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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4年6月召开的中央财经
领导小组会议上，国家主
席习近平就全面推动中国

的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提出5个方面
的要求：消费、供给、技术、体制
和国际合作。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
议专门重点讨论能源问题实在出乎
人们的预料，因为这种会议通常涉
及的是宏观经济问题。1不过在这样
的会议上讨论能源问题也在情理之
中。习近平在他的讲话中明确地把
中国的能源安全与国家的经济前景
联系起来，认为长期能源战略需要
与经济目标保持一致。

中国的能源结构与其经济模式相辅
相成，这应该是显而易见的，因为
中国的发展模式
决定了其能源状
况。

但是，中国现在
以及未来短期内的能源政策还需要
立足于北京方面已经开始着手进行
的雄心勃勃的经济转型升级工作，
特别是自2012年习近平上台以来。
在2013年11月举行的三中全会上出
炉的经济改革蓝图把实现环保目标
和部署清洁能源放在优先的位置
上，这将需要采用不同的方法来处
理中国复杂的能源难题。2自三中
全会以来，2014年11月公布的《能
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2014－2020
年）》已经强调了这一优先考虑。3 

北京方面充分认识到在一个目前已
经达到十万亿美元规模的庞大而又
复杂的经济体中，能源消耗和生产

引言

的影响远远波及其自身范围之外。
中国可以撼动全球市场并决定全球
能源价格。在其已经融入全球贸易
体系和供应链的情况下，中国与世
界的关系密不可分。中国无法让自
己孤立于全球经济之外，而世界也
不能使自己完全不受中国所发生的
事情影响。4

例如，现在在美国西海岸地区不时
看到的粉尘污染云团就是从为全球
市场生产产品的中国工厂吹过来，
这仅仅是许多实例之一，足以说明
中国的能源和环境挑战在很大程度
上不再只是中国的问题。其他国
家也深受中国的能源和经济选择影
响。

此外，中国的庞大
规模意味着，尽管
中国可能将自己视
为勉强达到了中等

收入状况的“发展中”经济体，其
资源和能源消耗已经很大，与世界
领先的发达经济体不相上下。

换句话说，中国的全球影响力已经
超越其自我定位的水平。而这反过
来意味着尽管中国政府提出异议，
中国在涉及其能源发展的问题上不
能表现得像个一般的发展中国家。
这尤其是因为中国已经在碳排放总
量和能源消耗总量两方面均超过了
美国。中国和印度等其他新兴市场
在未来几十年里将成为排放和能源
需求的主要增长国，而美国和大多
数发达经济体则有可能反向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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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在以及未来短期内的能源政策还需要立
足于北京方面已经开始着手进行的雄心勃勃的
经济转型升级工作。



何一蹴而就的解决方法，将需要采
取包括科学技术、明智的政策以及
各种市场激励机制在内的多种方
案，使中国的能源状况发生实质性
的转变。对中国的能源情况进行任
何预测，即使只针对接下来五年时
间，都必须考虑到大量不确定因
素，特别是由于数据质量不一和经
济快速变化的原因。

本文将开启由保尔森基金会推出的
新系列《保尔森基金会能源与环境
论文》，旨在起到铺垫作用，勾勒
和考察中国的能源结构现状以及为
了到2020年重塑其能源格局而已经
提出的一些现有建议。这一系列的
后续论文将重点探讨中国的能源和
环境难题的方方面面，对不同行业
和技术进行分析，或者就中国在这
一领域面临的重大问题所密切相关
的各项政策提出多种不同观点。

本文并不提供具体的解决之道或解
决方案，而是勾画出中国现在以
及未来短期内的能源战略的核心要
素。文章结尾将简单讨论北京方面
的能源战略与其在气候变化问题上
的国际立场之间的联系，这种立场
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其国内能源和
经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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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些原因，中国的政策前提是
认识到国家面临的能源和环境困境
的严重性。北京方面在面对这些挑
战的时候有一种紧迫感。

的确，在2014年11月举行的亚太经
合组织（APEC）论坛上出人意料地
发布了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其
中中国宣布计划在2030年二氧化碳
排放达到峰值，这是表明北京方面
在全球舞台上不再表现得像个一般
的发展中国家那样的另一个迹象。5

公布上述目标日期也表明北京方面
打算采取单方面行动以遏制其能源
消耗和碳排放量。

但对北京方面中期内能够实现的成
果进行任何评估都需要同时现实
地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经济增
长，因而能源需求的增长，仍需要
延续数十年时间。而且目前尚不清
楚靠更多消费拉动的中国经济是会
有助于促进能源转型，还是只不过
改变了中国能源消耗的特点。

底线是这样的：中国将不得不决定
如何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降低
环境和资源成本以及排放量。这是
因为如果放任不管，后者会削弱前
者。但这样一个艰巨的任务没有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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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依然占据王者地位 

中
国的能源消耗性质在很大程
度上由其经济增长和发展模
式所决定。到现在为止，众

所周知的是中国已经在看起来似乎不
可能的短时期内成了一个工业和出口
大国，尤其是与英国和美国等以往的
工业化巨头相比。在大约15年的时间
跨度里，大致相当于从上世纪90年代
末亚洲金融危机结束之时到现在，一
个庞大的重工业基础已如雨后春笋般
在中国成型，尤其是在钢铁、铝和水
泥方面。

以钢铁为例。1997年，中国的钢铁
产量比美国高出
1000万吨左右。
但到了2012年，
中国的钢铁年产
量约为7.16亿吨，是美国的八倍，占
全球钢铁产量的46％。6此外，中国
生产了全世界45％的铝和近60％的水
泥。7 

虽然这些行业最近几年一直受到严重
产能过剩问题的困扰，北京方面曾有
意发展壮大这些行业以助长二战以来
最令人瞩目的经济腾飞。在2001年加
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中国努力
实现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十年国内生产
总值增长期，其间在2007年曾达到
14％的最高增速。这种繁荣所依靠的
经济模式有两个基本支柱：固定资产
投资（如基础设施和住房）和成为出
口到世界各地的生产国。

将自己融入以世贸组织为标志的全球
自由贸易体制有利于北京方面的经济
战略以打造强大的生产型经济。产品

销往国外市场而不是中国国内市场的
出口商和制造商需要大量剩余劳动力
资源和庞大的产业基础提供支持。

中国工业充分利用了下游厂商的需
求，为他们供应铝和水泥等必要的原
材料。此外，中国工业还把自己的产
品出口到全球市场，通常价格较低，
偶尔会引发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贸
易伙伴的冲突。如果说过去这10到15
年时间是中国工业的黄金时代，丝毫
不显夸张。

