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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可再生能源的产业发展与环境保护问题的探讨
达娅娜

［摘要］人类历史发展变化的事实告诉我们，任何经济发展阶段都会出现环保问题，
尤其是近几十年，经济发展速度过快，由此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愈加深重，例如排出二
氧化碳造成的环境污染，臭氧层的破坏，温室效应以及气候变化等问题越来越严重。环
境恶化促使很多国家宣布新的能源政策，转向发展清洁环保的可再生能源。随着中国经
济发展，能源消耗在不断增加，解决环境污染问题日趋紧迫。本文阐述中国可再生能源
产业发展现状，执行的政策与大规模发展计划，在采用新能源的过程中出现的障碍与瓶
颈，以及中国政府将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本报告通过对可再生能源问题的阐述和探讨，
试图提出解决环保问题的一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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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sues of Renewable Energy Industry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China
[Abstract] History has already taught us that economic development，especially with rapid
growth，walks hand in hand with environmental issues. The more our economy grows，the
closer we become to environmental problems，such as atmosphere pollution by unprecedented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ozone layer depletion，Greenhouse effect and even climate change.
With aggravation of these problems，different countries have declared new energy policies and
have turned to alternative resources which are declared to be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and clean.
As China’s economy is growing by hours，so is the energy consumption，and so is pollution.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development and nowadays situation of alternative resources industries
in China；existing policies and major development plans，and how effective they are；existing
obstacles and bottlenecks on the way to successful implementation of such resources，and how
the Chinese government deals with them；and most importantly this paper，relying on all the
other topics，examines the effectiveness of green alternative resources in regards to sol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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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day’s environmental issues.
[Key Words]Environment Protection；Pollution；Renewable Resources；Development
Difﬁculties；Effectiveness

