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构建城市低碳能源体系的
国际经验与中国行动

郎一环 1，李红强 1，2

（1.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北京 100101; 2.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 100049）

摘要: 本文探讨了构建城市低碳能源体系的理论基础，提出生态经济学是重要的理论支撑。

随后，以英国、丹麦和日本等先行发展低碳经济国家为例，介绍了国际上构建低碳城市的有益

经验，包括节能减排、优化能源结构、开发利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等方面的经验。论文最后

提出了中国构建城市低碳能源体系的三大行动: 1）最大限度地利用“零排放”的新能源、可再

生能源，推进能源结构低碳化; 2）常规能源开发、输送、加工转换过程的低碳化; 3）立足于能

源供给端与能源需求端主动配合，加强节能减排的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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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theoretical basis for establishing the low carbon energy system of city,

and presents that ecological economics is the key theoretical support. Then, several developed countries with

sound low carbon economy, such as UK, Denmark and Japan are selected as typical examples to introduce their

useful experiences in constructing low carbon cities. All these selected countries have made great efforts on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mission reduction, optimizing energy structure, exploring new energy and renewable

energy. Finally, three actions are raised for China to build city's low carbon energy systems: 1) make full use

of new energy and renewable energy to prevent new carbon emission; 2) optimize current energy structure to

reduce carbon intensity; 3) mitigate carbon emission during the process of exploration, transmission and con-

version of traditional energy; 4) strengthen the supervision of emission reduction and energy conservation with

regard to the excellent combination of energy supply side and demand s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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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全球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发展低碳经济

正成为各国专家、学者及决策者的共识。作为人类

生产和生活高度集聚的空间组合形态，城市同时

也是能源消费和污染高度集聚的区域。据世界观

察研究所报告，全球城市面积只占陆地面积的

2%，但是却消耗了世界能源的将近 3/4。2006 年，

我国 2 8 7 个地级以上城市市区的能源消费量合计

为 13.66 亿 tce，二氧化碳排放量为 29.16 亿 t，

分别占全国的 55.48% 和 54.84%。可见，研究城

市低碳能源体系，对国家构建低碳能源体系、发展

低碳经济意义重大。低碳城市建设是节能减排和

发展低碳经济的重要载体，将引领未来城市建设

的新趋势。我国已有上海、贵阳、杭州、保定、德

州、无锡、珠海、南昌、厦门等多个城市提出了建

设低碳城市的构想，还有许多城市显示出发展“低

碳”的愿望和决心，探索的步伐越来越大。建设低

碳城市包括建设低碳产业体系、低碳能源体系、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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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基础设施体系、低碳社会消费体系等多方面内

容，其中构建城市低碳能源体系是建设低碳城市

的核心内容。我国构建城市低碳能源体系的理论

基础是什么，国际上有何经验、教训值得借鉴，构

建城市低碳能源体系中国行动的一般模式是什么，

等等，这些是值得讨论的现实和科学问题。

1  构建城市低碳能源体系的理论支撑

1.1  概念与内涵

一般而言，能源体系包含五个方面，即:（1）

能源资源体系（一次能源勘探）;（2）能源生产体

系（煤、石油及天然气、水电等一次能源开发）;

