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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主要国家将新能源产业作为其摆脱危机，实现经济

复苏和后危机时代经济发展的驱动。历史经验表明，每一次全球经济危机都孕育着新的技术

突破，都会催生新的产业变革。在当前的全球能源变革中，新能源被认为是能够同时解决金融

危机和气候危机的战略性产业，对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

的意义。大力发展新能源是抢占国际竞争制高点的战略突破口，新能源产业发展将引发全球

经济竞争格局发生巨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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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3 月日本地震之后，德国政府
对核能进行了重新评估，并于 2011 年 6 月
确定了加速退出核能，向可再生能源转变
的政策。为此，德国经济部、环境部和科技
部等部门于 2011 年 9 月联合颁布了德国
第 6 个能源研究计划，重点集中在可再生
能源技术研发、提高能源效率、能源存储技
术和电网技术改进等方面。德国联邦经济
部、环保部等部门联合制定了长期能源转
型战略，规划了未来 40 年德国能源转型的
主要目标。

德 国 政 府 计 划 在 2011 年 至 2015 年
间，共投入 35 亿欧元用于可再生能源技术
的研发。为了推动可再生能源发展，德国
政府还建立了“能源—气候变化基金”专门
为可再生能源发展提供资金支持。该基金
已于 2011 年 1 月开始运作，预计至 2014
年，德国用于可再生能源研究的资金将有
80%来自该基金。从 2013 年起，该基金将
每年为可再生能源技术的研究与应用提供
30 亿欧元的资金支持。

德国的可再生能源利用法律法规涵盖
了供电、采暖、交通、建筑等各个领域，并在
法律法规中明确可再生能源利用的目标和
任务。德国 2000 年正式颁布的《可再生能
源法》，核心就是建立可再生能源发电的固
定上网电价制度，对推动风电、太阳能光伏
等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发挥了决定性的作
用。此外，《可再生能源法》还建立了可再
生能源发电的成本分摊制度，运营商承担
可再生能源电厂到电网的接网费用，电网
公司负责电网的改造、升级费用，并负责可
再生能源上网电量的整体平衡，在全网范

围内分摊可再生能源发电的高成本。
根 据 产 业 发 展 的 情 况 ，德 国 在 2004

年、2008 年曾两次修订《可再生能源法》，
进一步强调可再生能源的经济性，明确提
出要在考虑规模效应、技术进步等因素的
影响后，逐年减少对可再生能源新建项目
的上网电价补贴，促进可再生能源市场竞
争能力的提高。2012 年 1 月 1 日，德国再
次修改《可再生能源法》，提出到 2020 年，
35%以上的电力消费必须来自可再生能
源，到 2030 年 50%以上的电力消费必须来
自可再生能源，到 2050 年 80%以上的电力
消费必须来自可再生能源。

数据显示，2012 年，德国可再生能源
行业投资总额达到了 266 亿欧元。其中，

约 200 亿欧元，即 75%投资于包括住宅太
阳能光伏安装项目在内的小型可再生能源
项目，剩余的 25%用于投资大型可再生能
源项目。截至 2011 年底，德国在可再生能
源行业就业的人数也达到了创纪录的 38.2
万人，比上一年度增加 4%，比 2004 年的就
业人数翻了一番。专家认为，可再生能源
行业对人才的需求将创造一种新的就业模
式和就业观念。因为可再生能源行业将创
新意识、技术研发和环境保护理念完美地
结合在一起，从而吸引了大量当代年轻人
选择这一行业。目前在德国大学中，约有
300 个针对可再生能源行业的专业学科，
且这一规模还在不断扩大。德国政府估
计，到 2020 年，德国可再生能源产业将增

加 40 万个就业岗位，可再生能源行业的从
业人员将达到 50 万人。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不断升温，德
国可再生能源行业迎来了新的机遇。德国
联邦能源和水资源经济联合会（BDEW）最
近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预计今年德国国
内总发电量约为 5940 亿千瓦时。其中，可
再生能源发电量所占比例约为 23%，而去
年这一比例为 20%。风力发电量为 450 亿
千瓦时，在总发电量中所占比例最高，达
8%。生物能、太阳能和水能发电所占比例
则分别为 6%、5%和 3%。

风能是德国能源转型及可再生及清洁
能源发展的主力军，已经成为德国清洁能
源电力供应的最重要组成部分。近 10 年
来，德国风电行业发展迅速。风力年发电
量从 2000 年的仅仅 7.55 亿千瓦时增长到
了 2011 年的 480 亿千瓦时。2011 年，德国
新增风电装机 208.6 万千瓦，累计装机达
到 2906 万千瓦，总装机容量居世界第三。
目前，德国陆上风电发展明显减速，短期原
因是由于欧洲银行流动性的紧缩，导致投
资的减少。长期来看，随着陆上风资源的
不断减少，海上风电正成为德国风电发展
的主要方向。德国的目标是到 2030 年，实
现海上风电装机 2500 万千瓦，相当于替代
20 个 125 万千瓦核电站的目标。特别值得
注意的是，德国在海上风电的装备制造业
方面遥遥领先。仅西门子公司一家目前就
占据了欧洲海上风电设备制造市场的 80%
以上。此外，利用良好的地缘优势，德国已
经在北海沿岸建立五大出港基地，积累了
丰富的海上风电运输、安装和施工经验。

