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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报告只考虑作用于能源供应商的强制性节能机制。然而，其他实体也可以作为承担义务的主体。关于确定最佳的EEO承担主体应该考虑的问题的讨论，请参看：Neme, C., 

Gottstein, M., and Hamilton, B. (2012). Residential Efficiency Retrofits: A Roadmap for the Future. Montpelier, Vermont, The Regulatory Assistance Project. Available at: 

www.raponline.org/document/download/id/9185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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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目标                    

法律权威性                    

部门和设施覆
盖范围

设置节能指标

分项指标和组
合要求

义务承担主体

保证节能义务
的完成

绩效激励措施

处罚

符合规定的节
能量

符合规定的节
能措施

测量、验证及
报告制度

节能量交易制
度

经费来源

减少电力消耗，降低成本；完善

国家的碳排放交易制度；降低发

电和网络扩容成本

立法和规章制度相结合

住宅、商业和工业部门，所有设

施

从2009年占总售电量的0.4％逐步

提高到2014年的4.0％

无

电力零售商; 直接向用户供电的

发电厂，直接从批发市场购买电

力的用户

上交节能证书

无

2012年每差一吨CO2当量减排量罚

款24.86澳元，每年按通胀率作适

当调整

事先审批的能效项目产生的节能

量，认可的非义务主体也可以实

施能效项目

预先审批的能达到认定节能量的

措施，还要有根据不同项目评估

节能措施的方法

对节能项目进行随机抽查

能效证书的公开交易

承付节能义务各方的成本打入企

业经营成本

提高住宅能效，减少温室气体

排放；帮助用户应对能源价格

上涨；减少用户的能源支出

立法、行政规章和部门法令的

有机结合

居民住宅

设置二氧化碳年度减排量（吨

当量）指标逐年递增

设置中低收入家庭的能源审计数

在南澳大利亚州注册的拥有

5000或以上居民用户的电力

公司或天然气公司零售商

开展节能活动，完成减排指标

和节能审计指标

无

每差一吨CO2当量减排量罚款

70澳元，每次未通过能效审计

罚款500澳元

由承担义务的能源零售商或代

表该企业开展能效项目所产生

的节能量

预先审批的能达到认定节能量

的措施，随着时间不断补充有

效的节能措施

审计能源零售企业的经营是否

符合REES义务

节能证书在义务企业之间有限

转让

收取每个客户的费用含在规定

的价格中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鼓励提高电

力和燃气的利用效率；鼓励能源

服务领域的投资，增加就业，促

进技术开发

立法和规章制度相结合

居民住宅，商业和其他非居民

用户

从2009年至2011年每年减排240

万吨当量二氧化碳；从2012年

至2014年每年减排540万吨当量

二氧化碳

无

维多利亚州拥有5,000或以上用

户的电力和天燃气零售企业,以

及从指定来源购买电力或燃气

的零售商

上交节能证书

无

2010年每差一吨CO2当量减排量

罚款40澳元，每年按通胀率作

适当调整

安装预审批的节能产品中产生的

节电量;认可的非义务承担企业

也可以安装节能产品

预先审批的能达到认定节能量的

产品，随着时间不断补充有效的

节能产品

审查节能产品安装记录

能效证书的公开交易

承付义务各方的成本打入企业经

营成本

设计参数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         澳大利亚–南澳州         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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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参数                丹麦                        法国                      意大利

