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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说明

序言

随着2019年的结束，德国的能源转型也走过了阶段性的

重要10年。从2010年到2019年，在能源生产方面，德国

的可再生能源在电力生产中的比重从17%增长到了40%，

中国则新增了500吉瓦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达到了逾

790吉瓦的可再生能源装机总量）。在能源消费方面，

德国的一次能源消费下降了11%，降至约4.37亿吨标准

煤，中国的一次能源消费中煤炭的占比从70%降到了60%

以下，这也正说明了经济增长和煤炭消费相脱钩是可能

实现的。

自2006年中德经济技术合作论坛上倡议并于次年建立能

源合作以来，中德两国在能源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不断加

深。刚刚过去的2019年对中德能源与能效合作伙伴来说

又是硕果累累的一年。在以往合作内容的基础上，这一

年我们开启了中德能源工作组框架下包括生物天然气和

氢能两个新的合作领域的对话与交流；同时，与中德能

源领域企业等私营部门的合作也全面展开和深化。

作为2019年中德能源与能效合作的亮点之一，为期两年

的中德重点用能单位节能诊断示范项目第一阶段顺利结

束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该项目自2019年3月完成6个项

目试点企业中最后一个（北京首都机场）的现场节能诊

断以来，我们通过有针对性地组织中德行业内企业交流

与对接，组织节能项目生命周期成本分析培训，邀请行

业专家参与能效政策交流等，继续为试点企业节能措施

的实施和落地提供支持。其中一个重要的项目成果是由

项目建议和引进的德国DIN EN 16427标准被中国最新的

节能审计标准部分采纳和引用。目前，以节能政策实施

和推广为重点的项目第二阶段正在计划和筹备中。

此外，在国家发改委和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的支持与

见证下，“中德能效合作项目奖”颁奖典礼是2019年中

德能源与能效合作伙伴项目的另一突出亮点。来自工

业、建筑和公共机构等领域的5个中国企业和5个德国企

业凭借其能效和节能领域合作的优秀实践案例，经过评

审委员会的数轮严格评审最终获得该奖项。通过该奖

项，我们看到中德两国企业通过合作示范，携手共进，

为推动全球能源转型积极贡献自己的力量。

政府双边高层对话方面，过去一年我们同样见证了两国

能源政治决策层面广泛与深入的交流。去年4月，国家

能源局副局长林山青一行赴德国出席2019柏林能源转型

对话，并会见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BMWi）国务秘书

费希特（Andreas Feicht）。6月，国家发改委主任何

立峰在北京会见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部长阿尔特迈尔

（Peter Altmaier）。在项目工作层面，中德能效工作

组和中德能源工作组会议在回顾过去一年中德合作丰硕

成果的同时，也确定了新一年的拓展议题，为中德政府

在能源和能效领域的合作推上一个新的水平。

过去的“10年代”是全球能源转型的重要十年，但是刚

拉开序幕的“20年代”将更具决定意义。我们期待在这

个充满挑战的新时代继续加固和推广中德两国能源领域

政策、技术和经济的交流平台，进一步深化中德能源与

能效领域合作，共同推动两国的能源转型。如果您想了

解更多中德能源与能效合作伙伴信息，希望参与双边合

作与交流活动，欢迎随时致信/电垂询！

祝您阅读愉快！

中德能源与能效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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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德能源与能效合作伙伴

自2006年在中德经济技术合作论坛框架下倡议并于次年建立中德能源合作以来，两国在2016年正式进入战

略合作伙伴发展阶段。中德能源与能效合作伙伴项目致力于推动三个层面的工作：高级别政府对话，企业

与政府交流以及技术和政策法规层面交流，以推动中德两国能源转型进程。其主要目的是围绕能效提升和

发展可再生能源，通过深入交流可持续能源系统发展相关的政策、最佳实践和技术知识，促进和推动两国

正在进行且意义深远的“能源转型”。

项目总体架构

负责整体指导和协调中德能源与能效合作伙伴项目的中

方部门是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NDRC)和国家能源局

(NEA)，德方是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BMWi）。

GIZ/合作机构

德国企业在华指导委员会

GIZ / 企业代表

企业圆桌对话

GIZ / 企业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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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工作组