0. 导言
近几十年来全世界经济发展，人口不断增加，各个方面需求都在快速增加。需求的
提高需要能源的大发展、大支持，政府在保证能源安全方面承担着义不容辞的责任。能
源安全意味着国家安全，社会安全和人民生活安定和平安，只有完成好这项任务才能保
证国家有美好的未来。
表面上看迅速发展经济只会带来好处和利益，其实并非如此。目前人类面临的最严
重的问题就是环境保护与能源供应问题。这两个问题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它们互
相联系又互相矛盾，互相影响，互相制约，解决起来相当棘手。为了解决好这对矛盾，
很多国家正努力发展和采用新兴能源，也就是可再生能源。
2009 年世界陷入了能源短缺的困境，而廉价且容易找到的能源尤为匮乏。这种短缺
导致了传统能源价格上涨，同时加强了人们寻找替代性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的决心。全世
界多数国家进入了新能源历史阶段，尤其在中国，新能源正处于优先发展的地位。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能源与环境的协调发展是实现中国现代化目标的重
要前提。中国是能源大国，也是能源消费大国，当前中国能源发展面临人均能耗水平低，
环境污染严重，能源利用率低以及可再生能源比例少等问题。中国政府正在调整能源结
构，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缓解环境污染，把加强能源安全看做事关国家发展的关键环节。
水电、风电、太阳能发电、太阳能热力属于不排放污染物的干净能源。发展这些可
再生能源可减少煤炭开采消耗对生态的破坏，但是如果措施不当，这些可再生能源开发
对生态环境也能产生不利影响。如温室效应、改变大气环流和局部气象条件，从而影响
生态环境的平衡状态等等。在可再生能源开发中应该彻底落实科学发展观，应该尊重自
然规律，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水电开发要充分考虑保护动植物和水生生物的生存环境，
做好地质灾害防治和水土保持工作，协调好与自然保护区之间的关系。风电建设要协调
好与湿地保护区、鸟类保护区和风景名胜及自然景观的关系。
如把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作为解决环保问题的钥匙，那么怎样发展新能源，如何打开
环保之门将是各国所面临的新课题。人们首先要弄清楚的是发展现状如何，未来格局存
在的瓶颈问题是什么，发展新能源带来的好处和造成的新困难到底是怎样的。本报告通
过对事实的探求和数据分析试图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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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生产与采用可再生能源的现状
1.1 中国政府关于可再生能源的政策
近年来，中国国家立法机关和相关机构围绕节能减排与应对气候变化，加强了环境
资源保护方面的法制建设，目前已初步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保护环境、节约资源和能
源的法律制度体系。2005 年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的《可再生能源法》，确立了政府
推动和市场引导相结合的可再生能源发展体制，规定了包括总量目标、强制上网、优惠
电价等一系列重要法律制度和措施。该法施行近五年来，对推动中国可再生能源开发利
用产生了重要作用 [1]。例如，中国风力发电连续 4 年翻番，目前中国已成为全球风力发
电增长最快的市场。而太阳能利用、农村沼气以及其他生物质利用亦取得长足进步。
可再生能源是中国重要的能源资源，在满足能源需求，改善能源结构，减少环境污
染，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为了加快可再生能源发展，更好地满足经济和
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求，根据《可再生能源法》的要求，在总结中国可再生能源资源、
技术及产业发展状况，借鉴国际可再生能源发展经验的基础上，2007 年国务院总理温家
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会议指
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加快水电、太阳能、风能、生物发电、沼气的开发利用。
总的目标为提高可再生能源在能源结构中的比重，解决偏远地区无电人口供电问题，改
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推行有机废弃物的能源化利用，推进可再生能源技术的产业化
发展。《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的制定提出了从现在到 2020 年期间中国可再生能
源发展的指导思想、主要任务、发展目标、重点领域和保障措施 [2]。
然而，中国的可再生能源产业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如电网建设滞
后、有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上网难、可再生能源发电上网电价费用分摊机制不够完善
等。《可再生能源法》的初次修改重在解决其在施行过程中遭遇到的一些阻力。修改后的
《可再生能源法》，从法律上确立了国家实行可再生能源发电全额保障性收购制度，建立
了电网企业收购可再生能源电量费用补偿机制，设立了国家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要求
电网企业提高吸纳可再生能源电力的能力等，将有力地推动中国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健康
快速发展，促进能源结构调整，加强环境友好型和资源节约型社会建设。
修改后的《可再生能源法》规定，国家实行可再生能源发电全额保障性收购制度。
同时还规定，国家财政设立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资金来源包括国家财政年度安排的专
项资金和依法征收的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收入等 [3]。
专家们认为，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的设立，是此次修改的一大亮点。中国国际问题
研究所气候问题专家王瑞彬说：
“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实际上是目前世界上很多国家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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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个政策，用来鼓励发展本国的可再生能源。它能非常有效地实现一个国家能源消费
结构的多元化，减少对化石能源的依赖，同时减少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有利于
保护环境 [4] ”。
本次修改还完善了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规划的编制程序和内容，规定国务院能源主
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根据全国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中长期总量目标和可再生能
源技术发展状况，编制全国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规划。
外界也注意到，中国此次修改《可再生能源法》距离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结束不到 10 天的时间。而就在哥本哈根大会召开前，中国政府首次宣布了二氧化碳减排
的量化目标，即 2020 年单位 GDP 二氧化碳排放比 2005 年下降 40％到 45％。对尚处在
发展中的中国而言，这个目标的实现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5]。
修改《可再生能源法》，是中国实现减排目标的重要举措。在哥本哈根会议之后，随
即通过了《可再生能源法》的修正案，对于中国实现这个减排目标来讲应该是一个重要
的举措，表明中国将应对气候变化的承诺落到了实处。因为中国政府知道，可再生能源
在实现减排方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传统能源严重缺乏情况下，全世界毫不怀疑地承认尽量发展可再生能源的重要性。
毫无疑问化石能源是十分有限的，而对新能源开发利用在理论上没设任何限制，我们不
得不深入思考各种能源的可靠性和安全性问题。特别是经历过两次大规模核泄漏后我们
更应该再一次彻底地弄清楚在清洁的、环保型的、可再生的能源之中哪一个是值得大力
发展的，哪一个是能满足需求而又保证长期安全、避免环境污染的？
1.2 完全环保型的可再生能源
完全环保型的可再生能源一般为风电、水电、太阳能、生物质能、农村可再生能源
等。根据中国能源发展和能源市场情况，我们着重探讨前三种能源。
1.2.1 风电
凭借清洁高效的特点，风电作为新能源已被公认为未来能源发展的方向。因其成本
低，资源丰富，安全性能高等优点，在新能源中脱颖而出。据统计，今年一季度中国风
电发电量达到 188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60.4%，继续“十一五”时期快速增长的良好态
势。这一成绩的取得主要得益于风电规模连续多年快速增长。
据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副司长史立山介绍，2011 年一季度风力发电量
的增长主要有三个方面原因。第一个是中国风电装机容量的大规模上升，尤其是年内甘
肃酒泉风电基地有一大批装机并网发电；第二是季节性变化，供暖季过后风电开始大规
模并网发电；第三是电网的支持，各大电网公司现在都在优化调度，优先风电上网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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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风电在能源结构中的比重虽然还比较低，还存在入网难等问题，随着人
们关注度和技术水平的不断提升，风电面临的瓶颈问题将会逐步解决，风电将朝着“送
得上，用得上，发展有保障”的目标稳步前行。风电的并网和运行已成为中国风电发展
的核心问题，解决这个问题要从政府管理、风电场运行、风电设备性能和电网调度等 4
个方面着手。
据中国风能协会日前发布的《2010 年中国风电装机容量统计报告》显示，2010 年中
