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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洲是全球绿⾊发展的领先者， 也是环境友好型政策的主要发源地。
2019年末，欧盟委员会发布《欧洲绿⾊协议》， 提出到2050年实现温室⽓体
净零排放的⽬标，并提出了⼀系列转型计划。之后，欧盟进⼀步提出到2030
年温室⽓体排放较1990年减少55%的⽬标，欧盟委员会于2021年发布”Fit for
55“⽅案，其内容包含低碳⽴法、⾏业减排、社会⽀持、公⺠⾏为等多⽅⾯的
⾏动措施，意在为欧洲深化和加速绿⾊转型提供⼀份整合⽅案。⾃2022年3⽉
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洲低碳转型的部署进⼀步加快，在短期寻求多元化油⽓

供给的同时，欧洲加快部署可再⽣能源和氢能，以期同时实现深度减排和摆脱

对俄油⽓依赖双重⽬标。 

        欧盟近年来的绿⾊转型动作频繁，可谓令⼈眼花缭乱。在寻求继续引领
全球⽓候⾏动的同时，欧盟的绿⾊低碳部署也是对其内部经济和社会挑战的回

应。系统梳理并理解欧洲的转型政策可为我国正在起步的双碳⼯作提供参考。

同时，欧盟作为国际贸易的重要⼀员以及全球⽓候治理的关键⻆⾊，其⽓候政

策也对全球应对⽓候变化和绿⾊发展的步伐带来重⼤影响。本报告在第⼀部分

系统梳理了欧洲⾃《绿⾊协议》以来的重要政策进展及⾏动，并在第⼆部分尝

试分析其政策对欧盟内部和对我国的影响。最后⼀部分，报告列举了欧洲低碳

转型中的⼯业、国家和⾏业案例，尝试总结其经验得失，为我国的低碳实践提

供有价值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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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低碳转型政策进展

图1：《欧洲绿⾊协议》主要内容，根据欧盟官⽅协议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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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洲是全球绿⾊发展政策的发源地
之⼀，也是全球⽓候⾏动中的引领⼒

量。近年来，欧盟应对⽓候变化的⽴法

和⾏动明显提速，通过锚定“2050年净
零排放”、并进⼀步提升2030年减排⽬
标，欧盟更新和出台了⼀系列相关法

案，分时段、分⾏业加速推进低碳转型

⾏动。通过不断升级和创新⽓候政策，

欧盟意在寻求欧洲全⽅位转型增⻓的动

⼒，并希望⻓期保持其在全球⽓候和能

源转型领域的引领地位。

        2019年12⽉，欧盟委员会新⼀任主
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履任，表⽰将“解决
⽓候危机 ”视为其 “任期内最重要的任
务”。欧盟委员会于12⽉发布了《欧洲绿
⾊协议（ European Green Deal）》
（下简称《绿⾊协议》）。

到2050年实现温室⽓体的净零排
放；

经济增⻓与资源使⽤脱钩；

公正转型，没有⼈和地⽅在这⼀转型

过程中被遗忘。

其中提到：为应对⽓候变化和环境退化

对欧洲和世界的⽣存威胁的挑战，《绿

⾊协议》计划将欧盟转变为⼀个现代化

的、资源节约型的和有竞争⼒的经济

体，并达成以下三个⽬标：

        《绿⾊协议》宣布将推动欧盟社会
的全⾯绿⾊低碳转型，为未来三⼗年的

发展注⼊新动⼒。其⾏动路线图以实现

净零排放、降低污染、发展循环经济、

打造低碳技术竞争⼒和公正转型为框

架，明确了能源、⼯业、交通、建筑和

农业等⾏业的低碳转型⽅向，并计划了

配套的投融资、财税、技术和⼈才等政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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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6⽉，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
会先后通过了⽓候专⻔⽴法：《欧洲⽓

候法》，⾄此，欧盟正式将《绿⾊协

议》中有关不晚于2050年实现⽓候中和
（climate neutrality）的承诺转变为具
有约束⼒的法律条⽂。这份法律还明确

了欧盟通向净零排放的中期⽬标：即到

2030年，欧盟温室⽓体排放将相⽐
1990年⾄少减少55%，这⼀⽬标较此
前“⾄少减排40%”   的⽬标⼤幅提升。这
⼀中期⽬标的设⽴为欧盟的净零排放道

路锚定了重要的法定时间节点。

        《欧洲⽓候法》中的⽓候中和是指
在全欧范围内实现净零排放，涵盖全部

经济部⻔，主要通过欧盟内部减排⽽⾮

国际抵消机制实现，这⼀法律将成为欧

盟未来减排政策与⾏动措施的指导。为

保障落实⽓候中和⽬标，《欧洲⽓候

法》规定欧盟将成⽴独⽴的“⽓候变化科
学技术委员会”，专⻔负责评估和监测法
律执⾏效果，并对照修改和强化现有⽓

候⾏动相关法律和指令。

        2021年7⽉，欧盟委员会发布了欧
盟绿⾊协议的核⼼政策——Fit for 55减
排⼀揽⼦⽴法提案，其中包括扩⼤欧盟

碳市场、停⽌销售燃油⻋、征收航空燃

油税、扩⼤可再⽣能源占⽐、设⽴碳边

境税等等12项新法案。Fit for 55⼀揽⼦
⽴法提案旨在确保欧盟经济和社会⾛上

到2030年实现温室⽓体减排55%的轨
道。

       

        据欧盟委员会介绍， 这份⽂件是欧
盟委员会就⽓候和能源问题制定的“最为
综合、全⾯的⽴法提案”，不仅为增加就
业和未来具有韧性且可持续的欧洲经济

奠定了基础，⽽且还以公平、经济⾼效

和有竞争⼒的⽅式为欧盟经济的彻底转

型创造了条件。

        此外，在这条⻓期的减排主线外，
欧盟也在根据外部环境变化出台应对与

调整的⽅案，确保低碳转型⽅向不偏

航。

        2020年5⽉，在新冠疫情肆虐全球
的背景下，欧盟提出了《欧盟下⼀代

（Next Generation EU）》经济刺激⽅
案，将“绿⾊化”和“数码化”作为后疫情时
代经济转型可持续发展的动⼒，推出规

模达1.85亿欧元的刺激⽅案，并承诺在
2021-2027年的预算计划及《欧盟下⼀
代》的刺激⽅案中，将30%的预算⽤于
⽓候友好领域。

        过去三年间，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
对欧洲的能源转型步调造成了冲击。

2022年5⽉，欧盟推出《REPower EU》
⽅案，宣布将同时加速低碳转型和多元

化能源供应，⽬标是在2030年前摆脱对
俄罗斯化⽯能源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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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欧盟低碳转型政策概览与时间表（根据官⽅时间线绘制）

1.1 瞄准2030年减排55%：Fit for 55⼀揽⼦⽅案

        为实现2030年减排55%，欧盟委员会在2021年分批次提出了Fit for 55⼀揽⼦⽴法提
案，内容包括改⾰碳市场、加速重点排放⾏业（能源、交通、制造业和建筑⾏业）减排、

推⼴低碳和可持续能源的⽣产和使⽤等，不同领域的改⾰⼒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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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Fit for 55⼀揽⼦提案主要内容。其中⼀项改⾰举措可能涉及多个⾏业，⽐如改⾰ETS将同时影响交通和建筑⾏业。

https://ec.europa.eu/info/strategy/priorities-2019-2024/european-green-deal/delivering-european-green-deal_en


提升ETS控排⼒度，扩⼤覆盖的⾏业，全⾯提升碳密集⾏业的碳排放成本。欧盟现有的
ETS覆盖欧盟当前排放量的40%，涉及电⼒部⻔和能源密集型重⼯业（⽔泥、钢铁、
铝、化肥等）。欧洲ETS⾃推出以来已经推动了排放量的⼤幅减少，欧盟碳价在过去⼗
年增⻓了3倍，最⾼达到90欧元/吨。在Fit for 55 计划中，欧盟委员会宣布将从2023
年开始将ETS覆盖的⾏业扩⼤⾄航运（⾄2026年完成），并计划为公路运输和建筑供
暖两个⽬前尚未纳⼊ETS的⾏业创建⼀个新的排放交易计划。上述两部⻔的排放占欧盟
总排放量的40%。同时，欧盟将收紧ETS覆盖⾏业的排放总量控制——现覆盖⾏业的排
放量到2030年应较2005年⽔平降低62%（原来计划降低43%），并计划逐步减少、
直⾄2036年全部取消免费碳配额。欧盟将要求各成员国将ETS改⾰后产⽣的额外收⼊
⽤来⽀持和推⼴低碳技术。

启⽤边境碳关税以防⽌“碳泄漏”。伴随ETS免费配额的退坡，欧盟将启⽤碳边境调解机
制来防⽌“碳泄漏”，即由于欧盟境内碳排放成本上升，⼀些碳密集企业的⽣产会从欧盟
境内转移到排放管控⼒度较弱的国家和地区。欧盟将对特定类别的碳密集产品进⼝设

定碳价格，预计CBAM将从2026年起全⾯实施。

通过《减排分担法规》为欧盟各成员国的碳排放带上“紧箍咒”。 这项法规主要针对未
被ETS覆盖的碳密集⾏业的排放，包括交通、建筑、农业和废弃物处理——其合计排放
占欧盟总碳排的60%。 在Fit for 55 提案之前，欧盟已通过《减排分担法规》为各成员
国在这些⾏业的排放设⽴了具有强制法律效⼒的减排⽬标，⽬标是到2030年将这些⾏
业的排放总量较2005年下降29%，根据各国⼈均GDP，欧盟委员会为各国设定的减排
⽬标有所不同。Fit for 55提案将这⼀减排⼒度再次提升，⽬标到2030年将ETS覆盖范
围之外的⾏业排放总量下降40%，具体到各国，其减排范围从10%-50%不等。 

提升欧盟全境的⾃然碳汇固碳量⽬标。完善碳汇法案，修订《⼟地、⼟地利⽤变化和

林业指令（LULUCF）》，将⾃然碳汇固碳⽬标作为约束性指标分配到各成员国。改⾰
还将涉及对⾃然碳汇核算标准的修订等内容。

⽀持公正转型。设⽴社会⽓候基⾦（SCF），计划2025-2032年从预算中拨出722亿欧
元，加上来⾃各成员国的配套资⾦，专⻔帮助弱势群体、低收⼊家庭和微⼩企业，以