可再生能源：德国发展的新目标
本报记者 谢 飞 王志远

清洁能源的发展和应用越来越成为世
界各国广泛关注的焦点。尤其在西亚北非
地区，高度依赖石化燃料的经济体实现能
源多样化势在必行。出于安全因素等考
虑，许多国家政府对核设施建设持相对谨
慎的态度。在此情况下，清洁能源无疑成
为最合理的发展对象。而且，就资源而
言，西亚北非地区除了拥有全世界将近
60%的石油和 45%的天然气储备之外，还
拥有日均 8.8 小时的日照时间，广袤的沙
漠地带和地中海沿岸地区都蕴藏着发展风
能和太阳能的巨大潜力。

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驱动着西亚北非
地区的能源需求不断攀升。大力推动能源
密集型工业、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开
发、海水淡化等领域的发展一直占用着该
地区大量资源，造成政府财政压力。对于
石油出口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一半以上且
处于快速发展阶段的海湾国家而言，通过
发展风能、太阳能等清洁能源实现能源自
给自足和多样化在节约石油资源、增加出
口收入方面意义重大。

有关机构预测，西亚和北非地区的清
洁能源出口收入可达 900 亿美元，并同时
创造 10 万个就业岗位。到目前为止，西亚
北非地区至少有 12 个国家已经开始实施清
洁能源开发项目并制定了未来 10 年的绿色
能源目标，其中许多项目和规划都得到了
国际机构或者私人投资者的支持。这些投
资者正是看到了其中蕴藏的巨大商机和
潜力。

总部位于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的可再
生能源公司 Masdar 就是西亚北非地区的
绿色先驱之一。该公司建设的阿布扎比
Masdar城以“零排放之城”闻名世界。为
了帮助阿联酋实现到 2020 年 7%电力供应
来自清洁能源的目标，Masdar 将斥资 6 亿
美元修建一座世界上最大的集光型太阳能
发电站——Shams 1。Masdar 将与道达

尔和西班牙 Abengoa 公司组成联合体，共
同参与该项目的建设和运营。与此同时，
法国巴黎银行、阿布扎比国家银行、法国
兴业银行、东京银行等国际知名金融机构
将为该项目提供可靠的金融保障。

在伊朗，虽然国内的石油储量丰富，
但其仍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2008 年至
2009 年间，伊朗已经占据了西亚北非地区
可再生能源领域的第二大份额 （18%），其
电力供应的 10%来自于水力发电。如今，
伊朗的 Yazd 太阳能电站等风能和太阳能设
施已经位列世界最大的可再生能源设施之
列，伊朗可再生能源组织也承诺支持私有
部门在相关领域的投资。

紧邻欧洲的土耳其目前依然高度依赖
化石类燃料，全国 75%的能源需求依靠进
口，预计到 2020 年石油需求量将达到 2.18
亿吨。为了帮助土耳其提高能源利用率，
降低排放水平，实现其绿色能源目标以达
到加入欧盟的环保标准，欧洲重建和发展
银行 （EBRD） 设立了总价值 2.45 亿美元

的土耳其可持续能源融资机制。除此之
外，土耳其国有的 Vakifbank 银行将为有
意愿投资中小型可再生能源项目的私营企
业提供总计 1 亿美元的信贷支持。政府有
关引入上网电价的决定也显示出对私营部
门的重视。

虽然埃及的政治秩序尚未完全稳定，
但是其一直致力于风能、太阳能等清洁能
源的开发和利用。位于埃及首都开罗南部
100 公里的 Kuraymat 混合动力电站已经
投入使用，预计将利用太阳能和天然气生
产 120 兆瓦的电能。德国太阳能千年公司
作为该电站的技术供应商，目标是将同样
的 设 计 模 板 应 用 于 “ 沙 漠 技 术 ”（De-
sertec） 项目。Desertec 项目 2009 年 7 月
由德国能源巨头 E.ON 能源集团、REW 能
源集团以及西门子公司、德意志银行、慕
尼黑再保险公司等若干欧洲企业组成联合
体正式启动，并受到罗马俱乐部等组织机
构的支持。该项目的目标是在撒哈拉沙漠
中打造一座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太阳能发

电站，为欧洲和非洲国家提供电能。预计
项目成本总计 4000 亿美元，占地面积约
为 50 万平方公里，投产后最大发电能力可
以为整个欧洲大陆提供 15%的电能并到
2050 年满足西亚和北非地区的部分供电需
求。

为了降低对化石燃料的依赖，以色列
计划未来 10 年内投资 6 亿美元用于发展可
再生能源。同时私营部门在该领域的表现
也越来越活跃，并且提出了许多创新观
念，其中之一就是瓦片状发电系统。该系
统可以收集公路、铁路和机场跑道上汽
车、火车和行人产生的机械能，并将其转
化成绿色电能。