国风电装机容量较上年增幅超 70%。新增安装风电机组 12904 台，装机容量 18927.99 兆
瓦，同比增长 37.1%；累计安装风电机组 34485 台，装机容量 44733.29 兆瓦，同比增长
73.3% [7]。
如今中国有甘肃酒泉、蒙东、蒙西、东北、河北、新疆、江苏、山东等 8 个千万千瓦
风电基地在规划和建设之中。统计数据显示，从 2005 年开始，风电总装机量连续 5 年翻
番增长，截至 2010 年底，累计装机容量达到 4182.7 万千瓦，其中 3100 万千瓦装机实现
并网发电，首次超过了美国，创造了世界风电发展史上的奇迹，现已成为世界第一风电
大国 [8][9]。
尽管风电发展取得了成功，政府还在不断地继续努力，尽量发展并扩大另一些风电
的来源。史立山表示，在目前除了开展大基地风电建设之外，未来国家将支持在资源不
太丰富的地区发展低风速风电场，倡导分散式开发。
低风速风电是指风速在 6 米 / 秒 ~8 米 / 秒，年利用小时数在 2000 小时以下的风电项目。
据了解，目前全国范围内可利用的低风速资源面积约占中国风能资源区的 68%，位置都
接近电网负荷的受端地区。但目前中国国内的风电开发集中在“三北”
（西北、东北和华
北）、东南沿海等风资源丰富的高风速地区、低风速区的风电开发几乎处于空白 [10]。在风
能资源较好地区的风电开发受限于并网瓶颈限制而不断“弃风”的背景下，低风速区风
场开发逐渐引起各方关注。加强地风速风电开发已被纳入风电发展规划，政策上逐步提
高其在未来整体风电开发布局中的比重。
1.2.2 水电
水电是清洁能源，可再生、无污染、运行费用低，便于进行电力调峰，有利于提高
资源利用率和经济社会的综合效益。在地球传统能源日益紧张的情况下，世界各国普遍
优先开发水电，大力利用水能资源。
中国不论是水能资源蕴藏量，还是可能开发的水能资源，都居世界第一位。截至
2007 年，中国水电总装机容量已达到 1.45 亿千瓦，而去年水电开发规模迈上了新台阶。
截至去年 8 月，中国水电装机突破 2 亿千瓦，居世界第一 [11]。
水电能源开发利用率从改革开放前的不足 10% 提高到 25%。水电事业的快速发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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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同时还带动了中国电力装备制造业的繁荣。
从中国水资源的分布情况看，资源分布很不均衡，呈现西部多、东部少的特征，特
别是西南部的云南、四川、西藏、贵州和重庆 5（省、区）市的技术可开发容量和经济
可开发容量，分别占全国的 67% 和 59%，而云南、四川两省的水电资源又占西南地区的
61% 和 85%。待开发的西南水电主要集中在云南、四川两省的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
澜沧江、怒江五大流域，其中五大流域干流在两省境内共规划 79 个梯级水电站，总装机
容量达到 1.6 亿千瓦，多年平均发电量为 7567 亿千瓦时 [12]。
水电建设技术和管理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一系列关键坝工技术获得突破。水电设备
国产化水平显著提高。成功建设了三峡、龙滩、小湾、水布垭等一大批代表世界先进水
平的水电工程，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专业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建立了完整的水电规划、
设计、建设、运行、管理体系。
中国大部分水电工程所在地区贫困，基础设施条件差，生态环境承载能力有限，经
济发展后劲不足，水电开发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机遇。
三峡工程建设后，库区的经济社会事业不断发展。三峡库区湖北境内的夷陵、秭归、
兴山、巴东 4 个县（区）成为湖北省内发展最好最快的地区。重庆经济发展步入了又好
又快的轨道，1994 年至 2009 年，GDP 年均增长 14.7%。2009 年城乡移民人均收入增幅
超过 10%。库区生态环境明显改善，城镇生活污水处理率、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分别达到
49% 和 70%，教育、卫生、文化事业也有了长足进步 [13]。
三峡机组全部国产化，迈出了自主研发和创新的可喜一步。小水电设计、施工、设
备制造也已经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使中国成为小水电行业技术输出国之一。而且三峡工
程之后，一大批世界级的水电项目开始建设，大江大河以及中小流域的治理和开发全面
推进，新一代水电任重道远。如中国政府能够把三峡的经验实行到在另一些已制定为要
开发的地区身上，不仅是水电企业，而附近地区居民也会期望美好的未来。
1.2.3 太阳能
随着能源缺乏，专家指出，“阳光时代”已经到来。由于加快对太阳能的开发利用，
大力发展“阳光产业”，中国太阳能光热行业的企业数量总计达到 3160 家 [14]。
据了解，太阳能的利用主要有三种方式。一是直接的太阳能光照采集技术，二是光
伏发电，三是太阳能热利用技术。目前，最常见的和利用最广泛的是最后一种，即太阳
能热水器的安装使用。中国农村能源行业协会秘书长罗振涛介绍说，1991 年，全国的太
阳能热水器安装面积不到 50 万平方米，到 2004 年，这个数字已突破 6000 万。2004 年一
年新增 1300 万平方米，超过了欧洲十年的总和 [15]。这年 2 月 28 日，国家颁布《可再生
能源法》，明确规定：国家鼓励单位、个人安装和使用太阳能热水系统、供热采暖和制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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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光伏发电系统等设施。而且要求从 2005 年 1 月 1 日起，开发商在设计新建房屋时，
必须预留太阳能利用系统的位置，太阳能利用迎来春天。
随着国家制定的新政策的实施，截至 2010 年底，中国光伏发电装机规模达到 60
万千瓦，光伏新增并网容量为 21.16 万千瓦，累计并网容量为 24 万千瓦，较上年的 2.5
万千瓦，增长了 960% [16]。
开发太阳能，必须要不断创新技术，扩大太阳能的应用范围。目前，太阳能热水器
提供的只是 70℃～ 80℃的低温热水，还应发展中温、高温热水，将太阳能利用到工业和
农业生产。在太阳能热发电方面，利用塔式发电系统，规模达到 1020 兆瓦，发电成本为
每千瓦 0.9 元 ~2.4 元，已经接近现有火电价格 [17]。
降低价格，创建良好的开发和利用条件是一条正确的发展之路。但在这条路上有关
企业免不了要遭遇一些瓶颈。
1.2.3.1 太阳能利用形式
中国光伏发电开发利用主要有建筑光伏和地面光伏两种形式。建筑光伏发电与跟它
相结合的并网光伏系统，是光伏应用的主要方式之一。在中国目前的技术条件下，城市
并网发电的主要形式是屋顶并网光伏系统。中国东部沿海省份经济发达，电力负荷大，
消纳光伏发电能力强；同时目前光伏产业主要集中在东部省份，光伏产业对当地经济的
发展起着重要作用，这些地区政府具有开展光伏发电应用的积极性，也有发展、扶持、
帮助本地光伏产业的意愿。在城市建设屋顶并网发电系统（BAPV）及光伏建筑一体化集
成光伏系统（BIPV），对于城市形象及政府业绩都有良好的展示、示范作用。在东部地区
建设城市屋顶并网光伏系统，具有充分的政治条件、经济条件及社会条件。
《可再生能源
中长期发展规划》提出，到 2020 年安装建筑光伏 2 万套，累计安装 100 万千瓦 [18]。
第二种形式为地面光伏发电方式。中国有约 264 万平方公里的荒漠资源，其中干旱
区荒漠化土地面积为 250 多万平方公里；主要分布在光照资源丰富的西北地区，其年总
辐射在 1600 千瓦时 / 平方米～ 2300 千瓦时∕平方米，在全球也属富集区。无需水资源条
件的大型光伏电站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西部有不少荒漠，如内蒙古的鄂尔多斯、甘肃
的河西走廊绿洲边缘、新疆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晋西北及陕北等靠近电力线路和负
荷中心，可以作为大型并网光伏项目的起步区域。随着电力输送技术和储能技术的发展，
大规模荒漠光伏电站将必然成为未来的电力基地。
1.2.3.2 市场格局
光伏产品市场也是值得关注的领域。
尽管光伏发电发展迅速，中国光伏发电产品应用范围还是很小，目前主要用于解决
偏远地区无电人口和特殊行业用电问题。对比海外市场需求旺盛来看，中国国内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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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产业，没市场”，对太阳能这一绿色、清洁能源的应用相对滞后。据统计，2009 年中
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太阳能热水器生产国，当年的产量和保有量已经分别占到世界的 78%
和 54%[19]。然而直至今天，作为太阳能热水器制造大国，中国的国际市场还没有形成与
之相应的地位和容量，尽管已经有不少企业在积极开拓国外市场，也获得了国外检测认
证，但面对数十亿美元的国际市场，中国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为扩大中国太阳能热利用行业出口市场，探索记录行业走向国际之路，中国太阳能
产业联盟网根据中国太阳能热利用产业联盟的指示精神，特别筹划了“探寻中国太阳能热
利用行业出口之路”的大型访谈活动。自 2011 年 3 月 1 日起中国太阳能产业联盟网成立专
门访谈报道组走向全国，采访业内 20 余家出口领先企业，同期制作网络专题对采访内容进
行全程报道 [20]。
发展太阳能产业，需要政策扶持。有人建议，国家应该返还企业税，支持企业研发
等能力建设；重点扶持、保护大企业大品牌；对农村、老少边穷地区可再生能源应用进
行补贴；支持国外科研成果在国内的产业化。国家、行业要加强太阳能与建筑结合的推
广应用力度，并形成有效的推广管理体制。
1.3 潜藏危险的可再生能源
除了上述的安全新能源外，核能的利用也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重视，同时它也颇受
争议。
中国是继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加拿大和瑞典之后，世界上第七个能自主设
计和建造核电站的国家，但核电的发展状况与核大国的地位极不相称。
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最新统计，目前，全球在建的核电站一共有 56 个，其中亚洲国
家在建的有 37 个，而中国就占 21 个。另外，据美国核能研究所（NEI）最新统计，截至
2011 年 1 月，全球 29 个国家共有 442 台运行核电机组，还有 65 座核电站在建。其中，
中国在建的反应堆达 28 座。但无论哪一数据更正确，中国都约占全球在建核反应堆总数
的 40%