应对建筑和交通⾏业纳⼊ETS后带来的成本提升，以及投资建筑能效提升、可再⽣能源
利⽤和低碳交通等。

        在⽓候领域，Fit for 55意在对现已纳⼊欧盟管控的碳密集⾏业收紧排放管理，并对尚
未纳⼊管控的⾏业设⽴排放⽬标。将重点改⾰欧洲碳排放交易体系（ETS），设⽴碳边境
调节机制（CBAM），加⼤成员国在“减排分担法规（ESR）”中强制要求的减排量，以及完
善⼟地利⽤和林业指令（LULUCF），同时设⽴公正转型基⾦，专⻔帮助弱势群体、低收⼊
家庭和微⼩企业，抵御转型期可能带来的⽣产⽣活成本上升。

Readers appreciate
accurate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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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可再⽣能源消费⽬标。修订《可再⽣能源指令（RED）》，将2030年的可再⽣能
源消费⽐重由32%提⾼到⾄少40%-45% ，设⽴或加强特定⾏业的可再⽣能源⽬标，尤
其是交通、建筑和⼯业领域。

提⾼能效提升⽬标。修订《能源效率令（EED）》，将2030年欧盟的最终和初级能源
消费的能效⽬标分别提升为36%（原来是32.5%）和39%，提⾼成员国的节能义务，要
求各成员国每年⾄少对其公共建筑总⾯积的3%进⾏翻新等。

调整税令以⿎励新能源产业发展。修订《能源税令（ETD）》，调整课税范围、税率结
构和减免政策等，对化⽯能源和可再⽣能源的⽣产和使⽤制定差别税率，取消对化⽯

能源的税收减免，⿎励清洁低碳技术发展。

此外，在2021年末提出的Fit for 55的第⼆批⽴法提案中，欧委会就包括开展甲烷排放
核算和报告   以及促进氢能的使⽤也提出了具体⽅案。

提⾼汽⻋和货⻋的减排⽬标。计划到2030年，欧盟乘⽤⻋碳排⽐2021年降低55%（原
来的⽬标是37%），并计划到2035年碳排为零。这意味着到2035年，欧盟的燃油汽⻋
将全⾯退出。 

        针对能源⾏业，Fit for 55将提升欧盟全境的能效和可再⽣能源消费⽬标，并将整体⽬
标分解到建筑、交通⾏业和各成员国；还将改⾰能源税收体系和电⼒市场规则，以促进低

碳清洁能源的⼤规模⽣产、应⽤和消费。在2021年底发布的Fit for 55第⼆批⽴法提案中，
欧盟委员会还提出将开展能源⾏业的甲烷排放核算和报告，建⽴并公开甲烷排放数据库，

供公众查询，以期实现到2030年能源⾏业甲烷减排58%的⽬标（相较于2020年⽔平）。

        针对交通⾏业，Fit for 55提升了汽⻋⾏业的减碳⽬标，并计划到2035年停⽌销售内
燃机动⻋。同时，欧盟还将⼤⼒在地⾯交通、航空和海运推动低碳能源替代，加⼤建设充

电和加氢等低碳交通基础设施，并推⼴可持续航空和海运燃料。

7

促进地⾯交通的低碳基础设施建设。修订

《替代燃料基础设施指令（AFID）》加⼤建
设充电和加氢设备等低碳交通基础设施。为

了⽀持电动交通，各成员国须⼤幅提升充电

能⼒，在主要公路上间隔不超过60公⾥和
150公⾥的地⽅设⽴充电和加氢点。

推进航空和海运的能源替代。 发起《可持续
航空燃料（ReFuelEU Aviation ）》和《可持
续海运燃料（FuelEU Maritime）》计划，促
进低碳能源在航空和海运的应⽤，逐步替代

传统化⽯燃料。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

化⽯燃料经济已经

⾛到了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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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建筑⾏业，将建筑⾏业的排放纳⼊欧洲碳市场覆盖范围，以推动各成员国提升各
⾃建筑⾏业的减排⽬标；欧盟委员会还提出修订《建筑节能令（EPBD）》，引⼊”零排放
建筑“定义，加快建筑翻新和节能改造，整体提升建筑⾏业的能源性能。  具体措施包括：
规定建筑的最低能源性能标准，加速对欧盟节能表现最差的15%的建筑进⾏节能改造，完
善能源性能证书体系，终⽌对化⽯燃料锅炉的补贴，推⼴使⽤建筑⾃动化和控制系统（供

暖、制冷、通⻛、电动⻋充电和可再⽣能源）等。欧盟委员会计划到2030年住宅供暖的温
室⽓体排放要⽐2015年减少60%以上，并将要求公共部⻔每年翻新其3%的建筑（当前的要
求是1%）。  

        如果说《绿⾊协议》是欧盟远景规划，Fit for 55⽴法提案则是⼀份与之配套的中期规
划，瞄准了欧盟法定⽓候⽬标的第⼀个时间节点2030年，不仅提出了强制性的约束指标，
也设计了激励机制，包括补贴、价格和税收等。Fit for 55是⼀个为落实2030减排55%⽬
标的”整体解决⽅案“。这个⼀揽⼦⽅案中，多个⽴法提案相互联系，有些旨在规范企业⾏
为，引导和培育市场，有些旨在激励和约束成员国，多管⻬下为经济社会的低碳转型创造

条件。

Readers appreciate
accurate information

8

 1.2 Fit for 55⼀揽⼦⽅案的有效性分析

        Fit for 55⽅案是欧盟为实现2030
年法定⽓候⽬标⽽提出的重磅⽂件，将

塑造欧盟未来10年的能源转型路径。欧
盟委员会提出的这⼀套⽅案，最终须转

化为单个的、具体的⽴法提案，得到欧

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的批准⽅可成为欧

盟正式的法律⽂件。

        根据欧盟普通⽴法程序，⽴法进程
从提案到成为正式法律⽂本过程通常要

经历⾄少2年（图4）时间，Fit for 55 整
个⽅案通过的最终期限是在2024年5⽉
下届欧洲议会选举之前。在⽴法过程

中，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将就专⻔议

题进⾏多轮磋商，并引⼊欧盟成员国和

利益相关⽅进⾏讨论。如果就某项具体

提案⽆法取得共识，议会和理事会则可

以阻⽌该提案。当议会和理事会就联合

⽂本达成⼀致之后，提案即被通过成为

法律。因此，在⾄少两年的⽴法进程

中，有关Fif for 55⼀揽⼦提案的具体内
容仍有调整的可能。

        尽管在⼀些政策和法规内容细节上
仍存变数，但是已经⽣效的《欧洲⽓候

法》确⽴了欧盟要在2030年减排55%的
⽬标，Fit for 55作为实现欧盟2030⽓候
⽬标的政策和法律“载体”，意味着与之相
关的⽴法⾏动和落实推进势在必⾏。

图4：Fit for 55⼀揽⼦提案将要经历的⽴法过程 (参考E3G研究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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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同时，严格的减排举措意味着
部分提案在推进过程中将接受来⾃⾏

业、成员国和国际社会的质疑和挑战，

欧盟⽴法机构将可能就带来的影响作出

进⼀步评估和讨论。

  
        主要的争议点包括： 

       有关改⾰欧洲碳市场（ETS）的争
议。欧盟通过ETS已覆盖欧洲约40%的
温室⽓体排放，控排⾏业包括发电、供

热、制造（炼油、钢铁、铝、⽔泥、玻

璃等）和欧洲经济区（EEA）内的商业
航运。  Fit for 55下，欧盟计划为ETS覆
盖⾏业的排放设定更低的总量限制，并

逐步淘汰免费配额。这引发了⾏业和部

分成员国对覆盖⾏业成本上涨的担忧，

⼀些成员国认为ETS改⾰将对低收⼊家庭
和⼩微企业构成更⼤的冲击，扩⼤成员

国之间的贫富差异。

        有关扩⼤ETS覆盖范围的争议。根
据Fit for 55提案，欧盟委员会⽬标从
2023年起将海运正式纳⼊ETS，从2026
年起将针对陆地交通和建筑业设⽴⼀项

单独的碳定价和交易体系。⽬前欧盟理

事会对提案仍有较多不同意⻅，在2022
年3⽉举⾏的欧盟理事会政策辩论会上，
部分代表提出，担⼼该提议将推⾼交通

和建筑业的⽤能成本，影响社会稳定，

要求提⾼对受影响家庭的补助。 当前对
新的碳交易机制⽣效时间、覆盖燃料类

型、ETS收益使⽤机制等内容仍有不同意
⻅。

        有关边境碳关税的争议。Fit for 55
中，另⼀项备受瞩⽬的提案是CBAM。
2022年3⽉，欧盟理事会就CBAM法规
的⼀般⽅法达成⼀致意⻅，确认在过渡

期结束后，即从2026年1⽉1⽇起，将正
式对钢铁、⽔泥、电⼒、铝和化肥五⼤

类产品开征碳关税。  2022年5⽉，欧洲
议会的环境委员会就CBAM提出了欧洲
议会的初始⽂本，其内容较欧盟理事会

的内容⼜有较⼤调整，主张进⼀步提⾼

CBAM的落实速度和⼒度，即主张从
2025年1⽉开始征税，且将征税⾏业扩⼤
⾄有机化⼯、塑料和氢，并且主张将⽣

产⽤电的间接排放纳⼊征税范围。  ⽬
前，CBAM的最终法律⽂本需等待欧洲
议会、欧盟理事会、以及欧盟委员会的

统⼀协商意⻅。同时，有关CBAM更棘
⼿的实施细则和技术指标还悬⽽未决，

尤其是涉及到免费配额的退出时间表、

CBAM收⼊分配等问题。在国际上，
CBAM须解决与WTO贸易规则的兼容问
题，以及促进与第三国的合作，为后续

实施获取国际⽀持。

       另⼀⽅⾯，⼀些政策倡导机构和活
动⼈⼠也在积极发声，希望推动欧盟政

府提升减排⼒度，与《巴黎协定》⽬标

保持⼀致。伴随着Fit for 55推进⽴法进
程，这样的“左右拉锯”还将持续存在。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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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两年，欧盟的低碳转型之路受到了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的挑战。欧盟将这些挑战视
为转机，⼒图将外部的危机化为加速低碳转型的机会，同时也在绿⾊转型中寻找经济增⻓

