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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能源与环境政策、规划与项目评估的专业研究与咨询机构。机构拥有并维护能源—经济—气候综合评
价模型（DERC-IAM，多区域经济模型）与中国电力结构模拟模型（DERC-P，小时分辨率电力平衡），
作为核心工作工具。目前主要从事中国与世界气候政策及其影响，碳市场中的公平与效率问题以及能源系
统数字化等方面的工作。
www.draworld.org

能源与清洁空气研究中心 （CREA）

能源与清洁空气研究中心是一家新成立的独立研究机构，专注于研究空气污染的变化趋势、成因、公众健
康影响以及相关解决方案。
全球每年至少有300万人死于化石燃料燃烧导致的空气污染。现代清洁能源技术的快速发展已经成为提升
空气质量、保障公众健康的关键。
通过科学的数据、研究和证据，研究中心致力于支持全世界范围的政府、企业及倡议组织推动清洁能源与
清洁空气。我们相信，高效的研究和沟通是相关政策、投资决定和倡导行动的成功关键。
www.energyandcleanair.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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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摘要
2020年注定会成为特殊的一年。从年初开始，应对新冠疫情的流行成为大多数国家的关注焦点。新冠
疫情的影响仍在继续，警示着人们风险防范的重要性。值得注意的是，当绝大多数人的精力都用以应对眼
前的这场健康与经济危机时，另一项严峻挑战——确保气候安全的紧迫性却从未减弱。
保证气候安全的必要条件是能源部门的快速脱碳化。大体上，为了实现《巴黎协定》确定的2度及1.5度
温升控制目标，能源部门需要在本世纪中叶达到零碳，然后再进一步实现负排放。考虑到逐年减少的碳排
放预算，为了确保《巴黎协定》目标仍旧可行，能源部门的排放应尽快达到峰值，并在2030年之前明显下
降。
然而，当前大部分国家的自主贡献与《巴黎协定》目标的要求存在明显差距。未来三年是一个重要的
时间窗口，各国将陆续更新其国家自主贡献方案及进行同行审议。特别的，中国国已经承诺在2060年前实
现碳中和。这无疑将为今后的国际气候谈判注入亟需的动力。
衡量长期愿景价值的方法是看它如何在短期内——比如未来五年（即第十四个“五年规划”）或十年
——改变政策与行动。近期的能源与排放轨迹，将是检验长期碳中和目标可信度（credibility）的指针。
从现在开始，中国是否会执行严格的减排政策与措施，为长期目标奠定坚实基础，对于下一阶段的全球气
候行动至关重要，也将受到国际同行的密切关注。
中国政府将在2021年内完成“十四五”期间的经济、能源和电力发展规划。确保国内与国际议程协调一
致地结合在一起，是未来一两年内至关重要的工作。
本报告致力于这一目标，从风险管理的视角展开分析，研究中国的碳排放约束目标对中国电力行业的
影响，并针对“十四五”电力规划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议。
具体来说：
●

我们综述了截止到2019年的中国国家自主贡献的执行情况；并就历史上与“十四五”规划中官
方文件如何成型定稿、批准颁布进行实证总结。

●

基于明确的减排责任分摊（Effort-sharing）设置，报告讨论了中国的排放约束设置，并综
合导出对电力行业的含义——可称为“协调的2020-2030年中国煤电路径”（Compatible
China Coal Power Pathway 2020-2030）。报告建议十四五年规划对煤电规模下降提出
明确的约束政策或目标。

●

在排放与既定目标约束设定下，报告聚焦中国能源系统中的煤电与可再生能源，基于系统成
本最小化的价值观，考虑引入碳定价工具与否（政策工具），量化它们在2030年前的角色
和发展节奏。

●

最后，报告在规划编制操作层面提出政策建议，以期国际自主减排贡献和国内五年规划充分
协调一致并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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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的主要结论包括：
●

2019年的评估显示，中国可以超额完成哥本哈根气候会议确定的量化目标，即2020年非化
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15%，碳强度比2005年下降40-45%。“十三五”期间，可再生能源
装机和发电量的实际发展达到或超过规划目标（特别是光伏），而核能和天然气的发展落后
于规划目标。到2020年，煤炭在能源结构中份额下降也很好实现。

●

中国碳排放占全球排放的比重，从2010年的20%上升到了2019年的26%左右。目前，中国
存在过剩的燃煤发电装机约130GW，煤电总装机到2020年约为1100GW。在没有碳价格信
号的情况下，2030年的最低成本电源组合包括1020GW的煤炭，比2020年略有减少。目前
利益相关方对2030年煤电的预期普遍在1300GW甚至更高，这意味着煤电全寿期超过2万亿
人民币的搁置资产损失。

●

更进一步，考虑到碳达峰与2060年前碳中和目标，以及电力部门为达到该目标所作的合理
贡献，中国的煤电装机到2030年大幅下降到680GW是最优的。要使煤电从无碳价条件下的
1020GW最优规模进一步缩减，这需要标准碳市场中足够水平的碳定价（200元/吨）。考虑
到中国即将推出的是“碳排放绩效交易”体系，需要的表观价格更高。

●

要实现2030年非化石能源电力占电力供应50%的目标，风电与光伏在未来十年的发展节奏
需要在过去十年平均水平上翻倍。年均新增装机至少100GW，到2030年实现20%以上的份
额。要弥补水电与核电发展的大概率减速，25%是更稳健的目标。

基于以上分析，报告对更新气候自主贡献提出政策建言，特别包括：停止或者暂停新建煤电；启动煤
电逐步退出的政策议程；设定碳定价地板价以反映碳排放成本；两倍速风电与光伏发展节奏，以实现既定
国内2030目标。这些行动将帮助中国尽早实现碳排放达峰并开始下降。
报告特别指出，规划编制工作层面的协调是确保集体计划成功的保证。目前，中国在能源系统方面的
各种分类与专业规划由能源管理机构与其智库开展，而涉及明确气候约束的国家气候战略中心以及其上级
主管部门——国家生态环境部的介入与参与需要更明确的机制，在工作层面与操作环节发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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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cutive Summary
Background
Responses to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took centre stage in most countries throughout 2020.
While we hope that this damaging health and economic crisis will be alleviated and soon
disappear from the headlines of the newspapers, the urgency of another deﬁning global
challenge – climate change – has not diminished.
One prerequisite to achieve climate security is the rapid decarbonisation of the energy sector
to meet zero-emissions around the middle of this century and then decline to negative
territory. To achieve the Paris Agreement target to limit the average global temperature rise
this century to below 2 oC, emissions from the energy sector would need to peak as soon as
possible and show a clear decline by 2030.
Comparing these global emissions guideposts with the current 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s (NDCs) of countries, there are still obvious gaps. The upcoming years till 2023
provide a time window to increase the ambition with updated NDCs and to peer-review the
national submissions.
China’s pledge to aim for carbon neutrality by 2060 will inject much-needed momentum to
the new international climate negotiations. One way to measure the potential for China’s
long-term vision to reduce carbon dioxide (CO2) emissions is to analyse changes to the
country’s policy actions over the next ﬁve years, that is, the 14th ﬁve-year-plan (FYP) and/or
ten-year plan. The energy and emissions pathway set out in the 14th FYP will be an indicator of
China’s commitment to a carbon-neutral vision. To achieve net-zero emissions, China will need
to implement stringent measures as early as possible. The country’s efforts will be closely
monitored by international peers.

