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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碳达峰 

 

 

习近平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电话 

人民网－人民日报 

 

国家主席习近平 5 月 6 日晚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电话。 

 

习近平指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是一件大事。中国宣布力争 2030 年前实现二氧化碳排

放达到峰值、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时间远远短于发达国家所用的时间。这是中方主动作

为，而不是被动为之。行胜于言。中国将根据实际可能为应对气候变化作出最大努力和贡献，

愿根据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继续积极推动国际合作。 

 

点击查看全部原文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保持生态文明

建设战略定力 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人民网－人民日报 

 

中共中央政治局 4 月 30 日下午就新形势下加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行第二十九次集体

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是辩证统一、相

辅相成的，建设生态文明、推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不仅可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

环境需要，而且可以推动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

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十四五”时期，我国生态文明建

设进入了以降碳为重点战略方向、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由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时期。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保

持战略定力，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来谋划经济社会发展，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

的基本国策，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

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统筹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促

进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点击查看全部原文 

 

 

 

http://jhsjk.people.cn/article/32096443
http://jhsjk.people.cn/article/32093920
http://jhsjk.people.cn/article/32093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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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好碳达峰、碳中和机遇——跨国企业扩大投资中国能源市场 

人民网－人民日报 

 

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 2030 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中国为应

对气候变化作出郑重承诺。随着中国能源结构持续大幅优化，清洁低碳化进程不断加快，中

国市场蕴含巨大机遇。许多在华外资企业纷纷调整业务布局，扩大对中国能源市场的投资。 

 

“加快绿色转型，为可持续能源发展提供广阔空间” 

2020 年北京国际风能大会上发布的《风能北京宣言》预测，为了实现碳中和初期阶段

目标，2025 年后中国风电年均新增装机容量将超过 60 吉瓦，到 2060 年至少达到 3000 吉

瓦。 

 

点击查看全部原文 

 

 

走向“碳中和”｜光伏行业投资热潮下的冷思考：除了扩产还能做什

么？ 

中国网 

 

太阳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加之不受地理条件限制、平价上网等优势，光伏发电成为实

现“碳中和”目标的清洁能源中坚力量。自去年 9 月“3060”目标提出以来，光伏业内掀起了一

轮大扩产。 

 

然而由于产业链不同环节的企业不约而同扩产，各个环节的建设周期又存在差异，导致

上下游之间供需矛盾激化，上游产品价格跳跃式上涨，供应链安全受到挑战。 

 

面对这一轮热潮背后隐藏的风险，行业应该如何应对？ 

 

点击查看全部原文 

 

 

各国城市的碳中和竞赛，谁会是最后赢家？ 

可持续发展经济导刊 

 

当今世界有一半以上的人口都居住在城市之中，这些城市从面积来说仅占全球 2%的土

地，但排放的二氧化碳却占到了全球最终能源使用的 70%~75%左右。随着全球城市化进程的

加快，城市已经成为了遏制温室气体排放和全球变暖，以及实现各国碳中和目标的一个重要

场景。 

 

世界各地的国家和地方政府逐渐意识到用可再生能源创造清洁、宜居城市的潜力，于是

http://world.people.com.cn/n1/2021/0512/c1002-32100483.html
http://world.people.com.cn/n1/2021/0512/c1002-32100483.html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97974065901398675&wfr=spider&for=pc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97974065901398675&wfr=spider&for=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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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城市都纷纷加入到“成为全球第一个碳中和城市”的竞赛之中，特别是不少来自发达国家

的城市，都提出了在 2025 年左右实现碳中和的雄心目标。如今只有不到 5 年的时间，这场

全球竞赛可以说是进入了白热化阶段。 

 

当然，城市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想要实现全面碳中和绝非易事，但各位城市选手做出的

许多特色尝试还是十分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一下的。 

 

点击查看全部原文 

 

 

德国推进碳中和的路径及对中国的启示 

可持续发展经济导刊 

 

北京时间 5 月 6 日晚，第十二届彼得斯堡气候对话视频会议开幕式上，德国总理默克

尔表示，德国实现净零碳排放即“碳中和”的时间，将从 2050 年提前到 2045 年。此消息一

出，引起极大的关注。 

 

众所周知，德国是全球最积极实施能源转型的国家，早在此轮“碳中和”热潮之前，德国

就开始制定减排目标。多年来，德国通过立法等举措持续推进，力度不断增强。本文通过梳

理德国推进碳中和的路径和政策亮点，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这次德国将碳中和目标提前 5 年

的底气何在。 

 

点击查看全部原文 

 

 

 

 

 

 

 

 

 

 

 

 

 

 

 

 

 

 

 

 

https://mp.weixin.qq.com/s/GCk_zJplTvwhBP_k_RtBiQ
https://mp.weixin.qq.com/s/GCk_zJplTvwhBP_k_RtBiQ
https://mp.weixin.qq.com/s/2tnKrWB6u1FfB2EwUKjnbQ
https://mp.weixin.qq.com/s/2tnKrWB6u1FfB2EwUKjnb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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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聚焦 

 

 

国家能源局关于印发《2021 年能源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 

国家能源局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有关决策部署，扎实做好 2021 年能源工作，持续推动

能源高质量发展，国家能源局研究制定了《2021 年能源工作指导意见》，现予以发布。 

 

点击查看全部原文 

 

 

关于对《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关于加快推动新型储能发展的

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公告 

国家能源局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践行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和“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

支撑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实现，我们组织起草了《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关于加快推动

新型储能发展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点击查看全部原文 

 

 

国家电网新能源云正式上线运行 

北极星售电网 国家电网 

 

4 月 20 日，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在京召开“助推碳达峰碳中和、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国家

电网新能源云发布会”，继发布服务碳达峰、碳中和行动方案，加快抽水蓄能开发建设 6 项

重要举措之后，围绕推动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再出新举措，以实际行动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努力当好能源清洁低碳转型的先行者、

推动者、引领者，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作出积极贡献。 

 

点击查看全部原文 

 

 

http://www.nea.gov.cn/2021-04/22/c_139898478.htm
http://www.nea.gov.cn/2021-04/22/c_139898478.htm
http://www.nea.gov.cn/2021-04/21/c_139896047.htm
http://www.nea.gov.cn/2021-04/21/c_139896047.htm
https://shoudian.bjx.com.cn/html/20210421/1148352.shtml
https://shoudian.bjx.com.cn/html/20210421/114835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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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河市“十四五”将因地制宜发展光伏等清洁可再生能源【附重点项

目】 

北极星电力网 

 

黑河市发改委日前发布《黑河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

景目标纲要》指出： 

 

绿色能源。以加快水、风、光、生物质利用为主要内容，大力推进集中式和分布式风力、

光伏电站建设，实施生物质热电联产项目，进一步拓展风电装备制造、水电装备维修等产业

方向。利用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从俄罗斯进口天然气，打造对俄能源资源加工利用基地。加

快电网基础设施升级改造建设步伐，不断优化电网网架结构、供电能力及农村电网布局。深

入实施“气化黑河”工程，积极拓展天然气利用领域、提高天然气利用水平，加快推进天然气

在城镇燃气、工业燃料、交通运输等领域的推广利用。加快发展绿色化工，推进阿穆尔-黑

河边境油品储运与炼化综合体项目，重点发展进口能源储运业务。依托俄罗斯阿穆尔天然气

和化工综合体项目，引进聚乙烯和聚丙烯等为原料的中下游产业。 

 

