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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体制改革的一个关键环节是
要在全国范围内逐渐实施输配电价改
革遥 最新颁布的叶关于推进输配电价改
革的实施意见曳 等共 6份配套文件袁遵
循了 9 号文的主旨精神袁即野准许成本
加合理收益冶原则袁并提出了较为具体
的实施措施遥

有意思的地方是袁中国的输配电价
改革和美国许多州政府对电网公司广
泛采用的一种政策手段相似袁即收入监
管渊revenue regulation)机制遥

中国的输配电价改革和美国的收
入监管机制的基本途径是一样的袁即通
过准许成本和准许有效资产的阶段性
回顾袁确定电网公司的准许收入遥 具体
来讲袁这样做有两个目的遥第一袁为了允
许电网公司可以有野足够冶渊但不能多于
野足够冶冤的收入来回收其成本以及享有
一定的投资回报曰第二袁制定销售电价
渊输配电价冤袁 为电网公司提供上述收
入遥

然而袁在美国袁收入监管机制中被认
为相当重要的一个方面袁 这项机制可以
使电网公司的行为与清洁能源和空气质
量管理的目标相一致遥 美国的许多电网
公司需要实现投资终端能效并获得一定
节能量的年度目标遥 美国的州政府实施
了收入监管机制袁 以转变电网公司对终
端能效项目的动力遥 收入监管调整在审
查期之间销售电价的浮动 渊通过一组设
定公式袁差不多是自动模式冤袁使得电网
公司的收入保持在准许水平遥 这样做的
结果就是袁 虽然由于发生在审查期之间
的终端节能量带来了用电需求的减少袁
但却并未影响到电网公司的盈利遥

为什么说这很重要钥在没有收入监
管的情况下袁电网公司往往不情愿实施
终端能效项目袁因为节能量会直接导致
售电量的减少遥收入监管机制打破了节
能量和售电量之间的关联袁因此消除了

电网公司不愿意获得节能量的壁垒渊这
在美国也被称为野脱钩冶机制冤遥此外袁在
美国袁还明确地允许电网公司将实施电
力需求侧和能效项目的成本计入野准许
成本冶中遥

正如美国的收入监管机制袁中国的
输配电价改革似乎为改变电网公司有
关能效和分布式可再生能源的行为创
建了一种可能遥 然而袁把细节做好将起
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遥在审查期之间的数
年内影响电网公司收入水平的那些因
素袁值得进一步观察和分析遥

值得强调的是袁收入监管机制只是
消除了电网公司对于节能量的抵触袁但
它并没有给予正面的激励措施来鼓励
电网公司将能效作为一项资源进行投
资遥美国在通过积极的财政激励手段来
鼓励电网公司投资终端能效方面有着
长久的经验遥 比如袁一些州的监管委员
会为那些实现了具体终端能效目标的
电网公司提供财政奖励遥大多数这类激
励手段都是基于野分享节能量冶这一概
念袁即从消费者能效项目产生的净节能
量收益中拿出一部分给电网公司袁作为
其实施高绩效节能项目的奖励遥这种奖
励手段似乎在中国也有所考虑院云南和
内蒙古的输配电价试点中就提到了奖
惩机制袁以便对电力需求侧管理和其他
电网公司行为有关的方面进行支持遥

更广泛地说袁对于影响电网公司收
入和利润的所有因素都应得到谨慎考
虑袁这在其他国家的电力行业政策中已
成为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遥成功的政策
制定者会紧密关注每一个新决策会给
能源行业相关方带来的影响渊不管是预
期的还是非预期的冤袁 尤其是可能会对
清洁能源和空气质量产生影响的激励
政策遥

渊作者系睿博能源智库高级经济
师尧项目主管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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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21的讨论期间涌现出很多问题袁
特别是政治性问题遥例如袁贫穷国家能否获
得野气候援助冶钥 发达国家是否会同意为不
发达国家筹资袁加快能源转型钥条约中将会
出现什么措施钥 这些问题会让我们迂回在
不停的争论之中遥然而袁我们可以退一步考
虑这个问题院怎样才能让巴黎大会成功钥这
并不是指要去签订某个条约袁 而是去思考
如何才能让巴黎气候大会真正的对气候变
化产生影响呢钥

从过去的研究和记录表明袁 一项有效
的气候政策实施条约应该是建立在为降低
绿色能源成本的大量研发基础之上的遥

在过去的 20年里袁世界各国通过大力
支持开发太阳能和风能来试图改善气候变
化问题遥但是现在出现的问题是袁绿色能源
技术还没有成熟袁还不具有竞争力袁但我们
还坚持用补贴的方式将他们向世界推进遥
那么如果将这些补贴更多的转移到对技术
和竞争力的研发上袁 一旦绿色能源的开发
价格低于化石燃料袁任何人都会选择它了遥