The purpose of the report
China will ﬁnalise its 14th economic, energy and electric power FYP (2021–2025) around the
end of 2021. Therefore, the next 1-2 years will be important for China to formulate its domestic
FYP and international NDC.
This report aims to contribute to the planning process, analys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DCs and the long-term vision.
This report tracks China’s progress and achievements towards its Climate Pledge 2020, made
at the Copenhagen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climate change meeting, and its NDC 2030.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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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ort also includes an empirical study on how the 14th FYP and NDC documents were
prepared by government agencies and the changes expected in the new round 2020–2021.
This report discusses China’s emissions constraints under the explicit effort-sharing approach.
The so-called ‘Compatible China Coal Power Pathway 2020–2030’ was developed to reﬂect the
emissions constraint for the coal power sector, which will need to be incorporated into the
domestic FYP if China is to meet its zero emissions target.
The report’s analysis focuses on renewable energy and coal power and quantiﬁes their roles
and pace before 2030, based on identifying the optimal power mix that minimizes system
costs (using the screening curve approach) under constraints, with and without carbon
pricing.
The ﬁnal section provides reﬂections and key recommendations in terms of government
operation so that the international NDC and domestic FYP can be fully aligned.

Main ﬁndings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

Based on progress up to the end of 2019, China can overshoot the targets set in
the Copenhagen COP meeting, i.e. the 15% non-fossil fuel and 40-45% carbon
intensity decline targets. Connecting with the 13th FYP on energy and power, the
renewable energy capacity and generation targets will be met or exceeded (esp.
solar PV), while the targets for nuclear and gas are falling short. The targeted
decline of the share of coal in the energy mix will also be exceeded.

●

China's share of global emissions increased from less than 20% in 2010 to around
26% in 2019. Coal-ﬁred power plants are China’s single largest CO2-emitting
sector. The targets and development of coal power capacity will be seen as a key
litmus test for the peaking target. China currently has approximately 130GW of
excess coal-ﬁred capacity, out of a total capacity of 1100 GW. In the absence of a
carbon price signal, we project that the lowest cost capacity mix for 2030 would
include 1020GW of coal, a small reduction from 2020. Stakeholders' expectations
for coal power in 2030 have been 1300 GW or higher, which imply a life-cycle loss
because of stranded assets over 2000 billion RMB. This issue requires the public
attention and deliberations of the whole society. Furthermore,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CO2 peaking target and the reasonable contribution of the power
sector, a capacity level of 680GW would be optimal in 2030. This goal requires
effective and additional carbon pricing, at the level of around 200 RMB per ton to
achieve in a standard absolute-cap ETS system. In China’s forthcoming “trad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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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ﬁciency standard” system, the price should be higher to achieve the targeted
emission.
●

To achieve China's non-fossil power target of 50% by 2030, the growth of wind
power and solar PV needs to be doubled in comparison to the average over the
past 10 years to achieve a share of more than 20% of all power generation by 2030.
To compensate for the large probability of deceleration of hydro and nuclear
power, 25% is a more robust ﬁgure.

●

Based on data analysis, the report makes policy recommendations for China’s
updated NDC, which includes a moratorium or ban of new coal-ﬁred power
plants; the launch of a policy agenda to phase out coal-ﬁred power plants, the
introduction of a carbon market ﬂoor price and strict intensity benchmarks. These
speciﬁc actions would help China to achieve peak emissions from the energy
sector sooner than 2030 and contribute to the overall carbon neutrality target.

●

Improved coordination on the level of implementing policies is needed to ensure
the success of collective actions. The climate policy think tank, national climate
strategy centre and its ministerial supervisor, China’s Ministry of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should be more visible and exert inﬂuence in the preparation
process of all kinds of FYP and sub-FYP in the energy domain. There is still room
to improve in terms of the harmonisation in the work layer and on the
operational iss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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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
内容

英文

解释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组织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

www.unfccc.int

国家自主贡献

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 NDC

巴黎协定的核心减排范式——各
个国家自主确定减排目标并集体
盘点与提升

五年规划

Five-year Plan, FYP

能源转型

Energy Transition

能源系统的结构变化，主要是可
再生能源对化石能源的替代，以
及其相关的技术、经济、政策与
政治问题

规划“两上两下”

Two “up- and down ﬂow” of
the plan system
harmonisation

规划一致性的纵向协调机制 ，在
中央与省级政府之间

降尺度

Downscaling

从总体（比如全球）约束推导个
体（比如某个部门或者国家）约
束的方式

最优电源结构

Optimal power mix

利用筛选曲线模型，不考虑历史
机组推导得到的对应于系统成本
最小化的电源结构

碳定价

Carbon pricing

对碳排放进行额外定价，理论上
有碳税与碳市场两种方式，它们
在一定条件下是等价的。

非化石能源

Non-fossil energy

在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各种可
再生能源+核电

非化石电力

Non-fossil electricity

可再生能源发电（主要是水电、
风电与光伏）+核电

减排责任分摊

Efforts-sharing approach

在全球共同目标（碳预算）下各
个国家的排放预算或者减排义务
份额

筛选曲线模型

Screening curve

根据不同发电技术的固定与可变
成本结构，来确定最优电力系统
容量结构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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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巴黎协定》与国际承诺下的中国气候
行动进展
1.1 气候变化问题与《巴黎协定》
气候变化来源于二氧化碳、甲烷等温室气体所产生的“温室效应”。温室气体排放在时空上具有均一
性。它们寿期很长，对于温升的影响具有累积性。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涉及到交通、制造、工业、农业与居
民生活的各个方面的技术、政策与范式的改变。相较人类已经基本解决的臭氧层空洞问题（主要协议是在
美苏冷战的背景下达成的），气候变化问题具有更加广泛性、复杂性和综合性的特征。
因此，气候变化问题是人类面临的一个重大和长期挑战，需要全世界范围的、长期的共同行动才能应

对。气候变化问题也被学者称为“从地狱来的问题”（Martin Weitzman, “the problem from hell”）1。

如果以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签署算起，对于气候变化的讨论、研究与政策实践
已经持续了30年。2018年，对气候变化问题进行综合评估模型（IAM）研究的耶鲁大学教授William
Nordhaus荣膺诺贝尔经济学奖，也彰显了这一问题的极端重要性。
2015年在法国巴黎气候缔约方大会（COP）通过的气候协定，首次将2100年前温升大概率地控制在2
度以内，并且努力实现1.5度写入了承诺，形成了历史性的集体共识。在实现集体目标的方式上，这次会议
也开启了气候变化国际治理“自下而上为主，辅以定期评估”的混合模式，不同于之前停滞不前的减排责任或
者排放空间分配谈判2。
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IPCC, 2014）的文献综述显示，要在本世纪末实现温升不超过2ºC的目标（对
应66%的概率），整个能源与生态系统的碳排放只有大约1000Gt当量的预算。这意味着如果全球碳排放在
近期不能明显减少，那么这一预算在不到20年内就要耗尽。而现存燃煤电厂如果正常退役，在其剩余的寿
期的排放就要占到2度目标碳预算的1/3以上。要实现2度目标，目前探明可采储量中，80%以上的煤炭、
50%的石油与40%以上的天然气，都需要永久地留在地壳中。
2018年10月发布的《IPCC全球升温1.5ºC特别报告》中指出，我们已经目睹了升温1ºC造成的后果，与
将全球变暖限制在2ºC相比，“限制在1.5ºC对人类和自然生态系统有明显的益处，同时还可确保社会更加可
持续和公平。但需要社会各方进行快速、深远和前所未有的变革”3。为实现1.5ºC的目标，全球各国需要完

