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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声音】德铁向绿色电力转型

德铁（德国联邦铁路公司Deutsche Bahn）将通过一项

欧盟范围内的招标，推动其向可再生能源转型的发展计

划。今年10月中旬，德铁宣布，其子公司德铁能源正在

寻找8年内能为其提供500吉瓦时的电力供应商，有意投

标的电力供应商须在11月18日前提交标书。德国《明

镜》周刊事前对该项目招标进行了报道。德铁首席执行

官托尔斯滕·沙恩（Torsten Schein） 表示：“我们将

坚持用可再生能源电力来替代到期的电厂供电合约。” 

从2038年开始，德铁将100%地使用绿色电力作为动力来

源。

根据德铁发表的数据，德铁的年电力消耗量约为10000吉

瓦时，这相当于汉堡市的全年用电量。目前，可再生能

源电力在德铁用电需求中已占57%以上。到2020年可再生

能源电力在用电量中的占比将上升到61%。 

今年9月，德铁已与总部位于埃森的能源公司Innogy达成

协议，从2024年开始，将通过其北海风电场电力解决部

分电力需求。

点此查看德语原文链接。

图片来源：德新社

https://www.manager-magazin.de/unternehmen/energie/deutsche-bahn-db-energie-sucht-oekostrom-anbieter-a-129139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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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联邦政府已经开始实施2030气候保护计划，建筑节

能减税是首批决定落实的措施之一。

新的节能改造促进措施丰富了原有的资助计划

2030气候保护计划通过减税措施丰富了原有的各项建筑

节能改造资助计划，原有的建筑节能资助计划包括德国

复兴信贷银行（KfW）负责实施的各项投资补助和低息贷

款“节能改造计划”；旨在资助可再生能源（生物质、

热泵、光热）制热设备的“可再生能源制热市场激励计

划”（MAP）和资助水力平衡优化措施或更换老旧供热泵

的“供热系统优化资助计划”。后两个资助计划由德国

联邦经济事务和出口管理局(BAFA) 负责实施。

通过建筑节能改造，节约的不仅是能源，还有税费 

今后，拟对建筑进行节能改造的业主可在减税或享受德

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BMWi）已有的投资资助之间作出

选择，这将鼓励更多的人进行建筑节能改造。

建筑节能改造减税措施操作流程简便，技术开放

德国联邦政府将尽量简化建筑节能改造减税政策的操作

流程，并使其技术开放。已在联邦经济和能源部相关投

资资助项目中得到认可的各项有利于能效提升和利用可

再生能源的措施均可享受减税优惠，比如更换老旧供热

设备、外墙保温或安装新的高能效窗户。这类节能改造

措施所产生成本的20%可在今后三年内用于抵税。

2020财税年开始实施减税优惠

所有房屋业主（不管收入高低）均可享受同等的减税优

惠，唯一前提是被改造的建筑是业主的自有房产。减税

优惠措施将在2020财税年开始实施，相关业主可在2021

年纳税申报单里提出相应的申请。联邦经济和能源部在

这之前很多年一直致力于与此相关的法律草案，目前该

法律草案还需得到联邦议会和联邦议院的批准。

如果要将建筑改造成所谓的“高能效建筑”（即能耗非

建筑节能改造可享受减税优惠

德国联邦内阁于今年9月通过了建筑节能改造的减税优惠政策。建筑节能改造减税优惠政策是2030气候保护计划在建

筑领域所采取的主要措施。

图片来源：Adobe Stock / Mas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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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低的建筑），那么还是只能通过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

部的建筑节能改造投资资助计划获得资助，相关申请由

德国复兴信贷银行进行审核，申请者可在带偿还补贴的

低息贷款和一次性补助之间进行选择。 

联邦内阁已通过的2030年气候保护计划也为原有的资助

计划带来了好处：未来，部分和整体改造措施如能使建

筑达到“高能效建筑”标准，国家给予的投资和还贷补

助将增加10个百分点。

点此查看德语原文链接。

电力领域：可再生能源助力温室气体减排

可再生能源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作出了重要贡献。通过增加可再生能源发电，2018年德国避免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是