新能源产业链。依托资源优势，在加强生态保护的前提下，统筹规划、因地制宜发展水

电、风电、光伏和生物质等清洁可再生能源，规划在爱辉区、嫩江市建设水电项目，装机规

模新增 6.8 万千瓦；在嫩江市、北安市、五大连池市、逊克县、孙吴县、爱辉区新建风电项

目，装机规模新增 491.2 万千瓦；在嫩江市、爱辉区建设太阳能光伏发电项目，装机规模新

增 70 万千瓦；在北安市、嫩江市、爱辉区建设生物质发电项目，装机规模新增 12 万千瓦，

不断提高清洁能源在我市能源消费中的比重，努力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 

点击查看全部原文 

 

集中式风电 508MW！国家电网公布 2021 年第八批可再生能源发电补

贴项目清单（含清单） 

国际能源网/风电头条 

 

4 月 30 日，国家电网公布 2021 年第八批可再生能源发电补贴项目清单。 

 

《公告》此次纳入 2021 年第八批可再生能源发电补贴清单的项目共计 1103 个，核准/

备案容量 2366.36 兆瓦，其中：集中式风电项目数量为 7 个，核准/备案容量为 508 兆瓦；

集中式和分布式太阳能发电项目数量分别为 38 个、1055 个， 核准/备案容量分别为 1213.87 

兆瓦、579.49 兆瓦；集中式生物质发电项目数量为 2 个，核准/备案容量为 19 兆瓦。 

 

2021 年至今，国网新能源云共发布八批次可再生能源发电补贴项目清单，项目总数为

14469 个，核准/备案容量为 38589.35MW。其中，集中式风电项目共 160 个，项目核准/备

案容量为 11234.4MW。 

点击查看全部原文 

 

http://guangfu.bjx.com.cn/news/20210423/1149026.shtml
http://guangfu.bjx.com.cn/news/20210423/1149026.shtml
https://m.in-en.com/article/html/energy-2303917.shtml
https://m.in-en.com/article/html/energy-230391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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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之言 

 

 

国网能源研究院院长：新能源要上，但煤电不能丢 

观察者网 

 

导读：4 月 23 日，全球化智库举办了“气候变化-人类共同的挑战”圆桌会，邀请政商学

界对能源、气候、绿色环保等议题展开研讨。 会上，国网能源研究院院长张运洲发言，张

运洲认为在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中，能源电力行业将承担非常重的任务，从发电侧、

用户侧、电力系统会有全面的改革。 

 

非常荣幸有机会和各位行业专家分享我们在电力研究领域初步的研究成果，现在气候应

对与碳达峰、碳中和任务是非常热门的话题，我们作为能源电力的研究者、研究员，也做了

一些初步的研究工作。 

 

在我们国家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任务当中，我们认为电力领域的任务非常重。之前在交

流时发现，有观点认为，碳就是电，电就是网。我们觉得这个观点不是很全面，只能说能源

电力行业在未来双碳目标推进当中，承担的责任非常重。 

 

因为实现碳中和的核心就是控制碳排放，我国主要的能源活动占到碳排放 88%的水平，

占比非常高，电力系统的碳排放也占到 40%的水平。 

 

电力系统占到全国碳排放占到 1/3 的比例。所以，电力系统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非常

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它并不是全部，推动碳中和还需要各行各业，包括工业、建筑、交通、

电力能源各个领域共同承担责任，推动目标的实现。 

 

碳达峰之后，会看到其他的行业还会为了减少化石能源的利用，把一些电力需求转移到

电力行业，相当于把能源排放转移到电力行业，我们还要承担这部分的电力需求。 

 

用电需求的达峰可能在 2030 年之后，虽然碳达峰做到了，但电力增长还会持续一段时

间，根据预算，电力增长到 2040 年才会进入到相对饱和的状态。能看到电力系统未来承担

碳中和、碳达峰任务当中，任务非常重。 

 

现在推动能源清洁、低碳转型是加快非化石能源的发展，减少化石能源的利用，尤其风

能和太阳能作为新能源未来要充分利用。 

 

现在 95%左右的非化石能源都得转化为电来加以利用，所以，电力系统未来一定会推动

终端电力化率指标会大幅上升，电在工业生产和人民生活当中将承担更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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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网在电力系统里连接着发电端（生产端）和消费端，起到清洁能源优化平台的作用，

同时又保障着整个电力系统，我们要承担着保障安全，保障供电，还承担着降低成本的挑战

和责任。 

 

因此，我认为未来电力系统需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需要在哪几方面发力呢？国家也提

出来了，前面也提到了，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能源系统，这是我们电力系统未来发展

的方向。 

 

从几方面来看，发电侧肯定是以构建新能源为主体的发电清洁供应体系，需要强调构建

多元化的清洁供应体系，主要是指风电和太阳能发电，风电和太阳能发电的随机性、波动性、

不确定性非常大，对电力系统的特性、稳定机理、平衡控制都带来了非常大的挑战。 

 

点击查看全部原文 

 

 

姜士宏：国内外氢能发展动态及发展趋势研判 

能源研究俱乐部 

 

氢能是一种来源广泛、清洁灵活、应用场景丰富的二次能源。同属于二次能源的氢能和

电能，均可以存在于能源生产、存储、输送和消费的各环节，表 1 所示是电能和氢能的定性

对比分析。从生产的角度说，电能和氢能均能以化石能源（+CCS）、非化石能源作为原料制

取；从运输的角度说，电能通过输配电网进行实时传输，氢能通过输气管道、陆/海运输方

式进行输运；从存储的角度说，电能和氢能都可以进行存储。从消费的角度说，电能和氢能

均可以在交通、电力领域进行应用，是具有能源属性的。然而，氢能还有电能无法替代的原

料及燃料属性，可以应用于化工和冶金领域，也就是说，氢能和电能最大的区别在于氢能是

具有物质形态的二次能源。这也就决定了在未来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系统中，氢能可以作为清

洁电力的有力补充，在能源领域发挥独特的优势。 

 

点击查看全部原文 

 

 

 

 

 

 

 

 

 

 

 

 

 

 

https://m.guancha.cn/zhangyunzhou/2021_04_27_588922.shtml
https://m.guancha.cn/zhangyunzhou/2021_04_27_588922.shtml
https://mp.weixin.qq.com/s/yW5dtKkC7Q4eUHHAIOqhXA
https://mp.weixin.qq.com/s/yW5dtKkC7Q4eUHHAIOqhX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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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动态 

 

 

重磅！哈电集团风能公司即将成立！ 

海上风电观察 

 

4 月 29 日下午，哈电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斯泽夫会见湖南省国资委党委副书记、主

任丛培模一行，双方听取了哈电集团风能公司相关工作开展情况的专题汇报，并就进一步推

进哈电集团风能公司成立及后续工作进行了座谈交流。哈电集团党委副书记、董事孙智勇，

党委常委、副总经理张英健参加座谈会。 

 

斯泽夫对丛培模一行到访表示热烈欢迎，并对湖南省国资委长沙高新区管委会、兴湘集

团长期以来对哈电集团的支持与帮助表示感谢。斯泽夫表示，风能公司的成立是哈电集团助

力国家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一项重要举措，更是哈电集团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一步。 

 

下一阶段，哈电集团将做好风能公司的未来发展规划，以效益为中心，做强做大风电产

业，为湖南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力量。 

 

丛培模对哈电集团一直以来的支持表示感谢。丛培模表示，下一步湖南省国资委将结合

风能公司发展，做到体制上创新、组织上重构、流程管理上再造、企业文化上重塑，同时从

市场、资源、风电规划等方面给予风能公司大力支持与帮助，实现风能公司的高质量发展。 

 

长沙高新区管委会、兴湘集团，哈电集团公司办公室、运营管理部、战略发展部、资产

财务部、法律合规部、新能源事业部、投资公司有关负责同志参加上述活动。 

 

点击查看全部原文 

 

 

齐齐哈尔市风电叶片制造园区项目开工奠基 

东北网-齐齐哈尔日报 

 

