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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迈向能源转型的未来

中德能源合作



序言

亲爱的合作伙伴们，

时间飞逝，在全球范围内掀起诸多挑战和不确定性的2020年，也渐渐进入了尾声。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球经济和社会持续带来重创，过去几个月，全球各个国家

纷纷推出经济复苏计划进行应对。以德国为代表的欧洲及其他许多国家均将绿色和

可持续发展作为经济复苏计划的重要考量，在清洁能源、交通、节能减排等重点领

域持续开展行动。中国也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由习近平主席提

出力争于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国家自主贡献目

标。气候变化对全人类构成的严峻威胁，不会因为疫情导致的全球经济放缓而放缓

脚步，只有齐心协力，采取共同行动，才能实现气候目标。欧盟各国在这一点上达

成共识，在今年10月初的欧盟能源部长非正式视频会议上，各国能源部长为实现

2030欧盟能源目标的具体措施展开了了讨论。

与此同时，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部长皮特·阿尔特迈尔（Peter Altmaier）于

2020年9月23日向外界介绍了德国最新的《可再生能源法》修正案，这一举措将进一

步保障德国2030和2050年气候目标的实现，进一步为德国向现代、可支付和高效的

未来能源系统转型指明了方向。

在项目进展方面，过去几个月GIZ能源领域的中德合作继续得到深化。中德能源与能

效合作伙伴分别在中德能效政策对话、生物天然气、储能、绿色氢能和企业合作等

议题与相关政府部门和行业机构进行深入的交流与合作。中德能源转型研究项目第

二期也于10月初正式启动，并将致力于通过国际合作与互利政策研究和建模，推动

以低碳为导向的能源政策，帮助中国构建更有效的低碳能源体系。

此外，伴随着秋天这个收获的季节，我们的中德气候伙伴关系项目第三期也步入了

尾声，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本期《中德能源合作》宣传册将带大家一起，梳理和

回顾中德气候伙伴关系项目框架下，能源合作部分在过去三年所取得的项目成果和

产出。

在此，我们非常荣幸和您分享新的一期《中德能源合作》。该宣传册由德国国际合

作机构（GIZ）能源领域按季度定期发布，为您带来GIZ能源领域中德合作项目的最

新动态，德国能源转型政策和时事新闻、地方能源转型最佳实践等内容。祝您阅读

愉快！

德国国际合作机构能源领域全体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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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Z能源领域政策建议

中德气候伙伴关系第三期能源合作领域——项目成果汇总

欧洲如何实现2030年能源和气候目标

如何实现德国电力系统2050年气候中性——德国《可再生能源法》修正案

继续扩大可再生能源发展力度，实现气候保护

德国的电网储备、容量储备和全安备用电

背景：2006年，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NDRC）与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

（BMWi）在中德经济技术合作论坛框架下发起并于次年建立中德能源工作组，开启中德政

府能源领域对话与合作。近几年来，中德两国在共同面对能源转型所带来的挑战和寻求解

决方案方面的双边合作在不断加深，如今两国已进入战略合作伙伴发展阶段。中德能源与

能效合作伙伴项目在两国主管部委领导下开展活动。中方负责整体协调中德能源与能效合

作伙伴项目的部门是国家发改委和国家能源局，德方是德国联邦经济与能源部。

中德能源与能效合作伙伴项目的合作结构将三

个层次的行动连接在一起：

 . 高级别政府对话

 . 企业与政府交流

 . 从技术和政策法规层面来推广能源转型相

关的经验交流

每年组织中德双方
司长级政府高层代
表参与的工作组会
议，就中德最新的
能源政策发展进行
交流，并确定技术

交流的主题

组织部长/副部长
级别的政府双边

会议

开展和实施所有具
体项目活动

德国企业在华指导
委员会的筹备和后

续跟进

在中德能源与能效合作伙伴框架下，为促进双边合作并同时加强信息、经验交流和成果展示，成立了“能源”

和“能效”两个专题工作小组。中德能源与能效合作伙伴还旨在鼓励和促进中德企业之间的合作以及最佳技术实

践、创新服务和商业模式的示范，从而加快推动中德两国的能源转型。双方同意共同实施示范项目来推动节能，

展示工业能效示范解决方案和综合区域能源规划的典范，为中国提供参考。

能源工作组  
（BMWi+NEA）

中德政府高级别双边对话
BMWi,NDRC, NEA

与项目执行层面合作伙伴开展技术交流（GIZ + NECC, ERI, EPPEI...）

德国企业在华指导委员（GIZ+德国在华企业）/企业圆桌对话

能效工作组   
(BMWi + NDRC)

 . 电力系统灵活性和储能 

 . 电力市场改革

 . 可持续供热

 . 生物天然气

 . 绿色氢能

 . 工业和建筑领域节能和能

效提升

 . 城镇节能

 . 能效网络

项目联系人：

尹玉霞（项目主任）

yuxia.yin@giz.de
010 8527 5589-306
www.energypartnership.cn

我们的项目 - 中德能源与能效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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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项目 - 中德气候伙伴关系项目（能源合作部分） 我们的项目 - 中德能源转型研究项目

