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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节能优先，加强中俄能
源开发和节约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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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1，中国的节能形势

2，中国坚持节能优先的方针

3，加强中俄能源开发和节约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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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的节能形势

� 1.1，目前中国的节能形势很
好。

—中国已将节约资源作为基本国策，加快建设资
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经济发展与
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

—中国提出科学发展观，坚持能源开发与节约并
重，把节约放在优先的位置，以提高能源利用
效率为核心，加快结构调整，推进技术进步，
促进能源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

1.1，目前中国的节能形势很好。

—中国第一次提出了《节能中长期专项规划》，
明确了节能的指导思想、原则和目标，节能的
重点领域、重点工程及保障措施

—中国“十一五”规划（2006年—2010年）第一次
明确提出，到2010年中国单位GDP能耗比“十
五”期末下降20%，这是约束性指标，具有法
律效力。

—全民的节能意识不断增强，越来越多的企业和
个人重视节能，投入到节能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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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中国目前的节能形势严峻

� 1.2.1 中国的人均能源资源量低，特别是
石油、天然气。
中国的能源资源总量丰富。中国常规能源技

术可开发资源总量超过8，230亿吨标准煤，探
明剩余经济可采储量1，392亿吨标准准煤，约
占世界能源资源总量的10%。水能资源和煤炭
探明储量分别居世界第一、第三位。

但人均能源资源量低。煤炭、石油、天然气
人均剩余可采储量分别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
58.6%、7.69%、天然气7.05%；

1.2 中国目前的节能形势严峻

� 一次能源生产总量大

中国的一次能源生产总量，2005年达
20.6亿吨标准煤，为世界第二位；

� 一次能源消费总量大

中国的一次能源生产总量，2005年达
22.2亿吨标准煤，为世界第二位；



4

1.2 中国目前的节能形势严峻

� 能源安全问题，特别是石油安全日益突出

自1993年中国成为净石油进口国之后，中国进口石
油逐年增加，2004年中国石油消费量3.17亿吨，净进
口量1.51亿吨，对外依存度为47.3%。

� 环境污染没有得到有效控制

煤炭是中国的主要能源，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2001年为9.32亿吨碳，居世界第二位，其中70%来自
于燃煤。

2005年中国的二氧化硫排放量达2，549万吨，居世
界第一位，其中80%—90%来自燃煤。

1.2 中国目前的节能形势严峻

� 随着经济快速增长、单位GDP能耗仍在增长，

2005年中国GDP比上年增长9.9%，万元GDP能
耗1.22吨标准煤，与上年持平；

2006年上半年GDP增长10.9%，万元产值能耗
同比上升0.8%，能源消耗增长快于经济增长；
按《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目标，今年单位GDP
能耗下降4%，因此要完成今年节能降耗的目
标难度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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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中国目前的节能形势严峻

� 目前中国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加快发展阶段，
一次能源消费总量增长很快

近几年，中国的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已连续超
过1；一次能源消费总量2002年为15.14亿吨标
准煤，2005年为22.2亿吨标准煤，三年时间增
加7.06亿吨标准煤，增长46.6%；

� 能源利用效率低

中国的能源利用效率比国际先进水平低10个
百分点。2000年电力、钢铁等8个行业主要产
品单位能耗平均比国际先进水平高40%；如火
电机组平均效率33.8%.比国际先进水平低6~7
个百分点。

1.2 中国目前的节能形势严峻

� 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目前仍是高投入、
高消耗、高排放、难循环、低效率的粗
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如不尽快转到集约
型经济增长方式，仅靠国内能源资源支
撑是难以承受，即使利用部分国外能源
资源，也是难以为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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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中国目前的节能形势严峻

�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多少能源？

中国有关部门按三种情景：基准情景、中等
情景、强化情景，对2020年能源需求情况进行
了分析研究。

—到2020年，三个情景的一次能源需求总量分别
为33亿吨、29亿吨和25亿吨标准煤，均值为29
亿吨标准煤，是2000年的2.2倍；

—到2020年，三个情景的一次能源消费构成中，
煤炭仍是主要能源，占60%~63%，石油占
25.9%~26.7%，天然气6.7%~8.9%。

2，中国坚持节能优先的方针

� 2.1，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就提出了能源开
发与节约并重、节能优先的方针，到2000年，
基本实现了经济增长一半靠能源开发、一半靠
能源节约的目标。