2010年的两倍。

通过利用可再生能源避免的温室气体排放再创新纪录

电力领域：2018年避免了1.44亿吨二氧化碳当量排放

地热

光伏

风能

水电

避免的二氧化碳当量排放

（单位：百万吨）

生物质

图片来源：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BMWi）

随着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能源的力度不断加大，基于煤

炭、燃气和石油等化石能源引发的温室气体排放继续下

降。根据可再生能源统计工作组和联邦环境署（UBA）的

计算，2018年德国在发电、供热制冷以及交通领域共避

免了1.87亿吨二氧化碳当量排放。二氧化碳当量是不同

温室气体对气候造成影响的一个统一计量单位。

电力领域减排最多，其次是供热和交通领域

2018年电力领域减排最多，达到了1.44亿吨二氧化碳当

量，这相当于德国1996年工业领域的二氧化碳排放当量 

（2018年德国工业领域的二氧化碳排放当量为1.317亿

吨）。2018年供热领域减少了约3550万吨二氧化碳排放

当量，交通领域约减少77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排放。

http://www.bmwi-energiewende.de/EWD/Redaktion/Newsletter/2019/09/Meldung/topthem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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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视野下的可再生能源系统集成

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部长和国际能源署(IEA)署长此前邀请各方参加今年10月初在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举行的全

球可再生能源系统集成部长大会。

国际能源署署长法蒂赫-比罗尔(Fatih Birol)博士和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部长阿尔特迈尔（Altmaier）在全球可再

生能源系统集成大会上。图片来源：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BMWi）/ Andreas Mertens

电力领域减排量8年翻了一番

1990年以来，电力领域温室气体减排持续保持良好势

头。1990年通过利用可再生能源避免的二氧化碳当量排

放还只有2130万吨，2000年就上升到了3380万吨，2010

年上升至7110万吨，到2018年电力领域的二氧化碳当量

减排又翻了一番。

电力领域温室气体减排主要得益于风力发电

2018年大部分温室气体减排得益于风力发电(7630万吨二

氧化碳当量，其中陆上风电约6270万吨，离岸风电1360

万吨),其次是光伏发电(2870万吨)，生物质发电(2560

万吨)，水电(1320万吨)和地热发电(9.3万吨)。2010

年通过风力发电还只避免了275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排

放，2000年为640万吨，1999 年约为 320万吨。 

计算结果表明，电力领域二氧化碳减排情况主要取决于

可再生能源所替代的化石燃料或核燃料的种类。德国联

邦环境署发表的《可再生能源减排计算》报告列出了详

细的可再生能源减排计算的方法和基础。 

点此查看德语原文链接。

http://www.bmwi-energiewende.de/EWD/Redaktion/Newsletter/2019/09/Meldung/direkt-erfasst_infografik.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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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瑞典、泰国、日本、摩洛哥、波兰、瑞士和美国的

部长、副部长和国务秘书等高级别政府代表以及大型跨

国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和国际组织的领导人在柏林齐聚一

堂，共同讨论可再生能源在世界能源系统中的未来。

许多国家聚焦数字化和氢能作为能源存储选择

各国政府代表介绍了各自的能源现状和未来可再生能源

发展项目。为了使可再生能源能更好地融入能源供应系

统，许多国家把电力领域的数字化、消费者积极参与以

及氢能的巨大潜力作为未来的工作重点。 

在企业家恳谈会上，与会代表共同讨论了电气化加速去

碳化进程的可能性与更好的系统灵活性；政策创新、市

场设计和调控；系统规划与市场创新以及政府倡议等向

清洁能源转型的主题。 

管控框架条件质量在未来将起决定性作用

最后许多与会者达成了如下共识：未来，管控框架条件

的质量将对可再生能源的系统集成起到决定性作用。管

控框架条件必须保障可再生能源对系统运行的贡献能得

到合理的经济回报，然而，使可再生能源能够进入市场

的政府资金资助的意义将逐步下降，保障可再生能源市

场竞争力的技术解决方案已经具备，继续使可再生能源

融入市场将是未来5年的挑战。

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部长皮特·阿尔特迈尔强调了可

再生能源在世界范围内与日俱增的重要意义。在开幕致

辞中，阿尔特迈尔指出：“我们的目标是到2030年将可

再生能源在电力消费中的占比提高到65%，世界各地的可

再生能源利用比例均在增加，因此，未来各国就成功利

用可再生能源的技术和方案进行交流与合作将变得越来

越重要。” 