背景：“中德气候伙伴关系”项目是德国联邦环境、自然保护及核安全部（简称德国

环境部，BMU）在国际气候保护倡议（The International Climate Initiative）框架

下支持的中德两国政府的合作项目，意在加强中德两国在气候变化、国家低碳发展战略

措施及推动地方层面的低碳经济和能源转型，特别是可再生能源发展方面的合作。德国

国际合作机构（GIZ）受德国环境部的委托，负责项目的执行工作。

背景：中德能源转型研究项目是由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BMWi）委托,德国国际

合作机构（GIZ）作为德方牵头单位，与德国能源署（dena）和Agora能源转型论坛联

合中方电力规划设计总院，南网能源发展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所共同实

施。项目旨在通过分享德国能源转型经验与提供专家资源，致力于通过国际合作与互

利政策研究和建模，推动以低碳为导向的能源政策，帮助中国构建更有效的低碳能源

体系。

“中德气候伙伴关系”项目由两个主要部分组成，

其中气候合作部分的中方合作伙伴为生态环境部应

对气候变化司（原隶属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能源合作部分的中方合作伙伴为国家能源局新能源

和可再生能源司。目前该项目能源合作部分已于

2020年10月15日正式结束。

项目四个主要目标

预期成果 

项目工作框架

深化中德两国在气候

变化相关法律法规及

低碳和可再生能源长

期发展战略方面的高

层政策对话。

与中德能源与能效合作伙

伴项目协调，就中国能源

系统的低碳转型向中国政

治决策者提供政策建议

将有效的气候保护

方法及综合能源编

制方法推广至国家

及城市层面的重要

部门及咨询机构。

协调各德方合作

伙伴，助力项目

推进并推广项目

研究成果

分布式能源

供热和制冷

电力市场改革

农村能源转型

电动汽车充电和低碳电力

省级煤炭转型

绿氢和低碳电力

电网规划，其中包括灵活

性、需求侧响应等课题

加强气候变化工作组

框架下的双边交流和

具体合作，建设国际

气候倡议在中国的宣

传和交流平台。

向目标城市政府主管部

门及相关智库提供咨询

和能力建设培训，使其

有能力制定、执行和监

督气候保护和能源低碳

发展措施，确保城市综

合减排和综合能源规划

的贯彻实施。

联合其他德国和国际合作伙伴，为中国

政府能源转型领域的智库提供低碳能源

情景建模和相应研究方面的建议和支持

中德双方将围绕9个

议题展开合作。项

目的预计产出成果

多种多样，包括双

边研讨会、建模研

讨会、政策报告和

技术性出版物。

高层政策

对话

能力建设与

地方层面的

政策咨询

成果推广

和宣传
知识管理和

网络功能

1

5

2

6

3

7

4
8

项目联系人：

尹玉霞（项目主任）

yuxia.yin@giz.de
010 8527 5589-306

项目联系人：

Anders Hove（项目主任）

anders.hove@giz.de
010 8527 5589-416

针对城市层面的主要项目活动

 . 安排德国知名专家为城市在综合能源规划编制和实施方面提供培训，提高城市主管部门及相关咨询机构在

气候保护行动/能源转型战略的规划和实施方面的能力水平

 . 根据城市具体需求，为其在气候保护和能源低碳发展措施方面提供有针对性的咨询

 . 促进同德国及国际先进城市间的经验交流，包括组织研讨会、培训、安排赴德学习考察等 能效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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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最 新 动 态

在这里，我们将定期发布德国国际合作机构中德能源合作领域中德能源与能效合作伙伴项

目、中德气候伙伴关系项目（能源合作部分）和中德能源转型研究项目最新活动、新闻

“能源转型女性赋权倡议”启动研讨会（日期待定）

近 期 活 动

11月

性别平等
议题

• 建立能源转型领域女性力量对话和交流平台

• 能源领域女性赋权，为能源领域女性从业人员提供能力建设等

支持

联系人：吕亚南

yanan.lv@giz.de 

中德能效工作组会议（日期待定）

11月

政府
双边对话

- 政府高级别双边对话

• 国家发改委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司

• 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能源政策——热能和能效司

- 中德能效工作组活动回顾和工作计划讨论

联系人：尹玉霞

yuxia.yin@giz.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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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储能发展现状及对中国的借鉴意
义》报告发布暨专家研讨

2020年9月17日，德国国际合作机构（GIZ）联

合电力规划设计总院（EPPEI）和中关村储能

产业技术联盟（CNESA）共同召开“德国储能

发展经验及对中国的借鉴意义”线上研讨会。

并在会上围绕GIZ最新发布的《德国储能发展

现状》报告，与中德储能行业专家、学者借鉴

德国经验，共同探讨中国储能产业发展过程

中，从战略顶层设计、到政策体系和市场机制

建立，再到规模化商业化应用等方面的现状和

发展建议。会上，报告的编写者德国弗劳恩霍

夫系统与创新研究所的专家对此作了详细报告

和阐述。

2020年10月20日

氢能战略

中德氢能战略与合作研讨会  

10月19日，德国国际合作机构（GIZ）在国家能源局和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的支

