内

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下降93%（见图8）。中国超额实现2020、2030年国际承诺减排目标

任务，能源生产力和碳生产力实现跨越式倍增。8
图8  中国能源强度和碳排放下降（与2005年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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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一次能源需求按照电热当量法计算。

来源：重塑能源课题组。



主要污染物排放下降九成，重现碧水蓝天、美丽中国 

重塑情景下， 2050年中国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量分别比2010年下降85%和90%，达到改

革开放以前水平（见图9）。2050年中国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总量相当于目前美国水平的

1/4，相当于目前欧盟水平的30%。生态环境质量大幅改善，实现“美丽中国”发展目标。9
图9  重塑情景中国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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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排放量计算。

       重塑能源课题组。



重塑能源带来显著经济效益，环境和社会效益巨大

重塑能源蕴含大量既有益实体经济、又增进民生福祉的增长机会（见图10）。2010-2050年，

按照净现值计算，重塑情景下仅节约的能源总成本达56万亿元（2010年价），需要新增的总

投资为35万亿元（2010年价），实现的净收益为21万亿元（2010年价）。如果考虑间接带来的经

济效益、能源安全改善红利，以及污染物大幅减排带来的健康效益和环境效益等，其产生

的综合经济、环境、社会效益更加巨大。

10
图10  重塑与参考情景相比经济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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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工业：以产业革命为契机推动用能率
先达峰

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处于主导地位，创造

40%左右的经济产出，但由于发展模式和能源利用方式粗放，

工业一次能源消费量占比一直维持在70%左右，二氧化硫、氮

氧化物、烟尘等环境污染物以及二氧化碳排放占全国的比重

也高达70%以上。

中国正面临着工业转型升级的挑战，也具备以信息技术改造

传统产业的潜力。工业部门利用新产业革命所释放的技术红

利，通过结构调整、需求减量、能效提升和脱碳化这四大途

径，最大可能利用成本有效的高能效技术和可再生能源，到

2050年，将实现由大到强的战略转变、构建起全球领先的绿

色高效生产体系、为全社会提供高质量原材料和产品，工业

部门能源消费和二氧化碳排放率先达到峰值。

重塑能源主要路径

到2050年，与参考情景相比，重塑情景下工业一次能源需求

下降35％，节约8.4亿吨标准煤，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0亿吨（

见图11）。2010-2050年，重塑情景下工业部门新增投资12.9万

亿元（2010年价），节约能源成本19.7万亿元（2010年价），实

现净收益6.8万亿元（2010年价）。

图11  重塑情景工业部门减排二氧化碳潜力及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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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重塑情景建筑部门减排二氧化碳潜力及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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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塑能源主要路径

2、建筑：以超低能耗建筑为核心破解建
筑用能高增长锁定效应

建筑与人们生产、生活密切相关，是重要的能源消费部

门。2010年中国建筑部门能源消费约占全社会总能耗的21%，

尽管人均建筑能耗强度、单位面积建筑能耗强度还远低于发

达国家水平，并且建筑质量和使用寿命存在明显差距，但伴

随城镇化进程不断推进，建筑用能持续快速增长。

在全球绿色转型背景下，高性能保温材料、LED、高效家电等

新兴技术不断涌现，为建筑转型发展创造契机。通过实施引

导建筑面积规模合理增长及推行建筑工业化、普及一体化和

被动式设计、提高建筑用能系统和设备效率、发展智能系统、

建筑终端用能清洁化，中国将破解建筑用能快速增长的锁定

效应，既满足城镇化背景下建筑能源服务水平大幅提升和室

内环境显著改善的需求，又实现建筑部门终端化石能源消费

和二氧化碳排放在2050年之前达到峰值。

到2050年，与参考情景相比，重塑情景下建筑一次能源需求

下降56％，节约12.7亿吨标准煤，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8.8亿

吨（见图12）。2010-2050年，重塑情景下建筑部门新增投资

9.5万亿元（2010年价），节约能源成本13万亿元（2010年价），

实现净收益3.5万亿元（2010年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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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一次能源需求按照电热当量法计算。