但是，工业增长也一直是中国的整体
能源状况中的决定
性因素。按行业细
分分析，可以清楚
地看到中国工业一

直是全国能源消耗的主要驱动因素，
甚至与其他新兴市场相比也是如此
（见表1）。

欧洲和美国各行业间的能源消耗状况
最为平衡，而中国就行业能源需求占
比而言甚至比印度还要不平衡。2011
年，中国的能源消耗增长了7％，其背
后是为了避免经济灾难而采取的大规
模经济刺激措施，这种措施为工业提
供了资金并且不相称地支持了基础设
施建设热潮。

就在同一年，中国生产了6.96亿吨粗
钢，这需要燃烧5.7亿吨标准煤，比
上一年增长6.3％。8工业可能再次受
益，但没有一点改善，甚至可能加剧
了中国能源状况的不平衡。

工业增长也一直是中国的整体能源状况中的决
定性因素。



工业生产在中国经济中占的绝对比例
对其能源需求有其他几个重要的连锁
效应。举例来说，庞大的工业规模意
味着很难由中央政府来调节和区分相
对高效节能、清洁的企业与严重污染
的企业。其结果是中国20世纪90年代
在降低单位GDP能耗上所取得的成绩出
现反转。自2000年开始，经济反而更
趋能源密集型（见图1）。[单位GDP能
耗是指单位产出所需消耗的能源量/国
内生产总值，单位GDP能耗提高意味着
随着中国经济增长，支持这种增长需
要的能源利用情况变得越来越低效。]

中国的高耗能产业的另一影响是能源
结构严重向煤炭倾斜，因为煤炭是中
国唯一丰富的国内能源资源。中国目
前煤炭消耗占其能源消耗总量的比例
依旧徘徊在70％左右，实际上仍然属
于煤炭型经济。

的确，煤炭作为推动其他国家完成工
业化的主要能源物资之一，一直占有
突出地位。因此，中国在其发展的这
个阶段产生的对于煤炭的需求并不让
人感到意外。然而，令人震惊的是中
国的能源结构向煤炭倾斜的严重程

度，尤其是相对于其他主要经济体而
言（见图2）。

对比同属“金砖国家”之列的巴西和
俄罗斯，中国对煤炭的过度依赖显得
尤为突出。目前，中国经济消耗的煤
炭已经几乎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合起来
一样多（见图3）。中国的大部分电力
生产依靠煤炭，钢铁行业也消耗大量
炼焦煤，这种特定类型的煤含热量
较高。

事实上，煤炭约占中国发电所用燃料
的三分之二。9据中国估计，2012年煤
炭在发电中所占的比重可能已经高达
75-77％（见表2）。10相比之下，美国
的这一比重约为40％。不过，美国用
了几十年时间才实现把煤炭占比降到
这一水平的目标，而且由于美国电力
行业改用天然气作为燃料，这种下降
趋势最近有所加快。11

正如美国的经验表明，大幅降低煤炭
在能源结构中的比重可能需要几十年
时间，特别是对于那些需要大量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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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011年按行业划分的能源消耗

资料来源：美国能源信息管理局2011年国际能源展望报告。

中国 印度 俄罗斯 经合组织欧洲成员国 日本 美国

能源消耗按行业划分（百分比）

工业 72% 68% 53% 38% 44% 34%

住宅及商业 14% 16% 27% 31% 31% 27%

交通运输 14% 16% 20% 31% 25% 38%

总消耗量（千兆英热单位）

78 17 22 59 15 73



基本负荷电力的大陆规模的经济体而
言。由于中国的能源需求将在几十年
里处于上升阶段，随着2015-2020年期
间另外472吉瓦新的电力装机容量投
入运行（平均增速为5.8％），煤炭
在能源结构中的核心地位不会很快削
弱。12 

彭博新能源财经的另一预测预计到
2030年止的装机容量平均增速为     
5％，这意味着每年新增88吉瓦的装机
容量，相当于大约新增整个英国每年
的发电能力。13因此，任何合理的甚
至有些乐观的情况分析都应当预期煤
炭在可预见的将来会在中国的能源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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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自第六个五年计划以来的单位GDP能耗趋势

资料来源：齐晔所作报告，清华大学气候政策研究中心。

图2.不同国家按能源划分的能源消耗情况

资料来源：英国石油公司世界能源统计年鉴，2012年。

单位GDP能耗(吨煤当量/10，000元，2005年不变价)

（目标）
（实际）

可再生

石油

天然气

煤炭

核能

水力发电

美国 俄罗斯中国德国 日本 巴西



构中至少占有60％的比重，而且很可
能会略高一些。

但这种生产密集型和煤炭依赖型经济
的后果和代价是巨大和明显的。燃煤
电厂产生的污染物，无论是二氧化硫
（SO2）还是PM2.5，正让中国城市感
到窒息。一再出现的“空气末日”已
经成为煤炭型经济的显著缺点的象
征。14中国迈入工业化十几年来，环
境和潜在的公共健康代价不再是个抽
象的概念，而是严峻的现实。

未来的挑战规模庞大且更为复杂。对
煤炭的使用施加一些限制已经是中国
政策的主要内容。但中国的政策制定
者还需要调整经济，使其能源状况能
够顺利地从生产者（钢铁厂、制造商
等）转向消费者（正在崛起的中国中
产阶级和不断发展的汽车文化），特
别是如果北京方面的经济再平衡努力
取得成功。换句话说，更加消费驱动
型的中国经济一定会需要不同的方法
来管控中国的能源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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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美国能源信息管理局。

图3.中国的煤炭消耗总量 （十亿吨）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总产量（十亿吨） 2.3 2.5 2.7 3.0 3.2
发电消耗量（十亿吨） 1.2 1.3 1.3 1.4 1.6
发电消耗占比 53% 51% 49% 47% 49%
总发电装机容量（吉瓦） 623.7 718.2 792.7 874.1 966.4
燃煤发电装机容量（吉瓦） 483.8 556.1 602.9 651.1 709.7
燃煤发电装机容量占比 83.3% 83.3% 81.2% 81.8% 80.8%