中德政府高级别双边对话

BMWi, NDRC, NEA

能效工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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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色氢能战略

合作议题

工业和建筑领域节能和能效提升

城镇节能

能效网络

合作议题

合作伙伴 合作伙伴

德国企业在华指导委员会会议期间提出的具体问题或挑战可在企业圆桌对话上深入讨论和交
流，从而与相关利益方一起制定联合解决方案。

组织部长/副部
长级别的政府双

边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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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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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源工作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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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绿色氢能战略

能效工作组

• 工业和建筑领域节能和能效

提升

• 城镇节能

• 能效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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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委托，德国国际合作机构

（GIZ）负责实施中德能源与能效合作伙伴项目。为便

于在组织和内容方面更好地服务于双边合作，项目分别

在北京和柏林设有办事处，作为联络及信息交流平台为

所有参与者以及感兴趣的人士提供服务。

GIZ/合作机构

风 能
协

会国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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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工作组的中方指导

单位是国家能源局，能效工作组的中方指导单位是国家

发改委。两个工作组框架下具体的合作议题包括：



2019年中德能源与能效合作关键数据

8 
次双边会议

1 
个示范项目

9 
次考察交流活动

18 
场专家研讨会 +2500 

社交媒体关注
+7000 
网站访问量

8 
个合作议题

2 
类新闻简报

14 
个出版物

2 
个工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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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能源局监管总监李冶一行在第八次能源工作组会议期间与德国电网企业NEtze BW讨论了能源转型的挑战和解决方案，图片来源：NEtze BW GmbH

左图：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勇在德

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会谈期间与德

方代表交流，图片来源：GIZ

下图：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勇在访

问德国期间参观德国企业欧绿保集

团在柏林当地项目，图片来源：欧

绿保集团

中德海上风电企业合作圆桌论坛期间中德企业开展交流和技术对接
图片来源：GIZ

德国企业在华指导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在上海举办
图片来源：GIZ

项目活动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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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德能效合作项目奖”获奖项目中德企业代表合影

图片来源：GIZ



合作议题

能源工作组

电力市场灵活性和储能

可再生能源（以风能和太阳能为主）正在彻底改变我们

的能源系统。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集中式、化石能源

为燃料的发电机为我们带来稳定的能源供应，而最近过

去的十多年，间歇性和分布式可再生能源电力装机容量

出现了空前增长，其成本也创纪录式地得到下降。为了

使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电力更加高效地整合到电力系统

中，中德能源与能效合作伙伴不断推动两国在提升电力

系统灵活性和储能领域最佳实践相关的交流，其中包括

引进正确的市场机制（现货市场和辅助服务），储能领

域商业模式，标准制定以及领域耦合等相关议题。

电力市场改革

中国的电力部门目前正在经历一场彻底的市场化改革。

目前，中国电力现货市场正在省一级进行试运行，

从而获得在不久的将来可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的运行经

验。2000年，德国首个电力交易所在法兰克福开始交

易。20年过去了，德国和欧洲的电力市场实现高度一体

化，电力交易大厅提供从期货到日内众多交易产品。在

中德能源与能效合作伙伴框架下，德国和国际电力市场

领域专家将分享和交流国际最佳实践，并为中国建立有

效、高效的电力现货交易机制提供建议。

近年来，中德两国在能源转型进程中遇到的挑战和解决方案上不断深化双边合作。“能源”和“能效”工

作组每年各举行一次会议，回顾上一年的活动，并确定新一年的重点合作领域和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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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效工作组