[21]

。

2007 年，中国核电发电量和装机容量的比重分别达到 1.92% 和 1.24%，在拥有核电
的国家中是最低的。2008 年全国核电总装机容量和发电量分别是 885 万千瓦和 684 亿千
瓦 / 时，仅占全国总装机容量的 1.1% 和总发电量的 2%，与世界核电水平 17% 相比，中
国核电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截至 2009 年年底，中国已核准 10 个核电项目共 28 台机组，
总容量为 3140 万千瓦，其中 20 台计 2192 万千瓦已开工建设，已成为世界上核电在建规
模最大的国家。
近年来中国不断调高核电发展的目标，根据最新目标，2020 年核电占电力总装机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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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比例将达到 8%以上，照此计算，2020 年中国核电装机容量至少可以达到 7000 万千瓦，
相当于未来 12 年中国平均每年有 5~6 台百万千瓦核电机组投产 [22]。但前不久的日本福岛
核泄漏危机，让中国政府对核电站做出新的审视。
大地震和海啸触发核危机后，正计划建造数十个核电站的中国被置于世界的聚光之
下。中国决定在核安全规划批准之前暂停审批核电项目，这能减缓外界对潜在的核污染
的一些忧虑，不过专家指出，更多的工作亟待去完成。
目前中国内陆核电的选址原则仍是建在水源处，湖南、湖北、江西三处即将开工的
核电站站址都临湖。相对于水资源充足的海洋，湖泊面积要小很多。从技术上来看，无
论湖南、湖北等地的核电站，都采用更为节水的第三代核电技术——AP1000。但是核电
专家张禄庆指出，AP1000“还谈不上是成熟的商用技术”。根据《核电信息周刊》透露，
2009 年，西屋公司在美国进行的 AP1000 机组的主泵空载试验以失败告终，直到 2010 年
5 月主泵第三次中间试验才取得初步成功 [23]。
虽然中国现有核电站均位于沿海地带，但中国内陆建设核电的热情大有后来居上之
意。包括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河南、重庆、四川、甘肃、吉林在内的多个内陆省
市，都已向中国国务院提出了建设核电站的计划。在中国共计 40 多个通过初审的核电项
目中，内陆建址的约占 75%。为了确保安全利用核能，中国总理温家宝 2011 年 3 月 16
日在国务院常会议上宣布，中国将暂停审批新核能发电项目。
温家宝指出，中国将暂停审核所有新送件的核电厂申请案。全面检查所有兴建中的
核电厂，不符安全标准者立刻停工，并调整中长期核电规划。但部分中国专家及外资客
商认为，官方只是暂时停止审核作业，中国发展核能发电的长期方向并未改变。
同日中国环境保护部发布《核动力厂环境辐射防护规定》
（简称《规定》）。《规定》
要求，中国核动力厂包括核电站在选址时，必须综合考虑厂址所在区域的地质、地震
等厂址周围的环境特征，必须考虑厂址所在区域内可能发生的自然或人为的外部事件对
核动力厂安全的影响。
《规定》同时要求，核动力厂应尽量建在人口密度相对较低、离大城市相对较远的地
点。“在核动力厂厂址选择的过程中应避开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
等环境敏感区 [25] ”。
按照《规定》，规划限制区范围内如有 1 万人以上的乡镇，厂址半径 10 公里范围内如
有 10 万人以上的城镇等都不适宜建设核动力厂，包括核电厂。
如果政府与所有有关机构和行内人士完全履行指定的目标和措施，表面上看是可以
避免发生核事故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对于中国各省市日趋高涨的核热情，福岛核事故
可谓是当头棒喝，特别是对内陆核电站而言。沿海地区有突发情况尚可用海水应急冷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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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内陆核电站将该如何应对呢？按照刚宣布的规划陆内核电站建造要求是要穿上安全
外衣的。不过一旦外衣被破坏或受到意外影响，核电站能够坚持多长时间？周围的环境
和居民会遭受怎样的严重后果？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教授指出，内陆的江河湖泊，往往
广泛用于农业灌溉等用途，同时也是周围居民的饮用水源，因此对于排放物安全性更加
敏感。
25 年前，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爆炸，人们经历一场旷世灾难，此后的岁月中，人
们仍继续遭受着暗无天日的污染和折磨。这是一场灾害史上最可怕的核灾难，25 年中，
核辐射让 27 万人罹患癌症，9.3 万人死亡，当天释放的辐射量，相当于广岛和长崎两枚
原子弹的 100 倍，那些核辐射尘埃，甚至从前苏联乌克兰上空随气流漂浮到瑞典、芬兰
等北欧国家的上空，落下的，是疾病和死亡的种子。
25 年后的今天，这番恐惧再次前来造访，受强震和海啸的影响，日本福岛第一核电
站的冷却系统陷入瘫痪，多个机组发生氢气爆炸并产生核泄漏，周围大范围地区的牛奶
和菠菜中放射性物质大大超标，一场让全世界恐慌的日本核危机不可阻遏地蔓延开来。
人类利用核能不过几十年，作为总体安全的大宗能源，面临的危险不外乎是人为的安全
保障和难以预料的天灾。25 年前的切尔诺贝利和今天的福岛，都向我们警示如何安全利
用核能的问题，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亟须解决的问题。