当然袁从目前 COP21 进展来看袁情况
还是比较乐观的遥例如在大会第一天袁比尔

盖茨袁协同中国尧印度尧美国允诺将投放数
十亿美元的资金用于绿色能源研发
渊R&D冤遥 叶经济学人曳杂志也在会议期间呼
吁袁 改善气候变化的主要解决办法就是创
新遥同时袁一些著名的英国研究学家和企业
家还将通过一项可再生能源计划要要要阿波
罗计划来更多的关注绿色能源的研发遥 该
计划的命名袁 旨在表明现在全球各地对绿
色研发的热衷将会同对当年对月球的研究
一样疯狂遥
据了解袁野阿波罗计划冶 项目的发起人

建议袁每年 0.02%的 GDP应该被用于绿色
能源研发袁 因为现在不单单是从事气候能
源相关的人们开始注意到其重要性袁 就连
英国经济学家尼古拉斯窑斯特恩也是该提
案的支持者遥

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峰会最终并没
有达成实质性的协议袁然而 28位气候经济
学家以及 3位诺贝尔获得者在 叶哥本哈根
共识曳中研究气候项目发现袁在绿色能源研
发上花的每一分钱袁 要比投资在如今低效
的太阳能和风能技术用于改善气候问题好
上 100倍遥

绿色研发是改善气候问题的关键

本报记者 徐瑶

碳税：解决气候变化重要手段

中国电力报院 您参加了 2009年的哥
本哈根气候大会袁您对那次会议有什么评
价钥

李俊峰院2009 年的哥本哈根气候大
会袁我既不认为它是失败的袁也不认为它
是成功的袁我认为它是一个新的起点遥 当
时社会各界对它的期待都太高袁认为它是
打破僵局的最后机会遥当时大会谈判的特
点是袁以欧盟为代表团体试图想通过自上
而下的办法袁给每一个国家制定一个新准
则遥 也就是那个时候所有人意识到袁这种
做法是失败的遥 我们应该采取自下而上尧
自愿参与改善气候变化行动的办法遥

中国电力报院您对这次巴黎大会有什
么期待钥 在未来几天的谈判中袁有什么担
忧钥

李俊峰院我认为巴黎大会肯定是成功
的袁这没有什么争议袁只是这种成功是以什
么样的方式呈现遥 我们希望在巴黎大会上袁
如果可以推出类似叶中美联合声明曳这种简
单的框架袁联合国秘书处可以出一份 3~5页
纸的内容袁制定出整体原则袁那么在这个意
义上它是成功的遥但是如果本次谈判还是走
以往技术官僚路线袁用科学家的语言阐述几
百张纸袁那恐怕还是不成功的遥

此外袁我们还担心这次会议会不会和
以往一样袁 某些国家出现求全责备的现
象遥我们要尽可能避免去强制要求那些无
法达到目标的国家去完成目标遥联合国是
由两百多个国家组成袁虽然不可能保证每
一个成员国都能安分守己的不去干涉其
他国家袁但希望能够尽量避免渊特别是欧
盟冤遥

还有一点袁我觉得还要避免各国间的
相互攀比渊这个现象目前已经出现了冤遥 有
些国家老是觉得别人的自主贡献还是不
够袁 认为所做的承诺无法满足 2摄氏度的
要求遥 我的观点是野先走起来再说袁咱们边
走边聊冶遥 气候问题我们已经讨论 20年了袁
没有任何进展遥 如果大家还是只是争论谁
制定的目标合理袁 而不去执行袁 那再过 20
年袁我们还将是原地踏步遥 因此我认为袁目
标可以先制定起来袁满足不了要求袁以后可
以再修改遥 叶中法联合声明曳 中已经提出 5
年一次的评审袁 到时候有些国家也许还能
提前完成目标遥 我们要意识到观念的转变尧
技术的创新尧 机制的创新要远远比人们想
象的速度快得多袁要避免为明天着急遥

中国电力报院 气候组织提出 RE100
项目?它在我国能源转型中扮演什么样的
角色呢钥

李俊峰院首先袁我认为 RE100项目最
大的作用是可以推动中国可再生能源消
费机制的改变遥野十三五冶规划中提出很多
创新袁而没有机制的创新就不可能有技术
的创新遥其次袁促使观念转变遥例如丹麦和
挪威这些长期采暖的国家袁他们的热电锅
炉产热可以从 20%浮动到 95%袁 而我国
的热电锅炉企业为了保证收入袁产热和发
电的比例分配多数都是定格的袁没有什么
灵活性遥 因此要通过观念的改变袁让企业
自愿参与能源转型遥最后袁推动技术创新遥
例如通过建造超低排放建筑袁让可再生能
源满足其用能需求遥RE100促使每个企业
有动力去创造出不同的技术路线袁寻找到
适合自己的转型方式遥

