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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十二五能源規劃」對台灣之啟示 

台灣綜合研究院研一所 

黃永慧 

一、 十二五能源規劃重點摘要 

（一）背景說明 

1.緣起 

中國大陸自 1953年以來，持續進行五年規劃，所謂「五

年規劃」是中國大陸國民經濟發展規劃之ㄧ部分，主要是針

對全國重大建設項目、生產力分佈和國民經濟等進行規劃，

為國民經濟發展願景訂定目標和方向。 

而第十二個五年計劃（2011-2015 年）中，主要針對農

村建設發展、產業轉型升級、服務業推動、區域和城鎮化發

展、綠色發展、創新能力培育、基本公共服務體系之完善等

進行規劃。其中綠色發展之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善社會，

對於能源產業之發展，規劃多項藍圖。 

十二五規劃綱要，除了產業十二五規劃（包括：農業、

能源、醫藥、工業、石化業、文化業、服務業、汽車業、交

通業）外，亦有地方區域性十二五規劃（如：北京、上海、

廣東、浙江、重慶、天津、山東、江蘇、海南、河南），整體

綱要組織相當龐大。在此本文關注「能源十二五」，能源產業

為十二五規劃產業之ㄧ，其下有專項規劃，包括：電力行業

十二五、煤炭行業十二五、油氣行業十二五、新能源行業十

二五。 

2.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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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規劃綱要自 2006 年起開始進行前期調研，2009

底將各部委省市區調研結果彙整送交國務院，2009 年底至

2010 年 10 月前進行編制草案、反饋、論證，2010 年 10 月

則在第 17屆五中全會討論建議稿，2011年 3月全國兩會審

議通過並發布。至於能源十二五規劃待其下專項規劃一併出

爐始公布，預估 2011年底編製完成上報國務院。 

（二）措施摘要 

雖然十二五能源規劃之詳細細節尚未完全出爐及公佈，然可

由整體十二五規劃窺見一般。十二五規劃共計 16篇、62章，其中

關於能源部分，致力於資源節約及環境保護、能源結構調整，針

對能源目標訂定約束性指標，包括：至 2015年達成非化石能源（潔

淨能源，如：水電、核電、風電、太陽能等）占初級能源消費比

重達 11.4%。單位國內生産總值能源消耗降低 16%，單位國內生産

總值二氧化碳排放降低 17%。主要污染物排放總量顯著減少，化

學需氧量、二氧化硫排放分別減少 8%，氨氮、氮氧化物排放分別

減少 10%。森林覆蓋率提高到 21.66%，森林蓄積量增加 6億立方

米。能源相關議題彙整如下表。 

 

「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綱要」能源相關規劃措施表 

策略面向 策略措施 措施重點摘要 

一、培育發展

新興產業 

（一）推動重點產業

發展 

1.發展節能環保產業，包括：高效節能、先
進環保、資源循環。 

2.發展新能源產業，包括：新一代核能、太
陽能熱利用和發電、風電技術裝備、智慧

電網、生質能。 
（二）實施產業發展

創新工程 
1.掌握産業核心關鍵技術，加速産業規模化
發展，發揮國家重大科技專項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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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面向 策略措施 措施重點摘要 
2.統籌技術開發、工程化、標準制定、示範
應用等，支持商業模式創新和市場拓展，