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p6MjtpLrhE
2 当然，这一范式改变是好是坏是很有争议的。往往研究者与观察者都同意法国政府高超的外交技巧。但是对于它如何
在实质性起作用，认识差别很大。比如，有的学者认为，这种减排体系是“制度性搭便车”（Intuitionalising the
free-rid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with Dr. Nico Bauer, PIK, Germany, 05/2016。
3 http://www.ipcc.ch/pdf/session48/pr_181008_P48_spm_zh.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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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迅速、全方位的能源转型：2030年前，全球煤炭消费需至少减少2/3以上4；2050年前停止使用煤炭发
电，同时可再生能源供电比例提高到85%。
集体性目标的极端严格程度，使得能源部门脱碳具有显而易见的终点——尽快达峰、并实现迅速下降
，在20-30年内实现零排放，以至于借助负排放技术（比如生物质+碳捕获和封存CCS）进一步实现碳回
收。这构成了世界各国能源转型的共同约束。
2020年9月22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明确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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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碳中和长期愿景目前在习惯口径中界定为“二氧化碳净排放量降为零”6。

这一远期目标的正式确立，无疑将极大推动国际气候谈判进程，也意味着能源以及产业投资需要在近
期内开始深度转型。

1.2 国家自主贡献
中国是巴黎协定的186个缔约国与批准国之一。2015年6月30日，中国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应对气候变化
司代表政府向UNFCCC递交了名为《强化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国国家自主贡献》的文件7。
国家自主贡献是中国做出的国际承诺，它对中国2020-2030年期间的强化减缓和适应行动做出了安排
，具体目标包括：
●

二氧化碳排放在 2030 年左右达到峰值并争取尽早达峰。这一目标在2020年9月中国政府最
新表态中更新为“2030年前达峰”，称为“新达峰目标”。

●

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 2005 年下降 60%－65%；

●

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 20%左右；

●

森林蓄积量比 2005 年增加 45 亿立方米左右；

4
https://www.carbonbrief.org/analysis-why-coal-use-must-plummet-this-decade-to-keep-global-warmin
g -below-1-5c;
https://www.sciencealert.com/scientists-think-coal-had-reached-a-ﬁnancial-tipping-point-making-it-un
competitive-with-renewables
5 https://cn.chinadaily.com.cn/a/202009/23/WS5f6acb12a3101e7ce972605c.html
6 https://mp.weixin.qq.com/s/9ByfFyKXxytN9YiQ8wtcBw
7 http://www.scio.gov.cn/xwfbh/xwbfbh/wqfbh/33978/35364/xgzc35370/Document/1514539/1514539.htm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自主贡献与“十四五”电力规划

11

●

继续主动适应气候变化，在农业、林业、水资源等重点领域和城市、沿海、 生态脆弱地区形
成有效抵御气候变化风险的机制和能力，逐步完善预测预警和防灾减灾体系。

前三个目标集中体现了对能源系统总排放、排放强度以及能源结构中非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核电）
比重的要求。类似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会议承诺的指标。
2030年是否达峰，取决于2030年前的政策选择与经济技术动态，而验证排放是否的确达峰，只有在
2030年之后才能确切知道。人们可以就达峰的可能性以及节奏进行各种主观判断、模型模拟或者计量检验
，但是任何方法论都存在不确定性，严格意义上判断“达峰”与否只能在2030年之后。
尽管如此，我们仍旧可以就2030年达峰的可信度问题进行验证讨论。因为，达峰往往需要很多的前提
条件，但是可能造成不达峰的条件，只要有一个还是事实或者大概率上存在，那么达峰就缺乏可信度。
从解析性的等式视角，我们可以更好理解这个问题。
●

达峰的等价条件，是2030年之后的化石燃料（煤炭、石油、天然气）消费量相比之前，开始
下降。中国居民部门取暖炊事燃料的进化（如煤改气），意味着天然气的需求增长可能还要持
续；交通部门，特别是货运部门的油品消费，也具有较大的增长空间。从定性上讲，油品与天
然气消费不增长是很难的。因此，如果接近2030年左右，煤炭的消费（比如受新增煤电驱
动）还保持增长，那么达峰显然是困难的。

●

达峰的等价条件，是能源消费的增长率，要小于能源碳强度的下降率。显然，这对于能源增长
提出了总量与结构上的要求。

●

达峰的等价条件，是单位GDP碳排放强度的下降速度，要高于GDP增长率。经济体的能源碳
强度与产业结构是高度相关的（高耗能产业与高增加值产业的份额、服务业与重工业的占比
等）。而产业结构的变化往往是非常缓慢的。给定GDP的自然增长率（与资本、劳动力增
速、技术进步相关），达峰的要求给能源消费弹性系数8提出了要求。

8 反映能源消费增长速度与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之间比例关系的指标。它等于能源消费量年平均增长速度与国民经济年平
均增长速度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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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排放= 排放coal + 排放oil + 排放gas
碳排放= GDP * GDP碳排放强度
碳排放= 能源消费 * 能源碳强度

图 1-1 排放决定恒等式
碳排放强度与非化石能源目标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互相影响，但是也并不是完全决定的关系。非化石能
源比例越大，那么能源的碳强度就越低，从而影响GDP的碳排放强度。多位学者（Zhang &Bauer, 2013;
Wang & Zhang ,2016) 对GDP碳排放强度、能源消费弹性系数、能源碳排放强度、非化石能源比例的互
动进行了解析与情景分析。基本的认识在于：
在大部分情况下，实现非化石能源目标是其他目标的充分条件，也是难度最大的一个；这一结论稳健
的前提是煤炭在化石能源结构中的比重至少保持不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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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国家自主贡献执行进展
中国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主要关注在能源部门的排放强度与能源结构上。有研究（He Jiankun，

2019）测算指出“截至2018年底，中国GDP的碳强度已比2005年下降48%9，到2020年可下降50%以

上”。生态环境部最新新闻发布会显示10，2018与2019年，碳强度相对2005年分别下降45.8%与48.1%11。
在可再生能源方面，风电装机稳健上升，在2015-2020间年均新增20GW；太阳能光伏装机快速增加
大大超出了十三五规划确定的目标——2019年，光伏装机与风电已经不相上下，全国累计装机皆突破了
200GW。再加上核电，2019年底非化石能源已经占到总能源消费的15.7%，超过2020年15%的目标；非化
石电力在总发电量中的占比超过30%，其中主要是大水电，风光合计超过8.5%。作为比较，煤电在装机容
量与发电结构中的份额分别为53%与64%。
与此同时，中国碳排放占全球排放的比重在继续增加。普遍认为，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在2019年时的

已经占到世界总量的1/4甚至更多12。

表 1-1 主要社会经济能源指标
2005

2010

2015

2019

GDP (2005 不变价, 亿元)

185896

317682

463889

596778

电量需求(TWh)

2494

4194

5802

7325

能源总消费(万 tce)

261369

360648

429905

486000

GDP能源强度 (tce /万元)

1.41

1.14

0.93

0.81

GDP 碳排放强度 (t CO2 / 万元)

3.2

2.5

2.0

1.6

一次能源中非化石能源比重

7.4%

9.4%

12.1%

15.7%

非化石电力比重

18.0%

20.5%

26.7%

30.5%

风电和光伏在电力结构中发电量占比

0.0%

1.1%

3.9%

8.6%

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公报2019；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电力年鉴等。
9 http://www.chinanews.com/gn/2019/11-27/9018481.shtml一说为下降45.8%。
10http://www.mee.gov.cn/ywdt/hjnews/201911/t20191127_744374.shtml
11 基于煤炭、石油、天然气的默认排放因子，卓尔德的核算表明：2019年，中国能源部门的CO2排放已经超过96亿