的新动⼒。

       A: 为应对新冠冲击的Next Generation EU ⽅案

        《绿⾊协议》提出后不久，新冠疫
情在全球爆发。2020年5⽉，欧盟委员
会公布了经济刺激⽅案 “欧盟下⼀代
（ New Generation EU ， 简 称

NGEU）”。这份⽅案将《绿⾊协议》作
为经济复苏计划的核⼼，并将数字基础

设施、清洁能源、循环经济等作为恢复

经济的抓⼿。

        NGEU是欧洲有史以来最⼤的刺激
计划，其中包括7500亿欧元（以2018年
价格计算）的复苏基⾦，以及2021-
2027年期间约1.1万亿欧元的欧盟⻓期联
合预算，总计 1.85万亿欧元。NGEU将
30%的资⾦投资于⽓候友好领域，包
括：将每年⽤于建筑改造投⼊的⽐例加

倍，进⼀步减少建筑⾏业排放，并同时

增加就业和提振经济；提⾼对清洁能源

的投资，包括可再⽣能源、储能、氢

能、电池和⼆氧化碳捕获；安装100万个
电动⻋充电站，降低电动⻋的推⼴成

本，推⼴低碳交通；⽀持可持续农业和

设⽴公正转型基⾦，其中包括帮助化⽯

能源⾏业从业者的转型。

        NGEU中规模最⼤的是“复苏和韧性
基 ⾦ “ （ Recovery and Resilience
Facility，简称RRF），这项“复苏和韧性
基⾦” 也是欧盟复苏和转型推进过程中重
要的资⾦来源池。 RRF是旨在促进低碳
和数码转型的纾困基⾦，在设⽴之初，

定为总额7230亿欧元，其中包括3858
亿欧元借款和3380亿欧元的赠款，由欧
盟委员会统⼀拨划。欧盟成员国可以向

欧盟委员会提出资⾦申请，但各国的申

请⽅案中必须有⾄少37%的资⾦投向低
碳领域，另有⾄少20%投向数码转型领
域。欧盟委员会评估，截⾄2021年 12
⽉，⼤部分欧盟成员国已提交了RRP⾏
动⽅案，且从整体资⾦的流向，满⾜了

流向⽓候中性和数码转型这两个⽅向的

最低百分⽐要求。

  

        B: 为应对俄天然⽓危机的REPower EU⽅案 

       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欧盟急需
摆脱对俄罗斯化⽯能源的依赖。俄罗斯

天然⽓占欧洲天然⽓总进⼝量的45%，
⼀份能够兼顾短期油⽓需求和⻓期加速

低碳转型⽬标的能源⽅案呼之欲出。

2022年5⽉，欧盟委员会正式提出了名
为“REPower EU”的应对⽅案，⽬标明确
地指出：这份⽅案旨在服务两个⽬标：

终结欧盟对俄罗斯化⽯能源的依赖以及

应对⽓候危机。

        这份⽅案提出：

        节约能源。 节约能源被认为是最为
有效和经济地缓解短期能源危机的⼿

段。欧盟委员会提出要提⾼⻓期能效⽬

标，主张到2030年将欧洲的能效提升⽬
标再增加13%。欧盟还详细列出了短期的
⾏为改变对减少天然⽓和⽯油消费的重

要作⽤，⿎励成员国就这⼀议题展开⼤

范围的公众宣传，⿎励个体的节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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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案也列出了在能源短缺的紧急状

态下的短期应对⽅案。 

        多样化能源供应。 在2022年间成
⽴了“欧盟能源平台”，通过这⼀平台从多
⽅（包括美国、⾮洲）采购燃⽓、液化

天然⽓、氢能，并协调成员国的需求和

分配。通过了“欧洲外部能源战略”，旨在
多样化能源供应⽅，并与多家合作⽅寻

求⽣物甲烷、氢能以及其他绿⾊能源技

术的合作。

        加速部署可再⽣能源。在Fit For 55
最早提出的版本的基础上，再次⼤幅提

升可再⽣能源发展速度和规模。欧委会

在REPower EU 的⽅案中提出将2030年
可再⽣能源占⽐从Fit For 55⽬标提出的
40%，提升⾄45%；此外，提出到2025
年倍增欧盟光伏容量，到2030年，将光
伏容量扩⾄600GW；推⼴屋顶光伏计
划，将热泵的推进速度提⾼⼀倍，以及

从简、加快清洁能源项⽬的审批。计划

到2030年发展1千万吨的欧盟境内绿氢
产量以及1千万吨的进⼝绿氢，以替代在
难以削减排放⾏业的油、⽓、煤的使

⽤。 

        由此可⻅，REPower EU的⽅案并⾮
仅仅为应对欧洲与俄罗斯油⽓脱钩的短

期诉求，⽽是欧盟试图在Fit for 55 的基
础上，将摆脱对俄油⽓依赖和绿⾊转型

统⼀起来，以制造更⼤转型动⼒的⼀项

重⼤的加速转型政策。 欧盟认为，以绿
⾊转型作为底⾊的这份⽅案可以达到⼀

箭双雕的⽬的：既可以增强经济增⻓的

安全性，⼜可以推动欧洲和其他伙伴的

⽓候⾏动。 

        在新冠疫情之后设⽴的复苏与韧性
基⾦(RRF)再次成为REPower EU 计划推
进的重要制度⼯具，将协调欧洲跨国和

各国内部的基建资⾦、能源改⾰步调。

2250亿欧元的贷款已经划拨⾄RRF，同
时欧委会提议将200亿来⾃欧洲碳市场

出售配额的收益划⼊RRF，⽤以⽀持成员
国落实REPower EU ⽅案，尽快开展相关
⾏动。

        REPower EU⽅案在切断与俄罗斯油
⽓联系的同时期望达到与Fit for 55 协同
增效的⽬的，但短期来看，欧洲的能源

供应仍⾯临阵痛。近⼀年来，欧盟进⼝

能源和终端⽤能的价格持续⾛⾼，俄乌

危机的爆发进⼀步加剧了欧盟的能源紧

张，引发欧盟成员国对通胀和经济下⾏

的担忧。不同成员国对摆脱对俄依赖的

速度仍有分歧。例如，德国新任总理朔

尔茨公开表⽰反对激进的“脱钩”。 德国
超过⼀半的天然⽓进⼝来⾃俄罗斯，⽴

即叫停从俄罗斯进⼝天然⽓可能令德国

通胀率再创新⾼。 此外，REPower EU
提出的多元化天然⽓进⼝还⾯临基础设

施不⾜的问题。例如，葡萄⽛是欧盟从

美国和⾮洲进⼝天然⽓的⻔⼾，但⽬前

⽆法打通到邻近国西班⽛和法国的管道

运输，⽽新建天然⽓运输管道具有环境

争议。  欧盟在未来⼏年如何应对短期能
源冲击将是⼀场对其绿⾊雄⼼的压⼒测

试。 

        总结来说，欧盟近⼏年提速的绿⾊
政策、包括为应对短期冲击出台的调

整，都没有脱离“2050年实现碳中和，
且在2030年之前实现更⼤幅度减排”这
⼀⽬标。各成员国的转型步调和政策各

有侧重，但欧盟通过整个区域的⽴法框

架，逐步收紧全境免费碳配额、要求成

员国分担分⾏业的减排努⼒，释放出积

极且紧迫的低碳转型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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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c.europa.eu/eurostat/web/products-eurostat-news/-/edn-20220210-2
https://www.cleanenergywire.org/news/germany-warns-sudden-halt-russian-energy-imports-would-plunge-europe-recession
https://edition.cnn.com/2022/04/13/economy/german-economy-russian-gas/index.html
https://www.euractiv.com/section/energy/news/portugal-seeks-to-position-itself-as-europes-new-gateway-for-gas/


1.4 推动循环经济转型

      欧盟将实践循环经济视为达成⽓候综
合的重要⼿段，作为绿⾊协议的主要政

策之⼀，2020年3⽉，欧盟委员会通过
了新的《循环经济⾏动计划  (CEAP)
》。

 
      这⼀计划的发布恰逢全球应对新冠疫
情之时，各国都认识到并更加注重建⽴

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韧性，以⾯对外部冲

击。欧盟的CEAP也旨在朝着这个⽅向更
进⼀步。

  
     欧盟第⼀版循环经济⾏动计划发布于
2015年。欧盟是循环经济思潮的主要发
源地，上世纪70年代，欧洲的学者就在
从对消费主义所推动的线性经济模式的

反思中提出了循环⼯业模式。   但欧盟
早期的政策主要关注废弃物管理，缺乏

系统性推进循环经济的政策设计。

        进⼊21世纪后，欧盟逐步开始将循
环经济与提振经济、提⾼国际竞争⼒和

解决环境与⽓候问题联系、整合起来。

有分析指出，在过去50年间，全球经济
增⻓所消耗的原材料从每年数百亿吨增

加到上千亿吨；与此同时，全球约50%
的温室⽓体排放、90%以上的⽣物多样
性丧失与资源开采和利⽤相关。  鉴于
此，欧盟提出，从线性的传统经济向循

环经济转型是实现⽓候中和⽬标和阻⽌

⽣物多样性丧失的先决条件。

 
       在2019年发布的《可持续欧洲反馈
⽂件》（Reflection Paper Towards a
sustainable Europe）中，欧盟提出到
2030年推动循环经济成为欧盟⼯业战略
⽀柱的⽬标。  据此，欧盟在新的《循环
经济⾏动计划》中确定了促进循环经济