工业和建筑领域能效提升

提高工业和建筑领域的能效对能源转型成功与否来说至

关重要。“中德重点用能单位节能诊断示范项目”为

两国在中国工业领域开展能源审计和提高能源效率、

降低能耗的密切双边合作提供试点示范。该示范项目的

第一阶段已经于2019年年底结束，旨在为中国工业领域

试点企业提供先进节能诊断，通过节能项目全生命周期

成本分析培训提高行业能力建设，并促进中德行业内

企业交流与合作，共同推动试点企业节能措施的实施。

该示范项目由德国国际合作机构（GIZ）、德国能源署

（dena）和国家节能中心(NECC)联合实施，以实施和推

广节能措施为重点项目第二阶段目前正在计划和筹备

中。此外，项目组织中德专家定期讨论和交流建筑和工

业领域能效提升相关的政策发展和最佳实践以及创新商

业和融资模式。

城镇节能（工业园区/城区）

城市综合能源规划（如一个综合能源生产、运输和消费

的整体设计和开发方案）为提高城市能效提供重要基

准。中德城镇（工业园区/城区）节能示范项目将展示

供应侧可再生能源、工业余热和传统电力供应的综合有

效利用，以及需求侧管理和需求侧智慧能源消费技术的

应用。该示范项目预计将于2020年正式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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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效网络

能效网络（EEN）由多达十几家公司组成，其目标是通

过企业间的交流，发掘企业节能潜力，设定能效目标，

定期就企业最佳实践以及取得的节能进展进行交流。在

德国，通过开展能效网络小组活动，诸多小型或大型企

业在提高能源效率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中德能

源与能效合作伙伴框架下，中德两国专家和行业实践人

员将联合评估和确定在中国发展能效网络的指导方针。
 

可持续供热

为实现所有行业的整体能源转型和低碳发展，提高供热

领域的可再生能源和低碳电力来源占比至关重要。今

天，无论是德国还是中国的供热领域依然主要依赖煤，

石油和天然气等化石燃料。不过，德国包括新建建筑的

可再生能源使用义务和既有建筑的节能改造激励措施

等的“推拉式”方法已经为可持续供热的未来铺平了

道路。在中国，供热转型的不同方案如余热利用，电制

热、直接使用可再生热源以及煤改气等也不断在被讨论

和提上日程。因此，两国在供热转型的政策和技术方面

不断开展积极交流和深入合作。

生物天然气

随着目前中国几项支持生物天然气发展和改革措施的出

台，中国生物天然气行业预计将在2020年代迎来加速增

长。因此，中国正在积极寻求发展生物天然气相关的政

策建议和技术突破。德国无论是在生物质能政策还是其

世界领先的生物天然气生产技术方面都拥有多年的成熟

经验。在这种背景下，中德能源与能效合作伙伴旨在支

持中国的生物天然气政策框架，并为两国行业内企业构

建交流与合作平台。

绿色氢能战略

尽管可再生能源在电力部门已经发展到相当成熟的阶段

且具备一定的竞争力，在供热领域的占比也开始有所

提高，但与此同时，其他一些领域的去碳化难度相对更

大。在比如重工业，石化工业和长途货运等领域，可再

生能源电力制氢从未来中期战略来看或成为可行的解

决方案。当前，中德两国都在研究氢能的产业化发展潜

力。因此，在中德能源和能效合作伙伴项目框架下，两

国一致同意就绿色氢能的生产和利用战略开展更加广泛

深入的探讨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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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6月

4月

5月

5月

4月

示范项目

中德重点用能单位

节能诊断示范项目

在六家试点企业的

现场诊断结束

政府双边对话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勇赴

德国访问并会见德国联邦

经济和能源部国务秘书费

希特（Andreas Feicht）

政府双边工作组会议

第五次中德能效工作组会

议在柏林召开 企业交流

中德海上风电企业合作圆

桌论坛在阳江成功召开

考察交流

中国生物质能产业

促进会代表团赴德

考察，促进中德生

物天然气交流

政府双边对话

国家能源局副局长林山青出席2019

柏林能源转型对话并会见德国联邦

经济和能源部国务秘书费希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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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11月

11月 7月&12月

10月
12月

示范项目 | 企业交流：

中德节能诊断项目技术对接及

绿色金融研讨会在青岛举办

政府双边工作组会议：

中德能源工作组第八次会

议在德国柏林召开

政策建议：

“提高电力系统灵活

性——市场和技术的作

用”研究报告发布

B2G：

德国企业在华指导委员会

第三和第四次会议分别在

北京、上海举办

企业交流 | 政策建议：

中德清洁供热大会暨技术论

坛暨“中德能效合作项目

奖”颁奖典礼在北京举办

示范项目：

中德重点用能单位节能

诊断示范合作项目阶段

性成果总结



2019年重要项目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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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3月 - 示范项目：中德重点用能单位节能诊断