表2.煤炭在中国电力生产中的主导地位

资料来源：煤炭经济研究，2012年中国能源发展报告。

（中国）

（全球除中国外总消耗）



中
国政府现在比过去十年来的
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视严重的
环境问题，这些问题已经成

为普通中国人的日常感受。2013年11
月举行的三中全会上出炉的经济改革
计划中明确强调了可持续发展和优化
管理资源消耗。

中国的最高领导层也已经通过了一项
战略，要求更加积极地推进多元化以
摆脱对煤炭的依赖，提高工业能源效
率并在清洁能源和防污减排上投入数
十亿元。虽然需求方的努力正成为新
的关注焦点，目
前的战略在极大
程度上侧重于供
给方。这在很大
程度上已经在最近发布的2014年至
2020年《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中
阐明。15 

供给方措施：减少煤炭……

迄今为止，中国为解决排放问题和提
高能源效率而做出的努力大多依靠限
制煤炭使用的增长并引申到压制其下
游用户，即重工业。

由于工业用煤是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
放的最大因素，占中国二氧化硫排放
量的90％和二氧化碳排放量的70％左
右，因而针对煤炭采取措施是绝对必
要的。16到2020年，届时要实现的一
个关键首要目标是把煤炭消耗总量限
制在42亿吨左右，略高于到2015年应
该实现的40亿上限。17中国能否实现
到2020年的这一目标将在很多方面取

决于能否首先实现其2015年的煤炭消
耗量目标。

政府目前处理煤炭问题的一种方法是
强制关闭规模小、污染重的开采企业
并将资产整合到有望提高效率的大型
煤炭基地。第十二个五年计划期间的
目标是淘汰400多家小型煤炭生产商，
大致相当于2000万吨产能。与此同
时，63％的中国煤炭将来自10个产能
分别达到1亿吨的超大型生产商和10
个产能分别达到5000万吨的大型生产
商。到2015年，煤炭生产总量有可能

限制在39亿吨。18 

另一项举措是通过
征收更高的资源税

来提高煤炭和石油等资源的成本。事
实上，中国财政部在2014年10月就采
取了这样的措施，按照2％至10％的税
率计价征收资源税（以往计量征收的
税费如此之低，几乎毫无意义）。19

对于已经遭受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和旨
在迫使生产者退出市场的各项政策所
带来的巨大打击的煤炭产业，这将产
生负面影响。

受到类似的管理方式启示，为了缩减
重工业的范围和作用也采取了各种措
施。这些措施同样旨在强行关闭规模
小、污染重的工厂并要求进行产业整
合以创造兼具规模和提高效率的超级
生产者。

这个过程早在2006年第十一个五年计
划（“十一五”）期间就已经开始，
但一直持续到2011年毫无放缓迹象的
强劲经济增长使得对工业能源消耗进

中国“除煤炭外一切皆可”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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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为解决排放问题和提高能源效率而做出的
努力大多依靠限制煤炭使用的增长。



行任何实质性的控制都相当具有挑战
性。尽管如此，中国在降低单位GDP能
耗上已经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差不多
实现了其十一五计划规定的目标（十
二五计划期间的能源和环境相关目标
请参见附录）。不过为了实现这些目
标还是需要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
在最后一刻祭出“铁腕手段”。20

但是，这些成就也掩盖了一个微妙的
事实，那就是中国迄今在单位GDP能耗
方面的改善似乎行将结束，这表明关
闭工厂和责令地方当局遵守能源目标
的现行做法可能很快就会达到其极限
（见图4）。换句话说，实现工业能效
的简单措施可能很快就会用尽。一些
行业/工厂层面上的数据似乎证实了这
一点（见表3a，3b和3c）。21

看起来就大中型电厂而言，中国的煤
炭消耗效率几乎可以与日本相提并
论，而日本通常被认为是一个高效节
能的发达经济体。即使在钢铁和水泥
等重工业领域，中国也已经朝着与日
本趋同的水平迈进。

……但增加其它一切能源

尽管如此，由于中国的煤炭行业面临
大的波动，国内外许多人士看起来都
认为煤炭的辉煌时代正在落下帷幕，
这个行业曾借着中国令人瞠目结舌的
大规模快速工业化浪潮而一帆风顺地
发展。

中国逐渐退出这种密集工业化阶段和
高增长模式将给从煤炭和铁矿石到铜
的一系列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带来影
响。而对市场参与者和投资者来说，
这个时代的终结同样意味着以长期以
来似乎永不满足的中国需求为保障的
大宗商品价格“超级周期”已经结
束。

这尤其意味着煤炭在中国的总体能源
结构和电力行业中的重要性相对下降
将会对几乎所有其他能源产生相应的
提升作用，特别是天然气、水电、核
电和可再生能源（见图5a和5b）。如
果中国实现其部署这些资源的理想目
标，显然最大的受益者将是风能、天
然气和核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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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中国的单位GDP能耗不断下降（吨标准煤/万元）

资料来源：2013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



事实上，十二五计划要求到2015年非
化石能源在中国的能源结构中所占的
比重达到11.4％（其他两个宏观目标
是单位GDP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分别
降低16％和17％）。22到2020年，也
就是十三五计划结束之时，非化石能
源所占的比重有望达到15％，而单位
GDP二氧化碳排放将比2005年水平减少  
40％至45％。

更重要的是，上面提到的三个宏观能
源目标第一次被赋予了“约束力”。
而这意味着在政治上“必须”实现这
些目标。实施这样一项任务基本上保

证了北京方面将必须支持扩大更为多
元化的一篮子能源。至少到2020年，
中国打算积极部署非煤能源，期望煤
炭在整体能源结构中所占的比重可以
下降到62％。如果这一愿望得以实
现，那么中国的整体能源结构可能像
图6所示那样。23

如果上述能源结构再平衡的情况得以
实现，两个最有希望的增长领域几乎
可以肯定是天然气和可再生能源。就
其如何在中国的能源发展战略中起作
用而言，两者均值得进行简要的讨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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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1995 2000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中国** 392 379 363 343 342 332 322 320 312 308 305

日本** 317 315 303 301 299 300 297 294 294 295 295

1990 1995 2000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中国** 997 976 784 732 729 718 709 697 681 675 674
日本 629 656 646 640 627 610 N/A 612 N/A N/A N/A