的七个关键⾏业，并在后续陆续发布了

相应的指令和倡议，以促进⽬标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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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欧洲《循环经济⾏动计划》覆盖的关键⾏业与⾏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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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nvironment.ec.europa.eu/strategy/circular-economy-action-plan_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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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nvironment.ec.europa.eu/strategy/circular-economy-action-plan_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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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产品和信息通信技术领域，欧盟计划发起“循环电⼦倡议”，促进电⼦产品的设计
能够具有更⾼的能源效率，其耐⽤性、维修、回收和再利⽤性都得到提升；将中⼩型

电⼦设备的充电设纳⼊监管，包括强制推动统⼀接⼝，规定充电器与新设备的购买脱

钩，提⾼充电线缆的耐⽤性，进⼀步限制和规范电⼦设备中的有害物质。

在电池领域，欧盟提出提⾼电池⽣命周期和运营商的环境绩效。新的《电池指令》  提
出要将⽬前45%的电⼦产品电池回收率在2025年和2030年提⾼到65%和70%，另
外，⼯业电池、汽⻋电池必须全部回收。这份指令还规定从2024年7⽉1⽇起，只有已
建⽴碳⾜迹声明的可充电⼯业和电动汽⻋电池才能投放市场。不论什么类型的电池，

都应使⽤负责任采购的材料，满⾜相关有害物质、回收材料的最低含量、碳⾜迹、性

能和耐⽤性等相应规定。

欧盟设⽴了到2030年欧盟市场上所有包装都可以以经济可⾏的⽅式重复使⽤或回收的
⽬标，为此欧盟正在审议⼀项新的包装和包装废弃物指令，改进包装设计以促进再利

⽤和回收，减少过度包装和浪费。  另外，欧盟还计划监督和提⾼公共场所可饮⽔⾃来
⽔的普及，以此减少对瓶装⽔的依赖。

为了控制塑料的使⽤，欧盟发布塑料战略，⾃2021年7⽉起，禁⽌⼀次性塑料盘⼦、餐
具、吸管、⽓球棒、棉棒，由发泡聚苯⼄烯制成的⻝物和饮料容器等塑料产品投⼊欧

盟市场。 为促进塑料的可持续利⽤和提⾼再⽣塑料的使⽤，欧盟委员计划推进对包
装、建筑材料和⻋辆等产品中再⽣成分和废物含量的强制性要求；另外，还将完善⽣

物基和可降解塑料的应⽤和标识，以避免⼚商对消费者的误导。

在纺织品领域，欧盟在2022年3⽉通过了《欧盟可持续和循环纺织品战略》，要求纺
织品的设计、标签和回收等环节符合可持续性标准，倡导不过度⽣产和消费，禁⽌⼚

商销毁未出售和退回的纺织品，并提出到2030年欧盟市场上的所有纺织品都是耐⽤、
可修复和可回收的⽬标。

建筑业占欧盟总废物产⽣量的35%以上，建筑材料提取、产品制造、建筑物建造和翻新
的温室⽓体排放量占欧盟温室排放总量的5-12%，因此提⾼建筑领域的可持续性对欧盟
实现⽓候中和有着重⼤意义。欧盟委员会计划启动⼀系列政策修订，同时，提⾼建筑

废物和特定材料的可回收性。另外，在2020年发布的“翻新浪潮”计划中，欧盟也提出
了⼀揽⼦⽼旧建筑翻新、提⾼能效的⽬标和⾏动计划。

在⻝品领域，欧盟发起了“从农场到餐桌”可持续性⻝物战略，提出要使持续性成为⻝品
相关政策的主流，促进欧盟层⾯和国家层⾯的政策⼀致性，提出减少⻝物浪费的⽬

标；欧盟委员会还将制定⼀项综合营养管理计划；在农业系统中，⿎励⽔循环利⽤，

促进再利⽤和效率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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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nvironment.ec.europa.eu/topics/waste-and-recycling/batteries-and-accumulators_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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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nergy.ec.europa.eu/topics/energy-efficiency/energy-efficient-buildings/renovation-wave_en
https://food.ec.europa.eu/horizontal-topics/farm-fork-strategy_en


    除以上重点领域外，《循环经济⾏动
计划》的另⼀侧重点是赋能消费者。多

项研究发现，在欧盟，消费者参与循环

经济实践的意愿很⾼，然⽽实际参与度

相当低。36%的消费者过去没有维修过
产品，约90%的⼈没有租赁或购买过⼆
⼿产品。欧盟认为，⼀个可能的原因是

消费者缺乏相关信息，以及⼆⼿或租赁

市场不够发达。欧盟委员会的评估还认

为，过去的⾏动主要针对供应侧，即降

低产品、⽣产、服务所产⽣的负⾯影响

和浪费，只有加⼤推动消费端的变⾰和

可持续⽣活⽅式才能真正实现向循环经

济的转变。

 
    鉴于此，欧盟提出了多项措施以保障
和提升消费者权益，其中最主要的是修

订了两个现有的消费者法律指令：《消

费者权利指令》和《不公平商业⾏为指

令》。  它们要求⼚商提供可靠、有关产
品的耐⽤程度和可修复程度的信息，以

便消费者做出选择；禁⽌⼚商提供不明

确的、不可验证的有关环境绩效的声明

或承诺，以防⽌“洗绿”。欧盟希望这些措
施能够⽀持消费者⾏为的改变，从⽽助

⼒⽓候和环境⽬标的实现。

        这些密集出台的政策彰显了欧盟试
图系统性解决资源循环利⽤问题的决

⼼。根据欧盟委员会的预测，到2030
年，实施雄⼼勃勃的循环经济措施可以

使欧盟的⽣产总产值增加0.5%，创造新
⼯作岗位。在欧盟和联合国的推动下，

2021年2⽉，汇集⼗⼏个国家政府和相关
组织的“全球循环经济和资源效率联盟”
(GACERE) 成⽴，这也从⼀个侧⾯显⽰
了欧盟引领全球循环经济发展，同时以

此实现产业升级和碳中和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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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ers appreciate
accurate information

欧盟低碳转型政策
        对实体经济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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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欧盟低碳转型政策对欧洲的影响分析 

        A: 对能源和⼯业的影响分析

        能源部⻔排放占欧盟温室⽓体排放
总量的75% 以上， Fit for 55 ⼀揽⼦⽴
法提案的重点就是推动能源领域加速转

型。2022年5⽉，欧盟将到2030年可再
⽣能源消费占⼀次能源消费的⽐重⽬标

由原定的32%提⾼到了45%，这被视为
欧洲可再⽣能源规划的再⼀次提速。

        当前欧洲的可再⽣能源消费占⼀次
能源消费⽐重约19.7%，要实现到2030
年45%的占⽐，在未来⼋年内可再⽣能
源总发电量需要⾄少翻番。在欧盟内

部，45%的⽬标已经被讨论过⼀段时
期。在不同的模型分析中，这是⼀条最

具成本效益的路线，这⼀⽬标也符合外

界多年来对欧盟能源转型的预期。  在当
前规划下，欧盟计划到2025年倍增光伏
容量，到2030年，将光伏容量扩⾄
600GW；欧洲⻛能协会则预计，到
2030年欧盟需要 433-452GW的⻛能容
量，是⽬前装机容量179GW的三倍。

        Fit for 55 对欧洲能源⾏业的⾸要影
响体现在其传统化⽯能源的消费将在未

来⼗年⼤幅下降。俄乌冲突之下，欧盟

能源结构性改⾰的步伐将会进⼀步提

速。欧盟预测，实现2030年减排55%的
⽬标意味着欧盟化⽯燃料进⼝量将在

2015-2030年间下降 27%，其中煤炭进
⼝下降 71-77%，天然⽓进⼝下降 13-
19%，⽯油则下降 23-25%。到2030年
之后，化⽯燃料进⼝将急剧萎缩，煤炭

进⼝接近于零，天然⽓和⽯油则分别减

少58-67%和78-79%。

        第⼆⼤影响则是能源投资的重新分
配。 转型给新能源领域带来巨⼤的投资
需求， 在欧盟设定fit for 55 ⽬标之前，
欧盟在2021-2031年间对能源领域（不
包含交通运输）的年均投资需求为3360

亿欧元，相当于每年GDP的2.3%（2015
年不变价）。研究模型显⽰，⽓候雄⼼

的增加与投资需求的增加之间存在很强

的关联，为实现2030年减排⽬标，在不
同的情景下，相应的年均投资需求将在

基准情景基础上增加650亿⾄1020亿欧
元，为清洁转型所需的总投资将相当于

GDP的2.7-3%。在此基础上，为实现
REPower EU提出的⽬标，欧盟还需要从
现在起到2027年额外增加共计2100亿欧
元的投资。为筹措这些投资资⾦，欧盟

委员会提出了三种可能的⽅向：第⼀将

资⾦从“消费⽀出”重新分配到“投资⽀
出”，第⼆在不挤占消费的情况下借⼊额
外的资本，第三减少对化⽯燃料资本的

⽀出，以此增加对绿⾊资本的投⼊。

       欧洲能源转型将推⾼对关键⾦属的
需求，包括⾦属回收、再利⽤等在内的

循环经济领域将进⼀步发展。  研究预
测，欧洲要实现2030、2050年的减排
⽬标，所需的⾦属⽤量将增加数倍。到

2050年，欧洲对铝的需求将增加30%，
铜增加 35%，镍增加 100%，钴增加
300%。 这些⾦属是能源实现清洁转型
所必需的关键原材料。在净零⽬标的约

束下，欧洲将会加⼤对关键⾦属的循环

利⽤，上述研究指出，如果欧洲现在开

始⼤量投资⾦属的回收利⽤，到2050
年，40%⾄75%的清洁能源⾦属需求可
以通过本地回收来满⾜。作为欧洲绿⾊

协议的⼀部分，欧盟在2020年发布了
《循环经济⾏动计划》，以确保关键材

料的循环利⽤和稳定供应。与此同时，

在整个欧盟经济体中应⽤循环经济原则

有可能到  2030 年使欧盟  GDP 增加
0.5%，创造约 70 万个新⼯作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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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FS_21_3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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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ip_20_420


        B: 对交通⾏业的影响分析

        欧洲交通运输部⻔的温室⽓体年排
放约为39亿吨⼆氧化碳当量，约占欧盟
年度排放量的1/4，这其中有约70%来⾃
陆地交通。要实现欧盟2050年⽓候⽬
标，交通⾏业要减排90%以上。