示范项目在六家试点企业的现场诊断结束

2019年4月 - 政府双边对话：国家能源局副局长林山

青出席2019柏林能源转型对话并会见德国联邦经济和能

源部国务秘书费希特

3月28号，由德国国际合作机构（GIZ）、国家节能中心

（NECC）和德国能源署（dena）联合实施的中德重点用

能单位节能诊断示范项目迎来现场调研和节能诊断的最

后一站——北京首都国际机场3号航站楼。此次节能诊

断主要针对首都机场T3航站楼部分区域的通风和照明系

统，希望在企业已实施的节能基础上提供改善和优化建

议。作为现场诊断的最后一站，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能源

2019年4月9日-10日，国家能源局副局长林山青一行访

问德国，参加第五届柏林能源转型对话，并与德国联邦

经济和能源部国务秘书费希特就两国能源转型以及未来

开展交流和合作进行了双边会谈。柏林能源转型对话

(BETD)由德国外交部和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BMWi）

在过去几年连续举办。作为能源领域的一个国际领先论

坛，该论坛为全球的高层决策者、工业界、科学界和民

间社会组织提供了齐聚一堂分享全球能源转型方面的经

验和想法的平台。和往年一样，中德能源与能效合作伙

伴项目积极参与和支持柏林能源转型对话，并在期间组

织和协调中方政府高层代表参与论坛以及论坛期间中德

双边交流活动的开展。

2019年4月 - 政府双边工作组会议：第五次中德能效

工作组会议在柏林召开

2019年4月11日，值柏林能源转型对话之际，第五次中

德能效工作组会议在柏林召开。会上，中国国家发展改

革委环资司携中德能效工作组的中方项目执行伙伴在会

上与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能源政策-热能与能效司共

同探讨中德能效工作组在过去一年所取得的阶段性合作

成果，确定2019年工作计划并探讨未来中德能效工作组

框架下可能的合作领域及相关建议。双方就深化能效和

节能领域交流、开展中德城镇节能示范项目和能效网络

小组相关合作达成一致。同时双方也表达了进一步加强

中德能源与能效合作伙伴项目框架下企业之间的合作与

交流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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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对中德重点用能单位节能诊断示范项目来说具有里

程碑意义。该项目总共遴选了6家中方用能单位，分别

涵盖了水泥、煤电、玻璃纤维、陶瓷、造纸业和公共建

筑领域。其目标是结合德国先进技术和经验，在中国工

业领域开展最先进的节能诊断，引入和推广生命周期成

本分析，并在中德紧密合作项目中实施已确定的节能措

施。

© Shutterstock / chuyuss

国家能源局副局长林山青在柏林能源转型对话“可实现的任务——能源转型的挑战和解决方案”分论坛上，图片来源：BETD2019



2019年5月 - 专家研讨：推动储能标准领域交流 2019年5月 - 考察交流：促进中德生物天然气交流

2019年5月18日，储能国际峰会2019暨展览会主题论

坛“全球储能安全与标准——暨中德能源工作组储能标

准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会上，来自国内和国际储能领

域的工业企业、标准研究机构以及学术领域的专家代表

汇聚一堂，共同探讨了包括飞轮储能技术、电动汽车电

池储能以及储能在电力辅助服务市场中的应用等其它相

关领域议题。作为本次会议的支持单位之一，德国国际

合作机构中德能源与能效合作伙伴邀请了德国电子电气

和信息技术协会（VDE）能源部主任Alexander Nollau

参会，介绍并探讨德国的储能系统标准。

2019年5月19日至26日，由德国国际合作机构（GIZ）中

德能源与能效合作伙伴项目支持的中国生物质能产业促

进会代表团赴德国开展考察交流。此次考察的重点是德

国生物天然气产业的发展现状及其先进技术。来自中国

生物天然气产业的16名政府和行业高级别代表参加了此

次考察活动。期间，代表团先后参观和考察了德国巴伐

利亚州和柏林地区多个生物天然气行业企业和项目，对

德国天然气产业的市场发展、政策支持、技术解决方案

以及最佳实践经验有了深刻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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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5月 - 企业交流：中德海上风电企业合作圆桌