国际能源署署长法蒂赫-比罗尔认为风电和太阳能成本的

下降是巨大的机遇，在会议结束仪式上他指出：“风能

和太阳能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改善空气质量和为每个

人提供能源所做出的努力的重要支柱”。这位能源专家

还告诫指出，电力供应系统必须更加灵活多样，市场设

计应适应可再生能源发展的需要，只有这样才能有效避

免出现不可预测的影响供应安全的问题。 

鉴于各方对今年大会所表现出来的极大兴趣，法蒂赫-比

罗尔邀请各方参与拟于2020年9月在巴黎召开的下一届全

球可再生能源系统集成大会。

点此查看德语原文链接。

二氧化碳排放定价将如何运作？

德国从2021年起将在交通和供热领域实施新的二氧化碳定价机制，这一机制是德国联邦政府气候保护计划的核心。下

文将介绍以往的二氧化碳定价机制以及交通和供热领域应如何融入这一机制。

图片来源：德国联邦经

济和能源部（BMWi）

http://www.bmwi-energiewende.de/EWD/Redaktion/Newsletter/2019/09/Meldung/News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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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交通和供热领域排放的二氧化碳也将被标价

自2005年以来，能源和工业企业必须在欧盟碳排放交易

机制内为其能源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碳排放购买排放证

书，并可以市场价进行排放证书交易。但在供热领域部

分排放证书是可以免费分配获得的。 

每年可供支配的排放证书都在增加，排放证书价格的不

断上涨增加了二氧化碳排放强度较高的电厂的经济压

力，这些发电厂生产出来的电力价格就会因此而高于其

它排放强度较弱的电力设备生产出来的电力（例如可再

生能源发电或热电联产设备等）。由此可见，排放证书

的价格把欧盟长期减排目标转换成对企业十分重要的价

格信号，通过这种方式，排放的多少就成为影响企业决

策的一个重要因素。 

欧盟排放交易机制是欧盟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手

段，是欧盟实现气候保护目标最重要的调控工具。排放

交易机制囊括了欧盟近一半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欧盟委

员会、欧盟理事会和欧洲议会在2017年11月就改革第4个

排放交易期（2021-2030）达成一致。

德国将于2021年实施新的国家排放交易制度

就像欧盟排放交易中对能源生产企业和高强度能耗工业

企业规定的那样，为了实现气候保护目标，交通和供热

领域也将为排放二氧化碳付出代价。为此，德国联邦政

府将引入一项国家排放交易机制。这一机制的指导思想

也是希望通过二氧化碳排放价格来制止或减少温室气体

的排放。在德国，大部分二氧化碳排放虽然来自能源生

产企业，但交通和供热领域的二氧化碳排放也不可小

视。 

交通和供热领域如何融入排放交易机制

从2021年开始对交通和供热领域实施排放定价是德国联

邦政府2030气候保护计划的核心。这一排放收费机制参

考了欧盟为德国规定的排放预算，并以联邦政府2050年

对交通、建筑、能源所制定的减排目标为基础。上述各

领域的排放上限可以调控，并且逐年下降。在经营过程

中使用热力和动力燃料的企业必须购买相应的（电子）

证书作为排放权。每吨供热燃油、液态气、天然气、煤

炭、汽油或柴油必须提供相应数量的排放证书，由谁来

购买和提供排放证书还需通过立法来作出规定。需提供

的排放证书的数量将根据热力和动力燃料中的二氧化碳

含量来确定，购买证书的成本由产品或服务提供商负

担，然后分摊到消费者头上。企业上交的排放证书越

少，就意味着盈利空间越大，这样就可鼓励企业采用二

氧化碳排放少的技术，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这一市场

机制还将引导企业向成本效益高的领域进行投资。 

国家排放交易机制采用每吨二氧化碳的规定价格 

通过证书交易，随着时间的推移证书的价格也会发生变

化。为了使消费者有足够的时间来适应更高的热力燃料

