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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国
家能源局联合下发通知，拟在全国范围
内试行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核发和
自愿认购。专家表示，我国首发绿色电力
证书旨在引导绿色电力消费，促进清洁
能源消纳利用，进一步完善风电、光伏发
电的补贴机制。

消费绿电唯一凭证

绿色电力证书是国家对发电企业每
兆瓦时非水可再生能源上网电量颁发的
具有独特标识代码的电子证书，是消费
绿色电力的唯一凭证。绿证是国际通行
做法，2001 年荷兰率先开展绿证交易，
美国、日本、英国、法国、荷兰、瑞典等20
多个国家均实行了绿证交易。

国际上，绿证交易制度通常是可再
生能源配额制的配套政策。例如，在英
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和美国的部分州，
售电企业需要遵照可再生能源配额制的
规定，在销售电量的同时购买一定比例
的绿证，绿证不足部分则需要缴纳罚款

（也称为买断费用）。与可再生能源配额
义务相配套的绿证交易称为强制配额交
易。此外，任何企业和社会公众也可以
自愿认购绿证，作为消费绿色电力、支
持绿色电力发展的证明，即绿证自愿
认购。

“绿色电力证书交易制度是完善可
再生能源支持政策和创新发展机制的重

大举措，有利于促进清洁能源高效利用，
降低国家财政资金的直接补贴强度。”中
国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副院长易跃春
接受《经济日报》记者专访时表示。

为此，我国将鼓励各级政府机关、企
事业单位、社会机构和个人在全国绿色
电力证书核发和认购平台上自愿认购绿
色电力证书。根据市场认购情况，自
2018 年起适时启动可再生能源电力配
额考核和绿色电力证书强制约束交易。

发展绿证势在必行

我国当前试行绿证自愿认购交易势
在必行。为实现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消
费占比 15%的目标，我国迫切需要大力
发展风电、光电等绿色电力，但现行新能
源电价体制越来越难以适应绿色电力发
展要求。目前，我国对新能源实行“燃煤
机组标杆电价+财政补贴”的固定上网
电价机制，财政补贴部分等效用于支付
新能源的环境效益。这套电价补贴政策
正面临诸多挑战。

“绿证交易今后会是一个趋势，因为
可再生能源补贴愈发捉襟见肘。”易跃春
介绍说，目前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补贴
资金来源单一，均来自电价附加征收。近
年来补贴资金缺口呈逐年扩大趋势。截
至 2016 年底，缺口已累计约 600 亿元；
若按照现行补贴模式，到2020年缺口将
扩大至 3000 亿元以上。目前国家在努

力降低实体经济成本，大幅提高电价附
加标准并不现实。

此外，随着陆上风电、光伏发电等新
能源产业持续发展，新能源发电工程造
价下降趋势越来越快，电力市场化程度
日益提高，盈利不确定性显著增大。

对此，有业内人士透露，以准许收益
率为原则制定新能源上网标杆电价，实
际上是制定了新能源发电价格上限，既
难以准确反映新能源造价和运行情况，
也不利于新能源参与电力市场竞争，迫
切需要在市场环境下给新能源补贴部分
提供风险对冲手段。

有效增加补贴来源

按照通知，绿色电力证书自2017年
7月1日起开展认购工作。绿证实施推广
后，将带来哪些积极效果？在欧美各国，
消费绿色电力已成为企业践行环保公益
的重要途径之一，国际知名公司如苹果、
英特尔等都十分重视消费绿色电力。截
至 2015 年底，苹果公司使用的能源有
93%来自可再生能源，另有 86 家世界
500 强企业承诺未来实现 100%使用可
再生能源电力。

“绿色电力消费在环保公益领域具
有天然优势，因为相比植树造林或其他
碳减排活动，企业购买的绿色电力消费
更容易计量、监督。”易跃春说，随着绿色
能源消费的宣传和推广，我国企业通过
参与绿色电力消费提升其社会形象和社
会责任感的需求也日渐强烈。

目前，我国绿证市场刚刚建立，为实
现对市场的有效培育，还需要配套制定
相应的激励措施，例如通过绿色电力认
证给予企业荣誉、为认购绿证企业的产
品加贴绿电标签等，提升企业的社会形
象，调动企业和个人参与的积极性。同
时，结合我国“一带一路”建设，未来可以
逐步加强绿证标签的国际化认可，实现
绿电消费企业的国际化通行。