實施重大産業創新發展工程，培育新興産

業企業和示範基地。 

（三）強化政策支持

和領導角色 

1.設立新興産業發展專項資金和産業投資
基金，擴大政府新興産業創業投資規模，

發揮資本市場融資功能，帶動社會資金投

向處於創業早中期階段的企業。 
2.運用風險補償等財政優惠政策，鼓勵金融
機構加強信貸支持。 

3.強化鼓勵創新、領導投資和消費的稅收支
援政策。 

4.加速建立新興産業發展的行業標準和重
要産品技術標準體系。 

5.建構新産品應用的配套基礎設施建設，為
培育和拓展市場需求創造良好環境。 

二、推動能源

生產和利

用方式改

變 

（一）推動潔淨能源

多元發展 

1.發展安全高效煤礦，推動煤炭資源整合和
企業合併重組，發展大型煤炭企業集團。 

2.發展煤制天然氣、煤制液體燃料、煤基多
聯產研發示範。 

3.加強石油、天然氣資源探勘開發，穩定國
內產量，促進天然氣產量快速成長，推動

煤層氣、頁岩氣等油氣資源開發利用。 
4.發展高效能潔淨、大容量燃煤機組，優先
發展大中城市、工業園區熱電聯產機組，

以及大型坑口燃煤電站和煤礦石等綜合

利用電站。 
5.在生態保護和移民安置前提下，積極發展
水電，重點推動西南地區大型水電站建

設，因地制宜開發中小河流水能資源，規

劃建設抽水蓄能電站。 
6.確保安全基礎，高效發展核能。 
7.加強併網配套工程建設，發展風電。 
8.積極發展太陽能、生質能、地熱能等其他
新能源。 

（二）規劃能源開發

佈局 

1.建設山西、顎爾多斯盆地、內蒙古東部地 
區、西南地區、新疆五大國家綜合能源基

地，在東部沿海、中部部分地區發展核電。 
2.提高能源就地加工轉換水準，減少能源大
規模長途運輸之不經濟性。 

3.規劃建設能源儲備設施，完善石油儲備體
系，加強天然氣、煤炭儲備與調配應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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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面向 策略措施 措施重點摘要 
力建設。 

（三）加強能源輸送

通道建設 

1.加速西北、東北、西南、海上進口油氣通
道建設，完善國內油氣主幹管網。 

2.統籌天然氣進口管道、液化天然氣接收
站、跨區域輸氣網、配氣管網，形成天然

氣、煤層氣、煤制氣氛分配供氣情況。 
3.因應大規模跨區輸電和新能源發電併
網，加速現代電網體系建設，擴大西電東

送規模，完善區域電網，發展特高壓等大

容量、高效率、遠距離先進輸電技術。 
4.利用控制、儲能之先進技術，推動智慧電
網建設，加強城鄉電網建設與改造，增加

電網配置電力和供電可靠性。 
5.強化煤炭、石油、鐵礦石運輸系統，提升
沿海地區港口、國際機場路網水準。 

三、建設資源

節約型、

環境友善

社會 

（一）控制溫室氣體

排放 

1.調整產業和能源結構：加速低碳技術研發
應用，控制工業、建築、交通、農業等領

域溫室氣體排放。 
2.節約能源和提高能效：合理控制能源消費
總量，嚴格用能管理，加速能源發展規

劃，確立總量目標和落實機制。 
3.增加森林碳匯：推動植樹造林，新增森林
面積 1250萬公頃。 

4. 建立低碳產品標準、標識、認證制度，
以及溫室氣體排放統計核算制度，逐步建

立碳排放交易市場。 
5. 推動低碳試點示範。 

（二）增加適應氣候

變化能力 
 

1. 制定國家適應氣候變化總體策略，加強
氣候變化科學研究、觀測和影響評估。 

2. 在生產力佈局、基礎設施、重大項目規
劃設計和建設中，納入氣候變化因素。 

3. 加速調適技術研發推廣，提高農業、林
業、水資源等重點領域和沿海、生態地

區適應氣候變化水準。 
4. 加強對極端氣候事件之監測、預警，提
高防禦和減輕自然災害能力。 

（三）廣泛展開國際

合作 
 

1. 積極參與國際談判，推動建立公平合理
之應對氣候變化國際制度。 

2. 加強氣候變化領域國際交流，在科學研
究、技術研發和能力建設等方面展開合

作，推動建立資金、技術移轉國際合作

平台和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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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面向 策略措施 措施重點摘要 
3. 輔助發展中國家氣候變化之調適能力。 