        Fit for 55计划到2035年淘汰内燃
机汽⻋和⼩型货⻋的销售，实现新⻋零

排放。新⽬标意味着整个交通⽣态系统

的变⾰。 
 
        欧洲的传统汽⻋⼯业将会加速重
塑。汽⻋制造业对欧盟的经济⾄关重

要，其创造的GDP占欧盟GDP的7%以
上，在欧盟内部，已经有11 个成员国政
府宣布在欧盟提出的2035年淘汰燃油⻋
销售的期限之前停⽌销售内燃机汽⻋，

⼏乎所有主要的汽⻋制造商都已经宣布

在10到15年间，过渡到以⽣产电动汽⻋
为主。根据汽⻋⾏业估算，新⽬标下，

到2030年时，欧洲内燃机⻋的销量占汽
⻋销量的⽐重将低于20%。  ⽽在2021
年，尽管纯电动⻋（9.1%）和混合动⼒
汽⻋销售占⽐（8.9%）达到了历史新
⾼，欧洲仍有82%的新售⻋为内燃机汽
⻋。

        其次，路⾯交通⼯具的重塑意味着
欧洲交通业的基础设施必须快速变⾰，

这将催⽣⼤量的相关基建需求。Fit for
55 要求欧洲各国⼤规模推⼴、建设电动
⻋充电和氢能加油站，并对设施的最⼩

服务密度和相应标准提出了要求。据估

计，在新⽬标下，到2035年，欧洲的道
路充电桩需要提⾼近20倍，从现有的
330万个提⾼到 6500 万个。

        最后，随着欧洲新能源⻋市场的爆
发式增⻓，新能源汽⻋的供应链也在发

⽣深刻变⾰。欧盟计划到2025年将欧洲
打造成为全球第⼆⼤电池⽣产基地，满

⾜欧盟约90%的需求。  欧盟内部⽇趋重
视相关产业的供应链完整，并提出这是

关系到产业安全、平衡和适应性的问

题。  新冠疫情对全球供应链造成的冲击
使这⼀观点得到了更多的⽀持。以电动

⻋的电池为例，越来越多的欧洲制造商

正在欧盟内部扩建⽣产线，中国制造商

必须为迎接更激烈的竞争做准备。

        

  

        C: 对建筑⾏业的影响分析

        建筑业消耗欧盟 40% 的最终能源，
其产⽣的温室⽓体排放占欧盟总排放的

36%，如果将建筑材料的⽣命周期影响
核算在内，占⽐则更多。

 
        Fit for 55⼀揽政策中多个⽅⾯涉及
到建筑领域。2020年10⽉欧盟发布《欧
盟翻新浪潮（A Renovation Wave for
Europe）》战略，是有关欧洲如何在
2050年实现建筑业零排放的重要政策。 
 

        根据欧盟的评估，欧洲的建筑存量
中约 75% 被认为是低效的，它们的制冷
和保暖系统主要依靠化⽯燃料，使⽤较

为陈旧的系统和电器。  因此，对于欧盟
来说，改造现有建筑物、并在建造新房

屋时寻求零碳解决⽅案是实现建筑净零

排放的两个主要⼿段。

        在新修订的⼀揽⼦政策中，欧盟
对“深度翻新”和“零排放建筑”做出了明确
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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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c.europa.eu/info/strategy/priorities-2019-2024/european-green-deal/transport-and-green-deal_en
https://www.automotivemanufacturingsolutions.com/evs/electrifying-europe-new-eu-fit-for-55-legislation-effectively-bans-petrol-and-diesel-engines-by-2035/42190.article
https://cleantechnica.com/2022/02/03/battery-electric-cars-climbed-to-9-of-sales-in-2021-driven-by-eu-co2-targets/
https://www.reuters.com/business/autos-transportation/europe-needs-ambitious-charging-plans-130-mln-evs-by-2035-report-2022-02-08/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commissioners/2019-2024/sefcovic/announcements/keynote-speech-vice-president-maros-sefcovic-annual-high-level-conference-european-innovation_en
https://cleanenergynews.ihsmarkit.com/research-analysis/europes-ev-supply-chain-revs-up.html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uri=CELEX:52021PC0802&qid=1641802763889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qid=1603122220757&uri=CELEX:52020DC0662
https://ec.europa.eu/info/news/focus-energy-efficiency-buildings-2020-lut-17_en


        例如，“深度翻新”指的是“为实现建
筑零排放的翻新”，这样明确的定义是为
了避免建筑业减排因执⾏标准不同⽽绕

弯路，对于实现建筑领域的减排极为重

要。

       建筑领域减排带来的效益是巨⼤
的。欧盟预计，建筑翻新和改造需求可

以达到改善能效和创造绿⾊岗位的双重

⽬的。⼀⽅⾯，提⾼房屋的能源效率将

减少⼈们取暖照明的花费，另⼀⽅⾯，

建筑翻新属于劳动密集型⾏业，⾏业

90%以上的运营商属于中⼩企业，通过
这项投资，到 2030 年欧盟建筑业将创
造 16万个新绿⾊⼯作岗位。 

        欧盟还计划为建筑和交通部⻔设⽴
独⽴的碳排放交易系统，但这个提案也

是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修订中最具争议

的部分之⼀。

        ⼀些研究认为，将建筑和交通⾏业
纳⼊碳市场所产⽣的减排效应有限，且

鉴于建筑和交通“刚性需求”的属性，其碳
排成本的增加将会对低收⼊⼈群带来更

⼤冲击，将⼤幅增加贫困家庭的⽀出。

 
        建筑⾏业落实减排所⾯临的障碍凸
显了转型中急需解决的能源贫困和公正

问题。欧盟每年⼤约有3400万⼈⽆法负
担冬季适宜的取暖， 俄乌冲突导致的能
源危机将加剧这⼀⽭盾，致使陷⼊能源

贫困的⼈可能超过5000万。 对此，欧
盟计划随着Fit for 55建⽴的社会⽓候基
⾦ (SCF) ，它可以在2025年⾄2032年
期间提供720亿欧元缓解能源贫困问
题，但欧盟内部有声⾳认为，这远不⾜

以弥补解决能源贫困问题的资⾦需求。

  

         D: 总结影响分析

        越来越多研究认为，欧洲⼤幅提升
的碳排放成本对于欧盟的⽣产总值和整

体的劳动⼒就业不会产⽣剧烈影响。 根
据欧盟委员会的测算，2026-2030年
间，碳排放交易的收⼊平均每年将为欧

盟增加约 120亿欧元预算。碳边境税
（CBAM）将在2026-2030年间每年为
欧盟预算另外带来10亿欧元。根据欧盟
委员会在2021年 12⽉的测算，到2030
年，这两个计划将使欧盟的预算每年增

加1.2% 。

        另有⼀些研究认为， 政府如何处理
因碳排放收费产⽣的收⼊——即政府如何
将产⽣的碳收益进⾏⼆次分配，将极⼤

影响社会经济在能源转型下的⾛向。  在
Fit For 55⽅案下，社会⽓候基⾦将获得
的碳排放收⼊分配于转型中急需加⼤投

资的部⻔。 在这⼀设想下，社会⽓候基

⾦分配到成员国之后，将由欧盟成员国

⾃⾏设计国家政策来决定该基⾦的使⽤

情况（包括降低劳动税，⼀次性重新分

配给家庭，减少公共⾚字等），因此，

转型政策对于宏观经济层⾯的影响可能

在各国之间⼤不相同。

        此外，从对⼯业的影响⻆度来说，
欧盟的化⽯燃料开采业如煤炭业受到的

负⾯影响最⼤，建筑和能源业则可能获

益。在Fit For 55实施前景下，投资⽅向
和模式的转变、以及由此产⽣的效果将

会对国内⽣产总值和就业的构成产⽣永

久影响，对化⽯能源密集型⾏业来说，

这些影响可能会是负⾯的。  欧委会认
为，在世界其他地区不采取欧盟的⽓候

引领政策的情景下，能源密集型和具有

⾼国际贸易量的⾏业受到的负⾯冲击最

⼤。特别是化⽯燃料开采业⾥的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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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blogs/energysource/expanding-the-ets-to-cover-the-road-transport-and-building-sectors-would-leave-many-europeans-behind/
https://www.camecon.com/wp-content/uploads/2021/10/EU-ETS-covering-emissions.pdf
https://friendsoftheearth.eu/wp-content/uploads/2021/05/Towards-a-healthy-renovated-Europe.pdf
http://turkishpolicy.com/blog/79/the-ukrainian-war-and-energy-poverty-what-can-be-done-and-what-should-be-avoided
https://think.ing.com/articles/just-how-fit-is-the-eus-fit-for-55-climate-strategy-for-europes-economy%23a11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ip_21_7025
https://www.bde.es/f/webbde/SES/Secciones/Publicaciones/PublicacionesSeriadas/DocumentosTrabajo/21/Files/dt2119e.pdf
https://ec.europa.eu/clima/eu-action/european-green-deal/delivering-european-green-deal/social-climate-fund_fr


业如煤炭开采将⾸当其冲受到冲击。与

⼀切如常（BAU）情景相⽐，到2030
年，欧盟的煤炭开采业将损失掉其附加

值的⾄少40%。

        有关⾏业影响，欧盟委员会的评估
提供了两个重要的结论：第⼀，在对碳

收⼊进⾏重新分配的基础之上，全球协

调是实现低碳转型利益最⼤化的关键；

第⼆，⼀个产业的贸易开放程度越⾼、

碳强度越⾼，其受到的转型冲击越⼤。

并⾮所有欧盟国家都会受到同样的影

响。在电⼒⽣产、建筑供暖或重⼯业⽅

⾯最依赖化⽯燃料的国家将最容易受到

损失。

        另⼀⽅⾯，建筑和能源⾏业的就业
则会获益，这是因为新能源转型和为建

筑进⾏节能改造都是劳动密集型的⼯

作。但预计在这⼀过程中，会出现劳动

⼒摩擦——新增的劳动⼒需求对劳动

技能的培训教育、劳动⼒流动性提出了

新的要求，劳动系统需要更新其供需匹

配能⼒和培训教育系统，以适应跨区

域、跨⾏业、跨技能组合的劳动⼒流动

需求。⽐利时、法国和荷兰等对建筑升

级和改造需求⼤的国家将从建筑改造的

劳动⼒需求中受益。

        最后，Fit For 55将推动投资流向的
改变。经济的去碳化将意味着对电⼒供

应、节能建筑和低碳交通解决⽅案的投

资增加。在这些领域的投资已经成为欧

盟复苏计划的核⼼。投资将从 “褐
⾊”、“棕⾊”导向 “绿⾊” ， 绿⾊能源、交
通和建筑将引领投资⻛潮。根据欧盟委

员会的数据显⽰，与前⼗年相⽐，因Fit
For 55 ⽽产⽣的额外投资需求中，⼤约
2/3的额外投资需求将流向汽⻋的更换及
住宅的能效改造。这意味着，从现在开

始，每年在建筑和交通⽅⾯的额外投资

将达到3600亿欧元（即占欧盟当前GDP
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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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欧盟低碳转型政策对中国的影响
 