持下，组织召开了中德氢能战略与合作研讨会，邀请来自中德两国政府、企业、

产业协会以及研究机构的代表，交流中德两国的氢能战略与发展现状，探讨在总

体战略和规划指导下，未来氢能产业发展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以及中德两国在

氢能国际市场构建进程中的合作潜力。

项目：中德能源与能效合作伙伴

点此或扫描右侧二维码，查看详细内容

2020年10月14日

能源转型研究、项目启动

中德能源转型研究项目二期于2020年10月正式启动

中德能源转型研究项目启动会于2020年10月14日在北京举办。中德合作伙伴在会上对项目

实施方案交换了意见。中国国家能源局和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也表示将全力支持项目的

实施。中德能源转型研究项目致力于通过国际合作与互利政策研究和建模，推动以低碳为

导向的能源政策，帮助中国构建更有效的低碳能源体系。项目将涵盖9个核心议题，包括

分布式能源、农村能源转型、电力市场改革、省级能源转型、电动汽车、供热和制冷、能

效、氢能、电网规划（包括灵活性和需求侧相应）。

项目：中德能源转型研究项目

2020年9月17日

报告发布、专家研讨、储能

项目：中德能源与能效合作伙伴

对中国储能发展的借鉴意义

借鉴德国储能行业发展的相关经验，并结合我

国储能产业发展实际以及会上来自研究院、企

业、协会等不同领域储能专家和学者提出的观

点，报告及会议得出以下针对中国储能行业发

展政策和机制相关建议：

• 加强国家政策规划对于储能行业发展的科

学引领作用

• 发挥标准体系建设对储能行业发展的规范

带动作用

• 以市场化手段引导储能实现多重经济收益

• 加快建立电力现货市场以提升储能电量时

空价值

• 健全完善储能参与电力辅助服务市场机制

此外，作为2020年8月26-28日“第九届储能国际峰会暨展览会”的支持单位，德国国际合作机构（GIZ）分

别邀请了德国储能协会（BVES）市场主管Valeska Gottke在26日的国际储能市场更新分论坛上介绍德国储能

系统产业发展；以及德国弗劳恩霍夫系统与创新研究所（Fraunhofer ISI）能源政策与能源市场总监Wolf-

gang Eichhamer在28日的分论坛上介绍德国储能辅助服务发展与现状，并在会上发布《德国储能发展现状及

对中国的借鉴意义》研究。

点此或扫描右侧二维码，

下载《德国储能发展现状

及对中国的借鉴意义》报

告中文版。

下载报告

https://www.energypartnership.cn/zh/home/events/sino-german-hydrogen-strategy-and-cooperation-workshop/
https://www.energypartnership.cn/zh/home/events/esie2020energy-storage-in-germany-and-implications-for-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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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生物天然气未来发展——中德生物天然气经验、政
策、技术和商业模式在线研讨会成功举办 

7月30-31日，在中德能源与能效合作伙伴框架下，德国国际

合作机构（GIZ）联合中国产业发展促进会生物质能产业分会

（BEIPA）共同主办中德生物天然气发展研讨会。会议旨在介

绍和讨论德国在生物天然气生产和并网过程中的政策、激励机

制、商业模式、技术和规范等方面的经验，并探讨德国生物天

然气产业发展对中国的启示和借鉴意义。同时，最新编制的《

德国生物天然气发展思索——生产及并网的激励政策、商业模

式、技术与标准》研究报告在会上正式发布。

通过报告分析和会上中德生物天然气行业专家的深入探讨，德

国的生物天然气发展经验对我国生物天然气产业化发展无疑带

来诸多启示和借鉴。尤其是随着全球可再生能源发电技术的不

断进步，风电、光伏发电成本持续走低，生物天然气持续走发

电之路将不具备价格优势的背景下，如何正确探索和引导生物

天然气向非电力领域应用的发展新方向。而德国规模化沼气工

程建设中集设计、生产、运营、服务、设备制造及出口为一体

的专业化模式，也示范了生物天然气产业化、规模化发展的重

要性。

《京津冀与德国电力系统灵活性定量比较研究》报告发布

由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德国国际合作机构（GIZ）和

华北电力大学联合撰写的《京津冀与德国电力系统灵活性定量

比较研究》报告于2020年8月在中德能源转型研究项目框架下发

布。该报告对比分析了京津冀与德国的电力系统灵活性资源，

得出其具有相似性，但资源灵活调节能力存在较大差异的结

论。同时，该比较研究进一步提出了京津冀电力系统灵活性提

升的潜力和建议，帮助处于可再生能源发展不同阶段的京津冀

各地制定系统灵活性提升路径，并为其他省市高比例发展可再

生能源提供参考借鉴。

德国企业在华指导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召开

德国企业在华指导委员会由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指导，于2018年5月在中德能源与能效合作伙伴

框架下建立，旨在为能源领域的德国企业提供一个与政府交流、对话的平台，讨论企业在伙伴国

的最新发展以及共同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德国企业在华指导委员会定期召开会议（一年两次），

讨论企业在当前政治、社会和市场环境下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以及企业尤为关注的一些具体问题如

对产品全生命周期的考虑等。并在会上提出中德能源与能效合作伙伴项目框架下可采取的长、短

期措施，以帮助企业应对面临的市场挑战。德国企业在华指导委员会第5次会议于2020年8月13日

在线上召开，本次会议的关注议题为贸易和项目融资。有关此次活动的更多信息，请联系Tim Nees

先生（tim.nees@giz.de）。

2020年8月13日

企业交流、B2G

项目：中德能源与能效合作伙伴

GIZ携手EESIA，支持举办“绿云会”线上系列直播，推动中德节能环保技术创新与交流

德国国际合作机构（GIZ）在中德能源合作伙伴项目框架下推动中德两国能源与能效领域政府双边

对话的同时，也致力于鼓励和促进中德企业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为其创造和建立展示最佳技术实