� 2.2，进入新世纪，中国能源发展的总体要
求：

坚持节约优先、立足国内、煤为基础、多元发
展、优化生产和消费结构，保护环境，加强国
际互利合作，努力构筑稳定、经济、清洁、安
全的能源供应体系。解决中国能源问题的根本
出路，在于节约能源，做到节约优先，效率为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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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坚持节能优先的方针

� 2.3中国坚持节能优先，必须抓好以下六

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通过调整结构节能；二是通过技术节
能；三是通过加强管理节能；四是通过
深化改革节能；五是通过强化法治节
能；六是通过全民参与节能。

2，中国坚持节能优先的方针

� 2.4，2006年7月19日国务院常务会讨论并原则
通过《国务院关于加强节能工作的决定》，提
出了加强节能工作的六个方面。

—加快构建节能型产业体系；
—着力抓好重点领域节能工作；
—大力推进节能技术进步；
—强化节能管理；
—建立健全节能保障机制；
—加大宣传力度，培养和增强全社会节能意
识， 形成人人节约的良好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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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坚持节能优先的方针

� 2.5，2006年7月26日国家发改委召开了

全国节能工作会议。国家发改委马凯主
任指出，实现今年和“十一五”时期节能
降耗目标，必须着力抓好十个方面的重
点工作。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姜伟新与30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和14家中央企业负责人签

订了节能目标责任书。

3.加强中俄能源开发和
节约的合作

� 3.1，中俄能源开发合作有着很大的互补性

俄罗斯具有丰富的石油、天然气资源，是石
油、天然气的出口国。据有关媒体报道，俄罗
斯石油储量占世界石油总储量的13%，年产量
占世界总产量的10%，这还不包括那些尚未开
发的“处女地”。据俄《专家》杂志披露，仅东
西伯利亚地区的石油含量估计达175亿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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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加强中俄能源开发和
节约的合作

� 中国自1993年变成净进口石油国之后，随着经
济的快速增长、进口石油不断增加，目前石油
对外依存度已近50%。据有关部门分析，预测
到2010年底，中国原油消费量将达到3.3亿
~3.5亿吨，缺口1.5亿吨以上；需进口天然气
200亿立方米。2020年原油缺口可能加大到2.5
亿~2.7亿吨。

� 中俄是近邻，特别是中国的东北地区紧邻俄罗
斯的东西伯利亚地区，在历史传统上双方已有
很多贸易往来，经济合作。

3.加强中俄能源开发和
节约的合作

� 3.2目前俄罗斯原油主要用火车运输到中国，
其中最大的原油运输中转站中国内蒙古自治区
的满州里每年有约880万吨原油通关。

� 3.3，近5年来，中俄贸易平均每年增长30%以
上，去年已接近300亿美元；两国的大项目合
作也开始起步，比如由中方投资和承包建设的
“波罗的海明珠”“联邦大厦“等重点工程已顺利
展开。

今年3月，中国石油企业与俄罗斯油气企业签
署了一系列合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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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加强中俄能源开发和
节约的合作

� 3.4，经过10多年的出口中国的石油管线的谈
判，从“安大线”、“安纳线”、“泰纳线”，一直
到现在的“远东一太平洋输油管线”，已于今年
4月28日开工建设，该管线西起泰舍特，东至
太平洋，全长4，000多公里，设计年输油能力
8，000万吨，总投资160亿美元 。该输油管线
一期工程终点设在斯科沃罗季诺镇，离中国边
境约63公里。中国将负责修建境内的输油管
线。

3.加强中俄能源开发和
节约的合作

� 3.5，预计“远东一太平洋输油管线”一期工程将
在2008年完工，年输油能力3000万吨。

但目前该项输油管线的572公里以后的路线
还需要最终确认，这可能与中日等国参与投资
建设输油管线有关。

该项输油管线的建设，将促进中俄两国的经
济发展，同时也为西伯利亚的欠发达地区提供
了新的发展机会，如可为泰舍特区提供1500个
就业机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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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加强中俄能源开发和
节约的合作

� 据俄工业和能源部透露，到2020年，俄

对亚太地区的石油出口在俄石油出口总
量中所占比例将由目前的3%提高至
30%。

3.加强中俄能源开发和
节约的合作

� 3.6，据俄罗斯天然气公司透露，将建设

两条俄罗斯至中国的天然气管道，年输
送量为680亿立方米。

一条到中国西部、年输天然气300亿立方

米的西线方案，将优先考虑；

一条到中国东部的东线方案，由西伯利亚

东部地区和萨哈林岛油气田供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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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加强中俄能源开发和
节约的合作