29 日上午，齐齐哈尔市风电叶片制造园区项目开工奠基仪式在富拉尔基区举行。风电

叶片制造园区项目是齐齐哈尔市风电装备产业链延伸发展的重要成果，标志着齐齐哈尔市风

电产业全产业链发展迈进了新的历史阶段。 

 

齐齐哈尔市领导王刚、吴煜、孙恒，一重集团公司董事长刘明忠，市直相关部门和富拉

尔基区主要负责同志，上海风电集团、上玻院东台公司、中国联合公司工业院、鹤城建设投

https://mp.weixin.qq.com/s/jDW-kUfwRwDGOfIKTUBiCw
https://mp.weixin.qq.com/s/jDW-kUfwRwDGOfIKTUBiC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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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齐翔建工集团、齐齐哈尔鹤宇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等企业代表出席奠基

仪式。 

 

奠基仪式由副市长孙恒主持，市城投集团董事长李鸿波在仪式上作项目情况介绍，刘明

忠致辞。仪式最后，市委副书记、代市长王刚宣布项目正式开工建设，并同参加仪式嘉宾一

道挥锹培土，共同为项目开工奠基。 

 

点击查看全部原文 

 

 

米东区北部沙漠将建 5 个光伏发电项目 

乌鲁木齐晚报 

 

在首府唯一的沙漠米东区北部沙漠，将利用光伏技术把太阳能转化为电能，既能满足首

府工业发展能源之需，也能减少碳排放，推动碳达峰、碳中和。 

 

4 月 29 日，在深圳市举行的乌鲁木齐市米东区深圳招商推介会上，签约的 5 个装机容

量总计 1700 万千瓦的光伏发电项目，拉开了米东区光伏发电项目发展序幕。 

 

此次深圳之行，米东区招商团吸引了珠三角企业的注意，现场签约项目 12 个，计划总

投资 1176 亿元。 

 

点击查看全部原文 

 

 

硅料最高 155 元/kg！光伏供应链价格持续攀升 

PVInfoLink 北极星太阳能光伏网 

 

随着五一连假将至，本周硅料大单开始陆续落地，大厂间的单晶致密料成交价格大多落

在每公斤 148-155 元人民币区间。且由于短缺氛围加剧，本周甚至开始出现每公斤 170 元

人民币以上的散单价格。 

 

http://heilongjiang.dbw.cn/system/2021/04/30/058637750.shtml
http://heilongjiang.dbw.cn/system/2021/04/30/058637750.shtml
http://epaper.xinjiangnet.com.cn/epaper/uniflows/html/2021/04/30/A06/A06_37.htm
http://epaper.xinjiangnet.com.cn/epaper/uniflows/html/2021/04/30/A06/A06_3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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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查看全部原文 

 

 

 

 

 

 

 

 

 

 

 

 

 

https://guangfu.bjx.com.cn/news/20210430/1150359.shtml
https://guangfu.bjx.com.cn/news/20210430/115035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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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说能源 

 

 

2021 年一季度全国新能源电力消纳评估分析 

全国新能源消纳监测预警中心 

 

本季度开发运行情况 

风电、光伏发电一季度新增装机返回合理区间，累计并网装机分别达到 2.9、2.6 亿千

瓦。一季度风电新增装机 677 万千瓦，光伏新增装机 533 万千瓦，相对于 2020 年一季度疫

情影响下的极低值、四季度抢装潮下的极高值，已回归多年平均水平。 

 

风电、光伏发电量占比达到 12.7%，同比提升 1.9 个百分点。一季度，全国风电、太阳

能累计发电量 2415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44.0%。 

 

风电和光伏开发布局持续优化。中东部及南方地区风电新增装机占比 53.6%，累计占比

达到 33.1%；分布式光伏新增装机占比 54.7%，累计占比达到 31.4%。 

 

本季度消纳利用评估 

一季度风电利用率 96.0%，光伏发电利用率 97.5%，同比均提升 0.7 个百分点。全国来风

情况较好，弃风电量 72 亿千瓦时，同比上升 27.9%；弃光电量 17.3 亿千瓦时，同比下降 1.1%。 

 

全国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 21.2%，为新能源消纳创造了有利条件。内蒙古地区受能耗

双控政策影响，一季度用电量增速 8.7%，其中 3 月仅有 2.9%，均为全国最低，对新能源消纳

产生了较大影响，蒙西地区弃风率较高。 

 

新能源消纳的新模式新业态加快涌现。新疆、江苏、江西、湖南等多地试点开展 5G 基

站全绿电交易、需求侧响应、新能源+电动汽车等新模式新业态。 

 

部分地区在去年抢装潮下新能源新增装机较多，消纳压力开始显现，利用率有所下降。

青海省上年度风电装机增长 82.5%、光伏装机增长 42.7%，今年一季度风电、光伏利用率同比

分别下降 9.4、3.3 个百分点。陕西、河南、贵州也出现了弃风弃光增长现象。 

 

下季度消纳形势研判 

新能源年度管理办法预计二季度正式出台，风电、光伏建设并网有望提速。 

部分地区需关注弃风弃光增长问题，合理安排并网投产时序。 

全国大部分地区风速呈减小趋势，太阳能辐照量呈增大趋势。 

 

点击查看全部原文 

 

https://mp.weixin.qq.com/s/Eaivf_O9GqU4pcifRrwh2A
https://mp.weixin.qq.com/s/Eaivf_O9GqU4pcifRrwh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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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季度江苏能源形势分析 

江苏省投资协会 

 

今年以来，全省能源系统围绕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江苏工作重要指示精神，深入

践行新发展理念，全力做好“六稳”“六保”工作，加强煤电油气保障，科学组织资源调配，为

经济强劲恢复、市场全面激活提供坚实能源保障。一季度，全省经济延续去年下半年以来稳

定恢复的良好态势，实现了较好的恢复性增长，主要经济指标强劲反弹。全省地区生产总值

同比增长 19.2%，高于全国 0.9 个百分点，位居东部沿海经济大省第二位；较 2019 年同期增

长 13.2%，两年平均增长 6.4%，好于全国、好于周边。 

 

点击查看全部原文 

 

 

 

  

https://mp.weixin.qq.com/s/Nl2_tsalOJnjzf5Lk2gkIw
https://mp.weixin.qq.com/s/Nl2_tsalOJnjzf5Lk2gkI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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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能源观察 

 

 

来看看全球最大在建浮式风场的基础雏形！ 

欧洲海上风电 

 

近日，总部位于挪威的国际海工巨头 Aker Solutions 对外宣布，他们已完成在建的全球

最大浮式风电项目 Hywind Tampen 的 11 个混凝土基础的主体制造工作。 

 

Aker 公司首先在挪威 Stord 的干船坞中建造了这 11 个浮体结构雏形，高度为 20 米。

随后会立即拖往位于 Vindafjord 的码头工厂，并在那里完成后续“滑动成型”以及机械部分安

装工作，使浮体的最终高度达到 107 米。之后再运往 Gulen，进行浮体结构最后部件的组装。 

 

“该项目将油气行业的技术知识和经验在可再生能源领域进行了复制。”Hywind Tampen

项目总监 Olav-Bernt Haga 进一步做了风趣的比喻：“这些浮式基础就好比 11 个小的 Troll A

基础。”而 Troll A 又是什么东东？相信做海油行业的朋友都知道，它是石油气行业最高的混

凝土钻井平台，总高度 472 米，下部基础结构高 369 米，也应该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

可移动构造物，由壳牌公司委托 Norwegian Contractors 建造，使用了 245000 立方米的混

凝土。 

 