政策目标                    

法律权威性                    

能源种类

部门和设施覆
盖范围

设置节能指标

分项指标和组
合要求

义务承担主体

处罚

保证节能义务
的完成

绩效激励措施

符合规定的节
能量

符合规定的节
能措施

测量、验证及
报告制度

节能量交易制
度

资金保障

2012年减少能源消费总量的2%，

到2020年降低4％

由义务承担各方在法律框架内达

成自愿协议

电力，天然气，小区供热，取暖

燃油

住宅，公共、私营企业，能源密

集行业的最终用户

2006-2009年为2.95 PJ（能源消

费的0.7％），2010-2012年为6.1 

PJ（占能源消费量的1.2％）

无

配电企业，天然气，集中供热，

取暖用油的分销商

每差一千瓦小时罚款0.1欧元；配

电企业有可能面临注销登记证书

的处罚

节能量必须有据可查，并必须能

由某个独立第三方机构加以核实

对更长期的能效措施调整权重因

子

分销企业必须聘请第三方机构来

实现节能，可以是企业本身经营

的能源种类，也可以是其它能源

种类，但不包括交通燃料

符合要求的节能措施有很多种，包

括能源审计，有针对性的信息，对

节能电器和设备的补贴;也包括小

规模可再生能源

能源经销企业核实和报告节能量,

可以计算或认可的节能量

节能量只能在承担义务的能源销

售企业之间交易

通过定价收回成本

挖掘所有可能的能效潜力

法律和法规相结合

所有的燃料，包括集中供

热，制冷和运输燃料

住宅及商业楼宇，制造业，电

网产业，交通，农业

2006年7月至2009年6月总节电

54TWh, 2011年1月至2013年12

月总节电345TWh 

节约交通燃料累积量90 TWh 

向最终消费者出售各种燃料的

能源零售企业

根据项目周期结算，每差1千

瓦小时罚款0.02欧元。

交回能效证书;允许长达9年的

证书储蓄

无

节能量可以来自承担义务的企

业，地方政府，以及社会住房

房主

包括标准化和非标准化的措

施，加上对扶持燃料不足，

教育，或创新计划的项目

标准化措施实现的认定的节能

量；其他需要由监管部门批准

节能证书的店头市场交易

可能通过定价收回成本,但需

要获得批准

将节能作为提高终端能源利用

效率的主要驱动力

法律和部门规章制度相结合

电力和天然气

所有部门，包括交通运输，以

及包括小型热电联产和光伏发

电的所有终端用户

2008年累计节能220万吨石油

当量，2012年累计节能增加至

600万吨石油当量

无

电力和天然气分销企业

根据个案逐案评估，罚款额度

从2.5万欧元到1.55亿欧元不等

交回能源效率证书;如实现了

60％以上的指标，罚款前允许

有1年的宽限期

根据取得的节能量，给予5%的

溢价

节能量可以来自承担义务的配

电企业,以及合格的能源服务

企业

事先审批能达到认定节能量的

措施清单，以及其他根据个案

审批的节能措施

认定节能量的措施，一部分为

现场测量，也可以是经事先审

批的措施

通过店头市场或现金市场交易

节能证书

通过价格比例收回一定成本，

交通燃料不允许参与成本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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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参数                韩国                        波兰                       英国