� 3.7，中国的国家电网公司于2005年和俄

罗斯签订了电力输送的协议。中国电网
计划在2008年前从俄罗斯购电60万到70
万千瓦，2010年从俄购电300万千瓦，到
2015前后，再向俄购电240万千瓦。

“十一五”期间（2006年—2010年）中国

将加强与俄罗斯的电力合作，建设好远
东地区向中国送电的直流输电工程。

3.加强中俄能源开发和
节约的合作

� 3.8，加强中俄能源节约合作

� 3.8.1，中俄在能源节能方面也有很大的

合作空间，但目前节能合作很少，还没
有实质性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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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加强中俄能源节约合作

� 3.8.2，首先，可在中俄合作开发的新油田、新
气田，以及输油、输气管线、输变电线路等大
型合作项目中采用节能技术和设备，提高能源
利用效率，降低自用能耗。

� 3.8.3，中俄有很多老油田、老气田以及发电
厂、电网公司等，需要进行节能改造，降低自
用能耗，如风机水泵、锅炉、电机的改造及余
热回收等，有着很大的节能潜力，中俄可以合
作挖掘。

3.8加强中俄能源节约合作

� 3.8.4，中俄双方都有很多节能技术和产

品进行合作。特别是中国东北地区和俄
罗斯很多地区都是属于寒冷地区，需要
大量的供热采暖。不论是工业还是民
用，在热电联产、热电冷联供等技术方
面都有很大的合作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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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加强中俄能源节约合作

� 3.8.5，在发展节能服务公司，推广应用
“合同能源管理”节能新机制方面加强合
作。

在世界银行/GEF支持下，从1998年开始在中
国进行“合同能源管理”节能项目的示范工作，
成立了北京、辽宁和山东三个示范节能服务公
司（EMCo，国外称ESCO），并不断发展更多
的节能服务公司。

3.8加强中俄能源节约合作

� 3.8.5，2004年成立了EMCA(中国的ESCO协会),
目标在中国进一步推广“合同能源管理”，发展
节能服务公司，逐步形成和发展中国的节能服
务产业。

� EMCA的会员已由2004年4月刚成立时59家，发
展到2005年底158家。

� 2005年EMCA会员总共实施了327个节能项目，
总投资近20亿元人民币（约2.5亿美元），实
现节能量相当于246万吨标准煤、减排二氧化
碳158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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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加强中俄能源节约合作

� 3.8.5 已实施的327个节能项目中，楼宇
节能占58%，工业节能占40%。

项目类型如下：中央空调系统优化；余热利
用；照明节电；变频调速；蓄热（冷）技术；
供电系统优化；燃气发电；锅炉改造；热电联
产；地源、水源及空气源热泵技术等。

3.8加强中俄能源节约合作

� 3.8.6中国《节能中长期专项规划》中提出的十
大重点节能工程已于2005年启动，预计“十一
五期间可实现节能2.4亿吨标准煤（未含替代
石油），对实现“十一五”单位GDP能耗降低目
标的贡献率近40%。

十大重点节能工程中，燃煤工业锅炉（窑炉）改造
工程；区域热电联产工程；余热余压利用工程；节约
和替代石油工业工程；电机系统节能工程；能量系统
优化工程；建筑节能工程，绿色照明工程等，中国与
东北亚地区各国，特别是日本、韩国和俄罗斯等国家
都有很大的合作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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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加强中俄能源节约合作

� 3.8.7中国正在实施千家企业节能行动实施方案

千家企业是指钢铁、有色、煤炭、电力、石油石
化、化工、建材、纺织、造纸等9个重点耗能行业规模
以上独立核算企业，2004年企业综合能源消费量达到
18万吨标准煤以上，共1008家。这千家企业2004年综
合能源消费量为6.7亿吨标准煤，占全国能源消费量的
33%，占工业能源消费量的47%。

主要目标：主要产品单位能耗达到国内同行业先进
水平，部分企业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或行业领先水平，
在“十一五”期间实现节能1亿吨标准煤左右。

3.8加强中俄能源节约合作

� 中国坚持节能优先的方针，在“十一五”期间将
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加强和推动节能工作，同
时也创造了很多国际合作的机遇，不论是十项
重点节能工程，还是千家企业节能行动，推动
“合同能源管理”节能新机制，在中国形成和发
展节能服务产业等等，这为中俄节能合作，为
东北亚地区各国节能合作，乃至世界各国的节
能合作，创造了机遇。我们愿和大家一起，共
同努力，把能源开发和节约工作做好，为本国
及各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作出新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