践、系统优化方案、创新服务和商业模式示范的平台，从而加快推动中德两国的能源转型。为更

好地支持中德企业交流，项目在已有企业对话交流机制基础上，不断探索和搭建更多创新、广泛

深入的交流合作形式与平台。

在此背景下，GIZ携手中关村现代能源环境服务产业联盟（EESIA），支持举办“绿云会”线上系

列直播，邀请德国节能环保领域企业积极参与，推动中德在高效节能、绿色低碳及环境保护等领

域的交流与合作。

2020年8月

企业交流、B2G

项目：中德能源与能效合作伙伴

2020年7月30-31日

报告发布、生物天然气、专家研讨

项目：中德能源与能效合作伙伴

2020年8月

报告发布、电力系统灵活性

项目：中德能源转型研究项目

点此或扫描二维码，下

载《德国生物天然气发

展思索》报告中文版。

点此或扫描二维码，下载《京

津冀与德国电力系统灵活性定

量比较研究》报告中文版。

https://www.energypartnership.cn/zh/home/events/advancing-the-biomethane-industry-development-in-china/
http://boostre.cnrec.org.cn/wp-content/uploads/2020/08/A_Quantitative_Comparative_Study_of_Power_System_Flexibility_between_Jing-Jin-Ji_and_Germany.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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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国际合作机构作为德国联邦政府机构，在中国开展能源、交通、气候、环境等多个可持续发展领域的

国际合作，并在合作的过程中结合德国的丰富经验和最佳实践，积极为国内这些领域法律法规、政策标准

的制定和完善。本期，《中德能源合作》将继续回顾GIZ能源领域近期为我国能源领域制定最新法规、指导

意见的意见征询过程中所提出的一些政策建议，供有关部门参考。

GIZ能源领域政策建议

《关于开展“风光水火储一体化”“源网荷储一体化”的指导意见

（征求意见稿）》意见建议 

为提升能源清洁利用水平和电力系统运行效率，更好指导送端电源基地规划开发和源网荷协调互动，国家能

源局组织起草了《关于开展“风光水火储一体化”“源网荷储一体化”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及编制

说明，并于2020年8月27日至2020年9月27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德国国籍合作机构能源领域结合德国在推

进能源转型过程中，在新能源领域的经验和实践，对征求意见稿提出修改建议以供国家能源局参考。

总体建议：

消除分布式能源和需求侧可再生能源技术在接入和并网方面的障碍

资源一体化利用的关键因素之一就是要从集中式发展模式转向更为灵活的分布式发展模式，这体现在能源互

联网的概念上，欧洲正在广泛部署以分布式光伏和储能为代表的需求侧能源，来实现资源综合利用。强调发

展需求侧而非大型集中式能源基地，有助于避免或减少不必要的电网投资，降低线路损耗及系统成本，激励

全社会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参与到能源清洁化革命中来。各城市应量化土地使用功能以优先发展混合储能设

施，如停车场、工商企业屋顶、交通设施等，制定部署目标，并制定适当的收入中性激励措施，支持部署，

同时消除监管障碍。

增加终端用户侧的可再生能源和储能比例

我们建议提及加快发展东部地区的用户侧能源和储能。这种模式相对于集中式模式，具有环境质量和降低系

统成本的双重好处。现货市场和零售市场应确保批发和零售电价充分反映峰谷电价的差异，以确保对灵活资

源的充分投资，包括电源、电网和消费侧的储能。储能应参与批发、辅助服务和零售市场，可以单独或与互

补能源相结合，也可以采用虚拟电网的形式。在保持安全绝对优先的前提下，应消除用户驻地储能的障碍。

用户驻地储能安全标准应反映国际最佳实践。

优化系统并优先发展绿色能源

对整个系统进行优化将导致成本较高、不那么清洁的火电资产不得不退役或利用率下降，从而更多吸收边际

成本较低的可再生能源。系统层面的优化可以降低用户的成本，使能源利用更加清洁。在现代化的综合系统

中，许多火电厂及其相关的输电线路将以灵活的调峰能力、备用能力(每年只运行几个小时的电厂)或容量储

备(不运行的电厂，但在未来需要的情况下保持随时可以运行)的方式运行，而其他火电电厂将完全退役。

项目成果汇总

中德气候伙伴关系能源合作领域

我们的政策建议

本 期
特 别
关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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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1 82 0 1 7 2 0 1 9 2 0 2 0