和动力燃料成本，将于2021年新引入的国家排放交易机

制(nEHS)开始时将采取固定价格制度，即事先为每吨二

氧化碳制定一个固定价格，初期的固定价格为10欧元/

吨二氧化碳。到2025年提高到每吨35欧元，2025年以后

将尽可能由市场自己来形成价格。为了避免排放价格

增长过快，为2026年制定了单位交易价格的上限和下

限。2025年将视情况决定是否有必要也为2026年以后的

年份制定一个排放价格浮动范围。 

电价下降，通勤补助费变高，坐火车将变得更便宜

德国联邦政府将把来自二氧化碳排放收费的入投入到气

候保护措施和项目，通过减少百姓在其它方面的负担来

减轻人们的经济压力。比如从2021年开始，可再生能源

分摊费将有所降低，这样就会降低电价；职业通勤者将

得到更高的通勤补助费，火车票的增值税将有所下调，

这样乘坐远距离火车将变得更加便宜。

点此查看德语原文链接。

http://www.bmwi-energiewende.de/EWD/Redaktion/Newsletter/2019/09/Meldung/direkt-erklaer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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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热研究：地面种庄稼，地下集热管

德国科研人员目前正借助两个科研项目研究如何通过一种新型地热收集器，挖掘农业用地地热潜力，并将获得的地热

能应用到市政热力供应系统。

图片来源：双层

农田股份有限公

司（Doppelacker 

GmbH）

集热管铺设在农田下面，收集5-15度的热能，这一原理

未来可生产有用的热能和冷能。农田周边的居民家庭和

小企业可利用通过这种方法收集的热能来供热或制冷。

集热管上面的农田则可正常耕作。 

与传统的远程集中供热不同，农村地区的居民可通过自

有设备获得的地热来满足自己的供热或制冷需求。浅层

地表的温度相对较低，集热管可根据不同的需求铺设在

相应的深度，即可作为热源，也可作为冷源。未来这些

集热管也可作为中间存储器储存富余的能源。

不占用农田：农田在管道铺设后即可正常耕种 

浅层地热集热管往往会与其它土地利用产生矛盾，因

此，以往浅层集热管主要安装在荒废的小型地块上。这

两个研究项目的研究成果将改变这种局面。研究机构和

企业将联手开发浅层地热利用的创新方法和技术。 

研究旨在推动和简化大面积浅层地热系统的安装和利

用。在名为“EnVisaGe”的研究示范项目中，项目参与

各方在斯图加特科技大学的协调下首次将农田地热集热

原理付诸实施，他们在巴登-符腾堡州的乌斯特罗特镇

（Wüstenrot）的5000平方米的农田下面铺设了集热管，

这套足球场大小的集热设施可为一整片住宅区提供热

能。 

首批集热管是通过拖拉机来铺设的，未来将采用专门的

铺管机铺设。目前，在低温供热方面具有丰富经验的双

层农田股份有限公司（Doppelacker GmbH）正在 “Koll-

Web 4.0 ”研究项目中与德累斯顿工业大学的专家们一起

研发这种专门设备。通过这一创新技术，未来可将不同

管径的集热管“植入”到地下2米的深度，使农田受损程

度降到最低。集热管铺设在农机耕作深度以下位置，所

以集热管铺设结束后，农田即可恢复正常耕作。

众多优点：冷的热网 

集热管收集的热能将馈入“冷的热网”进行分配。这里

说的“冷”是指相对于深地层而言常年处在5-15oC的较

低温度，消费者可通过热泵收集到的热能提高到所需的

温度，例如建筑采暖或生活热水所需的温度。由于温度

较低，这一系统也可直接或通过制冷机用来制冷，制热

和制冷的同时使用还可获得协同效应，提高热泵和制冷

机的效率。

另一个优点是，传统的远程供热往往是以供给侧为主的

供热，冷的热网则可根据消费者需求，随时为消费者提

供制热或制冷所需的地热。 

与传统的远程供热不同，在这一系统中，所需的温度是

在终端消费者那里制备出来的，所以几乎没有运输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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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热能损耗。传统的远程供热热源一般是电厂发电过程