气候大会第一天袁新西兰总理约翰窑
基面对来自 40个国家的领导人袁呼吁要
结合数百家企业和非政府组织袁 形成一
个联盟袁 共同消除化石燃料补贴政策遥
野对于任何补贴政策袁改变将会带来鼓励
并反映出强烈的政治意愿遥 冶约翰窑基表
示袁随着石油价格达到历史低点袁全球都
在关注低碳未来袁 改革的时机从来都没
有如此好过遥 然而化石燃料领域时常会
批判可再生能源的补贴过高袁 而同时他
们往往又要面临由于获得万亿补贴而受
到类似地指责遥 那么能源补贴分配到底
是什么样情况呢钥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渊IMF冤 估计袁
2013年渊当时石油价格还非常高冤袁全球
能源补贴渊税前冤总额大约为 5410 亿美
元袁其中石油超过一半袁剩下的主要由天
然气和电力组成遥 其中对煤炭的补贴微
不足道遥 到 2015年袁能源补贴数额被削
减了接近一半袁 这主要是因为低迷的油
价遥 今年对石油的补贴大约有 1350亿美

元遥
此外袁国际能源署渊IEA冤通过不同的

记录方式袁给出了不同的数据遥 据 IEA数
据显示袁2013年袁发展中国家对石油产品
消费的补贴大约是 2950亿美元袁 这要比
IMF估算的高出 280亿美元遥其中有三分
之一来自沙特和伊朗渊伊朗为减轻预算负
担袁已经进行补贴改革冤袁剩下的国家袁例
如马来西亚尧墨西哥尧印度袁包括我国所支
付的补贴袁相比国民经济袁数量还是相当
小的遥 然而埃及是个特例院2013年袁为保
证民众可以支付购买石油袁 该国花费了
11%的 GDP在能源补贴上袁 其中有三分
之二都是用于石油补贴遥

因此我们承认石油是受补贴的袁主要
存在于 OPEC国家袁并且大多是为了保障
消费者利益而采取的办法遥然而那些投诉
可再生能源产业获得过多支持是不真实
的遥 但是如果补贴过多投入可再生能源袁
并且被浪费袁 更建议将这些资金投入研
发袁提高可再生能源技术发展遥

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应自下而上
———专访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

心主任李俊峰

本报记者 徐瑶

建立收入监管的长效机制

编者按院法国巴黎时间 11月 30日至 12月 11日袁第 21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渊COP21冤在巴黎北郊的布
尔歇展览中心举行遥 各国将于当地时间 12月 4日递交协议提案袁并在会议剩下的几天里进行博弈和协商遥 本
文对 COP21期间讨论的热点问题进行汇总袁分别从碳税尧能源补贴尧绿色能源研发尧专家观点等方面播放大会
期间的一些声音遥

巴黎气候大会第一天以 40个国家为
化石燃料补贴争吵开始袁 以 6个国家尧世
界银行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呼吁建立全球
碳税机制结束遥 法国总统奥朗德当天表
示院野我们如何能在给碳定价的同时袁还为
化石燃料提供补贴钥 冶

混乱的碳价机制

利用制定碳价来降低温室气体排放
是目前世界很多国家都认可的方法遥 然而
各国采取的方法有很大差别遥 加拿大近期
一直被各界指责袁认为其在气候行动中有
所落后遥 但加拿大新当选总理贾斯汀窑特
鲁多在气候大会上表示袁目前占加拿大经
济 86%的省份都同意给碳定价遥

野即使是加拿大含油砂量最大的省
份要要要阿尔伯塔省袁在今年春天也开始行
动起来了遥 我们用显著的举措向全世界展
示袁加拿大民众也在积极地为改变气候作
贡献遥 这不仅包括更严格地控制油砂开发
排放量袁还包括雄心勃勃的碳税政策遥 冶
贾斯汀窑特鲁多说道遥 据了解袁在过去 6年
里袁加拿大很多省份都对碳价采取相应办
法遥 例如魁北克省和安大略省加入了美国
加州的碳交易计划曰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为
碳价设计的野收入中性累进税冶政策等遥

会议期间袁 墨西哥总统恩里克窑培尼
亚窑涅托表示墨西哥在化石燃料上征收的
税收要低于天然气曰 智利总统米歇尔窑巴
切莱特介绍智利在出售汽车时征收的排
放和燃料使用效率相关的税收曰德国总理

默克尔讲述了德国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
下袁如何征收碳税的经验遥

野辣椒粉冶的意义有多大
很多人认为袁碳价就像是改善气候变

化这道菜里的野辣椒粉冶袁可以根据不同人
的口味加多加少遥 法国总统奥朗德在大会
上表示袁碳价机制并不是要求每一个人都
要去执行袁全世界也不应该只有唯一的碳
价标准遥 奥朗德呼吁机构要改变经济行
为袁阻止化石燃料排放袁鼓励绿色技术投
资遥 而这些办法中可以包括税收政策和碳
市场遥