2017年年底

2018年

《敦煌、新泰和嘉兴市秀洲区的综合能源规

划方案主要成果总结》发布

2019年5月

低碳供热考察

2019年12月
《“可持续能源和气候行动计划”编制指南》

2020年6月

《城市能源转型指标体系研究》

2020年9月

《可持续经济结构转型和城

市能源转型》

2020年10月

上期项目为三个中德新能源示范城市制定了

综合能源规划方案，该期项目在这一基础上

对三份综合能源规划方案进行了总结，梳理

了主要成果并发布了中、英、德报告。

项目组织来自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山西省长

治市及研究机构等多家单位代表赴德、奥交流，

访问了多个低碳能源供热项目，实地考察了欧洲

先进的供热技术，并与德国市镇地方政府就城市

供热规划等主题进行了交流。

项目组委托德国海德堡能源与环境研究

所，总结德国在制定与执行“可持续能

源和气候行动计划”方面的经验与最佳

实践案例。并在报告发布会上邀请中德

能源规划专家就城市能源规划的制定与

落实开展讨论。

2020年7月
线上：地方低碳能力建设培训

报告详细介绍了德国鲁尔

区经济结构与能源转型进

程，并将德国博特罗普、

埃森和多特蒙德三座城市

作为典型案例进行了介绍。

+6 个议题：

低碳供热、城市综合能源规
划、可再生能源并入系统、能
源统计体系、地区经济结构转
型、 地方低碳能源转型...

+300人

参与地方低碳能力建设
培训

7 个

项目报告、出
版物产出

3 个

地方省份参与项目
合作，开展地方低
碳能力建设

2020年10月，中德气候伙伴关系项目第三期正式结束。项目能源合作部分在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司和可再生能源司

的支持和指导下，在项目执行期内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尤其在帮助地方政府制定城市综合减排和能源规划，并确

保后续贯彻实施方面提供大力的咨询和能力建设相关支持，为推动地区和城市层面的能源转型注入驱动力量。

中德气候伙伴关系能源合作领域
项目成果汇总

2019年6月，8月
地方低碳能力建设培训

2020年1月
《德国能源统计体系介绍》发布

2019年11月
《新泰市农村低碳供

热实施方案》发布

2020年6月
《德国地方气候保护指导意见》相关背景及全文中文版发布

项目与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共同

梳理中国现有指标体系，制定考核

城市能源转型的指标体系，帮助城

市了解目前能源转型进程，支持下

一步工作计划及政策的制定。

中德气候伙伴

关系项目第三

期正式启动。

先后在山西省长治市、河南

郑州组织了以“低碳供热”

为主题的培训，来自两省地

方能源主管部门及其咨询

机构相关工作人员参与了培

训，了解国际先进的低碳供

热技术与最佳实践案例。

• 项目规划研讨会；

• 设计地方政府低碳

发展培训方案，编

制培训材料；

• 启动中国城市制定

能源和气候保护综

合规划编制指南

工作

针对新泰市农村地

区的特点，为新泰

市四个试点镇制定

了低碳供热方案，

其中提到的空气源

热泵措施在新泰

市羊流镇得到了应

用。

项目委托德国行业专家对德

国能源统计体系进行梳理，

并于1月14日举办报告发布

和专家研讨会，与国家统计

局代表、国家发改委能源研

究所及各相关协会、咨询机

构共同探讨中德能源体系异

同，并为中国能源统计体系

的发展建言献策。

自2008年起，德国联邦环境、自然保护与核安全部（BMU）通过《地方气

候保护指导意见》推动德国的市、镇、县的气候保护。这是德国最重要的

地方气候保护国家资助项目。项目组翻译了指导意见并介绍了其相关背

景，包括德国政府具体为哪些城市层面的能源系统改造、减排项目提供资

助等信息。

为支持中国地方部门的低碳发展，项目组于7月举办了

系列线上培训，主题分别为“新冠疫情后的能源领域与

绿色经济复苏 ”、“可再生能源接入系统”以及“能

源总体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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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德气候伙伴关系能源合作领域
项目成果汇总——活动掠影

2019年12月

项目组织来自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山西省长治市及研究机构等多个单位

代表赴德国、奥地利，交流和考察低碳可再生能源供热政策和技术



本期特别关注 | 17   16 | 本期特别关注

2019年8月
左下

第二次低碳可再生能源供热培训在河南郑州举办，河南省在2019年发布了《河南省2019年清洁取暖工

作方案的通知》和《河南省促进地热能供暖的指导意见》，大力度推广地热能等可再生能源供暖技

术，计划到2021年新增地热供暖面积6000万平方米。结合培训会上的德国经验，项目旨在为河南省下

一步清洁取暖工作的推进提出有益的建议。

2019年6月
左上和下图

项目在山西省长治市组织围绕“低碳供热”的主题培训，作为首届地方低碳能力建设培训会的举办地和传

统的煤炭资源型城市，山西省长治市近几年一直致力于推进地方的能源转型进程，在清洁供热方面也做出

了很多有益的尝试，为其它地区的能源转型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来自德国低碳供热领域的专家通过地方

政策工具、行动计划、低碳供热技术、技术路线的选择及国际最佳实践案例等几个培训模块系统地介绍了

从地方政府的角度如何推进地方的低碳供热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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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德气候伙伴关系能源合作领域
项目成果汇总——出版物一览

项目第三期在实施期间，致力于结合德国先进经验，将有效的气候保护方法及综合能源编制方法推广至国家及城市层

面的重要部门及咨询机构。在推动这方面工作的过程中，项目联合多家德国低碳能源转型领域的专业科研、学术机构

和智库，结合中国实际情况，编制了多个城市在推动低碳能源转型和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相关的方案和指南性文件，