吨。基于最新更新的GDP，2018年底CO2强度下降47.2%，2019年根据统计公报的初步数据下降49%。核算结果与官
方数据稍有不同，可能反映了能源数据的部分小幅调整，以及测算范围的略微不同。
12 https://climateactiontracker.org/countries/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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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就目前2019年的进展来看，中国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承诺的两大目标——GDP碳强度与
非化石能源比例，已经全部超额实现。2020年因疫情将变成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份，一些有关的统计数据可
能不会具有常态社会经济情况下的比较意义。一般认为2020年相比2019年更多的是按下了一个“暂停键”，
其形态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疫情暂时退去之后的下半年的额外经济政策以及人们的行为因素。关注下半
年，乃至季度与月度数据是更有意义的。
对于2020-2030年期间的发展目标与预期，在第4章聚焦煤电与风光发电时将进行分别讨论。特别需
要强调，中国2016年出台的《能源生产与消费革命战略（2016-2030）》文件中，确定了到2030年实现
50%非化石电力发电量占比的目标。
这一国内目标是比以上提及的任何国际承诺都要“紧”的能源转型目标。我们将分析它带给风电、光伏
发展节奏方面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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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中国五年规划体系与国际议程的协调
2.1 国民经济规划体系
中国曾经是一个计划经济国家。尽管经济管理体制在过去70年中经历了巨大转型，但是五年规划体系
保留了下来。五年规划主要是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远景规定⽬标和⽅向，对重⼤建设项⽬、⽣产⼒布
局、国民经济重要⽐例关系和社会事业等做出规划。迄今为止，中国已经实施了十三个五年规划。
在十二五规划（2010-2015年）期间，五年规划从经济发展规划发展为更综合更全面的经济和社会发
展规划，进一步演变为全面综合发展规划。
第十四个五年规划的编制工作已经于2019年底启动编制的，规划编制的重要依据是预期于2020年10月
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根据过去的经历，这将成为
能源与气候政策领域各项目标的“边界条件”。
特别的，2021年秋冬季，国务院或者生态环境部将印发《“十四五”应对气候变化规划》及其工作方案
，以及对工业、建筑、交通、能源行业的专项安排。相关工作正在生态环境部及其决策支撑机构开展。

图 2-1规划编制时间点——两个五年规划比较
来源：作者根据官方材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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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能源发展规划体系
中国能源规划经过多年发展，形成了“两级三类”的体系。“两级”就是中央和地方两级，“三类”就是总体
规划、专项规划和区域规划。这些规划之间的关系，特别是总体和专项之间都是相对而言的。
以能源规划、可再生能源规划为例，相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能源规
划是专项规划，相对电力、煤炭、可再生分领域的规划，能源规划又是能源领域的总体规划；可再生能源
规划相对于能源总体规划是专项规划，但是相对于水电、风电、太阳能、生物质能这些规划，可再生能源
规划又是总体规划。
最近的十三五能源规划体系，是22个国民经济重点专项规划之一，其是能源发展规划体系的总体规
划。整个能源发展规划体系还包括煤、油气、电力、可再生能源、科技、体制13等分类规划，水电、风
电、太阳能、核电、煤层气、生物质等专项规划（十三五期间，分类规划和专项规划共计十四个14），以
及各级地方政府制定的地方能源发展规划。在内容上，规划内容覆盖整个能源行业的规模、结构、布局、
影响、发展思路等各个方面。

表 2-1 十三五能源规划目标预期实现情况

来源：http://www.hydropower.org.cn/showNewsDetail.asp?nsId=27134 （A ：统计发布数据；B：计算数据）
备注：绿色——已经实现的目标；蓝色——预期2020年可以实现的目标；红色——无法实现的目标。

13 2019年12月，在2019年能源研究会年会上，国家能源局规划司司长李福龙讲话透露，十四五规划将有体制规划的分
类规划。

14 http://www.xinhuanet.com//energy/2017-01/06/c_112026074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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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电力规划编制
针对能源发展“十四五”规划，规划主管部门——国家能源局规划司15在2019年能源研究会年会上做了
介绍。

图 2-2 电力 “十四五”规划的组织及分工
来源：能源局《电力发展“十四五”规划工作方案》，2020

15 2019年12月，在2019年能源研究会年会上，国家能源局规划司司长李福龙讲话透露，十四五规划将有体制规划的分
类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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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能源规划体制中的分类规划之一，电力发展“十四五”规划覆盖电力部门的总量、结构、布局等内
容。2020年1月6日，能源局在京召开“十四五”电力规划工作启动会议16，部署了“十四五”电力规划研究及编
制工作。2020年2月17日，能源局综合司正式发布《电力发展“十四五”规划工作方案》。工作方案包括电力
发展“十四五”规划研究和编制工作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工作组织及分工、成果报送与审定等方面的内
容。其中，工作组织及分工如图2-2所示。

图 2-3 电力“十四五”规划的协调与衔接

按照这一不同主题的参与设想，参与电力整体与分类规划的政府部门与研究机构的工作时间表与工作
方案如下：

16 http://www.nea.gov.cn/2020-01/16/c_13870947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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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电力“十四五”规划工作时间线
来源：能源局《电力发展“十四五”规划工作方案》，2020

2.4 气候变化规划的进展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于2020年10月26-29日召开，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四个五年规划以及2035年远景做出“顶层设计”。在中国已经宣布2060年前碳中和目标的背景下，这次
会议形成了应对气候变化的短期安排与主要方向性目标，构成对2021年3月份出台的十四五规划纲要以及更
加细节的分类与专项规划的“边界条件”。
在此之后，作为专项规划的十四五气候变化规划将对这些已经确定的内容进行汇总、整合，形成最终
的规划文本，以及相关的各个行业、省份的具体实施工作方案。
2020年9月30日，生态环境部主管官员在《光明日报》发布文章17，披露气候变化规划的编制方案，
涉及十四五期间确定碳排放强度下降指标、排放达峰方案、推进碳市场建设、提高气候变化适应能力以及
社会认知等方面。在《巴黎协定》国际体系方面，文章提及“根据《巴黎协定》有关要求，组织编制落实国
家自主贡献进展报告和本世纪中叶长期温室气体低排放发展战略并按时提交”。
这方面的进展在随时发生。我们将继续保持关注，比如额外的碳排放绝对值目标，以及对气候减排自
主承诺的明确更新。

17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15/202009/t20200930_80150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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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协调国内与国际议程
从上文的分析可见，中国政府对电力各种分类与专项规划的组织体系安排，特别是纵向审查与横向分
工的协调方式是相对清晰但又复杂的。
在具体的组织管理上，政府管理部门往往是通过课题形式，为研究与智库机构提供财务支持，实现各
利益主体的积极参与。
比如电力规划，在操作层面是国家电力规划研究中心组织各单位参与18。而其他的专项规划，比如可
再生能源规划和电力体制改革方面的规划，由于涉及的利益相关方较少，彼此的“迭代”需要有限，往往是一
家牵头单位主导进行。可再生能源规划具体由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负责统筹19。截至2020年8月，可再