2. 中国可再生能源策略的展望
中国的可再生能源产业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如电网建设滞后，有的可
再生能源发电项目上网难，可再生能源发电上网电价费用分摊机制不够完善等。最后一
次修改《可再生能源法》后，从法律上确立了国家实行可再生能源发电全额保障性收购
制度，建立了电网企业收购可再生能源电量费用补偿机制，设立了国家可再生能源发展
基金，要求电网企业提高吸纳可再生能源电力的能力等。此法将有力地推动中国可再生能
源产业的健康快速发展，促进能源结构调整，加强环境友好型和资源节约型社会建设。
发展新能源与解决环保问题之间的关系是很直接的。可再生能源本身就是为了解决
全世界面临的环境保护与气候变化问题而创造的，并得到了巨大规模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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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图解简单地介绍发展可再生能源与解决环保问题的程序关系。近年来许多国家都
在着力开发和利用新能源，即那些可再生的清洁能源。当这些新能源达到相当规模的时候
才能够满足日益上涨及扩大的需求。新能源发展的同时，全球经济发展得也很快，而且前
者发展的速度跟不上后者，迫使各国政府采取措施，解决发展与能源需求的矛盾。目前消
耗的能源主要是化石能源，它在所采用的能源比重之中至少要占 70%，而新能源比重仅占
不到 7%。那么下一步的任务就是改变对化石能源的依赖，大力发展新能源——可再生能
源。中国在未来发展中可再生能源消耗比重上升到 50% 的话，就可以达到它所承诺的环保
减排目标。因为提高新能源消耗意味着减少二氧化碳的排出，就可以减少温室效应。包括
中国在内的全世界都面临着气候暖化的变化，减少二氧化碳的排出，减少温室效应，是应
对气候变化，解决环保问题的关键。因此，各国政府必须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把新能源
做为国家安全发展的战略来看待。
当然世界各国要面对许多实际困难，资金问题、人们的观念问题、相关的法律法规
问题以及制度管理问题。到现在为止，中国政府已经发布了很多有关的法律，不断的检
查整个可再生能源产业，为提高效果采取了很多措施，并积极地参加国际环保活动。
图解不仅是介绍发展与采用可再生能源会解决环保问题的过程，也清楚显示每一部
分之间的密切关系。换句话说，若做不到其中的一个部分，其他的部分也是完成不了的，
达不到原来的目标。因为每个部分都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我们探讨一下此循环内的
最敏感的、最难处理的部分——经济发展对能源的需求问题。
2.1 中国对化石能源的依赖程度
石油资源的日益匮乏和中国对进口石油的过度依赖使人们不得不面对能源安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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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全球已进入高油价时代，能源安全更成为一个关系到国计民生和影响到中国整体
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关键性问题。
为了搞清楚中国对化石能源的依赖程度，下面来看一些数据。
1995-2006 年中国石油年消耗量与进口量：[26]
年度