由挪威石油公司 Equinor 开发的 Hywind Tampen 是迄今为止建造的全球最大的浮式海

上风电场，也是首个将为石油和天然气设施提供可再生能源电力的风电场。项目距离挪威海

岸线约 140 公里，海域水深 260-300 米，采用 11 台西门子歌美飒 8MW 机组。 

 

项目于 2020 年 10 月开工，计划在 2022 年夏天开始将风机整体的拖拽至项目现场，并

在 2022 年底投产发电。届时将为海上油气平台 Snorre A,B 以及 Gullfaks A, B , C 提供每年

35%的用电。 

点击查看全部原文 

 

 

 

 

 

 

 

 

 

 

 

https://mp.weixin.qq.com/s/nvSK_4JRJZnca2dShNqmNw
https://mp.weixin.qq.com/s/nvSK_4JRJZnca2dShNqmN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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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报道 

 

 

专访上海节能减排中心副总工程师齐康：全国碳市场建设进入关键阶

段，将成为全球最大碳市场 

每日经济新闻 

 

在“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后，碳交易市场无疑成为了实现目标的“排头兵”。 

 

2021 年 3 月 30 日，生态环境部发布《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草案修改稿）》，明

确应建设全国碳排放注册登记和交易系统，组织开展全国碳排放权集中统一交易。 

 

即将在上海启动的全国碳市场交易中心，其在碳金融尤其是在衍生品方面会有什么新探

索？目前碳交易中心筹建处于什么阶段？围绕碳中和目标、碳市场交易机制、绿色金融、企

业自身的碳资产核算等在交易制度上又是怎么考量的？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上海促进碳交易

为代表的绿色金融发展对自身来说有何意义？ 

 

在全国碳市场交易中心即将开启的倒计时阶段，《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专访了上海碳交

易市场的主要设计者之一、参与研究和组建上海碳交易市场架构的上海市节能减排中心副总

工程师齐康。目前，齐康及其团队正在参与制定上海碳达峰行动方案。 

 

齐康告诉记者，全国碳市场建设已经进入关键阶段，将尽快发布登记交易结算相关规则，

完成注册交易系统的进一步建设，组织做好配额分配运行测试，尽快启动上线交易。 

 

碳交易市场是实现碳中和的重要市场化手段之一  

 

“碳交易，即碳排放权交易。这实际上是环境领域的市场化机制设计。”齐康首先解释了

碳市场建设的背景。 

 

1997 年，《京都议定书》获得通过，人类历史上首次以法规的形式限制温室气体排放。

《京都议定书》于 2005 年 2 月正式生效，议定书提出采取碳排放权交易等市场机制来推动

温室气体减排。 

 

“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即是指利用市场机制控制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重大举措。

碳市场是政府主导下实现国家减排目标的强制性市场机制设计，通过对碳排放权进行定价，

促使经济体减少排放二氧化碳，从而引导生产、消费和投资向低碳转型。”齐康说。 

 

流程上亦十分清晰。政府根据减排目标，确定碳市场覆盖范围，设置一个社会碳排放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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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而后向企业、社会主体分配碳排放配额；企业拿到碳排放权以后，这些配额可以在市场

上进行交易，从而推动企业通过减排或交易的方式完成政府限额要求。 

 

齐康告诉记者，生态环境部、省级环保部门做配额分配、日常的核算机构的管理，注册

交易机构和登记机构做具体的数据登记和清算等工作。 

 

那么，以市场化方式进行碳管理，好处是什么？ 

 

“这里面政府对交易进行监管，包括对交易机构、排放主体的监管，以及如果有投资机

构的话也要进行监管。”齐康说，碳市场是“人造”出来的市场，因为配额是政府分配的，所以

它和政策的设计、减排目标的总量直接相关。 

 

这也意味着，碳市场一方面控制排放总量，另一方面通过碳定价促进低碳转型。在当前

经济发展阶段，通过碳金融市场建设推动控排企业碳减排、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的实体经

济开始成为绿色金融的重要发展方向。同时也意味着除了碳债券、碳信贷等传统的直接投融

资工具外，碳交易市场的建设重要性愈加凸显，在未来的碳中和之路上将发挥更大作用。 

 

“欧洲是低碳减排的急先锋，2005 年开始启动碳市场，目前是全球最大的碳交易市场，

它的交易规则和制度设计被全球很多国家借鉴，也包括我们早期开展的地方试点市场。”齐

康告诉记者，从碳排放的角度，欧盟都是按直接排放量来发放碳交易额，直接落到排放源；

而我国马上开始的国家碳交易市场，则是将直接排放和间接排放都包含了。 

 

6 月底前将开启第一笔交易 

 

目前，全国碳交易的市场建设工作最新进展如何？ 

 

齐康告诉记者，中国目前已有 8 个试点碳市场，我国这一全国性的碳交易市场一旦正式

启动运营，将会超过欧盟碳市场，一跃成为全球最大碳市场。“目前依托上海能源环境交易

所正在搭建全国的碳交易平台，这一筹建工作正在加速有序进行，预计于 2021 年 6 月前，

正式启动全国碳市场，开启第一笔交易和第一个履约周期。后续交易平台在组建过程中并将

吸收其他试点地区参与设立。” 

 

齐康介绍，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系统落地上海，注册登记系统设在湖北武汉，注册登记机

构和交易机构由 8 个试点省市以及四川共同建设。近期，全国碳排放权注册登记系统完成首

批纳入电力企业开户资料审核，该系统主数据中心建成并投入使用，已具备开户、发放配额

和履约等功能，将于 6 月底正式运行。 

 

记者注意到，我国自 2011 年起，就开始逐步搭建碳市场。2011 年 10 月，国家发改委

印发《关于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的通知》，批准北京、上海、天津、重庆、湖北、广

东和深圳等七省市开展碳交易试点。2016 年，福建省加入，成为国内第 8 个碳排放市场交

易试点。 

 

“上海从 2011 年筹备建设，2013 年 11 月，上海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率先启动交易。当时

做地区试点碳市场的时候，其实已经做好策划了，要做全国统一的碳市场。”齐康说，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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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呈现出从试点到全国，从部分行业到全面推行的总体特点。 

 

2014 年，国家发改委发布《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方法》，首次从国家层面明确了全国

统一的碳市场总体框架。2017 年 12 月，国家发改委发布《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方案

（发电行业）》，标志着全国碳市场完成总体设计，开启建设。 

 

2020 年 12 月 25 日，生态环境部正式公布了《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并印

发配套的配额分配方案和重点排放单位名单。中国碳市场发电行业第一个履约周期正式启

动，2225 家发电企业将分到碳排放配额。 

 

“去年发布的《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对机构的设置和配额分配都进行了明确规定，

而交易办法的实行，则标志着中国的碳市场交易从试点走向全国统一，标志着全国碳排放权

交易市场的落地和进行。”齐康说。 

 

而从 2020 年下半年到 2021 年初出台的一系列政策，为中国这一全球最大碳市场的启

动铺平了道路。中国碳市场的建设迎来了“提速阶段”。 

 

“现在应该说碳市场建设已经进入了关键阶段，碳排放权交易相关条例的制定也在抓紧

推进当中。”尽管过去已有多个碳交易试点地区，但齐康认为，受限于市场交易主体的单一、

市场定价过低、地区发展不平衡等因素影响，碳排放配额的现货市场交易并不活跃，交易规

模偏小。 

 

数据显示，截至 2020 年底，八个试点省市碳排放市场的累计碳排放配额成交量仅为 4.45

亿吨二氧化碳当量，成交金额 104 亿元。尽管交易不够活跃，但在我国约 10 年的碳交易市

场摸索建设中，试点省市亦为全国统一碳市场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目前，全国碳市场覆盖范围明确了八个高耗能行业 2025 年逐步纳入，包括石化、化工、