生能源规划文本已经通过纵向审查，基本上定稿。电力体制改革方面的规划由电力规划总院与发改委宏观
院能源研究所负责20。

要协调国内政策和国际议程，潜在的挑战包括：
●

如之前的各项规划，各项目标确定的价值标准，并不总是那么清晰的。规划编制者并没有解释
论证目标是如何及为何设定的。

●

中国气候政策的具体负责部门气候司在2018年从发改委转移到生态环境部，气候决策的支撑
机构气候战略与国际合作中心也随同转移。这可能会导致气候政策的要求不能及时地反应到能
源与电力规划的编制中，制约着环境与气候目标。具体来说，环境部门何时、以何种方式介入
规划编制，如何与能源与电力发展规划相协调，公开渠道对这些问题并未有正式安排21。环境
部门的参与仍倾向于放在2020年年底之后的一般性的“公开征求意见”环节。

从第三方研究与建言的视角，这种协调也是必要的校核与平衡，是规划编制的一致性与质量保证的需
要。

18 http://www.nea.gov.cn/2020-04/30/c_139021409.htm
19 http://zfxxgk.nea.gov.cn/2020-04/09/c_138978661.htm
20 http://www.nea.gov.cn/2020-07/23/c_139234104.htm
21 作为特例，一些非正式非约束性的工作层面的交流是存在的。比如

http://www.ncsc.org.cn/xwdt/zxxw/202007/t20200728_79143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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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世界中的中国：减排责任分担机制与
煤电约束
3.1 巴黎协定及其对全球减排目标的含义
实现巴黎协定是需要全球各国共同面对的艰巨任务，大体对应到21世纪中叶能源部门实现净零排放。
在历史上，实现2度目标对应的下降速率（超过7%）只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苏联解体的短暂几年中出
现过22。

图 3-1 确保气候安全的挑战前所未有
来源：Otto et al. (2020)

Roelfsema et al. (2020) 基于减排政策数据库和多模型情景比较分析显示，实现《巴黎协定》2度目
标的最优路径意味着：到2030年年碳排放量相比2010年减少约30％-60％；如果目前各国提交的国家自主

22 2020年发生的Covid-19疫情，可能会在客观上造成排放的大幅下降。但是，显然这一影响是短期、临时性的，并不
具有结构性减排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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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献(NDC)得到充分执行，2030年的减排量和最优减排路径相比仍差7-10 Gt二氧化碳当量（CO2eq）；
所有国家都需要加快实施可再生能源增长的政策，而提高能源效率在新兴国家和依赖矿物燃料的国家中尤
为重要。
到2023年之前的全球气候减排政策盘点将再次评估各国努力的共同效果。

3.2 世界中的中国：减排责任分担体系
为了充分应对气候变化，《巴黎协定》中设定的2度目标要求世界各国共同持续、广泛和深度脱碳。由
于温室气体所具有的累积性、同质性和全源性等特点，从现在开始至目标年，世界各国和各行业都需要行
动起来采取切实有效的减排措施。
自从巴黎协定签订以来，国际社会已对有关2°C和1.5°C温升控制目标下的各种情景开展了广泛和深入
的研究。其中也包括2度和1.5度目标下中国实现国家自主减排目标，以及其他情景的大量讨论。这些方案分
析了实现这些目标的可行性、社会经济成本、按行业减排的方法、关键技术的发展以及与其他发展目标的
协同等重要方面。
如何设定中国的排放预算，涉及到主观判断以及各种价值标准。这些价值标准应包括对排放权的分配
或者对减排义务的分配 (Lyer et al., 2017)。这种分配可能是明确的或者是隐性的。比如，基于相同效率原
则，力图实现各个地区减排成本一致的减排方案，就是一种隐性的分配方案。我们需要强调，减排发生的
地区，不一定应该是承担减排成本的地区。另外也有一些比较典型的显性分配方案，例如基于历史责任的
累积人均排放相同、GDP产出贡献相同、努力程度可比（以减排成本衡量）等。
由于在降尺度的某些环节涉及到减排责任分配的价值标准，因此这一过程不能完全以定量解析的方式
进行推导。这一过程可能是有争议的、基于规范标准的（normative）或主观的。例如，如何将抽象的公
平与公正原则阐释为定量的减排责任分配标准，会对这一过程产生较大影响。IPCC报告(2014)总结了各种
分配体系所采用的原则，其中包括相同责任、相同能力、平等和相同成本效益等方面。该报告由此得出的
亚洲（主体是中国）的“排放空间” 处在很大区间范围内。在另外一些分配原则下 (Höhne et al., 2014)，1.5
度情景下的碳预算大大减少。
Molina et al. (2020)的模拟显示，如果中国能够积极行动减排，那么中国将很可能引领其他国家积极
行动，亦有可能促成积极的共同减排协议。为了从风险管理的角度得出中国电力行业的“约束”，我们自上而
下进行推导。也就是说，我们从长期目标降尺度到年度路径，从世界降尺度到中国，从整个经济降尺度到
单一电力部门。通过这一过程，我们最终建立名为“协调的2020-2030年中国煤电路径”（Compatible
China Coal Power Pathways 2020-2030）作为煤电发展的约束。
考虑到这些复杂的因素，我们将尽量明确假设条件，并具有可控制的复杂度。对于不同国家和行业之
间基于各种价值标准的减排责任分配的模拟则不在本文讨论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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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从世界总体目标降尺度到电力行业目标

在降尺度过程的五个步骤中，前两步有很多基于大规模综合评估模型（IAM）的全球尺度研究。其中
，大多数研究均包含某种价值标准，例如“最大经济效率”和“最佳时间路径”，以及许多特定设置，例如是否
允许超出路径（overshooting）23，是否使用碳捕获与封存技术CCS以及普及到何种程度等。因此直接绝
对值结果比较通常没有意义。在本研究中我们选择一种基于IPCC AR5数据库的代表性的排放轨迹，来自
Rogelj et al. (2020)24。

23 超出路径(Overshoot pathways)：相关参数暂时超出长期目标的排放、浓度或温度路径。

https://www.ipcc.ch/site/assets/uploads/2019/03/AR5_SYR_Glossary_zh.pdf

24 https://iiasa.ac.at/web/home/research/researchPrograms/Energy/IPCC_AR5_Databas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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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世界与中国碳排放预算, 2018-2100
来源：全球预算，Rogelj et al., (2019)；中国约束，本报告设定。

从图 3-2中第2步到第3步，也就是如何阐释关于公平（equity）、公正（fairness）和共同但有区别
的责任等原则，在政治上是敏感的。即使在过往的气候谈判讨论中，这一点也难以达成共识。我们尤其需
要针对这种减排责任分担机制进行明确的讨论，否则容易对公众以及智库组织等产生误导。
关于中国的国际承诺和同行压力，存在三个问题：
●

中国是否在2030年之前实现“峰值排放”？

●

中国的排放份额在从2010年的不到20％跃升至近年来的超过1/4之后，这一数字是否进一步增加？

●

中国能否在2030年达峰后迅速降低排放以便与2度目标轨迹保持协调，并逐步实现2060年碳中和
的承诺？

截止到2019年，我们的初步测算显示，中国年度化石能源CO2排放量大约占全球的26%。按照我们的
设定，中国在任何时间点上，均不宜超过世界排放总量的30％（而不仅仅是2060年一个单一时点）。这一
主观设定有助于回答上面三个问题。这是一个不能由科学理由证明，而需要政治判断与社会审慎讨论的命
题（Edenhofer and Kowarsch, 2015）。按此设定，在66%概率实现2度目标的情况下，中国在
2020-2100年和2020-2030年的二氧化碳预算分别为493 Gt和125 Gt。
如果中国沿着这样的一条可行路径在2060年前实现了碳中和（包括可能的碳汇以及碳配额交易）的承
诺，那么无疑中国将引领世界的气候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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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代表性的能源减排轨迹——世界与中国
来源：化石能源的二氧化碳排放数据来自
https://www.carbonbrief.org/analysis-global-fossil-fuel-emissions-up-zero-point-six-per-cent-in-2019-dueto-china