在巴勒斯坦地区，95%的电力和能源
需求依赖进口，其中主要来自以色列。巴
勒斯坦地区的电价比以色列高出 15%，每
个家庭要将 10%的收入用于生活用电支
出。如果能够利用太阳能等清洁能源满足
部分能源需求，将有助于改善人民生活水
平和促进经济发展。塔尔慈善基金的 Wa-
di El Nar 街灯项目正是这方面的一项
尝试。通过该项目，巴勒斯坦太阳能和可
持续能源协会(PSSES)为巴勒斯坦的一条
主要街道配置了 95 盏太阳能路灯。虽然前
期投资仍然是阻碍太阳能等清洁科技在该
地区广泛应用的主要障碍，但是当地学
者、政客和商人均对可再生能源的未来投
资和发展前景充满信心。

从宏观角度来看，虽然各国政府仍然
是发展清洁能源的主流力量，但是各自为
政的发展方式存在速度慢、规模小、缺乏
协调合作的特点。类似阿盟、海合会等地
区性组织在相关领域的协同合作可被视为
向泛西亚北非地区模式迈进的第一步，并
有助于最终实现地区性整体长期战略和政
策规定的统一。关于发展清洁能源，就像
谚语所言“植树最好的时间是 20 年前，其
次就是现在”。

清洁能源：西亚北非国家的新选择
本报驻利雅得记者 王俊鹏

在日前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期间，沙特设立
了总占地面积 2000 平方米的环保展厅。整个沙特展厅
分为碳排放管理和能源技术、能源效率、能源可持续发
展、可再生能源、清洁燃料和废气回收、火焰管理和最小
化等部分，展示了沙特在通过更加清洁、高效和环保科技
推动经济发展等方面所作的努力。

沙特拥有世界约 20%的石油储量。目前，其几乎所
有能源都是来自化石燃料，其中约三分之二来自石油，其
他为天然气。根据美国能源信息署的数据，沙特的石油
日产量约为 1200 万桶，占全球石油日产量的 12%以上。
随着人口高速增长和经济多样化发展进程，沙特电力需
求预计将在未来 8 年增加 3.1 万兆瓦，国内电力需求快速
增长正迫使其寻找新的能源生产方式，因此发展可替代
能源，提高现有能源使用效率已经成为沙特的重要发展
战略。

作为全球最大石油出口国之一，沙特过去对可再生
能源的重视程度一直较低。但是随着国内石油消耗量不
断上涨以及海水淡化需求等原因，沙特希望能够通过发
展可再生能源来节约更多石油，计划在未来 20 年可以每
日节约 52.3万桶石油当量。

在沙特公布的可再生能源发展计划中，规模宏大的
要数其未来 20 年投资 1090 亿美元用于发展太阳能产
业，并最终在 2032年实现整个国家三分之一的电力来源
于太阳能。届时，沙特太阳能发电能力有望提升到 4.1
万兆瓦左右。其中利用光伏发电技术生产电能 1.6 万兆
瓦，剩余部分来自太阳能光热技术。沙特计划于明年初
开始建设首个大型太阳能供电设施，预计工期 24 个月。
到 2015年，沙特的首个太阳能农场将开始投入运营。

阿卜杜拉国王核能和可再生能源城副主席马赫尔·
欧丹称，沙特相关机构的努力并不仅仅在于建造太阳能
电站，而是希望建成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太阳能产业并使
其成为推进未来几年沙特国内能源行业发展的动力。在
发展太阳能方面，除了政府的积极推动和大力投入之外，
沙特实际上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比如，沙特大部分
国土被无人居住的沙漠覆盖，可以用于大规模太阳能项
目建设。此外，沙特属于热带沙漠气候，终年干燥少雨，日
照时间长、强度高，太阳能资源极其丰富。

除了太阳能之外，发展核能发电也是沙特实现能源
多样化的重点战略之一。沙特政府于 2010 年 4 月成立
了阿卜杜拉国王核能和可再生能源城，专门致力于核能、
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的研发和应用。据悉，沙特计划投
资 1000 亿美元建造 16 座核反应堆，到 2020 年建成第一
座核电站，并于 2032 年实现 170 亿瓦的核能发电能力。
沙特已经分别与中国、法国、韩国和阿根廷等国家签署了
核能合作协议，计划通过双边合作引进其他国家的先进
技术和成熟经验以促进本国的核能产业发展。

在开发可替代能源的同时，沙特也致力于通过联合
循环技术、碳捕获和存储技术等高新科技提高现有电力
设施的发电效率。联合循环技术主要是利用涡轮机排出
的热量产生蒸汽额外生成电能。虽然该技术已经在欧洲
和美国得到广泛应用，但是对中东地区的电力行业来说
仍然是一个相对较新的概念。根据西门子公司的数据显
示，2011 年整个中东地区现有电力的 29%使用了联合循
环技术，预计到 2030年这一数字将上升到 41%左右。今
年 4 月份，美国通用电气公司获得了沙特电力公司 PP10
发电厂的改造合同，负责将该简单循环发电厂改造为联
合循环发电厂。该项目计划于 2015年竣工，届时将新增
1300 兆瓦发电能力，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联合循环发
电厂。

能源多样化：

沙特迈出新步伐
本报驻利雅得记者 王俊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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