建材、钢铁、有色、造纸、电力和民航，这些行业是最主要的排放行业，所以，将其作为先

行纳入范围。”齐康说，今年，率先将电力行业纳入，是因为电力业特点最清楚，主要产品就

是发电量，而钢铁、建材行业复杂，所以准备工作相对复杂和难一点；后续将按照稳步推进

的原则，成熟一个行业，纳入一个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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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抓紧推进交易相关条例制定 

 

碳市场的交易产品，是指全国碳市场排放配额和其他符合规定的碳排放权的产品。 

 

那么，全国碳交易市场的交易系统建设主要采取了什么框架结构？ 

 

齐康介绍，关于全国碳市场的制度框架，设计体系总体是采用三个架构：最底层是自律

规则，往上一层是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最上一层是法律法规。“这些制度有的出台了，有

的还在征求意见阶段，陆陆续续都会出台，为后面开展交易提供制度基础。” 

 

具体而言，在交易相关系统建设上，共分为四个系统：一、碳排放数据直报系统，实行

全国统一、分级管理；二、碳排放权注册登记系统，组织法定确权及配额清缴及履约管理；

三、碳排放权交易系统，负责交易服务和综合信息服务；四、碳排放权交易结算系统，负责

交易资金结算及管理与配额结算业务有关的信息查询和咨询等服务。 

 

“对于市场，肯定是要进行监管，国家的主管部门目前是生态环境部，会同央行、证监

会、银保监会等金融监管部门承担监管职责。下面是交易系统（上海）、注册登记结算系统

（湖北），然后是和银行发生结算的行为。另外，还有 8 家地方市场，将来全国市场可能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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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地方服务平台的功能，该区域纳入的重点排放单位可到地方服务平台开户，这是全国碳市

场总体架构。“齐康说。 

 

齐康介绍，在交易系统的设置上，采取单向竞价或协议转让的交易方式。通过交易系统

进行买卖申报，交易系统按照“价格优先、时间优先”原则对买卖申报进行配对成交。 

 

具体分工上，上海牵头承担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系统建设和运维任务，湖北牵头承担全国

碳排放权注册登记系统建设和运维任务。交易系统是全国唯一的集中交易平台，汇集所有交

易指令，统一配对成交，注册登记结算系统对接交易系统和结算银行，根据交易系统成交结

果开展清算交收。 

 

交易价格上，齐康称，近年来，中国碳排放权市场均价逐渐稳定在 15-40 元/吨的价格

区间，要低于欧盟及加州碳市场超过 100 元/吨的价格。 

 

而随着全国碳交易市场落地，交易体量和活跃度有望迎来新发展阶段。 

 

 
资料来源：清华大学能源环境经济研究院，申万宏源研究 

 

那么，到底是基于什么样的考量，要设计多层次的碳市场？碳市场制度的特点又是什么？ 

 

结合目前全国碳市场建设进展来看，现下，各方正抓紧推进碳排放权交易相关条例制定，

相关部门也正在就管理条例征求意见，提出要逐步扩大碳排放配额的有偿分配比例，金融管

理部门将配合相关部门参与碳市场的管理。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注意到，目前，不同部门之间协同推进的机制尚在完善形成中。

在现行机制下，这些跨市场机制的问题还是需要统筹调控方能有效解决。 

 

齐康也谈到，从目前来说，碳市场制度存在三个特点：一是对纳管单位和碳排放的管理

采用循序渐进的方式。从设计碳市场的角度就是为了控制总量，从而为碳达峰和碳中和服务，

但是第一年仅覆盖 2225 个火电企业，仅占中国总排放量的 30%左右，并且配额分配暂时还

为从上往下分解的，市场配额总量是基于自下而上加总获得；另外，碳排放配额分配未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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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排放上限，而是按照装机规模、燃料类型提出的碳排放基准值进行分配，并确定排放相

对上限；最后，燃煤发电企业只需为超过上限的排放量支付 20%的费用；燃气电厂暂不需为

超过配额的排放量付出费用。 

 

第二是数据质量管理存在挑战。相关核查数据质量的监管主要由各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

门开展。后续生态环境部门，特别是前期未参与碳交易试点、相关管理经验相对缺乏的地区，

开展数据质量的监管存在较大挑战。 

 

第三是部分管理规定也有待细化，相关管理体系有待检验。从试点地区市场运行的经验

看，各企业配额相关的排放口径还需进一步明确，可能产生“碳泄露”现象，其次，抵消机制

目前具体规则还有待进一步明确。 

 

数据质量核查是碳市场建设的重中之重 

 

在交易市场的主要制度设计上，又是何考量的？ 

 

对此，齐康表示，碳交易制度的主要框架设计包括了总量、分配、核查、清缴、交易五

个环节。 

 

齐康认为，碳排放市场运行要服务于碳排放总量的控制，市场配额总量的确定从源头上

决定了配额市场的松紧程度。配额制度与各排放主体密切相关，决定了由谁分配、怎么分配、

每家分配多少的问题。 

 

“分配好企业可以去进行交易，如果预判全年的排放量低于配额的话，企业就要提前买，

否则等到清缴时再买就很贵了，如果预判碳交易权将会多出的话，可以先卖。”齐康说。 

 

随着全国碳市场启动，按照配额发放规模来算，碳交易所的年配额总量是多少吨？ 

 

“按照常规是定上面的总量，再给企业下配额，但今年是第一年，为了市场启动考虑，

今年先针对各个企业按照配额分配方法下一个基准线，然后让各个企业加总出来”。齐康说，

今年纳入的发电企业主要是电力行业的排放大户，按目前我国电力行业的碳排放总量，预计

年配额总量将达到 40 亿吨左右。 

 

值得注意的是，在碳市场交易制度中的核查部分，最核心的应是数据核查。 

 

“这是碳市场运行重要的基础制度。核查的结果，关系到纳管单位的排放量，也关系到

纳管单位的配额发放量，它是实施碳交易的保障，是完成履约的前提，是碳市场建设的重中

之重。”齐康说。 

 

清缴，则是指纳管单位在规定期限清缴上年度的碳排放配额，是排放主体的法定义务，

清缴量应该大于等于经核查确认的上年度碳排放实际排放量。重点排放单位可以通过多种方

式实现清缴：通过自身技术进步和精细化管理实现碳减排、买碳排放配额、购买合规的碳信

用(CCER)用于抵消自身排放。 

 



CREIA 可再生能源行业简报 

 
 

20 

倒逼电力行业调整能源结构 

 

对于中国来说，实现“2030 碳达峰、2060 碳中和”并不是一个轻而易举便可以实现的目

标。 

 

而建立一个体系完备的碳交易市场，逐步通过各种手段刺激碳市场活力，则将有利于调

整我国电力供应结构，倒逼供应链加快脱碳步伐，成为我国实现“30•60”目标的必要途径。 

 

记者注意到，全国碳市场首个履约周期截止到 2021 年 12 月 31 日，涉及 2225 家火电

企业。 

 

采访中，齐康拿今年纳入首批配额的发电行业举例分析，目前发电行业的碳配额采取了

发电机组按照供电或供热的基准值进行分配。发电行业今年的交易亮点是，2020 年配额实

行全部免费分配，并采用基准法核算纳入单位所拥有机组的配额量，配额量为其所拥有各类

机组配额量的总和。 

 

“配额发放方式上，按照机组前一年供的电（热量）的一定比例进行发放，对配额进行

最终核定，最后再和实际排放量比对，是多了还是少了。”齐康说。  

 