1990 1995 2000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中国 201 199 183 178 172 168 161 148 143 138 136
日本 123 124 126 127 126 118 N/A N/A 119 N/A N/A

表3a.中国和日本电厂的总煤炭消耗率*

表3b.中国和日本的钢铁能源消耗*

表3c.中国和日本的水泥能源消耗*

*单位：克标准煤/千瓦时
**对于中国，仅包括6兆瓦及以上电厂；对于日本，包括平均九大电力公司
资料来源：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日本能源经济研究所、日本2013年版能源经济统计手册。

*单位：千克标准煤/吨产量
**仅包括大中型钢铁企业
资料来源：中国钢铁工业协会、日本能源协会会刊、日本钢铁协会。

*单位：千克标准煤/吨产量
资料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水泥协会、日本能源协会会刊、日本水泥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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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a.按能源划分的2015年预计电力装机容量

图5b.按能源划分的2020年预计电力装机容量

资料来源：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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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好天然气

天然气将尤其重要。市场普遍预测越
来越认为中国的天然气需求量在未来
十年里将激增，导致有些人甚至宣称
中国的煤炭时代正让位给天然气的黄
金时代。且不谈这种夸张的说法，的
确有充分理由可以乐观地认为天然气
在中国的能源结构中的地位将得到显
著提升，其中最重要的是有强有力的
政治支持。

天然气绝非完全不产生碳排放，但它
比燃煤和石油更加清洁，因此被视为
减少空气污染和碳排放的一个重要因
素，也是中国转向清洁能源过程中的
一种“过渡燃料”。

举例来说，可能适用于今天的北京的
一个历史先例是上世纪50年代伦敦如
何努力解决其严重污染问题。伦敦迅
速在其能源结构中引入天然气来代替

煤炭，这在减少污染上显然有明显效
果。24从能源安全的角度来看，中国
未来仍有潜力挖掘其国内储量，与石
油不同，利用天然气来抵御不断增长
的对能源进口的依赖。

天然气的增长潜力巨大，因为它目前
在中国的能源结构中仅占4％至5％的
比重，远远低于20％左右的世界平均
水平。到2015年，中国预计天然气在
其能源结构中的占比将增长一倍达到
8％至9％，即2,300-2,600亿立方米天
然气消耗总量。25

尽管对需求总量的预测数据各不相
同，几乎所有的预测都认为会快速增
长。根据英国石油公司的能源展望报
告，中国将在全球天然气需求增长中
占23％的比重，预计到2030年将达
到欧盟国家的2010年天然气消耗水
平。26如图7所示，虽然起始基数较
低，但中国在未来十年间将在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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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中国到2020年可能实现的一次能源结构* 

*生物质能源不包括在内。
资料来源：国务院2014年至2020年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作者预测。

（天然气）（煤炭）（非化石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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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需求增长中占有迄今为止的最大    
份额。 

然而，中国国内产量不太可能跟上强
劲的需求增长，自2010年以来需求已
扩大近20％。同时，中国已经有三分
之一的天然气依靠进口，这一趋势不
太可能在短期内减弱。27虽然最初盛
行的乐观情绪认为中国国内拥有巨大
的页岩气等非常规资源储量，可以填
补供应与需求之间的差距，然而页岩
气从中期来看有可能令人失望。

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其中包括开采
成本、不同的地质结构和技术限制，
人们期望的“中国页岩气热潮”到目
前为止结果令人失望。28事实上，中
国已经将其2020年页岩气产量目标下
调到300亿立方米（原先雄心勃勃的目
标高达1,000亿立方米），29与煤层气
的2020年产量目标相同，煤层气是另
一种丰富的非常规气体资源。因此，
中国在可预见的未来将越来越依赖全
球供给以满足其不断增长的需求，包

括像澳大利亚和俄罗斯这样路途遥远
的天然气供应国。30 

看好天然气在能源结构中地位上升的
另一个原因在于中国的宏观经济结构
调整有利于天然气的增长。举例来
说，推迟多年之后，北京终于在2011
年年底开始放开天然气价格以鼓励国
内开采和统一全国的天然气定价机
制。市场定价机制反过来可以有助于
刺激加强页岩气等非常规资源的国内
开采，因为一些分析师估计在中国页
岩地层中钻井的成本可能是美国的四
倍之高。31

至少到2020年前，城市化是中国经济
增长战略的核心内容，这也将支撑天
然气的发展，因为城市居民需求一直
是天然气消耗的主要动力（例如，中
国家庭几乎完全用燃气灶做饭）。中
国政府借鉴美国的燃料转换经验，已
经开始更有力地支持在电力行业引入
更多的天然气（见图8和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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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新政策形势下部分国家和地区的天然气需求 (十亿立方米）

资料来源：国际能源署2012年世界能源展望报告。

美国 俄罗斯欧盟中东 日本印度中国

2020-2035需求增长

2010-2035复合年增长率

2010-2020需求增长

2010



从2005年到2012年，居民用气量激增
了260％左右，超过工业用气增长速
度。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和工业增长放
缓，居民用气的这种趋势很可能会加

速发展。电力部门的预计天然气需求
也应该会出现显著增长，虽然从绝对
数量上看，发电使用的天然气量将只
是煤炭的一小部分而已。但是，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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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天然气需求的驱动因素（亿立方米）

资料来源：2013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

燃料类型 2010年（吉瓦） 2015年（吉瓦） 年均增长率（％）

煤炭 660 960 7.8
水能 220 290 5.7
核能 10.8 40 29.9
天然气 26.4 56 16.2
风能 31 100 26.4
太阳能 0.86 21 89.5
合计 ~1490*

表4.2015年潜在电力装机容量

*总数可能还包括生物质能以及未在文件中列出的其他能源。
资料来源：国务院，能源发展“十二五”规划。

工业

生活消费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制造业



坚持这些目标，中国到2015年用于发
电的天然气可能会大于核能（约40吉
瓦）。

可再生能源崛起

可再生能源虽然在总体能源结构中只
占很小一部分，但正与天然气一同作
为补充清洁能源得到推广。假设太阳
能和风能在可预见的未来会在中国的
整体能源消耗中占有较大比重是不现
实的，但北京方面显然支持扩大可再
生能源供给。事实上，中国从2006年
开始的若干年来都是增长最快的风力
发电市场之一，虽然是从一个很低的
基础起步，中国也在增加大量的太阳
能发电。