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以上观点遥
经合组织渊OECD冤秘书长安赫尔窑古里亚
认为袁 排放交易系统只是便利政治家运
作遥 野我想大家都知道袁制定碳税要比碳排
放交易系统对改善气候变化的作用更大袁
但为什么每个人都在讨论碳排放交易钥 因
为政治家们都不喜欢讨论税收问题遥 冶
安赫尔窑古里亚在大会上表示袁野这也许听
起来是一个非常简单而又微不足道的原
因袁因为一旦碳税有效地推行下去袁那么
这将成为一个非常有效袁并且能够改变现
状和行为的首选办法遥 冶据悉袁加拿大不列
颠哥伦比亚省规定袁征收的碳税都将用于
抵消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市民需要支付的
其他税收遥 当然袁当世界各国每年从公共
基金中花费 5000亿美元来保证国内石油尧
天然气尧煤炭的价格稳定尧低廉时袁那些碳
税在政治家们的眼中可能就微不足道了遥

2013年世界 CO2排放各部门占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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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去法国巴黎参加 COP21 的
人们可以看到袁一种被称为野新型风
能解决办法冶的无声风能野树冶被种植
在野气候时代冶区域外遥这些野树冶都是
由 72 个叶型微涡轮机组成袁 即使是
在城市环境中袁这种叶片也可以利用
微小的叶片根据当前风力大小来发
电遥

据悉袁该设计早在 2014年就被创
建了袁 设计的灵感主要来自如何在城
市中建造出与树木类似高度的风电遥
在城市袁 阻碍设计的不仅有空间的限
制袁风力大小也是要考虑的关键因素遥

因此袁尽管这种野树冶与坐落在非城市的
大型风机相比袁效率要低很多袁但这种
技术就是为利用楼宇间的低速风力而
设计出来的城市风机遥

相比常规风机的成本 渊5~8 万美
元冤袁这些野树冶的造价大约是 3.5 万美
元遥 但是这些高度大约为 8米的风机袁
只要平均风速达到 12.48千米每小时袁
所发的电就可以获利遥
据了解袁开发这种风景野树冶的企业

认为袁这项技术正是有效地解决了城市
建造风机困难问题袁 他们计划在 2016
年将产品投入市场遥

气候大会外的风景“树”
徐瑶 译

1990年与 2013年电力和供热 CO2排放能源占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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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能在给碳
定价的同时袁 还为化石
燃料提供补贴钥

野

图为城市地区设计的风机树出现在巴黎 COP21外遥

本报讯 巴黎当地时间 11 月 30
日袁 由比尔窑盖茨牵头袁28名来自全球
顶级科技尧互联网公司尧工业集团和投
资集团的商界领袖共同成立了 野突破
能 源 联 盟 冶 (Breakthrough Energy
Coalition)袁 并开展名为 野使命创意冶
(Mission Innovation)的活动袁致力于在
未来 5年投入更多资源来解决气候变
化和清洁能源问题遥

据悉袁野突破能源联盟冶 将重点投
资那些有潜力改变当前生产和消费能
源方式的想法和技术遥 联盟关注的核
心技术领域包括发电和储存尧运输尧工
业用途尧农业和能源系统效率等袁最终
的目标是野接近零排放冶遥
盖茨指出袁野我们今天所拥有的可再生
能源技术袁比如说风能和太阳能袁已经
取得巨大进步袁 并且或将成为通向零
碳排放能源未来的路径遥 但是袁鉴于所

面临挑战的规模之大袁我们必须开发很
多不同的途径袁这意味着我们也必须发
明新的方法遥冶盖茨声称袁将清洁能源成
本拉低至足可以和化石燃料竞争袁是让
贫穷国家在没有牺牲经济增长的前提
下做出转变的最好途径遥清洁能源可以
让穷人买得起空调尧冰箱尧炉子和肥料遥
野我认为袁五年后袁能源价格将比现在低
很多袁而且以清洁能源为主遥 野

美国总统奥巴马和法国总统奥朗
德等也出席了巴黎气候高峰会议袁并参
与了突破能源联盟的成立遥

美国总统奥巴马指出袁盖茨的野突
破能源联盟冶是野新公共-私人创新的新
突破冶遥 根据政府数据袁2013年美国用
于能源研发的资金支出在 50亿美元左
右袁用于医疗保健研究和国防研究的支
出分别为 310亿美元和近 700亿美元遥

渊徐瑶 译冤

比尔·盖茨成立“突破能源联盟”

花絮

数据来源院国际能源署

数据来源院国际能源署CO2渊10亿吨冤

法国总统奥朗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