论坛在阳江成功召开

2019年5月31日，由德国国际合作机构（GIZ）和中国

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CWEA）联合主办

的“2019全球海上风电发展大会——中德海上风电企业

合作圆桌论坛”在广东阳江顺利召开。本次论坛旨在为

中德企业搭建风电领域技术交流合作平台，探索中德企

业风能领域潜在合作的可能性，促进双边风电企业的技

术与商业合作，寻求中德海上风电合作与发展的新途

径。来自国内风电领域的大型投资商、整机商及相关行

业专家参加了本次论坛，同时受邀的六家德国企业代表

先后展示和推介了其创新技术，并与中国海上风电领域

企业展开交流和技术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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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生物天然气考察团参观位于拉特诺（Rathenow）的生物天然气设施，图片来源：GI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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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6月 - 政府双边对话：国家能源局副局长李凡

荣会见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国务秘书费希特（An-

dreas Feicht）

2019年6月 - 政府双边对话：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勇

赴德国访问并会见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国务秘书费希

特（Andreas Feicht）

2019年6月16日，国家能源局副局长李凡荣与德国联邦

经济和能源部（BMWi）国务秘书费希特（Andreas Fe-

icht）在日本轻井泽G20能源与环境部长会议期间进行

双边会谈。会上，双方就中德两国能源转型的进程和挑

战进行了深入交流。费希特国务秘书对中德能源与能效

合作伙伴框架内开展的深入合作予以肯定。李凡荣副局

长则表示，德国在减少煤电比例以及提高可再生能源在

一次能源消耗中占比的最佳实践和经验对中国来说有着

重要的借鉴意义。此外，双方均希望未来两国在开发和

测试氢气作为储能解决方案领域加强合作。

2019年6月27日，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张勇

一行赴德国访问，并在柏林会见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

国务秘书费希特（Andreas Feicht）。会上，双方就中

德两国最新能源政策和发展进行了深入交流。双方一致

强调在所有领域继续推广可再生能源利用，提高能效的

重要性。会议期间，双方高度评价了目前中德能源与能

效合作伙伴框架下双边合作所取得的进展，并表示在继

续和深化现有合作的同时，应进一步探索和开拓新的合

作形式。在此，张勇副主任充分肯定了GIZ在中德能源

合作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国家能源局副局长李凡荣与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BMWi）国务秘书费希特（Andreas Feicht）在日本轻井泽G20

能源与环境部长会议期间进行双边会谈，图片来源：国家能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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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6月 - 专家研讨：能源转型系列研讨会

2019年7月/12月 - B2G：德国企业在华指导委员会第

三和第四次会议分别在北京、上海举办

6月24-28日，中德能源与能效合作伙伴联合国家节能中

心、德国弗劳恩霍夫系统与创新研究所能源政策与能源

市场研究中心（Fraunhofer ISI）以及北京航空航天大

学分别举办一系列专家研讨会，共同就能源转型所面临

的挑战和最佳实践方案展开深入交流。四天的“能源转

型旅程”聚焦可再生能源并网的负载灵活性/需求响应

和能效，2050年高比例可再生能源发展应用情景以及电

力市场和可再生能源政策以及能效网络园区能源整体解

决方案等议题。

2019年7月25日和12月10日，中德能源与能效合作伙

伴德国企业在华指导委员会第三/第四次会议分别在

北京和上海成功举办。会议在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

（BMWi）的指导下，由德国国际合作机构（GIZ）中德

能源与能效合作伙伴项目分别和德国联邦驻华大使馆、

德国驻上海领事馆共同主办。德国企业在华指导委员会

在项目框架下定期召开会议（一年两次），旨在为德国

能源领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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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两次会议的分别围绕综合能源规划以及开展示

范项目的重要性展开讨论，并通过提出多项在中德能源

与能效合作伙伴项目框架下可采取的长、短期措施，帮

助企业应对现存的一些市场挑战。

能源转型系列研讨会参会人员，图片来源：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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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8月 - 示范项目、企业交流：中德节能诊断项