政策目标                    

法律权威性                    

能源种类

部门和设施覆
盖范围

设置节能指标

分项指标和组
合要求

义务承担主体

处罚

保证节能义务
的完成

绩效激励措施

符合规定的节
能量

符合规定的节
能措施

测量、验证及
报告制度

节能量交易制
度

资金保障

对生产，转换，运输，储存，和

能源利用环节提高能效

法律和法规相结合

电力,天然气和小区供热

商业，工业，教育，住宅客户

无

无

能源公司

无

能源公司必须制定一份需求侧管

理计划，并向政府部门报告计划

执行结果

无

由能源公用事业，能源服务公司

和节能设备供应商的节能项目实

现的节能量

不需要事先审批，提高能源效率或

负荷管理措施

由一个独立的第三方核查实际节

能量

无

通过收取电费，从天然气和供热公

司的收入中获得资金收回成本

在所有公共部门推动节能

法律和法规相结合

电力,天然气和小区供热

终端用户，义务承担企业自身

节约的能源，减少电网损耗

到2016年实现节能53,452 GWh

80％的节能证书颁发给最终用

户的节能措施

电力，天然气，小区供热公司

和经纪人

对不完成任务的企业最高可

罚款200万欧元

上交节能证书

无

经年度竞拍选择能效项目所取

得的节能量

政府部门指定或批准的节能

措施

节能超过100吨标煤的节能项

目必须通过审计验证

波兰电力交易所内完全流

通的节能证书

成本通过电费，供暖费和天

然气收费转嫁给消费者

通过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减少

燃料费支出，降低家庭碳排放

立法和规章制度相结合

电力和天然气

包括那些低收入家庭和弱势群

体的民居

2008年至2012年间实现全寿命

周期节能2.93亿吨CO2当量，

2009年到2012年实现节能1925

万吨CO2当量

40%的节能指标必须通过在低

收入和/或老年人家庭实施节

能项目完成

电力和天然气零售商，以及某

些发电企业

对不完成任务的企业可进行罚

款

由监管机构根据对每个义务承

担企业的减排量测量结果来确

定

对某些节能措施增加可申报的

碳减排量

由义务主体企业或合同商参与

的节能项目取得的节能量

居民住户实施的节能措施

认定的节能量或由监管机构批

准的经计算得出的节能量

允许义务主体之间进行减排量

转让以及指标交易

节能成本作为经营成本，通过

提高价格转嫁给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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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参数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美国 – 康涅尼格州          美国马萨诸塞州

政策目标                    

法律权威性                    

能源种类

部门和设施覆
盖范围

设置节能指标

分项指标和组
合要求

义务承担主体

处罚

保证节能义务
的完成

绩效激励措施

符合规定的节
能量

符合规定的节
能措施

测量、验证及
报告制度

节能量交易制
度

资金保障

实现100％的成本效益好的节能项

目，10年内降低总能耗的10％

立法和法规相结合

电力和天然气

新建建筑、供暖、通风、空调，以

及低收入客户

2010-2012年间投资商拥有的企业

分别节能6,965GWh（占电力总销

售量的0.9％），1537MW，和1.5

亿千卡，公共电力公司实现节能

700,000兆瓦时

无

投资商所有以及公共电力和天然气

公司

对节能指标完成不足65％的企业

进行处罚

承付节能义务的公用事业公司实

施批准的能效项目，报告节能效

果

从完成节能指标80％以上开始奖

励，对投资商拥有的公司最高奖

励4.5亿美元

公共事业公司本身或通过合同方式

实施的节能项目所产生的节能量

12个全州范围的能效项目所采取的

节能措施

由第三方承包商执行的严格核查

无

对公共产品收费，天然气需求侧管

理收费，通过特殊定价获得的经费

实施所有成本效益好的能效措施

立法和法规相结合

电力、天然气、丙烷、取暖燃油

各部门的所有客户，包括低收

入客户

能源监管部门批准的年度节能

及负荷管理计划中，规定每个

承担义务企业的节能指标

无

配电公司,市政公司,天然气公司

无

承担义务的企业必须制定和实

施年度节能计划，提出详细的

节能目标和方案

根据项目支出情况，对完成节

能指标70％到130％的项目实施

奖励

承担义务的企业通过实施批准的

年度节能计划所实现的节能量

监管机构批准的年度计划中所

采取的节能措施

认可的节能量以及工程计算量

承担节能义务的企业可从第三

方购买节能证书

系统效益收费，由碳市场和容

量市场获得的资金，加上其他

资金来源

获得各种能效和需求侧资源

立法和法规相结合

电力和天然气

各部门的所有客户，包括低收

入客户

2010年节能量为电力零售销售

的1.4%，2011年为2％，2012年

为2.4％，天然气节能2010年为

天然气零售销售的0.6%，2011

年为0.9％，2012年为1.15％

在低收入家庭用户上的消费最

低达到电力预算的10％和天然

气预算的20%

电力和天然气分销商和市政企业

对未完成任务的企业罚款

0.05/kWh或每千卡罚款1美元

承担义务的企业必须共同提出

一项为期三年的全州节能计划;

监管机构检察完成节能任务的

情况

对完成75％到125％节能指标

的企业，根据项目净效益进行

奖励

义务承担企业通过实施为期三

年的节能计划产生的节能量

监管机构批准的三年计划中采

取的节能措施

公共事业公司负责进行评估、

测量和验证

无

系统效益收费，由碳市场和容

量市场获得的资金，加上其他

资金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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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参数          美国–明尼苏达州              美国–纽约州             美国-得克萨斯州