（3）能源加工转换体系（火力发电、焦炭生产、蒸

汽与热水生产、石油加工）;（4）能源运输（煤炭、

石油、天然气和电力输送）;（5）能源消费体系（一

次能源消费、二次能源消费）。对于城市而言，其

能源体系极少涉及从资源到消费的五个体系，而

侧重于能源消费体系。当然，对于一些能源型城

市，如煤炭型城市、石油或天然气型城市、水力发

电型城市等，则有可能涵盖上述五大体系。

低碳能源体系是指传统能源体系应实现低碳

转变，构建低碳乃至无碳的能源体系。应指出的

是，构建低碳能源体系是一场能源革命。低碳经济

是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人类自身对经济增长

与福利改进、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关系的一种理

性权衡; 是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和谐关

系的一种理性认知; 是一种低能耗、低物耗、低污

染、低排放、高效能、高效率、高效益的绿色可持

续经济；是继人类社会经历过原始文明、农业文

明、工业文明之后的生态文明; 是人类社会继工业

革命、信息革命之后的新能源革命。这场革命的基

本目标，是努力推进低碳经济发展的两个根本转

变: 一是现代经济发展由以碳基能源为基础的不可

持续发展经济，向以低碳与无碳能源经济为基础

的可持续发展经济的根本转变; 二是能源消费结构

由高碳型黑色结构，向低碳与无碳型绿色结构的

根本转变。

城市低碳能源体系是指城市在经济高速发展

的前提下，保持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处于较

低水平，是指城市能源生产、运输和供给体系的低

碳化。城市低碳能源体系是城市低碳经济的支撑

系统，与低碳产业体系、低碳基础设施体系、低碳

社会消费体系的关系密不可分，并对其他体系起

着支持和保障作用。在本文中，主要研究能源消费

为主的城市低碳能源体系。

1.2  理论基础

尽管构建低碳经济、低碳城市和城市低碳能

源体系的概念略有差异，分支理论亦有所不同，但

是其理论基础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即生态经济学。

生态经济学作为一门边缘性的综合性理论经济学

科，其研究范畴、学科边界还有待于进一步成熟和

明晰，但由于当今世界社会经济生态发展的现实

需要，正在得以发展和完善。

生态经济学是在主流西方经济学发展遭遇瓶

颈时产生发展起来的。主流西方经济学虽然能够

合理阐述市场经济的运行机理与规律，但是始终

不能把生态要素纳入其研究范畴，因此无法说明

人类社会经济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的矛盾和冲突，

并为解决矛盾提供决策。面临上述困境，生态经济

学应运而生。其主要贡献在于: 一是扩展了生态学

内容，使人们对于生态问题的认识增添了经济分

析的视角；二是使经济科学突破传统狭隘的不考

虑生态环境基础的局限性，在更为现实和客观的

基础上得以发展，更好地阐释各种社会现象和人

类行为。

美国著名学者莱斯特·R·布朗在 1999 年《生

态经济革命》一书中最早提出低碳经济的概念。他

指出，创建可持续发展经济的首要工作乃是能源

经济的变革，提出了面对地球温室化的威胁，故应

尽快从石化燃料（石油、煤炭）为核心的经济转变成

为以太阳能、氢能为核心的经济。2001年和2003年，

他相继出版了《生态经济——有利于地球的经济

构想》和《B模式——拯救地球延续文明》等著作，

明确提出把碳排放量减少一半，以防地球气温加

快上升，且指出既要提高利用能源效率又要向可

再生能源转变。这些真知灼见为当前发展低碳经

济奠定了理论基础，堪称低碳经济之父。

2  构建城市低碳能源体系的国际经验

2.1  英国

2009 年 7 月，英国政府正式发布名为《英国

低碳转换计划》的国家战略文件，提出到 2020 年

和 2050 年英国将碳排放量在 1990 年基础上分别

减少 34％和 80％,其实现途径是大力提高能源效

率和发展可再生能源、核能、碳捕捉和储存等清洁

能源技术，其内容涉及能源、工业、交通和住房等

多个方面。主要有:（1）创造 120 万个“绿色”就

业机会;（2）整体改建 700 万户民宅，并支持 150

万户家庭生产自己的清洁能源;（3）全国 40％电力

来自可再生、核能、清洁煤等低碳能源;（4）削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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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半天然气进口量;（5）小轿车平均碳排放量比现