在谈到全国碳市场对首期参与的电力企业影响时，齐康认为有四个方面：一是能促进技

术革新，将推动企业进行结构调整和节能低碳改造，提升发电效率；二是能调整能源结构，

全国碳市场能够通过碳约束引导行业投资预期，倒逼电力结构优化，促进电力企业调整其能

源结构。鼓励清洁能源发电机组替代常规火电机组发电，加快可再生能源发电量替代高碳能

源发电量；三是倒逼企业加强排放数据管理，促进他们更好地管理自身的排放数据，切实提

高数据报送质量，确保数据监测、报送、核算合规；四是能促进发展探索可再生能源项目参

与的碳市场抵消机制。 

 

碳交易市场建设中，金融的作用不言而喻，碳交易市场和碳金融市场是实现碳减排的两

个重要市场。依托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上海即将启动全国碳市场交易中心，在碳

金融尤其是在衍生品方面会有什么新探索？这些金融产品目前运营的情况如何？ 

 

对此，齐康表示，上海启动全国碳市场交易中心，预计将逐步探索建设碳金融体系，包

括碳配额抵押、借碳等衍生业务品种。这些金融产品在上海、北京、深圳等地方市场上已运

行多年，具有成熟的管理经验。通过增加碳金融衍生品种，可进一步丰富市场品种，提升市

场的流动性，从而更好实现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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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电力消费 

 

 

《京津冀绿色电力市场化交易规则》发布 

 

为推进京津冀地区可再生能源市场化交易的有序开展，进一步规范可再生能源市场化交

易工作，2020 年底，国家能源局华北监管局发布《京津冀绿色电力市场化交易规则》。根据

规则，北京、天津、冀北及雄安符合准入条件的电力用户或售电公司与并网可再生能源发电

企业通过双边协商、集中竞价、挂牌等市场化方式进行中长期电量交易，接入京津唐电网的

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按照自愿的原则参与。保障性收购年利用小时数以内的电量按标杆上网

电价全额结算，保障性收购年利用小时数以外的电量应参与绿色电力交易并以市场交易价格

结算，并优先满足张家口电采暖用户和冬奥场馆设施的用电需求。 

 

点击查看全部原文 

 

 

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对 2021 年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责任权重和 2022-

2030 年预期目标征求意见 

 

为贯彻落实二氧化碳排放力争 2030 年前达峰、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到 2030 年非化

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 25%左右等目标要求，进一步促进可再生能源高质量发展，根据《关于

建立健全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保障机制的通知》（发改能源〔2019〕807 号）要求，国家能

源局于 2021 年 2 月初研究提出 2021 年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责任权重和 2022-2030 年预期

目标，向各省（区、市）发展改革委、能源局等部门机构征求意见。 

 

点击查看全部原文 

 

 

《北京电力交易中心可再生能源电力超额消纳量交易规则（试行）》

发布 

 

2021 年 1 月，北京电力交易中心发布《北京电力交易中心可再生能源电力超额消纳量

交易规则（试行）》，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保障机制的配套政策不断完善。 

 

根据试行交易规则，市场主体可以向超额完成年度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量的市场主体购

http://hbj.nea.gov.cn/adminContent/initViewContent.do?pk=0000000076b2fca3017748b92fc2012c
http://hbj.nea.gov.cn/adminContent/initViewContent.do?pk=0000000076b2fca3017748b92fc2012c
https://mp.weixin.qq.com/s/hEZ2vcu09lCtd_kqkqBHZA
https://mp.weixin.qq.com/s/hEZ2vcu09lCtd_kqkqBH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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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超额消纳量。电力交易中心负责建设、运营和维护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凭证交易系统，该

系统将同步市场主体的实际消纳量以及绿证交易情况，计算市场主体的超额消纳量，每 1 兆

瓦时超额消纳量生成 1 个可再生能源电力超额消纳凭证用于交易。 

 

点击查看全部原文 

 

 

《南方区域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量交易规则（试行）》发布 

 

为落实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关于建立健全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保障机制的通

知》（发改能源〔2019〕807 号）等文件要求，在南方电网公司和五省区政府能源主管部门

的大力支持和指导下，南方区域电力交易机构研究制定了《南方区域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量

交易规则（试行）》，为进一步促进南方区域可再生能源的消纳提供依据和保障。 

规则采用南方区域六个电力交易机构联合发文的方式，实现南方区域可再生能源电力消

纳量交易基本规则的统一。依据规则，南方区域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量交易市场将实现平台

统一建设运营、主体统一注册服务、数据统一核算监测、凭证统一编码核发。消纳量交易过

程将实现省间和省内交易的同期开市、同步交易、即时成交、即时结算。 

 

点击查看全部原文 

 

 

《广东省可再生能源交易规则（试行）》发布 

 

为落实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保障工作，建立广东省可再生能源交易市场，广东省电力交

易中心于 2021 年 4 月发布《广东省可再生能源交易规则（试行）》，在保障电网安全、电力

有序供应和可再生能源全额消纳的前提下，建立可再生能源市场化交易机制，促进可再生能

源发展和绿色电力消费。 

 

点击查看全部原文 

 

 

2022 年杭州亚运会绿电交易全面启动 

 

2021 年 4 月 28 日，杭州亚组委、浙江电力交易中心、国网杭州供电公司签署三方协

议，全面启动 2022 年杭州亚运会绿电交易。目前浙江的绿色电力主要来自于省内光伏电站

和部分省外可再生能源发电站，通过绿电交易，来自四川、宁夏等地的电力将运往杭州，为

亚运会赛事供能。这是亚运会历史上首次进行绿电交易，有望从 2021 年的亚运会测试赛到

亚运会结束的用电全部纳入绿电交易，实现杭州亚运 100%绿电供应。预计至明年亚运会结

束，杭州 43 座亚运场馆和亚运村清洁能源供能将近 5.95 亿千瓦时。 

https://mp.weixin.qq.com/s/uKck_XArCmC7RIvGxJdeXQ
https://mp.weixin.qq.com/s/uKck_XArCmC7RIvGxJdeXQ
https://mp.weixin.qq.com/s/Drn5e5e-i-LnPCch_sibMw
https://mp.weixin.qq.com/s/Drn5e5e-i-LnPCch_sibMw
https://mp.weixin.qq.com/s/DiPHDEkiB6yJVHMUCB4UFQ
https://mp.weixin.qq.com/s/DiPHDEkiB6yJVHMUCB4UF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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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完成历史最大规模绿证交易 

 

2021 年 1 月 18 日，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一次性采购河北华电康保风电

公司 30160 个绿证，相当于 3016 万度可再生能源电量，是自 2017 年绿证交易市场启动以

来最大规模的一笔交易。截至 2021 年 5 月 7 日，全国累计绿证交易量超过 74000 个。 

 

点击查看全部原文 

 

 

金风科技亦庄智慧园区完成碳中和认证 

 

2021 年 1 月，中国首个可再生能源“碳中和”智慧园区认证仪式在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亦庄智慧园区内举行，北京绿色交易所向金风科技亦庄智慧园区颁发了碳中和证书。

金风科技亦庄智慧园区是集可再生能源、智能微网、智慧水务、绿色农业和运动健康等功能

于一体的可感知、可思考、可执行的绿色园区生态系统。尤其在智能微网方面，园区通过部

署 4.8 MW 分散式风电、1.3 MW 分布式光伏和钒液流、锂电池、超级电容等多种形式储能，

实现 2020 年清洁能源电量占比 50%。 

http://www.zj.sgcc.com.cn/html/main/col8/2021-05/05/20210505130807775965737_1.html
http://www.zj.sgcc.com.cn/html/main/col8/2021-05/05/20210505130807775965737_1.html
https://mp.weixin.qq.com/s/PA6nNSXRAt2lx8bUO_QrVA
https://mp.weixin.qq.com/s/PA6nNSXRAt2lx8bUO_Qr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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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查看全部原文 

 

 