政策目标                    

法律权威性                    

能源种类

部门和设施覆
盖范围

设置节能指标

分项指标和组
合要求

义务承担主体

处罚

保证节能义务
的完成

绩效激励措施

符合规定的节
能量

符合规定的节
能措施

测量、验证及
报告制度

节能量交易制
度

资金保障

到2015年，人均使用化石燃料减

少15%

立法和法规相结合

电力和天然气

所有终端利用部门，用能大户可以

请求豁免

对于电力和天然气均为零售量的

1.5%

无

电力公司和天然气公司

无

公共事业公司实施与监管机构一

起制定的节能项目计划

如能实现超节能指标的90％，可

提高净系统收益的份额

由公共事业公司或合同商项目实现

的节能量

批准的有认定的节能量的节能措

施，以及逐个评估的其他有效节能

措施

认定的节能量，或通过使用测量和

验证协议，加上第三方认证的节能

量

无

价格审批确定的节能费收入

到2015年减少15％的电力消耗，

最大限度提高天然气终端利用率

法规

电力和天然气

所有终端利用部门和所有设施

2008年节电0.5％，到2015年逐

年增加2％，到2011年每年节约

43.4亿立方英尺天然气，2011年

以后每年节约34.5亿立方英尺

无

投资商拥有的电力和天然气公

司，以及政府的节能机构

对实现节能目标不足70％的公

共事业公司进行处罚

承担义务的主体向监管部门报

告节能效益

对实现节能目标80％或以上的

能源公司，增加净资产收益率

由任何可证实节能成效的企业实

施的节能项目所带来的节能量

提前审批的住宅、多户家庭、

低收入群体、商业和工业用户

所采取的节能措施

承担义务的企业要对每个项目制

定测量和验证计划，并得到监管

机构的批准

无

系统效益收费，由碳交易获得

的资金

降低系统高峰需求，减少能源消

耗，降低能源成本

立法和法规相结合

电力

所有设施，住宅和商业部门的所

有客户

到2008年降低15%的负荷增长，

到2009年降低20％，到2012年

降低25％，到2013年降低30％

有5％的节能量必须是“难以

达到”客户实现的

所有投资者拥有的电力公司，

加上市政府拥有的电力公司

无

承担义务的电力公司必须制定

年度节能计划，并向监管机构

报告

对电力公司超额完成节能指标

每两个百分点，奖励项目利润

的1％

由第三方节能提供商实施的节

能项目所取得的节能量

由监管机构确定的标准节能措

施，以及市场转变项目采用的

节能措施

承担义务的电力公司负责制定标

准节能项目的测量和验证规程

无

承担义务的电力公司通过基本

电费或成本回收价格收回节能

项目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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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参数           美国 – 佛蒙特州

政策目标                    

法律权威性                    

能源种类

部门和设施覆
盖范围

设置节能指标

分项指标和组
合要求

义务承担主体

处罚

保证节能义务
的完成

绩效激励措施

符合规定的节
能量

符合规定的节
能措施

测量、验证及
报告制度

节能量交易制
度

资金保障

降低购电需求，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降

低成本，并将能效作为全面资源供应战

略的一部分

立法和法规相结合

电力

住宅，商业和工业部门，所涵盖的设施

必须包括新建建筑，低收入家庭，和奶

牛场

2012至2014年实现节能32万兆瓦时，减

少夏季用电高峰60.8MW

降低输电系统薄弱地区的用电需求

受监管的配电企业，大多数承担义务的

电力公司委托能效公共事业机构开展节

能项目，实现节能量

无

监管机构与能效公共事业机构签订合

同，规定需要完成的节能量以及降低用

电需求

能效公共事业机构最多可获得3年总预

算额的2.7％

能效公共事业机构通过提供节能服务实

现的节能量

由监管机构批准的节能项目措施

由第三方机构核实的认定的节能量

无

向用电户收取线容费，并从碳交易市场

获得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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