（四）極力推動節能

降耗 

1. 抑制高耗能產業過快成長，在工業、建
築、交通、公共機構等領域進行節能，

加強重點用能單位節能管理。 
2. 強化節能目標責任考核，健全獎懲制度。 
3.強化節能法規和標準，制訂完善並嚴格 
執行主要耗能產品能耗限額和產品能效

標準，加強固定資產投資項目節能評估和

審查。 
4. 健全節能市場化機制，加速推行契約能
源管理和電力需求管理，強化能效標識、

節能產品認證和節能產品政府強制採購

制度。 

5.推廣先進節能技術和產品。 
6.加強節能建設。 
7.推動萬家企業節能低碳行動，以及節能減
排全民行動。  

（五）加強礦產資源

勘查、保護、

合理開發 

1.實施地質找礦工程，加強勘查，形成重要
礦產資源延續區。 

2.建立重要礦產資源儲備體系。 
3.加強重要優勢礦產保護和開採管理，完善
礦產資源有償使用制度，嚴格執行礦產資

源規劃分區管理制度，促進礦業權合理設

置和勘查開發。 
4.實行礦山最低開採標準，推動規模化開
採。 

5.發展綠色礦業，強化礦產資源節約與綜合
利用，提高礦產資源開採回採率、選礦回

收率和綜合利用率。 
6.推動礦山地質環境恢復管理和礦區土地
複墾，完善礦山環境恢復治理保證金制

度。 
7.加強礦產資源和地質環境保護執法監
察，堅決制止亂挖濫採。 

（六）推動循環型生

產方式 

1. 加速推動清潔生產，在農業、工業、建
築、商貿服務等重點領域，推動清潔生產

示範，從源頭和全過程控制污染物產生和

排放，降低資源消耗。 
2. 加強共伴生礦產及尾礦綜合利用，提高
資源綜合利用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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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面向 策略措施 措施重點摘要 
3. 規劃、建設和改造各類產業園區，實現
土地節約利用、廢物交換利用、能量梯級

利用、廢水循環利用和污染物集中處理。 

（七）推廣綠色消費

模式 

1.倡導文明、節約、綠色、低碳消費理念，
推動因應中國大陸國情的綠色生活方式

和消費模式。 

2.鼓勵消費者購買使用節能節水產品、節能
環保型汽車和節能省地型住宅，減少使用

一次性用品，限制過度包裝，抑制不合理

消費。 
3.推行政府綠色採購，逐步提高節能節水產
品和再生利用產品比重。  

（八）強化循環型生

產方式政策和

技術支援 

1. 制定循環經濟技術和產品名錄。 
2. 建立再生產品標識制度。 
3. 建立完善循環經濟統計評價制度。 
4. 開發應用源頭減量、循環利用、再製造、
零排放和產業鏈接技術，推廣循環經濟典

型模式。 
5. 深入推動國家循環經濟示範，實施循環
經濟「十百千示範」行動。 

6. 推動甘肅省和青海柴達木等循環經濟示
範試點、山西資源型經濟轉型綜合配套改

革試驗區建設。 

四、強化資源

性產品價

格和環保

收費改革 

（一）強化資源性產

品價格機制 

1.推動電價改革及大用戶電力直接交易、競
價上網試點，強化輸配電價形成機制，改

善銷售電價分類結構。 
2.推動居民用電階梯價格制度。 
3.強化成品油價格形成機制，積極推動市場
化改革。 

4.按照價、稅、費、租連動機制，適當提高
資源稅稅負，強化計徵方式，將重要資源

產品由從量定額課徵改為從價定率徵

收，促進資源合理開發利用。 

（二）推動環保收費

制度改革 

1.建立健全污染者付費制度，提高排污費徵
收率。 

2.推動環境稅費改革，選擇防治任務繁重、
技術標準成熟之稅目開徵環境保護稅，逐

步擴大徵收範圍。 
（三）建立健全資源

環境產權交易

1.引入市場機制，健全礦業權和排污權有償
使用和交易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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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面向 策略措施 措施重點摘要 
制度 2.規範發展探礦權、採礦權交易市場，發展