        2022年3⽉15⽇，欧盟理事会达成
了⼀项建⽴碳边界调整机制（CBAM）
的协议，这意味着⾃2021年欧盟委员会
提出CBAM提案之后，有关这项机制的
⽴法进程⼜前进了重要⼀步。2022年12
⽉，欧盟委员会和议会就改⾰⽅案达成

了临时协议，确定将从2026年起正式开
征碳关税。接下来，协议需要得到欧盟

成员国和欧洲议会的确认，并最终成为

正式的法律⽂本。

        碳边境调节机制作为欧洲Fit for 55
⼀揽⼦⽅案中⾄关重要的⼀个元素，⾃

2021年7⽉由欧盟委员会提起就备受关
注。该机制提出，欧盟将对从欧盟之外

的国家进⼝到欧盟的某些排放密集型商

品征收碳税，以防⽌具有⾼碳排⾜迹的

防⽌碳排放泄漏的⻛险；

确保公平的竞争环境，即在欧盟销售

的每吨碳产品的成本相同；

⿎励或推动《巴黎协定》的其他缔约

⽅向与欧盟相同的雄⼼⽔平迈进。

进⼝产品抵消欧盟温室⽓体减排努⼒、

产⽣“碳泄漏”效应。⽬前，CBAM的征收
范围确定为涵盖欧洲碳市场中的电⼒、

钢铁、⽔泥、铝、化肥以及氢能，特定

条件下的间接排放也明确将被纳⼊监

管。

欧盟制定CBAM的动机是多⽅⾯的。欧
盟委员会解释，其核⼼⽬的包括： 

20

        2022年4⽉初，中国-欧盟新⼀次领导⼈会晤结束。从此次会晤的议程和成果来看，中
国和欧盟在地缘政治、双边贸易等问题上存在分歧，但应对⽓候变化和能源转型或将是双

⽅进⼀步开展合作和对话的曙光，形成竞争性合作的局⾯。

        欧盟积极推进低碳转型的多项措施值得中国借鉴，这包括完善国内碳市场，推进重点
领域的节能减排和低碳能源替代，加快布局电动汽⻋和零碳交通配套基础设施等。

        除了借鉴经验，中国还要紧密关注欧盟政策调整形成低碳壁垒的可能性。欧盟碳边境
关税（CBAM）的启动尤为引发中国⼯业界关注。中国应充分运⽤欧盟碳边境关税设置的
窗⼝期，在及时引导国内产业进⾏应对的同时，也应抓住机会推动国内低碳产品的加速发

展。

CBAM对中国对欧出⼝的影响 

图6: CBAM⽴法时间线，根据欧盟官⽹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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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en/press/press-releases/2022/03/15/carbon-border-adjustment-mechanism-cbam-council-agrees-its-negotiating-mandate/%23:~:text=CBAM%2520is%2520designed%2520to%2520function,allocation%2520of%2520EU%2520ETS%2520allowances.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qanda_21_3661


CBAM涉及到的产业、产品，中国对
欧出⼝产品的份额和体量。

CBAM的设计选项：排放覆盖范围、
碳含量评估、可能的豁免。

欧盟减少并最终停⽌发放给CBAM所
涵盖的⾏业排放配额的速度，欧洲的

碳定价解决⽅案，这将涉及CBAM证
书的具体发放数量及定价。 

        由于CBAM的执⾏细节和可能涉及
到的产品范围、关税征收的计算⽅式仍

在不断演进之中，全⾯理解CBAM对中
国出⼝欧洲产品的影响需要考虑如下⼏

个维度（这⼏项均须与WTO规则兼
容）： 

        CBAM的⽴法时间表显⽰，CBAM
将经过欧洲议会和理事会的审查和政策

讨论及欧盟委员会和贸易伙伴的协商，

最早将于2023年10⽉试⾏。试⾏期，也
称为“过渡期”，为2023年⾄2025年年
底，在此期间，进⼝商不会⾯临来⾃

CBAM的额外费⽤。到过渡期结束时，
委员会将进⾏评估，评议是否将其范围

扩⼤到更多有碳泄露⻛险的产品和服

务，⽬标是到2035年涵盖ETS所有的商
品。也就是说，到2035年欧盟完全取消
免费排放配额后，CBAM的全价信号才
会适⽤于来⾃欧盟贸易伙伴的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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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图表列出了CBAM当前覆盖的产业中主要进⼝来源国所占份额。（数据来源
(Border Carbon Adjustments in the EU Sectoral Deep Dive （ERCST 2021 ），数据均
为占进⼝总额的百分⽐，按价值计算，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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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CBAM可能覆盖的产业中，主要进⼝来源国的产品占欧盟总进⼝量的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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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当前CBAM明确覆盖的⾏业和排
放范围来看，中国出⼝⾄欧盟的钢铁和

铝业将受到⼀定影响。  但总体来说，
CBAM可能覆盖的产品在中国对欧出⼝
额中占⽐不⼤。2019 年，欧盟从中国进
⼝的前20类商品以数据通信设备、灯具
照明、玩具等为主，⽽CBAM可能会覆
盖的⾏业——⽔泥、电⼒、钢材、铝业、
化肥，可能会有有机化⼯、塑料、氢——
除了排在第15位的其他塑料制品（其出
⼝额占中国对欧盟出⼝总额的 1.7% ）
外，均不在排名前20的出⼝产品列内。
近年来，有研究指出，中国对欧出⼝的

钢材、化⼯产品和⾦属制品增⻓迅速，

例如2021年，中国对欧盟出⼝钢材同⽐
增⻓了137.4%，⾦属及制品的出⼝增⻓
了50.9%，但其出⼝额占中国对欧出⼝
总额仍然不⼤。  在未来CBAM覆盖范围
可能扩⼤的前景下，中国可重点对钢

材、化⼯产品和⾦属制品如何应对

CBAM冲击作出更细致的分析，跟踪出
⼝趋势并研判影响与对策。  

       清华⼤学与Adelphi⼤学2021年的研
究认为，⽬前⼤部分有关CBAM对中国
产品的影响研究分析都⾼估了其对中国

的影响，这主要是因为很多研究将

CBAM的覆盖⾏业、排放范围⾯估计过
 
  

⾼，⽽这与欧盟委员会提出的CBAM设
计思路并不相符。

       上述研究评估表明，2016-2020年
间，中国受CBAM影响的对欧产品出⼝
额占中国对欧出⼝额的1.8%，其中钢铁
产品占3/4，铝产品约占1/4。在52美元/
吨⼆氧化碳的中欧碳价差且不考虑免费

配额的情况下，每年中国对欧出⼝成本

的增加约为3.05亿美元，占2016-2020
中国年均对欧出⼝总额不⾜0.1%。如果
将免费配额分配考虑在内，这⼀影响将

进⼀步减少，中国对欧出⼝成本的年增

加值约为1亿美元。 

       此外，需要注意的是，在2023—
2025年的过渡期之后，产品的间接排放
可能会被纳⼊隐含碳排放的计算中，但

这仍取决于欧盟进⼀步的评估结果。在

到2025年底的过渡期间，进⼝商除了报
告直接排放之外，也需要报告隐含间接

排放。如果在2025年后产品的间接排放
（即间接⽣产的电⼒排放）也被计⼊产

品碳排放，则铝业这类电⼒成本占⽐很

⾼的⾏业为碳排放⽀付的成本将⼤增。

       最后，在俄罗斯与欧盟关系剧烈动
荡的背景下，CBAM的未来收益、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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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ommerce.sz.gov.cn/attachment/0/513/513477/726929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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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欧出⼝的产品是否会在俄罗斯和

乌克兰对欧出⼝受挫之后占得更⼤份额

从⽽⾯临更多潜在影响仍是⼀个未知

数。 俄罗斯是欧盟在碳密集型商品⽅⾯
的主要贸易伙伴， 来⾃俄罗斯产品的温
室⽓体排放占欧盟进⼝产品的所有温室

⽓体排放的14%，其中⼀半来⾃电⼒部⻔
（31%）和⾦属（21%）。此外，俄罗斯
还是欧盟铝业、钢材、化肥等产业的重

要供应国。由于CBAM的⼤部分收⼊依
赖于少数⼏个国家，其中包括俄罗斯，

可以肯定的是，俄罗斯和欧盟之间的贸

易量下降将对欧盟的CBAM预算产⽣负
⾯影响，来⾃俄罗斯进⼝的收⼊损失是

否会给其他国家的出⼝商带来更⾼成

本，是⼀个新出现的未知数。

       对于中国出⼝企业，短期⽽⾔从
2023年的过渡期开始，中国出⼝企业将
开展碳⾜迹报告和登记⼯作，可能⾯临

数据安全等法律⻛险，企业整体的合规

成本可能会增加。 从⻓期来看，欧盟碳
关税也被视为在全球范围内进⼀步提⾼

其他国家碳排放成本的⼀个机会。中国

应尽可能主动地去影响CBAM的具体设
计及实施，同时，能源基⾦会研究认

为，中国可以抓住CBAM正式实施前的
重要窗⼝期，通过完善国内的碳市场和

碳定价政策来抵消CBAM机制的影响。
此外，中国应积极发展碳⾜迹更低的产

品，⽐如钢和铝，从⽽获得更⼤利润空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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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业转型
安赛乐⽶塔尔集团(ArcelorMittal)依靠技术⾰新⽣产零碳钢铁，并通过推动⽓候
政策，协调全球⾏业⼀致⾏动