在降低 40％。根据英国政府的计划，到 2020 年可

再生能源在英国能源供应总量中的比例将升至15％，

几乎是 10 年前的 7 倍。通过发展新能源，英国希

望到 2020 年石油的需求量减少 10％左右，天然气

进口量减少 20%～30％。届时,可再生能源发电量

在总发电量中的比例将从目前的5.5％提高至30％

以上，12％的取暖用燃料将来自可再生能源,生物

能、沼气和太阳能等都将成为取暖用燃料; 12％的

交通用能源也将来自可再生能源，为此英国政府

将大力支持发展电动汽车和铁路系统的进一步电

气化。在英国，目前大约 7 3％的可再生能源都用

来发电。总体来看，英国已初步形成了以市场为基

础，以政府为主导，以全体企业、公共部门和居民

为主体的互动低碳能源体系。此外，英国还注意发

挥其海岛国家的自然优势，技术研发和运用上注

重利用海洋资源，致力于开辟新的洁净能源，故在

发展海上风能、海藻能源等低碳能源方面居于全

球领先水平。

2.2  日本

日本是一个能源资源十分短缺的国家，80% 以

上的一次能源依靠进口。面对气候变暖可能给本

国农业、渔业、环境和国民健康带来的不良影响，

采取的主要行动是:（1 ）日本各届政府一直在宣

传推广节能减排计划，主导建设低碳社会。2008年

6 月，时任首相福田康夫提出了防止全球气候变暖

对策“福田蓝图”，设定了日本温室气体减排的长

期目标。同年 7 月，日本政府又通过了“低碳社会

行动计划”。（2）制定了未来 3 至 5 年内将家庭用

太阳能发电系统的成本减少一半等多项有关减少

温室气体排放的目标，并吸收了“福田蓝图”的部

分内容。（3）在政府的引导下，日本企业纷纷将节

能视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表现，重视节能技术的

开发。日本节能中心每半年公布一次节能产品排

行榜。日本政府还通过改革税制，鼓励企业节约能

源，大力开发和使用节能新产品。

2.3  丹麦

丹麦的绿色能源模式值得借鉴。20 世纪 70 年

代初，世界范围的石油危机对依靠石油进口的丹

麦冲击较大。随后，丹麦即将能源安全置于特殊地

位，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解决能源安全和有效

供给问题。经过约 30 年的努力，丹麦优化了本国

能源结构，减少了化石燃料的消费总量和 CO 2 排放

总量，增加了可再生能源生产和消费的比重。丹麦

低碳能源体系可从若干侧面描述如下:

兼顾能源供给、环境友好、经济增长和 CO2 排

放趋向减少的能源体系 统计数据显示: 丹麦过去

30 年中 GDP 增长达 160％，而总能耗仅有微小增

加，同期 CO 2 排放量比 1990 年水平减少约 17％。

国家的环境质量保持稳定。

持续优化能源结构 自 1980 年以来，丹麦能源

结构不断优化，石油和煤消费量均减少了约 36％，

天然气消费比重达到 2 0％，可再生能源比重超过

15％，风电发电量占全部电力消耗的约 20％。

拥有一批绿色能源技术 在提高能源效率和节

能的政策目标下，丹麦建立了适合本国国情的绿

色能源产业，常规的支撑技术包括: 清洁高效燃

烧、热电联产、工业化沼气、风电和建筑节能等。

丹麦着眼于未来发展需要，目前尚在开发和试验

的新技术有: 第二代生物乙醇、燃料电池、新型太

阳能电池、海浪发电等。

建立了有利于技术发展的社会支撑体系 丹麦

较早地结合环境保护需要来考虑能源发展问题。

政府曾设立“能源与环境部”以突出这种综合职

能。除制定特别法令和不同阶段的行动计划外，政

府也以税收激励措施和价格调节机制发展绿色能

源。目前，由政府、企业、科研、市场等关联和互

动的格局已经形成。在社会立法和政府政策的框

架下，大学和科研机构保持了对能源技术研究开

发的投入，中小企业则积极投入新技术商业化进

程，一些大企业的基金会，如嘉士伯基金、丹弗斯

基金会等，往往对科研所需的大型仪器设备提供

财务支持。政府的税收激励和价格补贴措施，则与

市场机制相呼应，确保新技术被消费者接受。

3  构建城市低碳能源体系的中国行动模式

中国城市低碳能源体系的构建，需有中国特

色的行动模式。具体而言，细分为三大行动:

3.1  最大限度地利用“零排放”的新能源、

可再生能源

尽管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依靠新能源和可

再生能源完成工业化，但面对气候变暖的现实，各

国已将可再生能源作为投资和扩大就业的重要领

域，也是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保障能源安全的重要

措施。为此，世界各主要经济体纷纷制定了可再生

能源战略。中国目前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利用量

为 2.5 亿 tce，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的 8.9%。初

步设想是: 2 0 1 0 年前后，可再生能源占到能源消

费的 10% 左右，战略定位是补充能源; 202 0 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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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可再生能源占到能源消费的 1 5 % 左右，战略

定位是替代能源; 2030 年前后，可再生能源占到能

源消费的 25% 左右，战略定位是主流能源; 2 0 5 0

年前后，可再生能源占到能源消费的 40% 左右，战

略定位是主导能源。对城市的新能源、可再生能源

利用，应做好以下工作:

3.1.1  科学评估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资源

潜力

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包括水能、太阳能、风

能、生物能、地热能、海洋能、核能、工业废弃物

和城市生活垃圾（也有人将其后两项含在生物能

源中）等。对一个城市（有时包括其周边地区）可

获得的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资源数量、质量、开

发利用条件、利用系数的评价和利用潜力的科学

评估，是利用的基础。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因种类

繁多，集中度低，利用条件也各不同。现今水能、

核能等已列入商品能源，在国家统计中列入能源

核算体系，进行产业化利用，其他能源均尚未列

入。显然，对水电、核电以外的新能源、可再生能

源的潜力估算，需要做大量深入细致的资源调查

评价工作。

3.1.2  合理规划不同政策和资金投入下的

利用规模

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的资源可获得量、当前利

用量与政策相关和资金投入量密切相关。以生物

能为例，秸秆、畜禽粪便和林木薪柴等可收集利用

的数量及其可作为沼气、秸秆发电、气化液化等利

用的规模，不仅与农业政策有关，而且与政府给予

的资金、技术支持有关。为了构建城市低碳能源体

系，需要合理规划近期、中期和远期以及低投入、

中投入和高投入情景下，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的开

发利用规模及其在能源消费总量中的比例。一般

可设为高、中、低三个方案。以确定各种新能源和

可再生能源的利用规模和时序，以及所需的资金

投入量。

3.2  能源结构低碳化

由于目前国内外未将水电、核电以外的可再

生能源列入能源消费核算体系，我们用以下数字

进行比较。2008 年中国一次商品能源消费结构是:

石油 1 9 %，天然气 4 %，煤炭 7 0 %，核电 1 %，水

电 7 % ; 当年世界一次商品能源消费结构是: 石油

3 5 % ，天然气 2 4 % ，煤炭 2 9 % ，核电 5 % ，水电

6%。在中国目前的能源结构里面，煤炭占了 70%，

水电、核能等新能源加起来才只占 8 %。改变以煤

为主的中国能源消费结构，需要相当长的时间，需

要付出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才可能实现“发

展”和“低碳”两个目标。

从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来看，仍然需要利用

以煤为主的能源体系; 以足够的煤炭、石油、天然

气和电力保障经济的高速发展; 从碳减排的目标来

看，需要尽可能减少煤、石油等“高排放”的化石

能源; 以“零排放”的新能源和“低排放”的天然

气替代。我们规划的任务就是在发展与减排之间

求得一个平衡点。在充分利用以煤为主的能源体

系保障发展和限制以煤为主的能源体系减少碳排

放之间，提出一个平衡与协调的折中方案。对任一

城市能源结构低碳化，都要做好以下工作:

3.2.1  计算全部可再生能源（含非商品能

源）在目前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例

目前，中国城市一次能源核算中只包括煤炭、

石油、天然气、水电和核电等商品能源，其中除水

电、核电外均属化石能源。太阳能、风能、生物质

能和地热能等非商品能源均未列入能源核算体系。

为了研究城市全部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利用现状、

潜力和发展目标，需要在现有商品能源核算的基

础上，增加非商品能源的核算。由于水电、核电以

外的新能源、可再生能源未列入能源核算体系，在

计算单位 G D P 能耗、总能耗和能源结构时，需要

在商品能源核算体系的基础上，计算出总能耗的

数字; 然后计算出新能源、可再生能源消费量占总

能耗的比例，从而可以确定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利

用方面未来还有多大潜力。最后计算目前新能源、

可再生能源利用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例，从而

可以确定“零排放”的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利用对

能源体系低碳化的贡献。

3.2.2  设定近期、中期和远期新能源、可

再生能源在全部能源消费中的比例

一是未来（近、中、远期）新能源、可再生能

源利用量占可利用资源量的比例。例如根据上节

测算出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利用量占可利用资源

量的比例高、中、低三个方案; 从而可以确定新能

源、可再生能源不同利用方案下潜力的发挥。

二是未来（近、中、远期）新能源、可再生能

源利用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例。例如根据上节

测算出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利用量占能源消费总

量的比例高、中、低三个方案; 从而可以确定不同

方案下，“零排放”的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利用对

能源体系低碳化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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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3   常规能源开发、输送、加工转换过程