排污權交易市場，規範排污權交易價格行

為，健全法律法規和政策體系，促進資源

環境產權有序移轉和公開、公平交易。 
資料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綱要，國家發

展改革委(2011) 
 

二、政策檢視 

「十二五能源規劃」將「節能減碳」視為規劃重點，並針對 2015

年降低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訂下目標，在此目標下，推動節能減碳之

措施，顯見其主要從需求之產業面、制度面、市場面、推廣面著手，

並輔以發展新興產業、調整能源結構等其他相關措施。此外，保障能

源供應安全亦為「十二五能源規劃」發展之重要議題，2011-2015 年

中國大陸將使石油儲備體系完備，加強天然氣和煤炭儲備與調峰應急

能力建設。以上相關重要措施歸納如下： 

（一） 極力推動節能 

1. 產業面：抑制高耗能產業過快成長，在四大部門（工業、

住商、運輸、政府）進行節能，加強重點用能單位節能管

理。 

2. 制度面：包括：節能目標獎懲制度、節能法規和標準。 

3. 市場面：健全節能市場化機制；加速推動契約能源管理和

電力需求側管理；完善能效標識、節能產品認證和節能產

品政府強制採購制度。 

4. 推廣面：推廣先進節能技術和產品、萬家企業節能低碳行

動、節能減排全民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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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控制溫室氣體排放 

1. 產業面：調整產業結構，加速低碳技術研發應用，控制四

大部門（工業、住商、運輸、農業）之溫室氣體排放。 

2. 制度面：建立低碳產品標準、標識、認證制度，以及溫室

氣體排放統計核算制度。 

3. 市場面：逐步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場。 

4. 推廣面：推動低碳試點示範、植樹造林。 

 

三、對台灣之省思 

中國大陸五年規劃，已歷時許久，自一五至現今十二五，而整體

規劃架構相當龐大，從十二五規劃到產業十二五規劃、地方十二五規

劃，逐一層層規劃，專項規劃項目相當細微，能源十二五規劃即是，

反觀台灣能源政策，兩者相較下，規劃項目就顯得精簡，這可能與其

國情有關，其幅員遼闊，各地能源發展情況迥異，推出之政策項目，

雖不見得適用台灣，然可供作為一參考。 

台灣與中國大陸皆注重節能減碳，由以上歸納之措施來看，在產

業、制度、市場、推廣面之許多措施類似，然就推廣面而言，暫且不

論成效如何，中國大陸行動及措施較為積極。如：推動低碳試點示範

（2008年低碳城市-上海），反觀台灣，2011年 8月才遴選出低碳城

市（台中市、新北市、台南市及宜蘭縣），推廣之速度不及中國大陸，

甚至其他國家（諸多國家早已有低碳城市示範，如：荷蘭阿姆斯特

丹）。而不僅只能源十二五規劃，觀察中國大陸其餘多項能源政策，

皆已試點（如：示範工程、示範城市）作為推廣之第一步，再進而推

廣及全民，此不失為推動節能減碳之可行方案。台灣未來推行相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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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政策時，可多多參酌試點措施，或許對節能減碳可收成效。 

再者，中國大陸因地制宜發展多元化能源之經驗，亦可供台灣作

一參考。近年來，中國大陸積極推動再生能源產業，從可再生能源中

長期發展規劃、能源十一五規劃、能源十二五規劃（草案），皆可見

一般，利用當地不同的地形，因地制宜發展多元化能源，如：西南地

區大型水電站、中小河流抽水蓄能電站，台灣地形多山，應可善用地

勢優勢條件，多多開發水壩，建立小型水力發電廠。 

除能源十二五政策外，觀察中國大陸近年能源政策可發現，其積

極發展再生能源產業，雖然技術發展不見得較快速、先進，然其勇於

多方嘗試發展、研發新興技術，不惜砸下大筆投資金額及扶植補貼相

關產業（如：金太陽計劃），這對於未來其再生能源產業之發展將有

助益。反觀台灣在發展新技術及再生能源產業方面較為保守，未來在

再生能源產業發展方面，起步恐將遲一步，應為台灣所引以為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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