钢铁冶炼技术转型：由使⽤煤炭的⾼

炉炼铁转向使⽤天然⽓的直接还原铁

技术（DRI），进⼀步升级到使⽤绿
氢的直接还原铁技术。

能源转型：今后⼏年⽤于炼钢的能源

将经历⼀个更加彻底转变，从⾼排放

的化⽯燃料能源转变为低排放和零排

放的可再⽣能源，这包括绿氢、循环

        钢铁⾏业是欧盟碳排放交易系统在
第⼀阶段（2005-2007年）就纳⼊覆盖
范围的⾏业之⼀。在中前段，欧洲钢企

实际上从中受益，其获得的免费配额⾼

于其排放额，钢企可以通过销售碳配额

获利。⽬前碳排放交易已经进⼊第四阶

段（2021-2030年），随着政策的收
紧，近年欧洲钢企从受益转为受损，碳

排放成本抬升，钢企需要加速低碳转

型。

        安赛乐⽶塔尔集团是⼀家总部位于
卢森堡的跨国钢铁制造公司。公司在北

美、南美、⾮洲和欧洲是最⼤的钢铁⽣

产商，同时在全球17个国家和地区设有
⽣产基地。该集团2020年的粗钢产量为
7846万吨，居全球第⼆，仅次于中国宝
武钢铁集团。

        随着欧盟碳排放交易实施，安赛乐
⽶塔尔集团在2006年提出到2020年吨
钢碳排放强度降低8%的⽬标，到2020
年实际实现7.9%的降幅。2020年9⽉，
集团宣布了更具雄⼼的⽓候⽬标，将

2050年实现零碳排放的范围由欧洲扩⼤
到其全球业务，并在随后发布的《⽓候

⾏动报告2》提出到2030年集团碳排放
强度降低25%（范围1和范围2），其中
欧洲业务的碳排放强度到2030年降低
35%（范围1和范围2），报告还制定了
包括五项要素的零碳路线图：

增加废钢的使⽤：除了在电炉中使⽤

废钢外，还将增加废钢在⾼炉-转炉
炼钢中的使⽤。

采购清洁电⼒：提⾼低碳和零碳电⼒

的消费量。通过购买可再⽣能源证书

和与可再⽣能源项⽬供应商签订直接

电⼒购买协议来实现这⼀⽬标。

剩余排放抵消：针对没有可⾏的技术

或者成本太⾼⽽⽆法完全消除的⽣产

经营活动产⽣的碳排放，将采取购

买“碳抵消”或者⽣产“碳信⽤”的⽅式
来进⾏抵消。

碳和CCUS 技术（⼆氧化碳捕获、利⽤
和储存）等。

        基于以上路线图，安赛乐⽶塔尔集
团积极采取⾏动。例如在西班⽛政府的

⽀持下，该集团正在塞斯托建设世界⾸

个零碳钢铁⼚，计划2025年投产，该项
⽬将建设绿⾊氢⽓直接还原铁设备、配

套电炉以及可再⽣能源电⼚。2021年10
⽉，安赛乐⽶塔尔与卢森堡政府合作建

设的卢森堡第⼀个⽔上浮动太阳能发电

场联⽹发电，年发电量约为3GWh，满
⾜当地约800⼾家庭⼀年的⽤电量需
求。

        除了管理企业⾃⾝的碳排放，安赛
乐⽶塔尔集团是⽓候政策的积极推动

者。它是欧洲最先⽀持欧盟碳边界调节

机制议案的企业之⼀。

        可以看到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的完
善经历了较⻓的过程，碳价从开始的极

低⽔平慢慢爬升，近年开始加速上涨。

虽然中国国内碳价可能不会⽴即向欧洲

靠拢，但随着中国碳交易体系的⽇益完

善，加上碳边境调解机制等国际政策约

束，钢企碳排放成本的提升是可以预⻅

的，钢企应及时进⾏低碳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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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业减排
受益于地理环境、商业模式创新和政策⽀持，芬兰迅速普及低碳热泵技术

        在实现零碳经济的过程中，普及低
碳供暖技术是⼀个重⼤挑战。供暖是欧

盟能耗和碳排放强度最⾼的部⻔，占总

能源消耗的50%，其中75%来⾃化⽯燃
料。欧盟要实现在2030年底温室⽓体排
放量较1990年减少55%的⽬标，来⾃建
筑的⼆氧化碳排放必须较2015年减少⼀
半以上。这就意味着需要通过技术改进

⼤幅度提⾼能效，并⽤可再⽣能源代替

现有的数以千万计的使⽤化⽯燃料的供

热设备。

        热泵被视为替代化⽯燃料供热系统
的重要⽅案之⼀。热泵实质上是⼀种热

量提升装置，它从⾃然界的空⽓、⽔或

⼟壤中获取低品位热能，经过电⼒做

功，传递给被加热的对象（温度较⾼的

物体），提供可被⼈们所⽤的⾼品位热

能。热泵可⽤于独栋房屋供热，也可配

套⽤于集中供暖系统。

        ⽬前，热泵在北欧国家芬兰已经得
到了⼴泛的应⽤，2020年，芬兰每百⼾
家庭拥有热泵的占⽐为40.8%，位居欧
盟第三，远⾼于多数欧盟国家。芬兰⼈

⼝相对较少、⼈⼝密度低，森林⾯积很

⼤，在历史上⼀直依靠燃烧⽣物质和燃

油供暖，1970年使⽤⽊材和柴油供暖⽐
例⾼达90%。20世纪70年代⽯油危机之
后，芬兰被迫寻找替代能源。由于冬季

漫⻓⽽寒冷，芬兰是欧洲取暖需求最⾼

的国家之⼀，这使得挑战变得更加紧

迫。对于许多分散居住的社区来说，⾯

对芬兰相对廉价的电价和缺乏天然⽓基

础设施的现状，热泵为很多家庭提供了

⼀个较为合适的选择，但是当时的热泵

产品质量并不稳定，⽤⼾很少。

        20世纪90年代早期，芬兰开始从瑞
典引进空⽓源热泵系统。在过去20年

间，芬兰热泵的技术与市场化应⽤得以

迅速发展。⾃2000年以来，芬兰累计安
装的热泵数量超过100万台，芬兰家庭⽤
于取暖的能源相应减少了约 15% 。⽬
前，芬兰热泵的总能量输出约为 10
TWh，⼤约可以满⾜芬兰15%的现有住
宅和商业建筑供暖需求。⽽当热泵依靠

可再⽣能源来驱动时，就成为低碳的供

热能源。

        如今，热泵已经成为芬兰住宅和商
业供暖的⾸选。这⾸先得益于芬兰的地

理环境，这也是热泵⾏业持续增⻓的重

要因素。虽然⽬前空⽓源热泵占市场主

要份额，但地源热泵也扮演重要⻆⾊。

芬兰有超过10万地热井，总⻓共计约2万
公⾥。这促使地源热泵成功吸引了⼯

业、住宅开发商和家庭⽤⼾的投资，投

资回报率在10%-15%。其次，芬兰电价
相对较低，对于那些希望使⽤低碳供暖

设备的房主来说，热泵成为⼀个明智的

选择。热泵能得到普及，还因为它仅需

要较⼩的空间且使⽤⽅便，不需要添加

燃料。

        此外，芬兰热泵普及还得到强有⼒
的政策⽀持。2000年以来，芬兰政府陆
续颁布⼀系列政策有效推动供暖系统的

低碳改造，其中包括国家⽓候和能源战

略、化⽯燃料税、国家建筑法中的供热

能效标准等。从2014年起，政府要求所
有新建住宅必须安装热泵，并为进⾏热

泵改造的住宅提供相当于改造费⽤20%
的补贴、以及其他免税措施。这些举措

也吸引更多技术⼈员从事绿⾊建筑⾏业

的⼯作。政府的助⼒和产业的推动，热

泵市场逐步形成。2000年后，热泵产业
的安装培训和标准逐步提⾼，提⾼了热

泵⾏业的信誉，也促进了⾏业创新，带

动销售的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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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因素，⽐如热泵对于较⼩的不太

成熟的市场来说，价格较⾼。

基础设施限制，⼀些地⽅旧建筑能效

较低，必须经过升级改造才能使⽤热

泵。

       芬兰热泵市场的发展势头正在催⽣
各种创新商业模式，这些模式可能会进

⼀步加快热泵的普及。例如“热泵热销模
式 (heat-pump heat-sales model)”，
通常被称为服务模式，指的是由服务商

投资安装热泵，然后将供热作为提供的

服务。客⼾仅需每个⽉为供热服务付

费，所有的维护⼯作都由服务商负责。

这种模式尤其适⽤于酒店式公寓、公共

住宅区和商业办公区，因为这些地⽅的

业主可能不太愿意⾃⼰投资。

       虽然很多低碳技术已经较为成熟，
但由于多种原因，⼀些低碳技术在很多

国家和地区还未能实现规模化应⽤，以

热泵为例，受以下因素制约：

资源禀赋，⽐如荷兰的天然⽓储量丰

富，因此燃⽓供热仍然是主要的供热

⽅式。

       以上种种障碍表明，各地需要因地
制宜地制定策略。芬兰普及热泵的经验

还告诉我们实现快速转型的另⼀个障碍

——缺乏成熟的产业链。规模化应⽤需要
上下游产业链通⼒合作。在许多国家，

尽管政府采取多种举措⿎励低碳技术，

但由于缺乏成熟的产业链，技术普及应

⽤推进缓慢。因此，实现低碳供热技术

⼴泛应⽤并不仅是技术本⾝，还需要⼯

业化和职业化的⽅式来发展相应的制造

产业、技术⼈员，使其专业化、规范

化，让低碳供热成为⼈们便捷、合理、

经济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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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倡农⽥有机肥的施⽤。有机肥施⽤