来源：重塑能源课题组。

建筑能耗需求降低 转化为清洁能源



3、交通运输：以模式和技术创新推动交
通运输去油化、电气化

交通运输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伴随工业化和城镇

化进程加速，交通运输部门能源需求持续增长，是继工业领

域之后能源需求增长的主要来源。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交

通运输部门能源需求仍有很大增长空间，若延续当前“汽车

化”、“公路化”以及“燃油化”发展方式，交通拥堵会加剧，

大气质量、居民出行与生活质量将恶化，石油对外依存度将

超过80%，能源安全问题更加突出。

第三次工业革命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扩展，为重塑交通运输

提供了新的机遇。中国交通运输部门围绕模式创新和技术进

步，通过合理引导交通服务需求、优化调整交通运输结构、加

快清洁燃料替代以及显著提升交通设备能效水平，在支撑实

现美丽“中国梦”和现代交通运输需求、确保人人享有绿色

低碳和高质量交通出行服务的同时，到2050年将建成全球领

图13  重塑情景交通运输部门减排二氧化碳潜力及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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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的覆盖城乡、结构合理、系统高效、绿色低碳、快捷舒适的

节能型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交通用能转向多元化、清洁化、电

气化，基本摆脱对油品的依赖，实现交通用能与油品、交通服

务与碳排放、交通发展与能源需求“三个脱钩”。

到2050年，与参考情景相比，重塑情景下交通运输一次能

源需求下降51％，节约8.8亿吨标准煤，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

20.4亿吨（见图13）。2010-2050年，重塑情景下交通运输部门

新增投资12.2万亿元（2010年价），节约能源成本23.4万亿元

（2010年价），实现净收益11.1万亿元（2010年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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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重塑情景下发电量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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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电力：以可再生电力加快发展为突破口
实现能源供应转型升级 

电力部门是现代能源生产体系的核心，电气化是一国经济社

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中国电力需求一直增长迅

速，但长期“以煤电为主”，燃煤发电量占全部发电量的比重

始终保持在80%左右。发挥电力部门减排的规模优势和节电

的放大效应，提升电力系统的智能化水平，对提升整个能源

系统发展水平具有重要作用。

伴随经济社会发展和电气化水平提升，到2050年中国电力需

求将比目前增长一倍以上。通过变革理念、技术革命、制度创

新，中国电力部门将进入清洁低碳、安全多元、经济高效、互

通互联、永续发展的新时代。重塑电力将在发电侧、用户侧

和电网侧实现系统变革：在发电侧，加快打造集中式的高效、

清洁、灵活的发电能力；在用户侧，深度挖掘分布式的高效清

洁发电、用电、储电资源；在电网侧，通过新一代智能电网整

合上述两类资源，使电力系统实现清洁低碳、安全多元、经济

高效的目标。

到2050年，非化石电力占总发电量比重达82%，可再生能源发

电技术将以近零边际成本提供清洁无碳的电力，成为远期电

力部门的支柱性技术；化石电力技术从2010年占主导地位逐

步转变为系统服务者，主要为电力系统提供灵活性服务（见

图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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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塑能源实施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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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塑中国能源生产和消费体系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要结

合经济社会发展、各个行业部门、不同地域特点等，制定分阶

段、分步骤实施路线图（见图15）。要针对环境污染物治理和

应对气候变化核心约束，坚持在能源生产侧和消费侧“双管

齐下”，推动中国能源发展道路实现根本转变。

1、2010-2020年：

以“向污染宣战”为核心的工业化后期转型发展阶段

中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键时期，经济增速逐步放缓，

增长动力和结构发生明显变化。工业、建筑、交通、电力发展

避免高碳“锁定效应”，加快向高效绿色低碳发展转型。煤炭

消费达到峰值，绿色低碳能源逐步成为增量主体。

2、2020-2030年：

以“2030年二氧化碳排放达峰”为目标的后工业化发展阶段

中国进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经济发展开始呈现明显的后工

重塑能源实施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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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化特征。能源生产消费体系进一步低碳化、清洁化，支撑环

境质量持续改善，推动二氧化碳排放提前达到峰值。新型现

代能源系统和市场体系初步建立，实现能源转型跨越发展。

3、2030-2050年：

以“非化石能源高比例”为目标的绿色化、智能化发展阶段

中国进入中等发达国家发展阶段，逐步实现“美丽中国”发展

目标。互联网、云计算、机器人、智能电网等创新技术与新一

代节能、低碳技术完全融合，非化石能源实现高比例发展。复

合型高效工厂、近零能耗建筑、电动汽车全面普及，中国能源

消费进入饱和阶段，绿色低碳竞争力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图15  中国重塑能源总体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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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政策建议 