消耗量（万吨）

净进口量（万吨）

依存度

1990

11485.6

-2354.8

0

1993

14721.3

1109.2

7.5%

1995

16064.9

1218.7

7.6%

2000

22439.3

7576.4

33.8%

2002

24779.8

8130.1

32.8%

2003

27126.1

10648.8

39.3%

2004

31699.9

15050.7

47.5%

2005

32535.4

14275.1

43.9%

2006

34875.9

16826.8

48.2%

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显示，1995 之后的十年间，随着经济飞速发展，中国对进口石
油的依存度也基本呈逐年递增趋势，2006 年，全国 48.2% 的石油消耗量需从国外进口。
而 2008 年 4 月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中国能源发展报告（2008）》蓝皮书预计，2010 年
和 2020 年中国石油消费量将达 4.07 亿吨和 5.63 亿吨，分别比 2006 年提高 17.42% 和
62.47%[27]。
中国石油消费巨大，严重依赖进口，2006 年石油净进口量 16286 万吨。从中国石油
的进口贸易情况看，石油进口量不断增长，2006 年比 2001 年增长了 122.4%，年平均增长
率为 17.3%，从目前的趋势看，中国石油的进口量还会进一步增长；另一方面，中国石油
的进口额增长幅度更大，自 2001 年的 154.06 亿美元迅速增长到 2006 年的 819.52 亿美元，
2006 年比 2001 年增长了 432.0%，年平均增长率为 39.7%。2005 年中国石油进口量约占
世界石油贸易量的 6.8%，已经成为继美国、日本之后的第三大石油进口国。
天然气进口量也很大。2001 年中国天然气进口量为 489.62 万吨，2006 年为 605.81 万吨，
近年来天然气的进口量维持在 600 余万吨的水平上，增长不大，由于中国进口的主要是
液化天然气，而天然气的大规模输送必须通过管道，未来中国天然气进口量增长变化在
很大程度取决于天然气进口输送管道基础设施的建设情况。
2001 年中国煤炭进口量只有 249 万吨，2006 年迅速增长到 3836 万吨，近年来煤炭进
口量逐年大幅增长，年增长率达到 72.8%。由于中国煤炭资源在地域上分布不均，北煤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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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陆路运输成本较高，在符合比较效益的情况下，预计未来煤炭的进口量还会进一步
增长 [28][29]。
细看上述的数据可知，中国对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的依赖性很明显，并达到过高的
程度。2001 年中国石油消费对进口的依赖程度只有 29.1%，2006 年已经上升到 47.3%。
近年来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导致了能源需求，特别是石油需求的快速增长。国内石油产量
增长缓慢，而石油消费增长迅速，从而导致石油进口量连年大幅增长，使中国石油消费
对进口的依赖程度不断提高。巨额的石油进口以及对石油进口依赖程度的快速提高，使
中国的石油消费严重地依赖于国际市场。
2. 2 中国可再生能源消费比重
去年中国可再生能源在一次性能源消费结构中所占的比例已从 2008 年的 8.4% 提升
至 9.9%。针对近期关于新能源产业尤其风电、光伏发电领域产能过剩的争论，专家表示，
相对于未来的发展规划，新能源产业目前并没有真正过剩。
为了了解到整个情况，我们探讨一下 2001 至 2006 年的能源消费比重情况。
2001-2006 年中国能源消费总量及构成 [30]：
年份

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 (%)

能源消费总量
( 万吨标准煤 )

煤炭

石油

天然气

新能源

2001

143199

66.7

22.9

2.6

7.9

2002

151797

66.3

23.4

2.6

7.7

2003

174990

68.4

22.2

2.6

6.8

2004

203227

68.0

22.3

2.6

7.1

2005

224682

69.1

21.0

2.8

7.1

2006

246270

69.4

20.4

3.0

7.2

而最近新能源占能源总量的比重较上面的情况有较明显的提高，特别是从 2008 到
2010 年新能源的比重提升了 1.5%，显示出政府改变能源策略后所产生的效果。
中国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可再生能源发展中心副主任任东明透露，2009 年，国内
一次性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占 68.7%，石油占 18%，天然气占 3.4%，非化石能源，即
可再生能源消费比重上升到 9.9%。根据中国国务院去年年底提出的目标，到 2020 年非化
石能源占一次性能源消费比重达到 15% 左右。
从 9.9% 至 15%，可再生能源需提升的比重虽不算太大，但考虑到未来中国能源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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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巨大增长，上述目标的实现仍面临考验。去年中国能源消费总量为 30 亿吨标准煤，这
是以前做出的极限。专家预测，到 2020 年，能源需求总量可能高达 45 亿吨标准煤，这
意味着新能源领域必须加大投入才能确保消费比重稳定提升。
根据上述分析判断，要实现可再生能源消费比重达 15% 的目标，到 2020 年中国水
电装机要达到 3 亿千瓦以上，核电投运装机达到 6000 万千瓦至 7000 万千瓦以上，风电、
太阳能及其他可再生能源利用量达到 1.5 亿吨标准煤以上 [31] [32]。
由此可见，根据目前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的现状，发展核能将具有最大的挑战性，
因为按照新能源消费比重目标，核电总容量从目前的 1000 万千瓦左右必须至少提高 6 倍，
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因此，可再生能源产业必须按照加快、加强、加效力这三个
原则去发展和扩大。
2. 3 未来能源构成的发展趋势
一是减少一次性能源消费比重，促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化石能源的日渐枯竭和环
境问题的逐步加剧，使能源消费结构必须向降低一次性能源比重的方向发展，而中国资
源储量的特点决定了在较长时间内煤炭仍为主要能源消费品，因此加快推广先进清洁发
展技术，促进煤炭清洁生产和清洁循环利用，提高煤炭产业附加值和使用效率，是有效
保护生态环境的必由之路。
二是加强新能源的研发应用，提高可再生性能源的消费比重。中国石油储量少，对
进口石油依存度高，要从根本上解决能源供应问题，必须大力推进能源科技进步与自主
创新。积极推进太阳能、海洋能、核能、生物质能等新能源的研究开发，提高可再生能
源的消费比例。预计至 2050 年，中国煤炭消耗量将由目前的 70% 降至 40%，新能源的比
重则增加至 30%。
2006 年（左）和 2050 年（右）中国能源消费结构 [33]

以上图示所显示的是一种理想的趋向性的发展状态，能源消耗比重的转化很明显。
不过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到 2050 年能源需求会一直在提高，根据目前开采和消耗的速度