3.3 煤电发展气候考量：基于有效率减排
基于以上分析给出的预算设置和气候变化背景，现在我们来讨论下个十年（2020-2030）中国电力行
业的发展情形。类似的方法论也在Kaufman et al., (2020)的研究中使用过。这种轨迹作为规范性设置，作
为后续章节中讨论的基础。
电力部门占所有部门的排放份额往往超过40%，并具有多种低碳或零碳技术选择（Ang and Su，
2016）。尤其是风能和太阳能发电，其成本竞争力越来越高。相比交通与建筑部门，电力部门往往是减排
成本更低的。考虑到中国已经确定了2060年实现前碳中和的目标，即使考虑到一些减排特别困难部门（比
如分散但是长寿命的建筑和部分化工工业）通过碳抵消（offset）的方式实现碳中和，电力部门也需要尽快
实现零排放。特别是煤电，在经济合算的减排体系下，应该更加快速地下降，到本世纪中叶实现煤电全部
淘汰是实现零排放的一个必要（仍不充分）的前提。
当然，快速下降中的“快速”无疑可以从一个连续的速度区间中取值。在本研究中，我们设定从受疫情
影响的2020年达到峰值，到2050年实现零排放的“线性下降”减排路径。在此设定下，到2030年，煤电部
门的排放需要控制在2.5 Gt CO2左右，才能为实现2050年零排放以及更远的碳中和目标奠定可行性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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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碳排放约束设置
2000 2010

2019

2020

2025

2030

2050

2070

2100

2.1 度全球情景碳排放 (Billion
tone)

-

40.0

-

39.4

39.6

39.8

33.3

12.8

-7.4

中国化石燃料碳排放(Billion
tone)

3.4

8.2

10.3

9.8

11.4

11.0

6.6

0.9

-3.6

电力部门煤电排放 (Billion
tone)

1.2

3.2

4.0

3.7

3.1

2.5

0.0

0.0

0.0

煤电排放占化石燃料排放份额

36%

39%

39%

38%

27%

22%

0%

-

-

来源：中国排放历史数据来自
https://www.carbonbrief.org/analysis-global-fossil-fuel-emissions-up-zero-point-six-per-cent-in-2019-dueto-china;https://www.carbonbrief.org/in-depth-bp-data-reveals-clean-electricity-matched-coal-for-the-ﬁr
st-time-in-2019
2.1度气候目标排放预算下的典型轨迹，Rogelj et al. (2019b)；
电力部门煤炭发电历史排放：作者计算与Zhang and Qin (2016)。

图 3-5 煤电排放下降轨迹设定（2020-2050）
来源：电力部门煤电历史排放：作者基于Zhang and Qin (2016)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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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聚焦可再生能源与煤电
4.1 实现2030年50%非化石电力目标的可再生能源发展节奏
2015年中国提交气候NDC之后，2016年中国又出台了一个名为《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战略（
2016—2030）》的官方文件。它确定了一个“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全部发电量的比重力争达到
50%”的目标。从目前占据32%的比重上升到50%，无疑非化石电力需要比传统能源增长更快。
特别需要考虑的是，核电与大水电在中国面临着各种不可避免的放缓因素。核电的安全成本日益高昂
，固定投资巨大，厂址选择困难等，其实际进度一直严重低于日本福岛核事故发生之前投资者的预期；水
电的投资成本上升也很快，水电便宜的印象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再成立。特别是剩余的水电资源都在地理
位置偏远的地区，其有效利用需要大规模的输电投资成本，因此本身代表的经济价值很低。
这种情况下，要实现非化石电力50%的目标，风电与光伏需要更进一步的提速。Zhang et al. (2018)
的评估显示，50%的非化石电力目标是一个比气候NDC中各种目标都高得多的目标。
从风电光伏过去10年的发展节奏来看， 2020-2030年其增长速度至少需要翻番。年新增装机接近
100GW，在发电结构中占据20%-25%的份额。这样，才可能在不确定的环境中大概率实现2030年50%非
化石电力的目标。这是一个非常高的目标，其实现的雄心大于其它目标。

图 4-1气候NDC目标与国内的50%非化石电力目标
来源：基于Zhang, et al. (2018) 修改，更新补充2018 -2019年的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中电联快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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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煤电过剩——一个长期的问题
煤电在中国电力系统的历史与现实中仍拥有不同寻常的地位，被业界称为“压舱石”和“稳定器”25。这种

“劳模化、与零投入做比较”的说法虽不具有必然性与合理性26，但是客观上体现了中国目前能源行业的结
构、管理体系与思维方式的现状。

截止2019年底，煤电超过1000GW，占据总装机的50%以上。2016年-2019年期间，年均新增35GW
，目前仍存在相当数量的在建与规划项目。由于煤电产能过剩，“十三五”期间，煤电机组平均年小时数只有
4200小时，而“十二五”期间在5000小时。当前，煤电的容量加权平均年龄约15岁。相比较30-60年的技术
寿命，这些煤电机组还在青壮年时期，这就意味着巨大的二氧化碳排放锁定在剩余的运行寿命中。
过去很长时间——特别是2015年电力过剩日益严重以来，我们的煤电建设一直处在“控制”的节奏下，
广大省份与电厂业主穷尽理由，希望获得项目审批与建设核准。与此同时，尽管煤电装机过剩已经是明显
的事实，煤电装机容量仍然高速增长，一年新增容量远大于英国或者德国的总煤电装机量。
很多时候，人们谈及是不是要建设煤电习惯从供需平衡的视角出发，从年的尺度分析看需求能否得到
充分的满足。事实上，电力系统实时平衡、存储困难的特点，使得这个系统不同机组具有不同的角色，固
定成本大，流动成本低的电源（比如可再生、核电）承担基荷，而一些固定成本小，流动成本大的电源
（比如天然气单循环、飞轮储能）承担峰荷。不同机组的角色不同，决定了系统需要多元化的最优结构。
在这个最优结构下煤电的过剩程度，才是“实际上”的煤电过剩程度。这个过剩程度，要比按照供需平衡估算
的煤电过剩要严重的多。
基于系统成本最小化的价值标准，中国电力结构存在长期性的扭曲——煤电占比过多，而一些轻资
产、更加灵活的机组过少。此外，随着可再生能源进入系统份额的增加，煤电等化石能源的利用率水平都
随着剩余负荷曲线的变化而减少（Ueckerdt, 2015）。这意味着在系统成本最小化的要求下，资本密集型
的发电类型将因为资本摊薄的机会逐渐减少而逐渐失去竞争力。这也体现在最优结构中：即使负荷在增加
，但是随着风电、太阳能份额的增加，需要增加的煤电份额是越来越少的。
如果目前的煤电份额已经超出了最优份额，那么需要减少的程度更多。这可以通过剩余负荷曲线(总负
荷减去需要优先调度的可再生能源, Residual Load Duration Curve)与Screening Curve的结合来推算。
基于这一方法论27，我们基于典型的8760小时负荷曲线，以及2019/2020年的电源结构、技术经济参
数进行了匡算。在缺乏碳定价的前提下，目前煤电过多量级大约在130GW，约占整个煤电装机容量的12%
。
由于电力需求的增长，煤电的需求有望相应增加。但是与此同时，风电与光伏的份额从目前的9%上升
到20%-25%，也会极大的缩减煤电在最优份额中的角色，即使是在没有显性碳价的情况下。到2030年，煤
25 https://www.china5e.com/news/news-1062879-1.html。
26 人们用电并不是免费的，是交易行为。煤电已经获得了收益。并且从建设新机组的激励来看，这种收益是足够补偿
全成本的，不存在额外奖励的必要。