目技术对接及绿色金融研讨会召开

2019年9月 - B2G：共同探讨氢能未来—— 中德能源

与能效合作伙伴举办“氢能战略”专家圆桌研讨

2019年11月 - 示范项目：节能项目全生命周期成本收

益分析培训

2019年8月8日-8月9日，在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

和德国联邦经济与能源部（BMWi）的支持下，由国家

节能中心、德国国际合作机构（GIZ）和德国能源署

（dena）联合主办、青岛国际经济合作区（中德生态

园）管委会承办的“中德节能诊断项目技术对接及绿色

金融研讨会”在中德生态园（青岛）举办。来自国家发

改委和山东省发改委、德国联邦驻华使馆、中德政府机

氢能在全球范围受到越来越瞩目的关注，但其未来发展

依然存在诸多限制性因素。如何更加经济、高效、安全

和便捷地利用氢能是目前行业内专家共同在探讨的议

题。9月23日，在德国联邦驻华大使馆的支持下，德国

国际合作机构（GIZ）中德能源与能效合作伙伴邀请了

来自国际能源署（IEA）、佛山环境与能源研究院专家

学者和企业代表就中德两国未来氢能的战略发展展开圆

桌研讨。会上，专家们分别介绍了氢能产业在国内外的

发展现状以及未来前景、氢气制备、储运与加气关键技

术和经济性因素。

2019年11月6日和7日，由国家节能中心（NECC）和德国

国际合作机构（GIZ）共同组织的第二次全生命周期成

本收益分析培训在北京顺利举行。全生命周期成本收益

分析方法（LCCBA）可以将节能、能效提升改造、可再

生能源以及能源供应等项目在任意时间周期中的经济性

以及能源相关的表现以直观系统的方式呈现出来。这一

概念和工具的引入也是中德重点用能单位节能诊断示范

项目工作计划的内容之一，旨在帮助我国用能企业更好

地进行能源相关的投资决策。在数十位国内节能行业资

深从业人员的参与下，此次培训的另一目的是培训培训

师，希望借此机会初步构建国内该领域的培训体系，更

好地将LCCBA概念和计算方法在能源领域进行传播。加强中德企业合作——中德节能诊断项目技术对接及绿色金融研讨会在青岛举办，图片来源：GIZ

构、技术企业、金融机构、研究机构以及用能企业代表

等100余人参加了本次会议。此次会议是在中德重点用

能单位节能诊断合作示范项目框架下组织和开展，旨在

通过技术交流、展示企业最佳实践案例和提供交流对话

机会，为受邀的100多家中德节能环保企业以及用能单

位搭建沟通、合作的桥梁。

2019年10月 - 政策建议：“提高电力系统灵活性——

市场和技术的作用”研究报告发布

由于可再生能源电力往往具有间歇性，波动性大且难以

预测等特点。因此，在可再生能源电力在电网中的占

比不断提高的情况下，提高电力系统的灵活性至关重

要。2019年10月30日，中德能源与能效合作伙伴发布 

《对电力系统灵活性的激励：德国电力市场的作用》。

该报告通过研究德国电力市场的灵活性推动因素，得出

针对提高中国电力系统灵活性的相关建议。在由德国国

际合作机构和电力规划设计总院共同主办的报告发布兼

专家圆桌研讨会上，来自中德两国政府机构、科研以及

电力行业的专家就提高电力系统灵活性的选择和解决方

案进行了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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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1月 - 政府双边工作组会议：中德能源工作组

第八次会议在德国柏林成功召开

2019年11月 - 培训交流：国家发改委代表团赴德开展

德国能效促进措施及经验培训

2019年11月14日，中国国家能源局（NEA）和德国联邦

经济与能源部（BMWi）在中德能源与能效合作伙伴框架

下的中德能源工作组第八次会议在柏林成功召开。在回

顾和总结上一年工作成果后，双方就继续深化电力现货

市场、电力系统灵活性和可持续供热领域的双边交流与

合作达成一致。同时，双方确定将合作拓展到氢能战略

和生物天然气这两个新的议题领域。中德能源工作组会

议期间，国家能源局组织和带领的中国代表团还在柏林

与周边地区对德国的电网运营商、企业及地方煤矿产业

地区开展了为期三天的交流与考察。

为学习德国节能领域先进管理经验和技术，加强中国节

能领域相关管理部门能力建设，2019年11月10-24日，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环资司组团赴德国汉堡和柏林地