我国拟试行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核发和自愿认购——

“绿证”有望引导绿色电力消费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王轶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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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以来，闽派纺织服装大本营福建石狮市进一步加
大开拓国际市场力度，1 月至 11 月份全市纺织服装自营出
口额 12.92 亿美元，出口国由 3 年前的 120 个增至 163 个，
成为泉州制造业出口国家最多的行业。

四海鑫纺织有限公司是石狮一家有着多年纺织服装出
口历史的企业。受国际市场波动影响，前几年产品出口一
直不温不火，原有市场一度萎缩，新市场培育需要时间。“必
须走出去找市场、寻商机。”企业负责人林隆鑫说，从 2015
年下半年开始，企业派人走出国门，重点开拓空白市场和新
兴市场，效果非常显著。2016年该公司出口销量比上年增
长35%，其中新兴市场增长70%以上。

与四海鑫公司有着相似经历的石狮春帛服装公司负责
人苏素芸告诉记者，她的企业以童装为主，以往市场主要在
欧美等发达国家。去年以来公司把眼光投向南美和亚洲等
新兴市场，产品品类也相应调整，颇受欢迎。“走出去后，发
现中国产品还是颇具竞争力的，业务人员每次都没有空手
而归。”苏素芸说。

“石狮纺织服装出口国持续增加，是企业‘开疆拓土’的
结果，也是‘一带一路’建设框架下地方政府鼓励和扶持企
业加速‘出海’的政策效应。”石狮市商务局局长林金场说。

石狮纺织服装产业年产值超500亿元，造就富贵鸟、爱
登堡、帝牌等一批服装品牌，石狮也成为闻名全国的休闲服
装名城。但近年来全行业产能过剩使石狮纺织服装企业压
力倍增，企业不得不加大“走出去”步伐，开辟新的市场。

去年以来，石狮市政府和纺服业界行业组织通过国际
采购团、国际服装协会、电子商务平台等方式和途径，加大
海外推介力度，中东、东南亚等新兴市场国家的采购商纷至
沓来。石狮服装城外销结构中，中东、俄罗斯、东南亚等新
兴市场所占的出口销售份额接近50%，较上年提高15个百
分点。

企业要“出海”，产品须过硬。近年来，石狮市一批龙头
企业不断加大产品研发力度，主动优化产品出口结构，针对
欧美市场对高端产品的需求，先后开发出玉米面料、碳纤维
面料、太极石面料、纳米化纤面料等一批新产品和高端产
品，大受国际市场欢迎。统计显示，去年前10个月，石狮服
装出口单价不足百元的服装，已从 3 年前的 65%下降到目
前的 40%；出口高端服装面料占比由 3 年前不足 20%提升
到40%。

“过去石狮纺织服装产品集中在低端领域，很难进入
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现在随着中高端产品比例提
升，这一状况已发生明显转变。”石狮市纺织服装商会会长
田启明说。

出口国家从120个增至163个——

石狮服装业大力开拓海外市场
本报记者 石 伟

本版编辑 杜 铭

据新华社电（记者刘羊旸）国家能
源局副局长李仰哲日前表示，“十三五”
期间，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总量年
均增长将达到4250万千瓦，约占“十三
五”年均新增装机规模的一半左右。

初步测算，整个“十三五”期间，可
再生能源总的投资规模将达到 2.5 万
亿元，届时可再生能源年利用量相当于
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约 14 亿吨，减少
二氧化硫排放量约 1000 万吨，减少氮
氧化物排放约430万吨，减少烟尘排放

约 580 万吨，年节约用水约 38 亿立方
米，带动就业人口将超过1300万人，经
济、环境和社会效益都非常突出。

李仰哲表示，“十三五”时期，我国
将建立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目标导向
的管理体系，主要是明确各级政府及主
要能源企业在清洁能源发展方面的责
任，建立以可再生能源利用指标为导向
的能源发展指标考核体系。开展新能
源微电网应用示范，探索电力能源服务
的新型商业运营模式和新业态等。

“十三五”期间

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总量将年均增4250万千瓦

北京现代汽车金融有限公司
机构编码：N0015H211000001

许可证流水号：00591936

批准成立日期：2012年06月08日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望京东园七区19号楼第二十至二十

五层

发证日期：2017年01月05日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百环家园社区支行
机构编码：B0107S211000247