191

高级研修生中国专题研究报告（第一辑）

计算，现有的能源，特别是传统能源，如化石能源届时可能达到开采使用的极限，它们
将会被用完。
根据中国政府的《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到 2020 年，非化石能源在国家能
源结构中的比例将达到 15%，而 2010 年底这一数字仅为 9.6% 左右。中国在刚刚公布的
“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提出，“十二五”末期，中国要实现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
例提高到 11.4%。这样一来就可以解决大多数的问题，也就是减少对化石能源的依赖性，
满足能源需求，甚至解决很多环保难题。
2. 4 可再生能源产业之内存在的问题
2. 4. 1 可再生能源的不良方面
可再生能源除了可以解决环保的一些关键性问题，它也潜藏着很多未知或者可以推
知的困难、问题。特别是当大规模采用新领域能源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许多由于高速发
展所连带出现的问题。以下是可以想见到的：
——太阳能电池的污染
根据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太阳能路灯将被引入中国、印度和非洲的 1000 个村庄。
这些地方的人们生活太贫困，尚未产生造成全球变暖的任何温室气体。该计划是位于中
国最穷省份之一——贵州的一家工厂宣布的。
但据北京交通大学研究光学技术的简水生（音）教授估算，生产一块容量为 1000
瓦——只够一台冰箱运行一天——的太阳能电池板需要 10 公斤多晶硅。要生产这些数量
的多晶硅需要消耗两吨多煤炭。而用这些煤炭发的电足以使冰箱运行 20 年 [34]。
发达国家许多消费者和公司购买中国内地生产的太阳能电池板，他们相信使用太阳
能将有助于延缓全球气候变暖。近几年来，对太阳能电池板的需求暴涨，造就了一个每
年 1000 亿美元的市场 [35]。但生产太阳能电池板不会拯救世界，反而会加剧污染和增加能
源消耗。
——风电设备因用不上而浪费资源
当前风电上马速度过快，使得发展不协调成为其最主要问题之一。连续三年内风电
装机增长速度都超过 100%，部分省区近几年风电装机迅猛增长，而且生产了大量“闲
置设备”现象。
造成这个问题的主要还是国家规划及政策不完善，比如国家规定 5 万千瓦以上风场建
设需由国家发改委审批，有些企业就将风场分拆成几个 5 万千瓦，以此避开国家发改委
审批。
许多政府部门和发电集团只追求增加风电装机容量，连风能资源和能够利用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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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是否可行都不考虑，更何况机组质量是否可靠也值得考虑。风电场完成装机容量指
标后，比预期少发电甚至不发电的现象不但可能发生，而且真实存在着，这样不但项目
效益差，而且浪费电网接入系统的资源。目前已经出现 20%~30% 风电机组空转，部分项
目出现经营困难甚至亏损的状况 [36]。
多达 30% 的“风能资产”都缺乏与电网的充分联接。其中的阻碍一部分是在技术层
面（现有电网在设计时本来就没有考虑风能发电产量的波动因素），还有一部分是在政治
层面（掌控电网的电力公司通常都与煤碳供应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轻易封杀新
进的绿色能源供应商）。
——水电是否破坏环境
水电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比火电造成的污染更严重。环保部近期在处理某一水域因水
电开发而造成的水污染问题时发现，修建水坝后，河流的水流减缓，水体的富营养化使
得水白菜疯长，水生态系统遭到严重破坏。问题不仅于此，水电开发还带来了原住民被
迫迁移、地质破坏造成水土流失等问题，其损失可谓触目惊心。大坝与水库的建设极大
地改变了原有河流的水流流态、水温、水质和地形等水文、水动力条件，破坏了水生生
物生长、产卵、繁殖所必需的生存环境，降低了水生生物的多样性 [37]。
如果从对大气的污染角度看，与火电不同，水电是不会直接向环境排放污染物的，
可以说是非常绿色的能源。但是，如果从对流域生态系统的影响来看，水电开发后带来
的污染影响也不可小视。水电开发中“自身”的弱点，也是环保人士攻击水电项目的主
要“武器”。
——核能安全程度
至今人类体验了两次大规模的核危机，而日本 9 级地震及其引发的海啸造成的严重的
核泄漏事故，影响颇为深远。对此，各国反应不一，许多国家对已有以及新核电站都采
取了谨慎的态度。德国近日宣布将 1980 年以前投入运营的 7 座核电站暂时关停三个月，
接受彻底的安全检查，而且打算在 2022 年关闭最后一个核电站，转而利用太阳能，彻底
放弃核能 [38]。
中国也宣布暂停对新核电项目的审批。但中国认为已经确定的积极发展核电的政策
并非权宜之计，中国核能发展的大方向并不因为日本出现核事故而发生战略方向上的转
变。在核危机情况下，可再生能源面临加速发展的历史性机遇。
2. 4. 2 可再生能源电价补贴不足
中国绝大多数可再生能源企业处于新能源产业发展的初级阶段，政府的扶持是推动
该行业发展的基本推动力，而且政府必须长期大力扶持可再生能源，而其中电价政策是
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最有效的政策。

193

高级研修生中国专题研究报告（第一辑）

虽然国际上少数国家以中国的此项电价补贴政策为借口对中国掀起贸易调查，但是
在今年或明年仍然会提高对新能源产业的补贴。在补贴资金来源上，主要是电价附加和
财政专项资金两个方面。
为了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的目标，2005 年中国通过《可再生能源法》，其中规定，电
网企业按照中标价格收购风电、光电等可再生能源，超出常规火电上网标杆价格的部分，
附加在销售电价中分摊。2009 年中国对附加作出调整，附加为每千瓦时 4 厘钱 (0.004 元
人民币 )。按照目前每千瓦时 4 厘钱的电价附加标准收取的金额，一年能收取 100 亿元左
右，仅能满足 2010 年 70%左右的可再生能源补贴资金，而随着中国加速发展可再生能源，
未来这个缺口将会越来越大 [39]。
国家有可能在今年或明年将电价附加提高到 6 厘至 8 厘，到“十二五”末，甚至有可
能将这一数值进一步提高到 1 分钱 [40]。
达到这个目标等于保证可再生能源的稳定发展环境。因此政府应该尽量地扶持此领
域的进展，并对新能源发电消耗采取新的推动和控制措施。