27 本报告在附录A给出了本报告使用的方法论框架与关键的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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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只需要保持在1020GW的水平，与目前整个系统中的主要利益相关方28的预期——1300GW甚至更高
——差别在280GW。如果没有额外的限制政策，这一量级的煤电过剩，必然压低整个行业的资产收益率水
平。这是资产搁置问题，它的量级在2万亿人民币以上。

图 4-2无碳税情况下最优结构下的煤电2020-2030
这1020GW的煤电装机，是基于没有碳定价，以及电力部门需求增长与负荷特性情况下的结果，它仍
旧需要定价机制的改革以及经济调度原则的采用（会造成部分低效率机组提前退役）。
接下来的问题是，它与我们在第3章设定的到2030年实现电力部门2.5Gt CO2排放限值的目标是否协
调。从发电量来看，1020GW煤电的发电量达到4930 TWh，年等效小时数在4200小时。如果到2030年
，发电煤耗整体平均在300 gce/kWh（相当于41%的热效率），那么其煤电排放在3.6 GtCO2。由于相比
当前提升的利用率，其排放量相比2019-2020年的情况几乎没有减少。
很显然，要实现中国在世界中的减排责任分担目标，煤炭装机的总量还是过多的，必须通过额外的政
策手段——比如碳定价进一步降低其在发电中的份额。
我们进一步通过筛选曲线模型(Screening Curve)模拟存在碳定价情况下，如何实现煤电排放2.5 Gt限
额的问题。结果显示，在征收28美元碳价（约相当于200元/吨）的情况下，煤电在结构中的最优份额进一
步下降到680GW，此时其排放量约等于2.5GtCO2，能够实现第三章设定的2030的电力部门碳排放约束
条件。因此，我们建议，在目前的各项政策基础上，通过市场设计在即将运行的碳市场中实现这一价格。

28 具体见主要利益相关方立场的汇总：

https://www.carbonbrief.org/analysis-will-china-build-hundreds-of-new-coal-plants-in-the-202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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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通过碳定价进一步实现煤电排放约束

4.3 对更新2030年国家自主贡献的建议
2023年前，国际社会将就增强减排目标进行盘点讨论。这是一个提高减排雄心的时间窗口。同时也可
以为中长期减排努力以及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奠定可行性基础。
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对中国2030年国家具体自主贡献方案的更新提出以下参考建议：
●

停止新建煤电项目

基于煤电目前在系统成本最小化意义上已经严重过剩，且随着风电光伏不断提升份额，以及未来出台
的碳交易定价将进一步过剩。停止新建煤电项目已经是公共、企业与社会视角的“保险阀”与最低要求，以避
免出现最坏的情况——资产的提前退役。
公共视角上，煤电的寿命长达30-60年。因此目前如果新建煤电，那么受整体碳中和目标的约束，它
必然运行不到寿期结束，产生提前退役（premature retirement）问题。
企业视角，这种提前退役，是最严重的资产搁置情况（stranded），意味着资产价格的减计。这部分
负担不大可能全部由相应的企业承担，它们具有充足的动机与能力去影响政策的力度与可信性。因此，从
政治经济学视角，若不立即停止新建煤电项目，未来出台一个足够有强度的减排政策可能就会因煤电企业
的政治影响力而更加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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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视角，新建煤电也无疑发出了长期目标可信度的错误信号。极可能发生的提前退役、收益率下降
和不同程度的资产搁置也是整体国民经济财富的损失。
如果现在还在建新的煤电厂以及其他长寿命的化石燃料基础设施，那么就不可能同时确保2060年目标
实现与煤电资产充分利用。也就是说：继续新建煤电意味着，必须接受资产的部分搁置（利润大幅低于社
会平均回报，直至为零甚至是负的），乃至部分资产的提前关停。
●

提速风电与光伏发展，以实现既定国内目标

相比未经充分商业验证的各种碳捕获与回收（CCS）技术以及其他低碳或者零碳技术，加快风电与光
伏发展节奏，是为数不多近期可选择的实现2030年目标的可行方案。与此同时，这一提速要求也具有市场
规模和投资方面的可行性。
市场规模上，过去5年，中国风电产业年均新增并网装机在20GW左右，而实际企业产能利用扩张背景
下，存在产能过剩隐忧；光伏行业产能大幅高于市场需求，以至于设备制造商纷纷成为了开发业主。在短
期内提升市场规模，对制造业的产能利用率提升也是个推动。
电网基础设施上，可再生能源发电的波动性和间歇性被认为是长期困扰行业的发展的瓶颈之一。但这
并不应该构成电网拒绝可再生能源发电的理由。因为发展可再生能源从来不是为了系统平衡目的，而是减
排；另外，电网的角色即是处理各种波动与不确定性，问题的关键在于处理的方式是否效益大过成本，以
及是否是成本最低选项。目前电力系统的“具备消纳条件”认定的工作范式需要更清晰地界定流程。
投资方面，新冠疫情之后政府出台了经济刺激计划。这些货币与财政资金需要合适的投资渠道去启动
疫情后的经济，发挥大的杠杆作用，以助力长期可持续发展。风电光伏行业是两个合适的选项。
●

启动煤电逐渐退出的政策和方案讨论，特别是有关人员就业与安置以及国有资产处置等方面的
事项，以促进公平转型

企业亏损并不是需要救助的充分理由。在后疫情时代，需要把握”救助人而不救助企业”的基本原则。
企业由于市场原因破产消失是竞争的结果，完全可以接受。直接救助企业职工，往往也比救企业成本更
低。要保证这一过程是可管理的，必须透明公开地讨论这一不可回避的问题，以及未雨绸缪做出相应的处
置方案与资金安排。
煤电的退出是个必须要做的事情，但是也必须确保这一过程是可管理的且公平的。这种公平的意义是
在个体人的意义上，而不是企业层面。煤电内部需要竞争起来，但企业不能承受竞争的后果（比如严重亏
损）时，社会政策应当介入，而能源政策应当避免介入以防扭曲市场。否则，这是社会消费者的损失。
●

设定碳市场地板价以反映碳排放的外部成本

根据对目前碳市场规则的理解，碳价格带来的“影子”负担，大部分通过与产出成正比的免费配额得以
消化，从而电价不再明显上涨，而企业的碳负担也远远没有碳价格显示的大。如果不允许配额的跨期使用
，基于高的指标发放配额，以及单部门有限的减排选择，碳价是相对宽幅度波动与不稳定的，取决于企业
减排成本与对超排罚款水平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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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存在避免价格波动剧烈的政策目标取向，建议直接设定市场价格上下限而保持市场的稳定，而不
是其他间接的政策设计。这类似中央银行通过货币数量工具设定市场利率的操作，亦类似美联储通过买卖
政府债券等公开市场操作来影响货币利率。这么做的好处是，价格上限（price cap）可以通过注入配额
（某个价格触发）实现，而价格下限可以通过底价拍卖或者注销配额实现，并不严重扭曲市场其他方面的
表现。这将给交易参与者明确的预期，消除因碳价预期不确定而产生的额外履约成本（Aldy and
Armitage, 2020）。在操作层面，也有明确的政策工具可以实现这种设计。
●