在过去的几年中，太阳能和风能都经
历过一个发展过热的时期，这两个历

史不长的行业目前仍在摆脱那种市场
波动带来的阵痛。太阳能行业似乎正
慢慢从国外市场的需求萎缩中恢复过
来。由于有95％的中国太阳能产品出
口国外，这个行业受到国外需求的影
响过大。风力发电也建设过度，因为
有很大一部分装机容量未连接到电
网，因此没有产生任何电力。

正是因为这些原因，中国政府希望通
过转向内需来支撑这些行业。就在最
近几年中，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
的太阳能市场之一。十二五计划的明
确目标是到2015年太阳能发电总装机
容量达到21吉瓦，这比最初的建议
提高了三倍。32不过到2014年上半年
末，中国已经超过了这一目标，装机
容量约为22吉瓦，比美国的太阳能发
电总量还高3吉瓦（见图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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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太阳能发电新增总装机容量（吉瓦）34 

资料来源：中国国家能源局、国家发改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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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重要的政策变化就是中央政府
开始接受分布式发电，这可以带来越
来越多的屋顶太阳能装置和连接到主
电网比较困难的农村地区的太阳能发
电增长。例如，数据显示分布式太阳
能发电装置逐渐兴起，其中毗邻上海
的浙江省在这方面一路领先。此外，
北京方面还打算建立更多的公用事业
规模太阳能发电，特别是在新疆等偏
远地区，最终将通过特高压输电线路
连接，将电力输送到人口密集的中心
城市。 

在太阳能发电进入其目前的快速增长
期之前，中国的风力发电一直扩张迅
猛。虽然该行业受到产能过剩的困
扰，像华锐风电这样的一些主要企业
仍处于亏损状态，但是风力发电在
2020年前还是有望出现显著增长。尽
管目前装机步伐较慢，中国到2015年
几乎肯定会实现其第12个五年计划期
间风电装机容量达到100吉瓦的目标，
这将是联网核电装机总容量的两倍以
上（见图10）。35然而，这种新的发
电容量会有多大比例联网发电仍有待
观察。

中国已有76吉瓦风电装机容量，正逐
步建立海上风力发电能力。仅在2012
年，中国就在东部沿海的福建、江
苏、山东等省外海新增了46台涡轮机
组，使其海上风力发电总装机容量达
到389兆瓦。虽然与总体风力发电能力
相比微乎其微，这已经使中国成为世
界上第三大海上风力发电市场，仅次
于丹麦和英国。37 

显然，中国正在削弱煤炭的主导地位
以同时实现几个目标。首先，这可以
为太阳能和风能等新能源行业铺平道
路。其次，支持从天然气到核能的一
切其他燃料都将产生持久和积极的影
响，因为北京方面正努力实现减排目
标和减少污染。第三，对污染较大的
能源征收更高的税费可以成为地方政
府获得新收入来源的手段。最后，走
出工业化或生产密集型的发展阶段应
该会有助于抑制能源消耗增长。

不过，目前的做法几乎完全放在供给
方上，采用了一套自上而下的行政措
施。对北京方面来说，关闭工厂和污
染企业以及支持清洁能源供给要比影
响近14亿能源消费者的行为方式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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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风力发电总装机容量（吉瓦）36 

资料来源：中国风能协会，2013年。



得多，中国消费者因人而异、因家庭
而异、因地而异，其财富和需求差别
极大。

但是，如果中国成功地重新平衡其经
济而转向更加消费驱动型的增长模
式，那么中国还会不得不重新调整其
能源战略，将重点放在需求方管理解
决方案上。

需求管理：新旧手段都需要

直到今天，中国仍基本上把自己视为
一个相对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当许
多国外人士提到
其能源消耗总量
时，北京方面一
贯搬出的事实依
据是其人均能源
消耗仍然比发达经济体要低得多。38

恰好两者都确有其事，这就是为什么
中国政府历来关心的是为整个国家提
供足够的能源，而几乎不怎么关注如
何管理最终使用者的消费需求。 

然而，与此同时，中国城市中产阶级
的能源需求随着其购置汽车和住房正
快速上升。如上所述，随着城市化进
程，家庭需求将成为天然气消耗的主
要驱动因素。事实上，随着经济主要
由服务和消费带动，能源消耗往往会
从工业转移到住宅和交通行业。几乎
所有发达经济体都经历过这样的转变
（见表1）。 

随着十三五计划周期即将在2016年开
始，北京方面将不得不越来越多地从
主要解决供给方和生产相关的能源政
策转移到打造管理消费者能源需求的
激励机制。坦率地说，这是一项比推

动去工业化更加难以完成的任务，部
分原因在于中国各地在经济发展程度
上存在的巨大差距，这意味着政策将
必须因地制宜或立足于特定地区条件
以反映中国各地能源使用模式和消费
水平的巨大差异。 

因此，中国的需求方管理将需要一系
列多样化的政策和解决方案，也必须
更多依赖基于市场的手段。市场能源
定价机制就是这样一个效果明显而又
影响广泛的手段，符合三中全会公报
的主要内容，即今后要使市场在中国
经济的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

用。另一个需要注
意的领域是交通，
因为在很大程度上
就像美国一样，中
国不断上升的汽车

保有量和这些车辆提供动力所需的燃
料可能意味着能源消耗再次激增。

价格（不太）合适

但是，中国的能源定价是个异常复杂
的问题。我们面临的挑战不只是全盘
放开价格这么简单，因为像煤等大宗
商品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就一直采用
市场价格。国内天然气价格也开始放
松管制，基本上与油价挂钩，从而与
市场走势趋同。39然而，当涉及到中
游和下游的电力价格，中国政府仍会
干预，而只进行了部分改革的电力部
门则意味着中国的电价仍然扭曲。

虽然某些行业的电价可能看起来与
发达经济体的类似行业一致，40交叉
补贴和地方保护主义复杂地交织在一
起，意味着工业能源的实际成本很可
能低于其应有水平。据中国估计，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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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的
工业用电价格相比，中国差不多属于
中等水平。41例如，电价最高的意大
利为0.28美元/千瓦时，最低的韩国为
0 .06美元/千瓦时（美国为0.07美元/
千瓦时），而中国为0.092美元/千瓦
时，大致相当于OECD平均水平0.11美
元/千瓦时。 