许可证流水号：00591944

批准成立日期：2017年01月04日

住所：朝阳区广渠路36号院乙6号楼-1至1层23

发证日期：2017年01月19日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坝支行
机构编码：B0107S211000248

许可证流水号：00591943

批准成立日期：2017年01月04日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朝新嘉园东里七区4号楼1层03、04号

发证日期：2017年01月19日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瞰都国际社区支行
机构编码：B0107S211000249

许可证流水号：00591946

批准成立日期：2017年01月04日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东四环北路 10 号 1 号楼 1 层商业

01、02

发证日期：2017年01月19日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科荟前街社区支行
机构编码：B0107S211000250

许可证流水号：00591945

批准成立日期：2017年01月04日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科荟前街 1 号院 5 号楼一层大堂东

北角

发证日期：2017年01月19日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彩支行
机构编码：B0107S211000246

许可证流水号：00591912

批准成立日期：2016年11月29日

住所：北京市顺义区顺平辅线177号

发证日期：2016年12月07日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时代花园社区支行
机构编码：B0107S211000251

许可证流水号：00591947

批准成立日期：2017年01月10日

住所：北京市石景山区八角街道时代花园南路璟都馨园

办公楼109

发证日期：2017年01月19日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燕莎支行
机构编码：B0107S211000130

许可证流水号：00591951

批准成立日期：2007年12月28日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东方东路19号亮马桥外交办公大楼

一层东侧LG08-F116

发证日期：2017年01月22日

韩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五道口支行
机构编码：B0309S211000003

许可证流水号：00591954

批准成立日期：2010年04月20日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海淀中街15号远中悦来15-15、15-

16、15-17底商

发证日期：2017年01月23日

注：新址于2017年2月27日正式开业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大兴支行
机构编码：B0008S211000074

许可证流水号：00591911

批准成立日期：2016年12月05日

住所：北京市大兴区金星西路 5 号院及 5 号院 1 号楼一、

二层

发证日期：2016年12月06日

浦发硅谷银行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机构编码：B0996B211000001

许可证流水号：00591937

批准成立日期：2016年12月30日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1号（一期）16幢23层

17C、18-21单元

发证日期：2017年01月06日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回龙观支行
机构编码：B0015S211000079

许可证流水号：00591929

批准成立日期：2016年12月22日

住所：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镇龙域北街 8 号院 1 号楼

112、113室

发证日期：2016年12月28日

西门子财务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机构编码：L0074H211000001

许可证流水号：00591948

批准成立日期：1997年12月23日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望京中环南路 7 号 17 幢（西门子北

京中心裙楼）2层133、145室

邮政编码：100102

联系电话：010-64763801

发证日期：2017年01月19日

亿利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机构编码：L0161H211000001

许可证流水号：00591935

批准成立日期：2012年09月27日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15号院1号楼19层1903室

发证日期：2017年01月03日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中心商务区支行
机构编码：B0010S211000007

许可证流水号：00591928

批准成立日期：2016年12月23日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工体北路甲2号北京盈科中心

发证日期：2016年12月28日

中车财务有限公司
机构编码：L0166H211000001

许可证流水号：00591953

批准成立日期：2012年11月29日

住所：北京市丰台区芳城园一区15号楼（附楼1-5层）

发证日期：2017年01月23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大有支行
机构编码：B0001S211000522

许可证流水号：00591933

批准成立日期：2005年12月08日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中央党校大有北里148楼

发证日期：2016年12月29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德胜科技园支行
机构编码：B0001S211000239

许可证流水号：00591917

批准成立日期：2005年12月08日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德胜门外大街 13 号院 1 号楼一层

106、107号

发证日期：2016年12月14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潞通大街支行
机构编码：B0001S211000521

许可证流水号：00591932

批准成立日期：2005年12月08日

住所：北京市通州区潞通大街191号-1

发证日期：2016年12月29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南华支行
机构编码：B0001S211000524

许可证流水号：00591939

批准成立日期：2005年12月08日

住所：北京市怀柔区南华园二区18号楼

发证日期：2017年01月19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西坝河支行
机构编码：B0001S211000523

许可证流水号：00591942

批准成立日期：2005年12月08日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中里34号楼1幢等3幢

发证日期：2017年01月19日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批准、核准，颁发、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现予以公告：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
关于颁发、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网
站（www.cbrc.gov.cn)查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