苹果与全球 110 多家供应商携手全速发力可再生能源解决方案 

 

2021 年 3 月，苹果公司宣布全球范围内已有超过 110 个制造合作伙伴承诺在生产苹果

产品时使用 100％的可再生能源。自 2020 年 7 月以来，中国已有 15 家供应商加入了苹果

的供应商清洁能源计划。在苹果公司经营的诸多市场中，供应商获取清洁能源的选择有限。

为了打破这一障碍，苹果创建了中国清洁能源基金，该基金可使苹果及其供应商在中国投资

总计超过 1 GW 的可再生能源。随着直接从项目开发商和公用事业公司购买可再生能源的案

例在全球范围内兴起，苹果也为其供应商联系了大量此类机会。 

 

点击查看全部原文 

 

 

百威佛山工厂打造“光伏—储能—电动重卡”可再生能源电力闭环 

 

2021 年 4 月 14 日，百威亚太在其位于广东佛山的全球最大百威啤酒生产基地隆重举行

“电卡领跑，储能再生”启动仪式，宣布首批 30 辆重型电动卡车将在中国市场正式投入使用，

同时，百威佛山工厂储能项目正式交付，而两者的结合将形成一个可再生能源电力的闭环模

式，标志着百威中国进入减少碳排放、实现其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全新阶段。 

 

百威佛山工厂储能项目是佛山首个并网运行的用户侧储能项目，采用电动车退役动力电

池，可存储佛山工厂屋顶光伏的可再生能源电力，总体规划为 20 MWh/10 MW，每年可存

储 720 万千瓦时的电量，不仅可以削峰填谷用电，还可以为重型电动卡车的电池充电，进一

步提升佛山工厂可再生能源电力的消纳比例。 

https://mp.weixin.qq.com/s/zFQ6e_SmYEsrSG0oRYoB1w
https://mp.weixin.qq.com/s/zFQ6e_SmYEsrSG0oRYoB1w
https://www.apple.com.cn/newsroom/2021/03/apple-powers-ahead-in-new-renewable-energy-solutions-with-over-110-suppliers/
https://www.apple.com.cn/newsroom/2021/03/apple-powers-ahead-in-new-renewable-energy-solutions-with-over-110-suppli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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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斯曼中国通过购电协议打造绿色工厂 

 

2021 年 4 月，专注于营养、健康和绿色生活的全球科学公司荷兰皇家帝斯曼集团宣布，

其合资企业山东爱地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与华能山东电力热力营销有限公司签署电力交易

协议，山东爱地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的生产运营将 100%采用绿色电力供应，成为真正意义

上的绿色工厂。公司位于济南市莱芜高新区，生产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及其制品。通过签

署电力交易协议，山东爱地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成为帝斯曼在中国第一家 100%使用绿色电

力的工厂，每年预计可节约 3700 吨标准煤。 

 

点击查看全部原文 

 

 

 

 

 

 

 

 

 

 

 

https://mp.weixin.qq.com/s/hILHzn37hXoEN1Mt6PNe9g
https://mp.weixin.qq.com/s/hILHzn37hXoEN1Mt6PNe9g
https://www.dsm.com/china/zh_CN/news/press-releases/2021/laiwu_green_site.html
https://www.dsm.com/china/zh_CN/news/press-releases/2021/laiwu_green_sit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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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动态 

 

 

“地球日”远景发布“零碳技术伙伴”战略 
远景科技集团 

点击查看全部原文 

 

中国华电与华为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华为智能光伏 

点击查看全部原文 

 

明阳智能拟投资建设年产 5 GW 光伏高效电池和 5 GW 光伏高效组件项目 
上海证券交易所 

点击查看全部原文 

 

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与乳山市人民政府签订产业投资合作协议 
明阳集团   

点击查看全部原文 

 

明阳智能与宁德时代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明阳集团 

点击查看全部原文 

 

北京联合国大楼！晶澳产品再次打卡标志性建筑 
晶澳科技 

点击查看全部原文 

 

市占率将近 40%！晶科能源以色列组件出货以巨大优势稳居第一 
晶科能源 JinkoSolar 

点击查看全部原文 

 

阳光电源加入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 
阳光电源 

点击查看全部原文 

 

东方电气集团研制的国内陆上单机容量最大风电机组下线 
东方风电 

点击查看全部原文 

 

 

https://mp.weixin.qq.com/s/cEY7e53Hu0n6Y_n3c2jXFw
https://mp.weixin.qq.com/s/cEY7e53Hu0n6Y_n3c2jXFw
https://mp.weixin.qq.com/s/BiAP2TabUTXTZgVG3BtZeg
https://mp.weixin.qq.com/s/BiAP2TabUTXTZgVG3BtZeg
http://static.sse.com.cn/disclosure/listedinfo/announcement/c/new/2021-05-13/601615_20210513_9.pdf
http://static.sse.com.cn/disclosure/listedinfo/announcement/c/new/2021-05-13/601615_20210513_9.pdf
https://mp.weixin.qq.com/s/GXmxZperb1C1hAJUAMpoPA
https://mp.weixin.qq.com/s/GXmxZperb1C1hAJUAMpoPA
https://mp.weixin.qq.com/s/uQoGjmi-7PLCx0q0eLpl_A
https://mp.weixin.qq.com/s/uQoGjmi-7PLCx0q0eLpl_A
https://mp.weixin.qq.com/s/vMAh2hGWpUvC0lYHjdolCw
https://mp.weixin.qq.com/s/vMAh2hGWpUvC0lYHjdolCw
https://mp.weixin.qq.com/s/W9JoyzQJd_aNT2U54iLjRA
https://mp.weixin.qq.com/s/W9JoyzQJd_aNT2U54iLjRA
https://mp.weixin.qq.com/s/Zyry8gVRK7MWgmz4V6wSgA
https://mp.weixin.qq.com/s/Zyry8gVRK7MWgmz4V6wSgA
http://www.dongfang.com/data/v/202104/9803.html
http://www.dongfang.com/data/v/202104/980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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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56”发展战略发布了，未来五年，我们这样干! 

东方风电 

点击查看全部原文 

 

金风科技 2021 年一季度业绩发布 大型化机组加速交付 引领行业碳中和实践 
金风科技微平台 

点击查看全部原文 

 

并网发电！国内首台 155 米超高钢混塔架正式步入商业化运行阶段 
金风科技微平台 

点击查看全部原文 

 

中控太阳能荣获 2020 年度中国能源创新企业 

中控太阳能 

点击查看全部原文 

 

三峡新能源接连走访金风科技、运达股份！ 
WindDaily 

点击查看全部原文 

 

日立 ABB 电网数字化变压器为数据中心的稳定运行提供保障 
日立 ABB 电网 

点击查看全部原文 

 

无故障风场成行业新重点 华锐风电打造特色管理体系 

华锐风电 

点击查看全部原文 

 

发电量超预期，隆基高效组件闪耀东欧光伏之星 
隆基 LONGi Solar 

点击查看全部原文 

 

四度入围这一全球榜单，玛氏企业声誉排名再创佳绩！ 
玛氏中国 

点击查看全部原文 

 

践行双碳行动 助力乡村振兴丨特变电工建设的农光互补光伏发电示范项目并

网运行 
特变电工新能源 

点击查看全部原文 

 