的低碳化

包括煤炭、石油、天然气和电力（火电、水电）

在内的常规能源产业，目前不仅是保障能源供给的

主体，而且也是能源体系低碳化的重要一环。2008

年世界一次能源产量110亿 tce，中国为26 亿 tce。

常规能源产业有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石油和天然气

开采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电力、热

力的生产供应业。生产的主要产品有原煤、洗精煤、

天然气、发电量。中国各城市能源产业门类构成、产

业规模和特点各不相同。就多数城市而言，煤炭生

产历史悠久，目前仍占主导地位; 电力行业比较普

遍; 具有石油、天然气行业的城市只有少数。

3.3.1  继续调整能源产业结构，优先开发

水电，适度控制煤炭产能增长

我国是世界上煤炭生产规模最大的国家，一

次能源生产结构中，煤炭占将近70%。减少煤炭产

量和消费量，是调整能源结构的首要任务。我国电

力结构特别是电源结构明显不合理，水、火电比例

1∶5，火电比重偏大; 需要继续贯彻优先开发水电

的方针并加快发展核电，加快优化电源结构。

3.3.2  做好地质勘探等前期工作，制订科

学规划和开发方案

在充分摸清煤油气田地质构造特征、赋存状

况、储量规模及分布等的基础上，制定科学开发方

案，是今后开发过程中实现低碳化的关键。开发方

案应尽量提高采收率，实现持续高产，节约能耗，

降低成本，这既是提高经济效益的需要，也是低碳

化的要求。合理布局输送管线、储库和天然气消费

大户，减少输气损失。

同时，对煤油气田的勘探、建设、开发，铁路、

公路及管线建设以及集、输、储运过程与低碳城市

的农田保护、生态建设统筹规划、协调发展，使煤

油气田开发的环境影响最小化，效益最大化。在制

定科技规划时把清洁生产、污染防治、循环经济、

节能降耗、环境应急等作为优先领域。对于电厂、

电站建设要做好环境评价工作。依照法律程序认

真做好水、火电建设的环境影响评价和环境保护

设计十分必要。水、火电建设要充分考虑项目区域

的环境质量和环境容量，对已经超过环境容量的

区域，必须加大老污染源治理力度，采取严格的区

域削减碳排放措施，确保项目区域碳排放和污染

物排放总量不增加。

3.3.3  尽量采用先进装备和技术，提高生

产、输送效率，降低单位产品能耗

我国目前供电煤耗与国际先进水平相差约

50 g / k W h，也就是说，按世界先进水平计算，目

前我国 1 年发电多耗标准煤约 1 亿 t。加快淘汰、

关停煤耗高、污染重的中小火电机组; 按照国家产

业政策和清洁生产要求，促进建设高容量、高参数

的电站项目，如采用超大型、超临界机组，燃气 -

蒸汽联合机组，是降能、减排重要技术措施。采用

超高压或特高压直流输配电技术，提高能源输送

效率，降低损耗。此外，还应合理布局电源，缩短

与负荷的距离，提高电压等级，合理调度，降低输

送和变电损失。

3.3.4  防治化石能源开采、使用带来的生

态环境恶化和污染问题

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生产过程均可能带来生

态破坏问题，其中煤炭最为突出。生态环境的恶

化、退化是对碳汇能力的消减和破坏。为了保护生

态环境，近几年国家通过整顿已关闭数以万计的

小煤窑，依法关闭了土焦厂、土焦窑、石灰窑，将

原土焦窑业主的资本引入环保型新产业，进而促

使当地环境明显改善，经济效益也得到提高。

在加强政府监管的同时，要促进企业自律，履

行社会责任，建设环境友好型企业。加强煤油气企

业的社会责任意识，追求“零事故、零伤害、零污

染”; 履行社会责任，建设环境友好型企业。企业

从事可能引起水土流失的生产建设活动，应当采

取措施保护水土资源，并负责治理因生产建设活

动造成的水土流失。在山区、丘陵区、风沙区等区

域进行油气资源开发和管道建设等项目，项目实

施单位应编制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并按照有

关规定报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同意。

3.3.5  发展循环经济，回收利用余热、共

生与伴生资源

煤炭、石油和天然气在生产过程中常常会有

伴生、共生的元素同时产出。变废为宝，回收利用

资源，是广义的节能减排。以煤炭开采为例，含煤

地层中，与煤共生、伴生的有煤层气、硫铁矿、水

泥用石灰岩、粘土矿、海泡石及分散元素，将它们

作为废物处理，不仅浪费了资源，也污染了环境。

全面回收利用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煤炭行业最