3. 结论
本报告介绍了中国可再生能源现状、瓶颈与展望。每个部分都明确提出某方面的问
题及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
中国的能源消费结构依然以煤炭为主，对进口石油依存度过高，能源安全岌岌可危，
大量燃煤导致温室气体排放量过高，因此对环境保护有利的可再生性能源的需求日益紧
迫。大量煤炭的燃烧导致二氧化碳、氮氧化物、粉尘等环境污染物的排放量逐年增大。
目前，中国二氧化碳的排放总量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作为一次性能源，煤炭资
源的不可再生性和环境问题的日益严峻使研究人员将越来越多的目光投向可再生性能源
的开发利用上。
通过对所收集的大量资料的调查分析，本报告认为可再生能源之中最有前途的一种
能源是太阳能。
从长期的角度看，太阳能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干净能源。当然，从气候变化的
角度看，怎样能够把太阳能用好，是中国所面临的一个最大的挑战。因为其他的可再生
能源，从可利用方面来看，最终都是来源于太阳能。不论是风、雨、水，还是生物质能，
都是通过太阳光照射转换来的，没有太阳能，这些能源都不会产生。现在，需要的不是
由自然界转换的太阳能的派生能源，而是要直接利用光照产生的能源。
从资源上看，太阳能是真正的最大的一种资源。地球所获得的太阳能，是目前太阳

194

经济贸易

辐射能的几亿分之一；人类现在能够利用的太阳能，又是这几亿分之一中的几亿分之一。
把太阳能用好，使它真正能够取代化石燃料，成为全球几十亿人甚至将来百亿人的能源
消耗的最重要来源，是大家寄予最大希望的一种方案。
水电，目前最多也只有四亿多千瓦。风电，据统计显示，陆上可以生产两三亿，海
上可以生产十亿千瓦。但风电的发电时间比较短，一年中可利用的时间还不到两千个小
时，折合成一次性能源也就是几亿吨标准煤。
在这样的资源环境下，如果太阳能利用得不到真正的解决，所谓用可再生能源来替
代化石能源，就是一句空话。因为把生物质能、风电、水电加起来只能有十来亿吨标准
煤。因此代替不了传统能源。而今后中国需要的能量是相当于几十亿吨标准煤甚至更多
的可再生能源，这个重担就真的落在太阳能的肩上了。
就资源远景来讲，人们在重点探索两条路：太阳能和核能。核能能够提供稳定的能
源供应，而且从资源量上来讲，如果能实现核聚变，能源供应将无穷无尽。一般来讲，
核聚变或者现在的核裂变能量是非常大的。但是这个技术太集中，存在核安全、长期的
污染问题、核废料的处理等隐患，它们不断地被解决，又不断地产生出来。总之，是得
不到彻底干净地处理的。当然，人类现在的技术可以把它储存几千年甚至上万年都不会
出问题，有那么一天，人类的技术变化非常大了，肯定会比今天的人更好地处理这些问
题。应该说，核能是个安全的能源，但也面临着核扩散、核不扩散等诸多政治性障碍和
挑战。核电非常集中，不可能家家都搞一个核电站。从技术角度看，最乐观的估计得到
2050 年以后，才可能有第一个示范性的核聚变发电堆。而且，以后价格到底能够达到多
少，现在还很难预料。因此各国都在努力对它们进行试验。
综上所述，现阶段的太阳能利用表现为两大特征：第一，技术进步，各国都在试验
不同的方式。与核电相比，太阳能技术看起来比较简单，但要真正产生数十亿吨标准煤
这样大的能量，并不容易，存在很高的技术要求，目前的距离还不小。第二，有待于化
石燃料和其他能源技术成本的不断上升。发展太阳能，直接受到经济承受力的影响。出
路在于：利用太阳能自身产生的经济价值发展太阳能；太阳能利用相对于其他能源的直
接的生产成本，以及间接的环境成本——气候变化、碳的成本更经济划算，前者的成本
价格将越来越低，而后者的成本价格将越来越高，这样将促使太阳能成本进入一个合理
的范围。当然，发展太阳能会受很多因素制约，尽管如此，作为人类解决能源问题、气
候变化问题的策略，太阳能利用应当是一个很重要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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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教师评语
《中国可再生能源的产业发展与环境保护》一文，从中国能源状况和环境问题入手，
探讨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前景，阐述可再生能源的产业发展与解决环境保护问题的重要性
和紧迫性。文章认为，作为一个正处于高速发展的有着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大国，无论
是在经济贡献上，还是在环境保护上，对人类都有着巨大的责任。文章用大量数据证明
中国有条件、也有能力承担起这个责任。需求的提高需要能源的大发展、大支持，而能
源安全意味着国家安全，社会安全和人民生活安定和平安，只有处理好可再生能源的产
业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能保证国家有美好的未来；政府在保证能源安全方面有着义
不容辞的责任。这些推论是建立在大量数据收集整理和调查分析的基础上，因此，具有
说服力。
该文有如下特点，一是资料收集广泛丰富。从政府法规文件到有关会议报道、专家
访谈以及经济年鉴、理论著作、专业刊物等文字中有关可再生能源的产业发展与环境保
护的内容都在收集整理之列，为展开论点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二是提出了前瞻性的建设
性的建议。根据对中国能源状况和未来发展的的分析，指出中国未来可再生能源以发展
太阳能为最好选择。太阳能既解决能源的长久需求，又保证其干净安全。
全文观点明确、条理清晰、语言顺畅。作为外国学生，能够如此比较熟练地驾驭汉
语完成专业性的研究报告，是令人欣喜的事情。作者在结论部分提出发展太阳能的建议
是很理想的，但正如报告中专家所说的那样，为了实现利用太阳能的理想，所需要的太
阳能电池板的生产，是需要一个相当巨大的能源消耗和资源消耗的。如何面对这个问题，
作者没有讨论，是为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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