但目前还不清楚这些价格是否反映了
全部投资成本或其他外部费用，因为
地方政府有充分的动机向当地工业和
发电企业提供廉价土地和价格优惠的
能源原材料。早在2005年，国家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就成立了一个专责小组
来研究电价制度，他们发现，一个典
型的300兆瓦燃煤电厂的脱硫成本为
0.88-2.8元/公斤，但征收的二氧化硫
排放费仅为0.21-0.63元/公斤。42因
此，直接缴纳二氧化硫排放费的成本
要低于安装脱硫技术装置，而在更加
市场化的价格系统上，安装脱硫技术
装置本应该会提高电价。 

总之，理顺电力价格的重要途径之一
是让电价真实反映投资及其他内化成
本开支。

另一方面，中国的居民用电价格更加
扭曲，明显低于经合组织国家。43中
国的居民用电价格为0.074美元/千瓦
时，不到经合组织国家平均水平0.158
美元/千瓦时的一半。这种差异的一个
主要原因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的
遗留问题，当时中国政府始终担心引
发通货膨胀，因而人为地保持较低的
消费最终用户电价。 

这意味着国家发改委不允许发电企业
随意提高电价，同时也控制配电企业

向中国消费者出售电力的价格。2000
年代中期，由于经济高速增长，电力
需求达到最高水平，出现了几次停电
危机，在部分程度上可归咎于这种价
格扭曲。随着煤炭成本上升（而这些
成本是由市场定价的），发电企业却
无法提高价格。有些企业干脆决定闲
置厂房，试图迫使政府提高价格。 

理顺最终用户电价并允许发电成本体
现在价格中将需要在管理能源需求上
迈出重要一步。北京已经朝着阶梯电
价制度的方向采取了一些步骤，其
中某些消费者，主要是城市中产阶
级，将比农村居民支付相对较多的电
费。44此外，最近某些重工业领域也
实施了阶梯电价制度。45  

与此同时，虽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国内许多人士都主张对电力部门进行
更持久和更显著的改革，比如允许发
电企业在市场价格的基础上直接与最
终用户协商，将发电资产与输电资产
分离以及在这个国家主导的行业引入
更多竞争。这些改革未来甚至有可能
降低电力价格。无论采取哪种方式，
这类措施都将让市场在管理能源需求
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十亿辆汽车上路？ 

在2010年的全球经济衰退中，中国成
了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市场。当年中国
人购买了近1000万辆乘用车，据管理
咨询公司麦肯锡预测，中国到2020年
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轿车市场。46车
辆的增长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中国如今
有60％的原油依赖进口。中国的汽车
市场如何增长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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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会对消费能源需求产生深远的  
影响。

许多因素将决定中国促进或缩减其车
辆增长而采取的路径，其中包括人均
收入、基础设施、能源安全和环境污
染等。但有两个主要方面将压倒性地
决定交通运输行业将如何严重影响中
国的未来能源需求：汽车普及率和这
些车辆使用的燃料类型。

在中国，无论是非常显著的汽车普及
率还是较为适度的普及率都有令人信
服的理由，使得很难有把握地预测最
有可能出现的情形。 

支持“非常高普及率”预测的因素是
现在规模比美国都大的公路网络、支
持国内汽车行业发展的政府以及中国

人不断发展的汽车文化，他们把拥有
汽车当作迈入中产阶级的人生大事。 

但“适度普及率”的预测情形同样具
有强有力的基本论据：政府对能源安
全的顾虑，中国城市不同寻常的人口
密度、大范围客运铁路网的同步推广
以及解决污染问题的日益紧迫性。换
句话说，中国是否需要步美国、欧洲
和日本汽车保有量的后尘将对其未
来的能源需求具有显著影响（见图    
11）。

清华大学专家的以上预测表明，中
国的汽车普及率最高将达到约500
辆/1000人，相当于欧洲的水平，远低
于美国的80％。即便如此，由于庞大
的人口规模，在中国较低的普及率仍
然意味着巨大的车辆总数。事实上，
美国阿贡国家实验室的情形预测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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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不同路径下的中国汽车保有量预测*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以1万美元计。 
资料来源：吴添、赵红梅和欧训民。47 

人均GDP

（OECD水平）

（日本水平）

（美国水平）

（欧洲水平）

每千人汽车拥有量



到2050年中国的汽车保有总量将突破6
亿辆（见图12）。48 

即使在低增长的情况下，中国的上路
车辆还是会比美国多出上亿辆，尽管
最近几年个人汽车保有量增长出现了
放缓迹象。49此刻还无法确定这些车
辆是会由汽油还是电力驱动，尤其是
考虑到电动汽车才刚刚开始获得某种
程度的商业可行性。不过，如果大胆
假设到2030年电动汽车普及率可以高
达30％至40％，新增的内燃机汽车数
量仍将对二氧化碳排放量和一般空气
污染产生相当大的影响。

就像中国政府一直在做的那样，以更
严格的燃料消耗量标准为关注重点将
是限制交通运输部门的能源需求和排

放的要素。而且，这些政策也旨在推
动汽车制造商提高其技术水平和效
率，否则将面临淘汰。虽然迄今为止
成效有限，但北京方面其实一直都希
望把中国分散的汽车行业整合成少数
实力雄厚的先进企业。 

北京方面早在2004年就开始实行燃料
消耗量标准，2006年将乘用车燃料效
率从每加仑26英里提升9％至每加仑
28.4英里。50中国还提出了燃料消耗
量第四阶段标准，基本上与较为严格
的欧洲标准趋同。51根据国际清洁交
通委员会预测，如果到2020年全面实
施，该标准到2030年可以减少排放高
达1.49亿吨二氧化碳。52然而，该标
准是否会强制执行仍然是个未解决的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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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到2050年中国的汽车保有总量（百万辆）

资料来源：霍宏、王全录、拉里·约翰逊和何东全。

汽车拥有量

（2004年美国汽车保有量）

（低增长情境）

（中增长情境）

（高增长情境）

（2030年美国汽车保有量）



对
于中国而言，气候变化的影
响可能会加剧其资源稀缺
性，从而导致无法预见的后

果和环境危机。因此，北京方面在政
策层面上一直重视气候变化问题，尤
其是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碳
排放国的情况下。虽然中国仍要求发
达经济体承担排放的历史责任，中国
目前在可预见的未来将对大部分排放
量增长负有责任（见图13）。53预测
各不相同，但中国此刻毫无疑问是世
界上最大的排放国，占全球排放量的
比重可能高达30％。