供国家和地方政府能源主管部门参考。

《敦煌、新泰和嘉兴市秀
洲区的综合能源规划方案

主要成果总结》

《新泰市农村低碳
供热实施方案》

《德国能源统计
体系介绍》

《德国地方气候保护指导
意见》 相关背景及全文

翻译

《“可持续能源和气候行
动计划”编制指南》

《可持续经济结构转型和
城市能源转型》

点此或扫码下载 点此或扫码下载 点此或扫码下载

更多报告信息，请联系

zhen.yuan@giz.de

点此或扫码下载 点此或扫码下载

http://climatecooperation.cn/climate/energy-concepts-for-the-pilot-cities-dunhuang-xintai-and-jiaxing-xuizhou-summary-of-important-results/?lang=zh-hans
http://climatecooperation.cn/climate/background-and-translation-of-german-municipal-directive/?lang=zh-hans
http://climatecooperation.cn/climate/3853/?lang=zh-hans
mailto:zhen.yuan%40giz.de?subject=
http://climatecooperation.cn/climate/developing-sustainable-energy-and-climate-action-plans-secaps/?lang=zh-hans
http://climatecooperation.cn/climate/sustainable-structural-change-and-urban-energy-transitions/?lang=zh-h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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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能源转型
政策和
时事新闻

在这里，我们将定期收集和发布

德国能源领域的最新政策、重大

时事新闻和地方最佳实践案例，

为中国能源领域的各界机构介绍

来自德国的最新资讯，提供信息

参考。

欧洲如何实现2030年能源和气候目标

2020年10月6日，欧盟能源部长召开非正式视频会议，就如何实现雄心勃勃的欧盟2030年能源和气候目标开

展磋商和讨论。

图片来源：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BMWi）/Andreas Mertens

“今天的议题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议题之一”，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部长阿尔特迈尔（Altmaier）用

这句话开启了2020年10月6日举行的欧盟能源部长非正式视频会议。德国目前担任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至

2020年底，在这期间，德国希望能给雄心勃勃的能源政策注入清洁增长和创新的新动力。 

在2020年9月17日发表的欧盟各成员国国家能源和气候计划（NECP）评估结果以及欧盟委员会对提高2030年

气候保护目标影响预测的基础上，欧盟各国以及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国家（冰岛、列支敦士登、挪威和瑞士）

的能源部长与欧盟能源专员卡特丽·西蒙（Kadri Simson）就为实现2030欧盟能源目标的措施进行了讨论。

与会代表强调了为实现2030欧盟能源目标所采取的不同措施的作用，特别是二氧化碳排放收费以及在其它领

域引入排放交易的可能性。

阿尔特迈尔部长强调了当下各国在政策上统一立场、齐心协力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他指出：“气候变化对人

类构成了严峻的威胁，我们不能推卸责任，它要求我们采取共同的行动。为此，欧盟理事会制定了到2050年

实现欧洲气候中和的目标。这是一个宏伟的目标，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分秒必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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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实现德国电力系统2050年气候中性——德国《可再生能源法》
修正案

德国的《可再生能源法》在过去20年来一直都是可再生能源发展的重要基石。在刚刚过去的9月，德国对其

可再生能源法进行了根本性的修订，这一举措进一步为未来的能源系统转型指明了方向。

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部长皮特·阿尔特迈尔（Peter Altmaier）于2020年9月23日向外界介绍了长达172

页的《可再生能源法》修正案(EEG-Novelle)。2021可再生能源法修正案是2014年以来该法修改内容最多的

一次。新修正案将取代2017版可再生能源法，预计将于2021年1月1日开始生效。阿尔特迈尔部长在介绍可再

生能源法修正案时指出：“今天我们为进一步实现德国的气候保护和利用更多的可再生能源迈出了重要的一

步，可再生能源法的修改为实现现代、可支付和有效的能源转型指明了方向。”  