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天合光能 24 年的坚守与进取 
天合光能 

点击查看全部原文 

https://mp.weixin.qq.com/s/itidDEGjdf4NhidfJLrcKg
https://mp.weixin.qq.com/s/itidDEGjdf4NhidfJLrcKg
https://mp.weixin.qq.com/s/X6cJpMnLPUavc4UKHKGsDw
https://mp.weixin.qq.com/s/X6cJpMnLPUavc4UKHKGsDw
https://mp.weixin.qq.com/s/L9ZxcVrdQzLwrgogUnGnpg
https://mp.weixin.qq.com/s/L9ZxcVrdQzLwrgogUnGnpg
https://mp.weixin.qq.com/s/sTUfny5NLnZawZ0k360q7A
https://mp.weixin.qq.com/s/sTUfny5NLnZawZ0k360q7A
https://mp.weixin.qq.com/s/Hv6EjBkGfauXblTklVMpvQ
https://mp.weixin.qq.com/s/Hv6EjBkGfauXblTklVMpvQ
https://mp.weixin.qq.com/s/eTCWlI0w2Bt20-eBk6V-VA
https://mp.weixin.qq.com/s/eTCWlI0w2Bt20-eBk6V-VA
https://mp.weixin.qq.com/s/YhJGl2tgubf7dcqylYlNLA
https://mp.weixin.qq.com/s/YhJGl2tgubf7dcqylYlNLA
https://mp.weixin.qq.com/s/JI3lnLhF5Ju9Ns-R2mRrwA
https://mp.weixin.qq.com/s/JI3lnLhF5Ju9Ns-R2mRrwA
https://mp.weixin.qq.com/s/W8LVnerxaWcYezb9zoZq4Q
https://mp.weixin.qq.com/s/W8LVnerxaWcYezb9zoZq4Q
https://mp.weixin.qq.com/s/gizWYUk0BMHaxroYHtt9eA
https://mp.weixin.qq.com/s/gizWYUk0BMHaxroYHtt9eA
https://mp.weixin.qq.com/s/Hl-G-TWAOPofliPGfyG4R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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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非最大！阳光电源签约埃及 200MW 项目 
阳光电源 

点击查看全部原文 

 

 

 

 

 

协会动态 

 

新能源行业碳排放交易培训交流会 

 

2020 年 9 月 22 日，习近平主席在第 75 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上宣布，中国将提高国家自

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 2030 年前达到峰值，努力

争取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2021 年，3 月 30 日，生态环境部发布《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

行条例（草案修改稿）》，并开始为期一个月的公开征集意见。有消息显示，全国碳市场建设

已经到了最关键阶段，要确保今年 6 月底前启动上线交易。此次全国统一碳交易市场的开启

将有望带来“千亿级”市场。这不仅会给整个光伏行业带来新一轮的重大利好，也将给那些在

光伏行业深耕多年的民营企业带来新的机遇和更多的实惠。 

 

为了能帮助光伏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及咨询机构做好参与碳交易的准备，中国能源研究

会能源与环境专业委员会联合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将于 2021 年 6 月 3 日举办“新能源行

业碳排放交易培训交流会”，围绕碳市场交易机制、碳资产管理、碳排放评价等内容进行培

训交流，助力企业更快进入碳排放交易市场获取收益。 

 

本次培训交流会会议内容： 

1. 全国碳交易市场概述 

2. 碳达峰与碳中和政策解读与实施路径分析 

3. 碳交易基本原理 

4. 企业碳资产管理与经验分享 

 

会议联系人： 

中国能源研究会能源与环境专业委员会 

蒋维扬，13261663353（微信同号） 

jiangweiyang@creia.net 

 

 

 

https://mp.weixin.qq.com/s/iH9uEJdFmkvnotOPwH_IIQ
mailto:jiangweiyang@creia.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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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全球海上风电大会会议通知及赞助方案 

 

零碳目标下，全球海上风电市场正在加速发展，作为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多个国家都在扩大海上风能布局。广西作为全国沿海地区中为数不多的海上风电尚未开发的

省份，拥有丰富的海上风电资源，后发优势明显。同时，加速推进落实构建面向东盟的国际

大通道、打造西南中南地区开放发展新的战略支点、形成“一带一路”有机衔接重要门户的“三

大定位”新使命，必将成为广西打造东盟海上风电母港新名片，实现零碳目标的新引擎。 

 

为推动海上风电产业与沿海地区经济相互促进及可持续发展，开拓中国与东盟能源合作

新方向，第六届全球海上风电大会拟于 2021 年 7 月 7-9 日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举办。

全球海上风电大会是专注于海上风电发展的国际化高端品牌会议。本次大会将立足广西，面

向东盟，辐射全球，搭建海上风电产业的沟通桥梁。同时，联合国内外海上风电领袖及业界

同仁，以更广阔和更有前瞻性的视角研判全球海上风电发展前景，多维度探讨海上风电发展

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着眼技术前沿，聚焦行业热点，覆盖全产业链建设，推动我国海上风

电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更多详细大会信息请点击查看及赞助方案请点击下载。 

 

 

【长按或扫描二维码报名】 

或 

【复制链接在线报名】 

http://gows2021.mikecrm.com/jtIUuOd 

报名后收到主办方确认邮件通知代表报名成功! 

 

 

“绿色转型战略与投融资”伙伴关系圆桌交流会 

 

当前，作为全球性热点议题，环境和气候变化得到了各国企业和金融机构的广泛关

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作为多边金融机构，自成立以来积极探讨同中

国企业在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的项目合作，并于去年提出了加大与企业开展项目合作，支

持绿色基础设施、气候投融资的相关目标。随着我国 2030 年碳达峰、2060 年碳中和目标

的公布，各地方政府和企业也开始紧锣密鼓地积极制定各自减排目标。部分电力央企更是

行动迅速，已经规划了自身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时间表和路线图。为进一步促进电力行

业企业与亚投行间的战略和投融资业务交流，建立长期的伙伴关系，中国循环经济协会可

再生能源专委会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将于 2021 年 5 月 28 日共同举办“绿色转型战略与

投融资”伙伴关系圆桌交流会。会议将围绕亚投行和受邀企业的绿色发展战略在银企合作经

验分享、投融资业务交流和绿色金融产品创新等议题方面进行广泛而深入的研讨。 

 

https://mp.weixin.qq.com/s/F8y4IGyDRam51ISG-Sb4XQ
https://aimg8.dlssyht.cn/u/1929316/ueditor/file/965/1929316/1620787630686738.pdf
http://gows2021.mikecrm.com/jtIUu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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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申报“2021 年保尔森可持续发展奖”的通知 

中国循环经济 

 

2021 年保尔森可持续发展奖现已正式开始申报。奖项设置“绿色创新”(GreenInnovation)

和“自然守护”(Nature Stewardship)两大类别，立足于城市人居环境和自然生态环境两个维度，

征集创新的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 

 

中国循环经济协会作为“2021 年保尔森可持续发展奖”的支持单位，诚邀国内优秀的企

业和组织机构积极申请保尔森可持续发展奖，分享循环经济创新模式与成功案例。申请者将

会得到国内外知名专家的指导，提升在业界知名度和自身价值，促进自身业务水平和循环经

济项目的发展。 

 

点击查看全部原文 

 

 

关于组织申报 2021 年中国能源研究会能源创新奖的通知 

中国能源研究会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构建以新能源为

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鼓励和引导能源领域创新，2021 年

中国能源研究会将继续开展能源创新奖评选工作，该奖励已于 2018 年列入国家科技奖励工

作办公室发布的《社会科技奖励目录》（0285 号）。 

 

点击查看全部原文 

 

 

 

我们热忱欢迎全社会积极投身于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的业界同仁加入！ 

更多入会信息请登陆 www.creia.net 或关注可再生能源专委会公众号 CREIA-RE 

入会咨询电话：010-68002617-117 

 

 

https://mp.weixin.qq.com/s/iev2OrMY0BaHnrxOnqa08w
https://mp.weixin.qq.com/s/iev2OrMY0BaHnrxOnqa08w
https://www.cers.org.cn/energy.aspx
https://www.cers.org.cn/energy.aspx
http://www.creia.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