可以最好地证明中国承诺应对气候变
化的实例之一就是中美两国在2014年
11月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

式会议间隙共同商定分别采取遏制排
放的单方面行动，北京方面计划在
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
这项声明具有几个方面的重要积极意
义。

首先，两国在2015年巴黎气候谈判前
夕在一定程度上为谈判确定了范围并
表明了明确的立场。同时，中国与美
国发布联合声明，似乎是在表示中国
愿意承担更大的责任，而使自身有别
于包括印度和巴西在内的其他发展中
国家。

无论2015年巴黎谈判期间的政治角力
如何，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立场
在很大程度上与美国相仿，还是体现

保尔森基金会能源与环境系列论文

重新平衡中国的能源战略

20

气候变化：国家重点仍高于一切

图13. 历史上的中美两国碳排放量（以十亿吨计）

资料来源：荷兰环境评估局。



图14.不同情形下中国的碳排放轨迹*（百万吨）

*AIS = 加速改善情形；CIS = 持续改善情形。
从上到下：ERI基线；ERI有效；LBNL持续改善；LBNL使用碳收集和储存的持续改善；ERI低
碳；LBNL加速改善；ERI加速低碳
资料来源：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

了其国内经济、能源和环境方面的重
点。中国在全球舞台上提出的建议往
往严重受到在很大程度上配合其自身
国内经济发展和能源战略的政策和行
动左右。例如，中国在2009年哥本哈
根气候变化会议前夕宣布计划到2020
年单位GBP值二氧化碳排放下降40％ 
至45％，这个消息立即登上各大报章
的头条，但其实该目标已纳入十二五
计划。54 

同样，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的声明有
可能来源于中国即将实施的十三五计
划，以及北京方面对将要贯彻到2030
年的十四和十五五计划目标的考虑。
例如，如果北京方面像一些人预期的
那样宣布实施全国性的碳排放限额和
交易计划或者推出碳税，那将可能是
因为这些措施已经纳入中国的经济  
计划。

事实上，前面提到的2014年至2020年
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就证明了这一
点：如果非化石能源在中国的一次能
源结构中占比达到15％，就应该相当
于700吉瓦以上的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
容量（见图6）。这已经使中国有把握
实现其提出的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目
标800-1000吉瓦装机容量的区间低端
水平。55此外，无论是中国自身的能
源研究机构还是美国专家对中国排放
峰值的不同预测都显示有多条路径令
2030年成为现实可行的目标，即使不
能更早一些（见图14）。56 

这不足为奇，因为中美两个大国还没
有全面综合的国家层面的应对气候变
化政策。相反，两国各实行独立但又
在很大程度上互补的措施来解决国内
能源问题，尽管如此，这还是会对减
排有直接和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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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示，中国面临极大而又独特的
能源挑战，必须在解决的同时确保这
些措施不会破坏经济增长。中国仍然
有大约三分之一的劳动力从事农业，
而这些人需要进入中产阶层的行列。
不过，即使在合理经济增长与减少碳
排放相平衡的框架内，北京方面只要
充分贯彻其当前的战略仍可以取得显
著的成效。 

如果中国能够积极推进能源多元化以
摆脱对煤炭的依赖并以比目前预计更
快的速度实现这一目标，仅这一项就
将带动其能源状况发生重大改变，直

接影响其对全球减排的贡献。立刻开
展治理空气污染的斗争需要采取很多
与解决排放问题同样有效的政策和行
动。总之，这两个方面相辅相成。 

中国是否签署任何有关气候变化的全
球协定会具有重要意义，但归根结底
对这一巨大挑战不一定产生决定性作
用。由于中国在全球经济中占大约  
13％的比重而且未来十年内几乎肯定
会成为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其有
效实施重大的能源和经济转型将无疑
给全球能源和排放格局带来深远的积
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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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习
近平主席可能很希望促成中
国的能源革命，但在可预见
的未来，更可能发生的是能

源演变。中国的前进道路差不多已经
明确了，但其能源挑战的规模令人望
而生畏。更重要的是，从北京方面的
高度看，在经济增长与能源转型这两
个相互矛盾的重点之间实现平衡将是
一个艰巨的任务。事实上，在两者中
权衡取舍是个错误的选择。毕竟，重
新设计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也应该促
进其能源状况的再平衡。这两个重点
目标一致，而不是背道而驰。

北京方面大声疾呼要解决空气污染
问题，这有利于
推进也将为中国
公众接受的能源
议程。“气候变
化”对普通中国
人来说可能是个抽象的概念，离他们
的日常生活较远，但让中国城市呛得
喘不过气来的雾霾就不是这样了。然
而，这两个问题的根源是相同的，他
们都是能源密集的低效率煤炭型工业
经济的严重症状。 

明显限制工业并控制煤炭增长可能会
对已经放缓的经济产生一定的即时下
行效应。但这同样也可以刺激新的产
业和部门蓬勃发展，如天然气等清洁
能源、环保技术和能源服务。事实
上，服务业近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更
大，超过了第二产业或工业部门，这

可以表明即使重工业活动趋弱，中国
也可以维持经济增长。 

对于所有的能源和环境难题，中国也
有着独一无二的优势：中国比大多数
发展中国家更有能力和意愿快速部署
技术并迅速降低其成本。此外，中国
可以通过部署现有技术而不是发明新
技术来解决其绝大部分问题。 

但是，中国要实现其节能目标所需要
的不仅仅是技术。经济结构调整背后
所依托的承诺和政治资本需要得到维
系，同时还需要更有创新意识的完善
政策，包括实现能源价格的合理化和

市场化。原先偏向
以供给为主的能源
管理方式将需要进
行调整，进一步纳
入随着中国消费行

为方式变化而对需求加以管理的激励
措施。

至少十年来，人们第一次有明显的紧
迫感需要处理极不平衡、价格扭曲的
能源结构。中国经济体系的压力正在
积聚，未来可能最终出现经济增长停
滞的局面，特别是如果能源和环境危
机成为现实。最后，北京方面在涉及
气候变化的问题上还可能坚持 “差异
化责任”的观点，但中国将对引导自
身经济和能源体制走上更可持续发展
的道路承担全部责任。