为2030-2060年间的排放下降设定中期目标，并制定政策工具路线图

在确保煤炭消费明显下降的情况下，2030年（前）排放达峰将是一个相对可以实现的目标。但另一个
关键问题是在达峰之后的30年如何实现排放的快速下降。这对于能源、交通、工业、建筑、农业无疑都具
有很强的转型含义。这种转型需要科学地制定政策工具路线图，以建立激励社会各个主体的政策信号，而
非来自政策制定者主观的一厢情愿。好的集体目标，亦需要合适的政策工具去确保实现。
要使得后期（比如2045年后）的减排难度不至于过大，建议设定2030-2040年的某个中期目标——
比如对应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2035年目标。这一中期目标也可以着重强调某些部门必须率先实现目标
的要求，比如煤电以及部分高耗能部门或者地区；或者也可以设立某个间接目标，比如碳排放总量年均下
降3%-4%等。
这些中期目标值得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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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总结与建议
5.1 实现具有力度的2030年国家自主贡献
可再生能源的增长，需要进一步提速。长期的确定性政策信号对于正确的投资至关重要。中国的风电
与光伏制造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并且具有足够的国际竞争力。这一产业也已成为世界可再生能源技
术制造的低成本中心，并且提供了大量稳定的绿色就业机会。发出可再生能源装机节奏至少加倍的政策信
号，可以帮助制造与发电行业的正确投资决策，也是实现既定国内非化石电力目标的需求。
煤电需要非线性加速退出，才能实现排放的线性下降。这是一个风险管理与不确定性的视角。如果
2020年之后还继续投资新建煤电机组，那么这些机组一旦建成，则有可能因搁置，利用率下降，造成投资
浪费，而更大的可能是因为其极强的政治游说能力，这些煤电将继续保有可观的利用水平与市场份额并增
加排放，从而使得排放尽快达峰的承诺难以达成，也造成到2060年前的资产提前退役问题。在没有碳税的
情景下，电力系统2030年的最优份额是1020GW。从而若要满足排放约束，这一容量需要进一步下降到
680GW。否则，这意味着2030年后煤电行业因为资产收益率下降，导致超过2万亿的损失。
转型必须是公平的，必须确保其可管理性。需要从现在开始，关注煤电退出给整个煤炭、煤电产业链
造成的影响。特别是上游的煤炭产业往往分布在中国经济不发达、产业单一、就业冗余突出的地区。如何
确保这种转型过程中的就业与社会保障，是煤电退出过程中一个重要的问题，也需要社会政策的及时介
入。需要额外强调的是，在此过程中，不能用能源政策去实现社会目标。
设定碳市场地板价，利用碳市场加速煤电淘汰和电力部门脱碳。碳定价被经济学家广泛的认为是最有
效率的碳减排工具。中国也即将开始全国碳市场的实际上线运行。为了提速煤电部门的淘汰计划，使得电
力部门更大程度贡献总体排放的有效降低，制定碳市场地板价，并随着时间提高到2030年200元/吨左右是
必要的。
为实现碳中和长期愿景，需要制定短期、中期目标和政策工具路线图。衡量长期愿景价值的方法是看
它如何在短期内，比如未来五年（即第十四个五年计划）或十年（2030年之前）改变政策与行动。需要从
现在开始执行严格的减排政策与措施，为远期目标奠定坚实的基础。如果减排从2020年推迟到2030年才
开始，那往往意味着到后期（2045-2060）超过年25%的减排速率（图5-1），这在现实中无疑将降低目标
的实现可能性。基于最终减排目标，这也往往是经济上最有效率的选择，即所谓最优时间路径（
Aboumahboub et al., 2014)。
过去的诸多研究与分析（比如情景模拟）证实了不同技术的未来角色，但是这些技术并不是自我实现
的。需要不同经济思想范式下的政策工具的设计，比如基于新古典碳定价弥补市场失灵、熊彼特创新与企
业家精神、凯恩斯绿色投资与经济刺激以及生态文明“两山”理论等。需要避免“层层摊派”抓壮丁（特别是在
省级层面以下）完成既定目标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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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 不同减排轨迹的区别示意图（2020-2060）

5.2 工作层面与操作性建议
明确将国家自主贡献的新方案纳入十四五能源与电力规划。目前，能源系统的各种分类与专业规划基
本在能源管理机构与智库开展。涉及显性气候约束的国家气候战略中心以及其上级主管部门——国家生态
环境部在十四五能源与电力规划中的参与需要更明确的政府部门协调机制，以使得生态环境部可以发挥影
响，避免出现不协调或者工作进度不匹配的问题。
明确2030年前更有力度的行动计划，以及2030-2060年间的中期目标以及路线图。2060年碳中和的
长期目标具有丰富的短期投资与转型含义。明确2030年前的行动计划，助力煤电减量目标尽早实现是实现
达峰目标的前提。进一步来说，制定2030-2060年的长期零碳经济体路线图，并通过设定中间年份目标或
里程碑，可以提高实现长远目标的可信性与降低后期实现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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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1. 方法论框架
基于政府规划，与主要利益相关方关于电力需求增长、可再生能源发展等预期，我们内生模拟
2020-2030年经济、能源、环境的可能前景。
首先我们对2030年中国如何实现50%非化石电力目标进行了光伏与风电发展节奏的模拟，给出其政策
驱动（policy-driven）的发展装机增长；
基于预期的电力需求增长，给出剩余负荷曲线（RLDC）；
根据各种化石能源发电技术的技术经济参数，利用Screening Curve给出最优的化石电源（从而整体
电源）结构。
基于这一最优结构，测算整个体系的排放、电价水平、可再生能源的市场价值等指标。比较可再生能
源的价值以及我们对可再生能源成本下降的预期，得出是否可再生能源还将继续需要补贴以不断持续进入
市场的含义。
根据这一排放水平，与中国在第3章推导的“世界中的中国电力部门”的排放预算进行比较，得出政策含
义。
进一步，提出碳定价的建议，重新模拟碳税下的最优系统结构，以使得煤电行业的发展与排放约束设
定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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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十四五规划与中国国家自主贡献方案分析整体框架

A2. 2030年关键指标与参数化
2019

2025

2030

GDP (2005 不变价, 亿元)

596778

798623

925823

电量需求(TWh)

7325

8424

8740

能源总消费(万 tce)

486000

-

524700

GDP能源强度 (tce /万元)

0.81

-

0.57

GDP 碳排放强度 (t CO2 / 万元)

1.62

-

0.99

一次能源中非化石能源比重

15.7%

0.0%

25%

非化石电力比重

30.5%

38.5%

50%

风电和光伏在电力结构中占比

8.6%

15.9%

25%

电力系统最大负荷（100 GW）

11

14.43

1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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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化石能源发电技术经济参数（2030年）
投资成本

燃料成本

CO2含量

(RMB/KW)

新机组效率

(kg/kgce)

负荷切除

0

6000 RMB （VOLL）

0

100%

煤电

5200

700 RMB/tce

2.80

41%

天然气联合循环

3900

2 RMB/m3

1.56

65%

天然气单循环

3300

2 RMB/m3

1.56

45%

说明：中国的煤电单位千瓦投资成本大大低于发达国家水平（50%甚至更多）。
这里考虑较高的投资水平，以反映煤电超低排放标准采用（2017年）后的影响。
VOLL – Value of Lost Load，负荷切除的损失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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