除了环境和气候保护以外，可再生能源法修正案还指出，为了实现价格合理的能源供应和可支付的电价，必

须控制相关成本。为了实现安全和具有成本效益的电力供应，可再生能源法还将促进更多的可再生能源进入

电力市场，融入电力供应系统。可再生能源电力的发展应该与输电网的发展保持同步，要提高民众对可再生

能源的认可度，特别是对发展陆上风电的认可度。 

可再生能源法修改背景：目前德国已经记录不少可再生能源电力满足一半以上德国电力消费的天数，为实现

德国和欧盟的气候保护目标作出了重大贡献。可再生能源法修正案提出了更高的目标：即在2050年之前实现

德国生产和消费的电力气候中性。而2030年的目标是可再生能源电力将占电力总消费的65%，要实现这些目

标就必须有所变革。2020年上半年德国已通过煤炭退市以及退市后煤矿地区结构调整等法规，热电联产的发

展也在积极推进。在发展离岸风电方面，联邦政府已提交了离岸风电法修正案（WindSeeG），该修正案的核

心是，到2030年将离岸风电增加到20吉瓦，长期目标是到2040年增加到40吉瓦。

在批准可再生能源法修正案的同时，德国联邦内阁也批准了联邦电网需求计划法。可再生能源法和联邦电网

需求计划法是两个相辅相成的法律，联邦电网需求计划法包含了将可再生能源电力输送到消费中心的输电网

扩建的相关规定。 

欧盟的“绿色新政”被寄予厚望。欧洲将通过“绿色新政”到2050年发展成为气候中性大洲。绿色新政是一

个巨大的挑战，但也是推动气候保护和经济发展同步前进的独一无二的机遇，阿尔特迈尔面对他的欧洲同事

这样强调指出。欧洲能源部长们总体上表示将为绿色新政的实施提供大力支持，大部分部长还表示将调整至

2030年的减排目标，以便确保实现2050年达到气候中和的大目标。 

阿尔特迈尔指出，各国的国家能源和气候计划表明，今后还需加强合作、共同努力，特别是在提高能效和发

展可再生能源方面。许多欧盟成员国重视碳排放收费和扩大碳交易领域的作用。必须对碳排放交易的影响以

及与其它减排工具之间的交互作用进行综合分析，大部分能源部长强调共同发展可再生能源的必要性，特别

是离岸风电的建设。与此同时，不少成员国能源部长也表示，兼顾各成员国的国情、居民的可支付能力和提

高欧洲经济的竞争力也特别重要。 

同时，在2020年10月5日举行的一个高级别大会上，来自政府和经济界的专家还围绕氢能发展这一主题进行

了深入的讨论和交流。阿尔特迈尔在次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总结了专家们在这次大会上的意见：“大家一

致认为，要想保持工业企业的竞争力，推动日常生活各领域的气候保护，氢能，特别是绿氢将发挥关键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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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再生能源法修正案中的主要新规：   

• 明确可再生能源年度发展目标，进一步加快可再生能源扩展

2021可再生能源法将确定离岸风电、陆上风电、光伏发电和沼气发电的年度招标总额。如果

欧盟提高气候保护目标，到2030年的发展路径和招标数额也将作出相应调整。同时，为实现

目标而制定的2030年电力需求预测也将定期重新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在必要时对可再生能

源发展目标作出相应的调整。

• 提高公众对可再生能源的认可度

新的可再生能源法规定，地方政府今后可参与风电建设的投资，同时将提高对租房者自主生

产电力（Mieterstrom）的鼓励力度，为居民自发电创造更好的政策框架。

• 加强创新，提高成本效益 

多措并举，有效降低可再生能源的资助成本，包括招标最高值的调整，屋顶大型光伏设备招

标或增加创新招标额度等措施。

• 确保高电耗成本工业企业的竞争力

可再生能源法修正案对所谓的“特殊平衡规则”作出了调整，使电耗成本高的工业企业在未

来适应可再生能源法方面有了更大的计划安全性。

• 可再生能源将更多地融入电力系统

2021可再生能源法将加大鼓励使用现代技术设备，另外，借助智能电表网关技术今后可更好

地调控这些技术设备。陆上风电和沼气的“南部份额”将提高可再生能源发展和电网扩建之

间的协调性。 

• 继续推进领域耦合

海运船只今后在港口停泊时可更多地使用岸电，减少柴油发电。除此之外，可再生能源法修

正案还承诺今后将通过其它程序制定绿氢免除可再生能源分摊费的法规，这是实施国家氢能

战略的一个重要元素。

• 高效的计划和审批程序

为给进入所谓的可再生能源“后补贴时代”铺平道路：作为过渡，补贴期满的发电设备可继

续通过电网运行商销售所生产的电力，他们将获得扣除电网运行商营销成本后的市场价值。

如果这些设备安装上智能测量技术，还可降低营销成本。

可再生能源法修改下一步工作：2021可再生能源法和联邦需求计划法将被提交至联邦议会和联邦议院审议。

目标是在今年通过立法程序。

继续扩大可再生能源发展力度，实现气候保护

基于最新的《可再生能源法》修订版，可以清晰、透明地制定至2030年各项可再生能源的招标总额，从而达

到既定目标，即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在电力消费总量中的比重达到65%。

德国的可再生能源发展正在大步向2030年气候目标前进。可再生能源法修正案和离岸风电法修正案确定的发

展速度达到了2030气候保护计划制定的发展上限，在光伏发电方面甚至超出了相应的上限。这些措施的目的

是为确保实现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电力占电力总消费65%的目标，并确保2030年以后也能继续保持气候友好

的发展，因为德国的气候目标是在2050年以前实现生产和消费100%气候中和电力。这一长期气候目标同样在

可再生能源法修正案中有所体现。

要实现这一目标，未来十年可再生能源必须继续保持强劲增长趋势，新的可再生能源法修正案因此规定了今

后每年将增加2.9-5.8吉瓦的陆上风电，1.95-2.15吉瓦的光伏发电和500兆瓦的生物质发电。另外，创新招

标以及固定收益的光伏和沼气发电设备还将提供500-850兆瓦电力。通过创新招标可以测试招标设计和技术

创新的举措。与陆上风电不同，可再生能源法修正案对离岸风电不作规定，离岸风电的发展路径由离岸风电

法修正案作出规划。离岸风电法修正案计划到2025年每年招标1-3.5吉瓦离岸风电，以确保实现到2030年装

机容量达到20吉瓦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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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可再生能源法修正案：到2030年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宏伟蓝图

离岸风电法修正案制定了雄心勃勃的离岸风电扩建计划

陆上风电（吉瓦）

到2030年的风电和光伏发电发展路径（吉瓦）

图片来源：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BMWi）；离岸风电法修正案（(WindSeeG)；2021可再生能源法修正案