普遍、产出最多的是煤矸石。提高煤矸石利用率是

煤炭行业节能减排的重要措施之一。煤矸石用于

发电、水泥及其他建筑材料，建设煤 - 电 - 供热 -

水泥 - 空心砖等一体化循环经济企业组团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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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三大原则进行资

源综合利用，培育形成相对闭合循环的产业经济

链，可实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有机

结合和相互促进。

3.3.6  煤炭行业要在完成改制的基础上，继

续治理整顿

煤炭行业存在一些久治不愈的顽症。国家已出

台一系列政策、法规，在治理整顿中取得一些成效，

但是还需继续在治本上下大力气。煤炭行业要在完

成改制的基础上，继续治理整顿，这是节能减排、实

现低碳化的客观要求。应加快煤电、煤冶、煤化联

合，兼并地方煤矿，跨地区开发资源，做大做强煤

炭集团，今后需进一步加大综合治理整顿力度，全

面清理、整顿、规范小煤矿，促进证照齐全的小煤

矿联合改造; 以产业连接为重点，建设煤电冶建

（化）循环经济区;大力发展“煤-电 -冶-建（化）”

主产业链;跨区域勘探开发资源，扩大企业规模，提

高水平，实现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的统一。

3.3.7  地企合作建立风险管理机制

煤炭、石油和天然气开发、洗选、净化、储运

过程，有一定风险，因此企业与地方合作建立风险

管理机制，实行“预防为主、防治结合、严格管理、

安全第一”的原则。当出现瓦斯、冒顶、漏水、漏

气、火灾等事故时，迅速执行应急预案程序，使损

失降到最低。

3.4   立足于能源供给端与能源需求端主动

配合，加强节能减排的监管

城市能源消费按部门划分，主要用于第一产

业（农林牧渔），第二产业（工业、建筑业），第三

产业（交通运输业、商贸服务业等）和居民生活。

建设低碳城市既需要各产业节能减排; 又需要全社

会节能减排。这应是能源消费者（企业、团体、居

民）的主动行动。作为能源供给体系应与能源消费

者主动配合，加强节能减排的监管。

3.4.1  提高产业准入门槛

对于那些接受产业转移的中西部城市，应提

高产业准入门槛，禁止被淘汰高耗能、高排放的落

后生产能力进入城市，鼓励高新技术及其研发产

业和现代制造产业优先进入，使中西部城市规避

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

3.4.2  加强节能减排监管

加强节能减排监管同样至关重要。应对重点

行业、企业的能源消耗指标进行动态监察，及时发

现问题，及时纠正。首先，企业、园区及整个城市

建立和完善节能减排指标体系、监测体系和考核

体系。对全部耗能单位进行全面调查，建立健全涵

盖全社会的能源生产、流通、消费、区域间流入流

出及利用效率的统计指标体系和调查体系，实施

单位 G D P 能耗指标核算制度。其次强化重点企业

节能减排管理。完善节能减排计量和统计，建立和

完善年耗能万吨标煤以上企业能耗统计数据网上

直报系统。第三加强能源统计巡查，对能源统计数

据进行监测。第四对重点耗能企业建立能耗管理

制度。实行重点耗能企业能耗审计和能耗利用状

况报告及公告制度，对未完成节能目标责任任务

的企业，强制实行能耗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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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当地重点发电企业电煤库存天数由原来的 15 天

的标准提高到 30 天左右，并以此作为安全库存线。

从 5、6 月份开始，随着天气变热，我国由南

向北陆续进入夏季用煤高峰期，发电耗煤量将显

著增加，同时长达半年的世博会和即将召开的亚

运会，均会增加局部地区的用电需求。预计未来几

个月煤炭市场将继续呈现供需两旺态势，届时路

港方面定会积极采取措施，加大煤炭运输周转力

度，保障煤炭有效供应，国内市场价格走势将以坚

挺震荡上行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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