中所产生的副产品，而电厂发电需要燃烧大量燃料，农

田地热集热管系统具有优良的可再生特性，所收集的近

地表地热大部分源自一年中的太阳光线。 

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为”Wärme Kollweb 4.0”研究

项目提供260万欧元的研究资助，该项目拟于2019年底结

束。“EnVisaGe”研究项目已于2017年结束，联邦经济

和能源部为该项目提供了340万欧元的研究资助。 

点此查看德语原文链接。

【媒体声音】个人能为保护气候做什么——柏林市
民如何每年人均节省2吨二氧化碳排放

柏林市民生活得绿色低碳吗？从统计数据来看答案是非常肯定的。但统计数据也不能说明一切，下面将为您介绍绿色

生活是如何实现的。

尽量少坐飞机出行？这

对气候保护肯定是有好

处的。图片来源：德新

社Sebastian Kahnert/

dpa 

在德国，人们一谈到气候变化，整个谈话气氛就会热烈

起来。有关气候保护的争论充斥着人们的日常生活，每

个人为应对气候变化采取行动的激情同样在上升。 

但即使有着迫切为气候保护作出贡献的美好心愿，但大

部分普通柏林市民还是只能无助地在朝九晚五和气候保

护运动“Friday for Future之间，在室外冬雨连绵和

室内的舒适温暖之间彷徨和寻找答案：如何才能在更加

绿色和低碳生活的同时，而又不至于在冬天只吃萝卜青

菜，在休假时只能最远到柏林周边骑自行车闲游呢？个

人日常生活中最大的碳足迹在哪呢？

值得从统计数据来看一下我们的现状。统计数据显示，

柏林市民每年人均排放5.7吨二氧化碳（2016年数据，更

新的数据目前还未具备），这已经是相对比较“绿色”

的，德国人均年二氧化碳排放量为10吨，而环绕柏林的

勃兰登堡州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甚至比全国人均还高

出一倍。 

与其它直辖市相比，柏林的表现也非常不错，但这一切

并不说明柏林人是绿色生活的表率。柏林的良好表现主

要是得益于其远离港口和工业：勃兰登堡的“制造业”

所造成的排放几乎是柏林的10倍，看看那里的炼钢厂和

水泥厂以及化工和造纸企业就不足为怪了。 

在日常生活中，柏林市民和勃兰登堡市民的绿色低碳程

度基本持平

这里还要提到褐煤电厂，统计局把来自褐煤电厂的排放

有限地按照电力消费分摊给了每一个市民。 

http://www.bmwi-energiewende.de/EWD/Redaktion/Newsletter/2019/09/Meldung/news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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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这一非常高的排放分摊到250万勃兰登堡人身上，勃兰