是增加⼟壤有机碳最有⼒的驱动因

素，能显著增强⼟壤有机碳的储存能

⼒。

⼤⼒推⼴保护性耕作。最⼩化⼟壤扰

动、持续作物残茬覆盖是保护性农业

的关键做法。从常规深耕转向少耕或

免耕可改善⼟壤结构、减少⼆氧化碳

排放，增加⼟壤有机碳。在秸秆还⽥

的基础上，免耕会显著提⾼表层⼟壤

有机碳含量。

开展作物轮作与种植覆盖作物。相⽐

单⼀种植⽅式的农业⽣产体系，作物

轮作、多样化的种植结构能够增加⼟

壤⽣物多样性，有助于⼟壤固碳。

        ⼟壤碳汇是削减碳排放、实现碳中
和、缓解全球⽓候变化的重要路径。在

全球碳循环中，⼟壤中的有机碳库约为

植物碳库的3倍，⼤⽓碳库的2倍。 ⼟壤
碳库中60%的碳以有机质的形式存在于
⼟壤之中，巨⼤的⼟壤碳贮存量对⼤⽓

⼆氧化碳的⽔平产⽣重要的影响。耕地

占地球表⾯积的1/3，农业⼟壤碳库受⼈
为活动影响最⼤，且在较短的时间尺度

上可以调节。因此，农业⼟壤的有机碳

储量及其固碳能⼒是评估减缓⽓候变化

和固碳减排潜⼒的重要依据。

        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的《农业碳排
放》指出，2018年全球约17%的温室⽓
体来⾃农业排放，主要来⾃种植业如农

⽥施肥、秸秆焚烧、⽔稻⽣产、化肥⽣

产等，以及畜牧业如⽜等反刍动物的肠

胃发酵。 农业已成为⽬前各国应对、减
缓和适应⽓候变化的重要领域之⼀。为

了增加⼟壤有机碳储量，提升⼟壤肥

⼒，减缓温室⽓体排放，可采取以下措

施：

        农业源温室⽓体排放约占欧盟排放
总量的10%。为了⿎励农业部⻔采取⽓
候⾏动并为《欧洲绿⾊协议》  作出贡
献，欧盟在其2021年底推出的《从农场
到餐桌（Farm to Fork）》新战略中，
计划将 “碳农业（Carbon Farming）”作
为⼀项绿⾊商业模式加以规模化推⼴，

并研究碳信⽤相关的法规。

        对碳农业的⽀付⽅式可以基于⾏
动，也可以基于成果。基于⾏动的⽀付

机制主要是直接⽀付给农场经营主，⿎

励农场主采⽤⽓候友好的⽅式开展农业

⽣产。⽽基于成果的⽀付机制则将农场

经营者产⽣的量化的⽓候效益指标与具

体的奖励相连接。这种⽅式的好处是公

共或私有资⾦的投⼊可更直接地与其期

待的⽓候⽬标挂钩，⽽农场经营者也获

得更⼤的⾃主权来选择合适⾃⼰的经营

模式。

        总部位于⽐利时的⼟壤资本公司
（Soil Capital）在2019年推出了欧洲⾸
个“碳回报（carbon remuneration）”项
⽬，为欧盟建⽴“碳农业”体系提供了实践
样本。

        “碳回报”项⽬与农⺠合作，分析并
制定既能够提⾼农场盈利能⼒、同时⼜

减少温室⽓体排放的⽅案，推动农场经

营向可再⽣农业过渡，让农场由温室⽓

体净排放者转变为碳固存者，也就是将

农场成为碳汇。农场的较少的碳排放或

者产⽣的碳固存量由第三⽅机构根据国

际标准 ISO 14064-2进⾏测定和认证，
并颁发相应的碳证书。这其中的挑战在

于如何使这种可再⽣农业在经济上具有

可⾏性，使⼟地所有者能够获得回报，

让他们有动⼒将⼟地变成巨⼤的⼆氧化

碳“海绵”，并使退化的⼟壤恢复活⼒。

农业减排
通过“碳回报”项⽬与农⺠合作，挖掘农业⼟壤的减碳与固碳潜⼒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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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时和法国的500多位农⺠已经
加⼊了“碳回报”项⽬，这⼀项⽬产⽣的碳
固存量可达到每公顷每年2吨⼆氧化碳，
并在项⽬第⼀年成功减少和消除了⼤⽓

中超过2.5万吨⼆氧化碳。农⺠可以将获
得的碳证书出售给需要抵消碳排放的公

司，通过这样的⽅式让参与该项⽬的农

⺠获得额外收⼊。

       在该案例中，全球最⼤的动物营养
品和农产品制造商之⼀嘉吉公司

（Cargill）是“碳回报”项⽬的重要合作
⽅，也是农⺠⼿中碳证书的⼀家主要购

买⽅。

        中国制定了2030年碳达峰和2060
年碳中和的国家战略，为了加快农业低

碳发展，中国也正在开展和欧盟“碳农
场”类似的探索实践。2022年5⽉，中国
⾸个农业碳汇交易平台在福建厦⻔落

地。发放了⾸批农业碳票，推动7755亩
⽣态茶园、共计3357吨农业碳汇作为中
国⾸批农业碳汇交易项⽬签约，助⼒碳

达峰、碳中和战略与乡村振兴⼯作融合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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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液化天然⽓接收站建设。德国将

加快推动布伦斯⽐特尔港和威廉港两

个液化天然⽓接收站的建设⼯作，同

时该接收站未来还可⽤于进⼝氢⽓。

        作为世界第五⼤能源消费国和欧盟
最⼤的经济体，德国政府在世界上率先

⾼调实施能源转型战略，究其原因是受

保障能源安全供给、保障经济社会的可

持续发展、保护⽓候和⽣态等多重⽬标

的共同驱动。德国国内能源资源相对贫

乏，⼤部分能源依赖进⼝。⾃上个世纪

七⼋⼗年代的两次能源危机以来，德国

⼀直致⼒于为本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

安全、经济、有效的能源供给。随着

2000年《可再⽣能源法（EEG）》实
施，德国能源利⽤结构呈现出明显的多

元化特征，但能源对外依存度依然不断

上升。

        多年以来，德国的能源转型战略建
⽴在将天然⽓作为“桥梁”的基础上，原计
划 2022年底之前淘汰核电，争取在
2030年之前淘汰燃煤发电，逐渐⾛向完
全依赖可再⽣能源的未来能源系统。这

⼀战略不只被德国，也为欧洲很多国家

采⽤。德国对俄罗斯油⽓的依赖尤甚，

其消费的⼤约55%的天然⽓、约57%的
硬煤和34%的⽯油来⾃俄罗斯。2022年
2⽉底俄乌冲突之后，美英德法等西⽅国
家⼤幅升级对俄制裁措施，包括德国在

内的欧盟国家迫切需要摆脱对俄罗斯能

源的依赖，⼤⼒加速清洁能源转型，提

⾼能源独⽴性，以使欧洲免受不可靠供

应商和化⽯燃料供应不稳定的影响。

        德国政府推出的⼀系列新举措包
括：

延⻓煤炭发电的使⽤期限。德国表⽰

可能会将德国煤电⼚的使⽤期限推迟

到2030年但最终⽬标仍是通过可再       
⽣能源来实现能源独⽴。

不排除继续使⽤核电的可能性。德国

⽬前仍有3座核电站在继续运⾏，德
国政府正在权衡是否延⻓其剩余核电

站的使⽤寿命。

加快可再⽣能源发展。2⽉28⽇，德
国联邦经济与⽓候保护部（以下简

称“联邦经济部”）提出EEG⽴法修正
案草案，拟加速德国⻛能、太阳能等

可再⽣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同时，

将“实现100%可再⽣能源供给、并放
弃化⽯燃料”的⽬标提前⾄2035年。
联邦经济部将加速推动该草案在联邦

议会获得通过，以便使其在7⽉前正
式⽣效。

加速氢能发展。联邦经济部也重视加

快氢能基础设施建设和氢能⽣产。⽓

候中性的绿氢有助于在中期内减少俄

罗斯天然⽓的进⼝，例如可以作为⼯

业⽣产的基础原料。为此，德国联邦

政府将继续发展原有的欧洲和国际氢

能合作伙伴关系，另外还将建⽴新的

氢能联盟。2022年3⽉，德国与挪威
就开展紧密的氢能合作达成了⼀致，

以便在不久的将来可以从挪威⼤批量

进⼝氢能。同时，加强和加快与阿联

酋的氢能合作，德国企业与阿联酋⽅

⾯签署了4个氢能合作项⽬，同时还
签署了⼀个氢能研究项⽬。2022年
阿联酋将向德国提供第⼀批由可再⽣

能源⽣产的绿氢。

        与此同时，德国⽴即着⼿调整其中
⻓期能源转型策略，主要措施包括：

国家能源转型
俄乌危机促使德国⼤⼒加速清洁能源转型，提⾼能源多元性与独⽴性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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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克兰危机深刻影响德国及欧盟的
能源转型，也同时将深刻影响中国对外

能源合作和能源安全的战略。俄乌冲突

和全球⽓候危机背景下，欧盟能源清洁

化转型进⼀步提速，在⼀定程度上⼜强

化了新能源产品的竞争⼒。可以看到，

中欧绿⾊合作的前景仍然⼴阔。中国需

要根据欧盟能源政策调整来进⾏应对，

应兼顾中欧能源转型合作与国内能源韧

性建设：⼀⽅⾯中欧双⽅都制定了雄⼼

勃勃的绿⾊转型计划，在能源政策上有

着较为相近的⽬标，在可持续发展领域

具有共同利益与价值观，双⽅绿⾊合作

的潜⼒巨⼤；另⼀⽅⾯，中国应将更多

的政策和资⾦投⼊到发展绿⾊基础设

施、可再⽣能源和储能技术，以政府能

源投资和市场⼒量为双引擎，刺激可再

⽣能源低碳技术创新，降低可再⽣能源

开发利⽤成本。结合可再⽣能源发展⽬

标总量设定，扩⼤可再⽣能源市场需

求，从可再⽣能源供给推动与需求拉动

两⽅⾯着⼿，形成⼀批集成可再⽣能源

技术研发、装备⽣产、以及终端需求为

⼀体的⾼端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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