区开展为期两周的培训活动。在中德能源与能效合作伙

伴的组织和陪同下，培训团围绕德国能效领域的政策法

规、创新技术、节能案例、能效融资等与相关领域的政

府部门、行业组织和重点企业展开交流研讨。培训主题

涵盖国家和地方层面能效促进措施、政策、能效项目融

资、工业节能、建筑领域节能和改造等内容。

中德能源工作组第八次会议全体参会人员，图片来源：GIZ

2019年11月 - 企业交流/政策建议：中德清洁供热大

会暨“中德能效合作项目奖”颁奖典礼在北京举办

2019年12月 - 示范项目：中德重点用能单位节能诊断

示范合作项目阶段性成果总结

2019年11月26日，由德国国际合作机构（GIZ）主办，

中国节能协会节能服务产业委员会承办，电力规划设计

总院、清洁供热产业委员会及德国工商大会协办的“中

德清洁供热大会暨技术论坛”在北京召开。大会旨在为

中德两国政府、学术界、供热系统运营和技术领域的工

业企业代表搭建交流平台，深化中德两国在工业和民用

清洁供热领域的合作。作为此次大会的亮点之一，由中

德能源与能效合作伙伴项目委托德国霍劳恩霍夫系统与

创新研究所等多家机构共同撰写的研究报告《德国可持

续供热方案研究——最佳实践及中国的适用性分析》在

会上正式发布。该报告旨在通过梳理和介绍德国可持续

供热领域10项技术的最佳实践，为中国供热/制冷市场

向更可持续的解决方案转型提供信息和参考，同时结合

中国实际情况就其适用性进行探讨。在会议技术论坛环

节，5家受邀德国先进技术企业介绍和分享了其创新供

热解决方案。

此外，大会期间“中德能效合作项目奖”颁奖典礼在近

200名中德两国政府、学术界、供热系统运营和技术领

域的工业企业参会嘉宾的见证下隆重举办。国家发改委

环资司二级巡视员牛波与德国联邦驻华大使馆经济事务

公使衔参赞卢默岑（Moritz Lumma）在会上分别为获

奖项目中德合作企业颁奖。“中德能效合作项目奖”作

为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与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

（BMWi）启动的中德能源与能效合作伙伴项目的一个重

要创新合作内容，由德国国际合作机构（GIZ）和中国

节能协会节能服务产业委员会（EMCA）组织实施，该奖

项旨在推广和评选出中德在节能领域合作的最佳实践案

例。除此之外，也希望通过该奖项来促进技术应用和商

业模式的创新，并通过中德两国的合作示范促进全球向

绿色和可持续的未来转型。

2019年12月17日，中德重点用能单位节能诊断示范项目

第一阶段终期总结会在国家节能中心顺利举办。会上，

该示范项目的中德实施单位德国国际合作机构(GIZ)、

德国能源署(dena)、国家节能中心(NECC)分别汇报了项

目自开展以来取得的整体进展和成果。结合6家项目试

点企业节能诊断报告及节能潜力，企业代表分别介绍了

对项目专家组提出的节能措施的意见反馈、部分措施的

实施进展、并共同讨论项目下一阶段的工作计划。作为

项目实施单位之一，德国国际合作机构致力于推动该中

德合作示范项目的落实，并在项目执行期间推动和完成

了包括共同为试点企业实施节能诊断、全生命周期成本

分析方法及计算工具的引进和推广、中德节能诊断标

准、节能政策领域的交流以及中德企业间能效领域交流

合作等具体工作。下一阶段，德国国际合作机构将持续

为示范项目提出的节能措施的实施提供支持，继续促进

中德企业间的交流合作，将示范项目的成果在中国工业

企业中进行推广，共同促进中德两国的能源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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