05



1、明确重塑能源战略目标，推动尽早落
实行动

（1）制定重塑能源发展战略，加强顶层设计，把重塑能源作

为从源头上破解生态环境和气候变化约束的根本途径，作为

促进经济高效、绿色、低碳、可持续增长的新动力，明确分阶

段发展目标和实施路线图。

（2）全面统筹短期与长期、政府与市场关系，创新思考长期

投资、能源资源、政策机制的优化配置，完善既有利于先进、

成熟技术普及应用，又有利于革命性、突破性技术加快发展

的市场和制度环境，构建富有活力和竞争力的高效、绿色、低

碳现代能源体系。

（3）尽早落实行动，为避免出现能源系统“锁定效应”，“十

三五”时期，应把重塑能源战略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城镇化、

能源等各项规划政策中，明确目标和任务方向，促进全社会

发展理念尽快转变，推动先进成熟技术装备尽早普及。

2、推动效率革命，重构节能优先的新型
城乡用能方式

（4）按照节能优先、精明增长和新城市主义理念，推动城乡

空间和功能布局不断优化，加快紧凑型城市和城市群发展。

以全面普及超低能耗建筑、公共交通、电动汽车、智能电网、

分布式能源体系为重点，推动城市能源环境服务普惠化、公

平化、现代化，促进智慧城市、物联网、云计算等与城市能源

体系融合发展，全面提升中国城乡宜居程度和绿色低碳发展

水平。

（5）工业部门加快结构转型，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先进制造

业，促进传统产业能效水平、产业链价值大幅提升，实现信息

化、智能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提升工业原材料质量性能，促

进工业集约循环发展，实现钢铁、水泥等复合型工厂与城市

发展融合。

（6）建筑部门加快推广超低能耗建筑，2030年城镇新建住宅

中超低能耗建筑占比达到70%，2050年达到100%。强化城乡建

设规划管理，引导新增建筑合理布局有序发展。出台更严格

的建筑节能设计标准，提升家用电器、办公设备等用能设备

能效标准，实现标准更新机制化和标准执行法制化。发展分

布式能源及微网系统，太阳能资源丰富地区居住建筑强制安

装太阳能热水器，在农村地区推广应用高效生物质能采暖、

炊事设备。

主要政策建议

（7）交通运输部门加快构建以铁路为主的节能型综合交通

运输体系，构建以公共交通、慢行交通为主体的城市出行体

系。大幅提升卡车、小汽车燃油经济性标准，鼓励碳纤维等

节能高效汽车加快普及。加大电动汽车、混合动力汽车研究

开发，加快充电桩等超前布局规划。发展天然气、生物液体

燃料等替代油品，加强氢燃料汽车研发。

3、以电力转型为核心，推动能源供应体系
低碳化、清洁化

（8）从严限制新建燃煤电厂，东部地区燃煤机组加快退役，

淘汰分散燃煤锅炉、窑炉；强化燃煤电厂污染物、二氧化碳

等排放约束，大幅提升燃煤机组能效水平；加强技术研发突

破，推动燃煤机组高效参与调峰。2030年燃煤机组装机规模

控制在10亿千瓦左右，2050年装机规模控制在5.5亿千瓦左

右。

（9）推动清洁低碳能源加快发展。加快水电资源开发，统筹

解决生态环境保护、移民安置、流域规划问题，2020年水电

装机规模达到4亿千瓦左右，2050年达到5.0亿千瓦左右。安

全高效开发核电，优先布局沿海负荷中心，2050年核电装机

容量达到2.2亿千瓦。加快燃气发电资源开发，推动成为电网

调峰和分布式能源发展重要支撑，到2050年装机容量达到

3亿千瓦左右。协调有序开发风电，推动风电资源开发与电网

输送能力匹配。多种方式并举推动太阳能资源开发，鼓励分

布式太阳能光伏、热发电、光热利用。因地制宜推广垃圾、秸

秆、生物质发电。

（10）加强电力前瞻规划，强化发电侧、电网侧与需求侧衔

接，增强多种电源调峰、调频、储能配套能力。加强电网建

设，增强各地区电网的互联互通能力。建立电网灵活性服务

市场，通过市场平台吸引各方参与调峰服务，挖掘需求侧节

能和响应潜力，降低对新增发电容量的需求。优化调度方式，

鼓励燃煤机组、天然气发电机组、抽水蓄能、化学储能、电容

储能等灵活电源按调峰特性参与电力优化调度。

4、加快技术创新，实现基础设施“一体
化”系统革命

（11）加大科技投入，提高能源领域基础研究开发水平，推动