(EEG)

光伏(吉瓦) 离岸风电(吉瓦)

https://www.bmwi-energiewende.de/EWD/Redaktion/Newsletter/2020/10/Meldung/topthem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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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的电网储备、容量储备和全安备用电

德国电力供应安全有三重储备保障措施，这三重保障负责保护电网的安全性能，使电网在极端情况下也能保

持平稳运行。

电网储备、容量储备和安全备用电虽然用来应对不同的电网不稳定征兆，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保障未来

电力供应安全。 

德国是世界上电力供应最安全的国家之一，原因之一是德国同时拥有三种储备电方式来保障电力供应的安

全。这三种储备方式编织了一个电力供应的安全网，即使在能源转型不断发展、可再生能源占比不断提高的

情况下，也能使我们的能源系统平稳安全地运行。然而，各项储备机制也不尽相同，电网储备、容量储备和

安全备用电这三种不同的储备方式有着各自的发展历史和任务。 

电网储备电保障电网自身在大负荷情况下的安全运行

冬季是输电网一年中运行负荷最大的季节，在寒冷风大的冬季，北方的风电大量地馈入输电网，南方的工业

中心则急需使用更多的电力，特别是在遇到寒冷天气，日照又短的日子。为了在这种遭受“冲击”的情况下

保持电网的稳定运行，就必须减少北方风电设备的发电量，增加南方的发电量。只有采取这种被称为再调度

的调控措施，才能保证输电网的安全运行。因此，这种也被称为“冬季储备”或“寒冷储备”的电网储备每

年主要在冬季半年发挥作用。电网储备的电量由正处于停运状态或运行商已报备关停的电厂来提供，这些电

厂在需要时可在短时间内临时启动发电，填补电力空缺。启用这些电厂的法律依据是能源经济法(EnWG)和储

备电条例。对电网稳定负责的德国输电网运行商 (ÜNB) 每年需计算出未来年份的电网储备电需求，然后交

由联邦网络管理局(BNetzA)作进一步的审核并确认。2020/2021冬季所需的6.6吉瓦电网储备电已得到联邦网

络管理局的确认。 

容量储备：用于极端和突发情况 

每当出现不可预测的突发情况时，人们总希望能听到会有人说“我们有额外的电力容量可供支配”这样的

话，容量储备就是要解决这样的问题。容量储备主要是要保障在出现极端和不可预测的突发情况下电网自身

的安全。当出现电力大宗交易市场虽经自由定价但电力供应仍然无法满足电力需求的情况时，就得启用容量

储备电。由此可以看出，容量储备电独立于电力市场，是电力消费者的又一个安全保障。容量储备电力来自

电力市场之外的发电设备、蓄电设备或负荷，用于容量储备的电厂不得在电力市场主动进行交易（禁止销

售），只能根据输电网运行商的请求增加发电量。只有当出现其它方式都无法平衡电力供需矛盾的情况时，

输电网运行商才可向容量储备电提供商发出请求。容量储备将在2020/2021冬季半年提供2吉瓦的额外电网保

障电力。启用容量储备电的法律依据是能源经济法和容量储备电条例。2019年年底，输电网运行商完成了第

一轮2020年10月至2022年9月共2000兆瓦容量储备的招标，已为该时段购买了1056兆瓦的发电容量。剩余储

备容量将在下一轮招标中配备满足。最新的电力供应安全监测报告表明，未来几年的电力需求将得到满足。

为了在能源转型的进程中保障电力供应的安全，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对电力供应安全进行持续监测，从

2021年开始，联邦网络管理局也将对此进行持续监测。监测报告汇总了所有监测结果，报告定期（至少每两

年）对电力市场和可用发电厂到2030年的发展作出评估分析。 

安全备用电：在A计划和B计划不够时启用 

结合前文，电网已经有了双重保险。但是为了应对任何可能发生的情况，还有安全备用电这个第三重保险。

安全备用电是2016年7月的电力市场法决定的，其电力由燃煤电厂退市进程中计划关停的发电厂来提供。这

些拟退市的燃煤电厂在彻底离网前的4年时间内可以重新启用。只有当其它措施以及电网储备和容量储备都

无济于事时，才能启用安全备用电。这种情况至今还没有发生过。在需要时，这些电厂必须根据输电网运行

商的请求，在10到11天的时间内投产发电。目前，有8台发电机组可提供2.7吉瓦的安全备用电，这相当于褐

煤发电装机容量的13%。这些暂时停产的电厂不会产生二氧化碳排放，预计自2016年10月设立安全储备电开

始至2020年年底可节省约1250万吨的二氧化碳的排放。

电网 | 能源转型

这样一来，到2030年，陆上风电装机容量将由现在的54吉瓦增加到71吉瓦，光伏发电装机容量将由现在的52

吉瓦增加到100吉瓦。到2030年陆上风电发电量将达到145太瓦时(TWh)，光伏发电量将达到94太瓦时，离岸

风电电量将达到80太瓦时。 

如果欧盟在实施“绿色新政“的过程中确定新的具体的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可再生能源法修正案中确定的

各项发展目标也将作出相应的调整。

原文来源：

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能源转型直击简报2020年第10期（10月13日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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