中国的前进道路差不多已经明确了，但其能源
挑战的规模令人望而生畏。



Energy	  consumption	  per	  unit	  of	  industrial	  value	  added 2010 2015 Change
Coal	  consumption	  for	  power	  generation	  (gram/kwh) NA NA -‐21%
Power	  generators'	  electricity	  usage	  rate	   333 325 -‐8%
Grid	  line	  electricity	  loss	  rate 6.33% 6.20% -‐0.13%
Energy	  consumption	  per	  ton	  of	  steel	  (kg	  stan	  coal) 6.53% 6.30% -‐0.23%
Aluminum	  ingots	  electricity	  consumption	  (kwh/ton) 605 580 -‐25
Copper	  smelting	  energy	  consumption	  (kg	  stan	  coal/ton) 14013 13300 -‐713
Crude	  refining	  energy	  consumption	  (kg	  stan	  coal/ton) 350 300 -‐50
Ethylene	  energy	  consumption	  (kg	  stan	  coal/ton) 99 86 -‐13
Synthetic	  ammonia	  energy	  consumption	  (kg	  stan	  coal/ton) 886 857 -‐29
Caustic	  soda	  energy	  consumption	  (kg	  stan	  coal/ton) 1402 1350 -‐52
Cement	  clinker	  energy	  consumption	  (kg	  stan	  coal/ton) 351 330 -‐21
Plate	  glass	  energy	  consumption	  (kg	  stan	  coal/weight	  box) 115 112 -‐3
Paper/cardboard	  energy	  consumption	  (kg	  stan	  coal/ton) 17 15 -‐2
Paper	  pulp	  energy	  consumption	  (kg	  stan	  coal/ton) 680 530 -‐150
Ceramics	  (kg	  stan	  coal/ton) 450 370 -‐80

1190 1110 -‐80
Construction
Residential	  building	  retrofit	  in	  northern	  regions	  that	  require	  heating	  (100	  million	  sq	  m)
Implementation	  of	  "green"	  building	  standards	  in	  urban	  new	  builds 1.8 5.8 4

1% 15% 14
Transportation
Rail	  transport	  per	  unit	  payload	  energy	  consumption	  (ton	  stan	  coal/mn	  ton	  converted	  km)
Transport	  vehicle	  per	  unit	  turnover	  energy	  consumption	  (kg	  stan	  coal/mn	  ton	  converted	  km) 2.01 4.76 -‐5%
Transport	  ships	  per	  unit	  turnover	  energy	  consumption	  (kg	  stan	  coal/mn	  ton	  converted	  km) 7.9 7.5 -‐5%
Civil	  aviation	  per	  unit	  turnover	  (kg	  stan	  coal/ton	  km 6.99 6.29 -‐10%

0.45 0.428 -‐5%
Public	  entities
Construction	  of	  public	  entity	  energy	  consumption	  (kg	  stan	  coal/sqm) 23.9 21 -‐12%
Public	  employee	  energy	  consumption	  (kg	  stan	  coal/person) 447.4 380 15%

End	  user	  appliance/equipment	  efficiency
Coal-‐fired	  boilers	  (operational	  efficiency) 65% 70~75% 5~10%
Three-‐phase	  asynchronous	  motors	  (design	  efficiency) 90% 92~94% 2~4%
Passernger	  vehicles	  average	  gas	  consumption	  (liter/100	  km)	   8 6.9 -‐1.1
Residential	  airconditioner	  (efficiency	  ratio) 3.3 3.5~4.5 0.2~1.2
Refrigerator	  (efficiency	  index) 49% 40~46% -‐9%
Residential	  water	  heater	  (heaing	  efficiency 87~90% 93~97% 3~10%

附录：中国的节能减排目标（2011-2015年）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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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lutant	  reduction	  targets	   2010 2015 Change
Industry	  (10,000	  tons)
Industrial	  COD	  emissions 355 319 -‐10%
Industrial	  SO2	  emissions 2073 1866 -‐10%
Industrial	  ammonia	  emissions 28.5 24.2 -‐15%
Industrial	  ammoniz	  oxide	  emissions 1637 1391 -‐15%
Coal-‐fired	  electricity	  SO2	  emissions 956 800 -‐16%
Coal-‐fired	  electricity	  ammonia	  oxide 1055 750 -‐29%
Steel	  SO2	  emissions 248 180 -‐27%
Cement	  ammonia	  oxide	  emissions 170 150 -‐12%
Papermaking	  SO2	  emissions 72 64.8 -‐10%
Papermaking	  ammonia	  emissions 2.14 1.93 -‐10%
Textile	  printing	  and	  dyeing	  COD 29.9 26.9 -‐10%
Textile	  printing	  and	  dyeing	  ammonia 1.99 1.75 -‐12%

Agriculture
Agro	  COD	  emissions 1204 1108 -‐8%
Agro	  ammonia	  emissions 82.9 74.6 -‐10%

Urbanization
City	  wastewater	  treatment	  rate 77% 85% 8

资料来源：节能减排“十二五”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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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尔森基金会是由美国前任财政部长、高盛集团前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亨利·M·

保尔森先生于2011年创立设于芝加哥大学的一所独立的、非党派机构，其宗旨为促

进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与环境的净化。保尔森基金会恪守的理念是只要世界的主

要国家能够通过优势互补开展合作，那么全球最紧迫的经济和环境挑战便可迎刃而

解。

有鉴于此，保尔森基金会早期工作主要针对世界上最大的两大经济体、能源消费大

国和碳排放大国，即美国和中国。如果中美两国能够相向而行，许多重大的经济和

环境挑战便可通过更有效及更高效的方式得以解决。

我们的目标

具体而言，保尔森基金会的国际合作项目旨在实现以下三大目标：

       •    促进能够创造就业的经济活动，包括中国对美投资； 

       •    支持城镇化发展，包括促进环保政策的优化；

       •    培养在国际关注问题上的负责任的行政部门领导力与最佳商业实践。

我们的项目

保尔森基金会的项目旨在促进政府政策制定者、公司高管以及国际知名经济、商

业、能源和环境的专家开展合作。我们既是智库也是“行动库”。我们促成现实世

界经验的分享与务实解决方案的实施。

 

保尔森基金会的项目与倡议主要针对五大领域：可持续城镇化、跨境投资、行政部

门领导力与创业精神、环境保护、政策外展与经济研究。基金会还为芝加哥大学的

在校生提供实习机会，并与芝大合作，为来自世界各地的杰出的思想家提供思想传

播的平台。

保尔森基金会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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