登堡的人均排放自然要远高于350万柏林人的人均排放。

在与个人有关的交通、贸易、服务和居家方面，柏林和

勃兰登堡基本相似，只有道路交通因为勃兰登堡人的出

行距离要远于柏林人，所以人均排放要高于柏林人。

柏林市民如果在施恩费尔德（Schönefeld）机场坐飞

机，也会影响勃兰登堡人的排放账户。在施恩费尔德机

场所加的航油也被统计局全部计在勃兰登堡人的二氧化

碳排放账户上。众所周知，飞行是个人排放账上最大的

一项，因此它也被放在公益性咨询公司“CO2在线”所编

制的排放表的最上面：一趟海外航程就可造成3.5吨二氧

化碳排放，也就是说是一般可承受度的两倍。

用可编程的温控器来替代普通的温控阀？这也是一个好

主意。图片来源：德新社 Friso Gentsch/dpa

放弃肉食？也会对气候保护有好处。图片来源：德新社

Rainer Jensen/dpa

在建筑供暖方面，租户相比业主的减排影响有限

在建筑供暖方面，和业主相比作为租户对此产生的影响

相对有限，例如可以通过正确的通风方式，即瞬时大力

通风，而不是经常性地斜开/虚掩窗户（每人每年可减少

170公斤二氧化碳排放）或在暖气阀上安装可编程控制器

（可减少130公斤二氧化碳排放）。 

住宅建筑业主则可通过改成生物天然气供热来做出贡

献，每人每年可减少1.5吨二氧化碳的排放，前提是使用

的生物天然气已通过认证。安装在屋顶的一套光伏设备

可人均减少1.2吨的排放量! 除此之外还有热力系统优化

(可减排160 公斤)以及外墙保温(减排290公斤), 屋顶保

温(减排110公斤)和暖气管保温(减排350公斤)。目前已

普遍使用的节水淋浴头可在不影响舒适性的情况下再减

排200公斤。

居民家庭如果购买绿色电力就能实现较为彻底的绿色低

碳居家生活。绿色电力必须有OK电力或绿色电力的标

志，否则的话容易与挪威生产的水电混淆。绿色电力的

增项成本很低，但每千瓦时电力可减排半公斤二氧化碳

的效应还是非常可观的（每人每年的电力消费约为1400

千瓦时）。 

大部分居民家庭中的最大电力消费者是冰箱，与大部分

大型家用电器相比，用先进的现代冰箱更换一台老旧的

冰箱将会取得更加明显的减排效果。

素食为主的饮食结构也会为减排做出贡献，因为在食物

循环链中省去了从植物变为动物的食物，再变成人类的

食物这一环节。牛肉是除了黄油以外对气候变化影响最

大的食物，其次是奶酪、灌肉香肠和奶油。禽类和猪肉

稍微好一点，但只有植物食材才是真正气候友好型的食

物，如能坚持食用应季时蔬每人每年可避免1吨二氧化

碳。

汽车是个人二氧化碳排放表上的最后一个大项。一辆6升

油耗的小汽车每公里向大气排放140克二氧化碳，油耗相

同的柴油汽车则要排放160克二氧化碳。如果每年行驶

10000公里，就意味着要分别排放1.4吨和1.6吨二氧化

碳。如果把汽车制造业的上游企业和动力燃料生产企业

的排放也算进去，汽车的排放还要更高。

这些上游环节在统计中是未知的大数，或根本就没有被

考虑在内。来自韩国的手机、中国的计算机、印度的服

装、西班牙的西红柿，这些物品中都隐藏着二氧化碳排

放，但这些因素都没有被考虑在本地的碳排放统计中。

点此查看德语原文链接。

https://www.tagesspiegel.de/berlin/der-private-kampf-fuers-klima-wie-jeder-berliner-bis-zu-zwei-tonnen-co2-im-jahr-einsparen-kann/2511085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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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转型的数字化	

图片来源：Fotolia.

com/Gerhard Seybert 

能源转型数字化法(GDEW)开启了德国智能电网、智能电

表和智能家居的绿灯，为连接150万电力生产者和大型电

力消费单位提供了数字化基础设施。数字化的核心是引

入智能测量系统，这一系统将作为信息交流平台，使能

源供应系统适应能源转型的需要。这个系统十分重视数

据保护，德国引进了欧洲最为严格的数据保护规则。

能源转型数字化法的主要内容：

• 有效平衡成本和收益:

新的规则在所安装和运行的智能测量系统的成本和收益

之间建立平衡，对价格上限作出了明确的规定，这些规

定保障投入成本不会超出预期的收益。另外，智能系统

将分阶段安装投运：大型电力消费者和电力生产设备在

使用先进的测量和调控技术方面将起到先驱作用，小型

电力消费者将随后跟进。大型电力消费者的先行先试将

为在居民家庭推广智能测量系统提供宝贵经验。

• 最低技术要求为数据保护和数据安全提供可靠保障:

能源转型数字化法为智能测量系统制定了新的法律保

护规定和技术指南，以确保数据保护、数据安全和协

同工作的能力。这些规定和指南是联邦经济和能源部

（BMWi）委托德国联邦信息安全办公室(BSI)与相关行业

代表，在联邦数据保护和信息自由专员、联邦网络管理

局以及联邦物理技术研究院全程参与的情况下研究制定

出来的。相关文件公布在德国联邦信息安全办公室的官

方网站上，包括“设计隐私”（privacy by design）的

技术标准。能源转型数字化法还明确规定，谁可以在什

么时间获取哪些数据，这样可以在实施高标准数据保护

的同时，让经授权的单位获取对能源供应十分重要的所

有数据。

能源转型数字化晴雨表

德国的能源转型数字化已开展到什么程度了？数字化在

哪些地方还遇到障碍？联邦经济和能源部首次发表的

2018“能源转型数字化晴雨表”对上述问题作出了回

答。数字化晴雨表以年度为时间单位对能源转型数字化

法的实施进度作出报告。

该报告显示了数字化对于能源转型的重要性。2018年12

月底首个智能测量网关通过认证是能源转型数字化道路

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她不但重新定义了德国的智能测

量，而且也为面向未来的智能电网发出了重要信号。该

报告支持德国立法机构提出的严格的管控方案，同时也

认为，在贯彻落实2016年9月2日生效的能源转型数字化

法和发挥能源和交通转型方面还有很大的潜力。

点此查看德语原文链接。

https://www.bmwi.de/Redaktion/DE/Artikel/Energie/digitalisierung-der-energiewend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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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经济和能源部部长提出加强陆上风电工作计划	

图片来源：德国

联邦经济和能源

部（BMWi）/Hol-

ger Vonderlind 

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在2019年9月5日的风能大会后又

提交了一份加快陆上风电发展的工作计划。联邦经济和

能源部部长与行业、环境协会、工会和以及民间组织代

表会谈时共同讨论了各种必要的行动领域和措施，以提

高公众对风电发展的认可度和加快审批程序。

工作计划介绍了相关措施，这是推动陆上风电发展的重

要一步，将为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发电占比实现65%的目

标作出重要贡献。 

该计划列出了各项措施，并明确了负责落实这些措施的

德国联邦政府相关主管部委以及各联邦州的职责。从该

计划中列举的众多措施和参与方可以看出，陆上风电的

发展是德国联邦政府和各联邦州的共同任务。例如风电

设备夜间按需指示信号灯的技术实施，以便尽快终结夜

间指示灯整夜闪烁的局面。为了实施这一措施，需由联

邦交通部牵头对技术条列作出必要的修改，也得征得各

联邦州的同意。在生物种类和自然保护法的官方应用方

面还必须有更加明晰的界定，这方面的工作由联邦环境

部牵头完成。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负责可再生能源发

展与电网扩建同步协调方面的法律调整修改。各联邦州

主要负责土地置备和加快首批程序。 

点此查看德语原文链接。

https://www.bmwi.de/Redaktion/DE/Pressemitteilungen/2019/20191007-bmwi-legt-arbeitsplan-zur-staerkung-der-windenergie-an-land-vo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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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德能源与能效合作伙伴项目

20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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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效合作伙伴中方负责部门是国家发改委(NDRC)和

国家能源局（NEA），德方是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

(BMW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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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能源转型时事简报宗旨

该简报内容来自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BMWi）定期发

行的《德国能源转型直击》简报(Energiewende direkt

Newsletter)，中德能源与能效合作伙伴项目翻译、汇

整和编辑，涵盖德国能源转型的最新实施进程、新政策

的出台及讨论、能效技术、电网改扩建、新能源发展等

多方面内容。简报发行宗旨主要是向中国能源领域的政

府、企业、行业协会等各界机构介绍德国能源转型相关

的最新资讯、提供信息参考。您可联系Sino-German-En-

ergy-Partnership@giz.de订阅该简报。

本期简报内容翻译、整理自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德

国能源转型直击简报》2019年10月16日版。

https://www.bmwi-energiewende.de/EWD/Redaktion/Newsletter/2019/06/newsletter_2019-06.html
https://www.bmwi-energiewende.de/EWD/Redaktion/Newsletter/2019/06/newsletter_2019-06.html
mailto:Sino-German-Energy-Partnership%40giz.de?subject=
mailto:Sino-German-Energy-Partnership%40giz.de?subject=
http://www.bmwi-energiewende.de/EWD/Redaktion/Newsletter/2019/09/newsletter_2019-0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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