超低能耗建筑、电动汽车、可再生电力、高效设备产品等不断

增强成本竞争力。加强先进燃煤机组、燃气发电机组、核电

装备、可再生发电设备、下一代电网等研究开发与示范推广，

提升装备制造能力和国产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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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推广整合创新理念，对交通、建筑、工厂、园区、城市等

进行“一体化”设计，从源头实现资源能源的集约、高效和优

化利用。打破区域、产业和企业边界，整合产品设计、生产、

消费全过程，转变大量生产、大量消费的发展模式，推动科

学供给满足合理需求、适度消费匹配柔性生产。推动紧凑型

城市和城市群发展，鼓励土地混合功能开发，实现复合型工

厂、公共交通、绿色建筑等各类基础实施有效衔接、融合发

展。

（13）推动互联网、物联网、智能化技术加快发展，与各类能

源基础设施进一步“一体化”升级。加快发展智能电网、微电

网，推动光伏一体化建筑、家用电器、电动汽车等与电网实

现双向调节，增强电网系统灵活调峰能力。完善价格政策，鼓

励商业模式创新，开发电动汽车等储电服务市场。

5、加快体制机制改革，释放新的改革红
利

（14）把现代高效能源服务、优美生态环境作为最重要的公

共产品，作为评价政府绩效和执政能力的重要标准，推动各

级政府发展理念和治理思路根本转变。完善能源法规标准体

系，推动全行业“能效领跑者”标准建设。发挥政府统筹规

划作用，在能源系统优化中发挥主导作用，避免出现地方保

护主义、就地平衡、技术垄断等。强化监督管理，健全监管组

织体系和法规体系，促进公众、媒体、第三方机构依法行使

监督权利，确保各项法规标准有效落实。

（15）以能源价格、电力、油气改革为重点，深化能源市场化

改革，建立统一开放、有效竞争的市场体系。理顺包括能源

在内的资本、劳动力、土地、资源、环境等各类要素价格形成

机制，建立切实反映供求关系、稀缺程度和环境外部性的公

平市场竞争环境。完善资源税费改革，取消化石能源补贴，加

快出台环境税、碳税，建立绿色低碳的价格财税体系。推动

简政放权，鼓励先试先行，促进新业态、新技术、新商业模

式加快创新发展，不断释放新的改革红利。

（16）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区分自然垄断业务和竞争性业务，

放开发电、配电等竞争性领域和环节。推进电网建设运营体

制改革，逐步建立公平接入、供需导向、可靠灵活的电力输

送网络。转变电网盈利模式，推动电网企业盈利收入与电网

售电量脱钩。加快铁路市场化改革，扩大多渠道融资来源，

转变发展方式和运营模式，提高多式联运比重，发挥铁路在

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的骨干作用。深化公共交通体制机制改

革，探索公共交通引导城市合理发展模式，推动公共交通与

城市土地使用一体化规划，建立规划、建设、运营一体化的

管理模式。

6、扩大国际合作，实现开放互利与合作
共赢

（17）加强绿色低碳资源开发合作，依托“一带一路”战略

实施，推动跨国天然气管道加快建设、跨境水利资源合作

开发，促进区域电网互联互通，增加绿色低碳能源供应和进

口。推动中国能源企业海外发展，加强国际合作，提升国际

化水平，进一步扩大国内市场开放，为提升低碳能源产业技

术水平和竞争力创造良好的内外部环境。

（18）推动全球能效、可再生能源领域加强合作，加强共同

研发和最佳实践案例推广，在保护各自知识产权的基础上，

促进发达国家先进技术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以及发展中国家

之间的技术转移。消除绿色贸易壁垒，不断增加先进高效节

能技术产品供给和需求规模，推动节能环保和可再生能源相

关产品和服务贸易自由化，促进高效节能和可再生能源技术

产品在全世界加快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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