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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印度、俄罗斯联邦和国际能源署成员国 

部长级会议 

（2009 年 10 月 14 日，巴黎） 

 

中国国家能源局和国际能源署联合声明  

 

1. 国际能源署（IEA）部长级会议强调要为能源政策面临的主要挑战
采取紧急行动，最大限度增加能源业对经济复苏和发展的贡献，改
善全球能源安全以及应对能源生产和使用造成的环境冲击。我们同
意，中国和 IEA 将开展合作，以实现上述共同目标。 

 
2. 我们的声明已考虑到包括《中国第 11 个五年计划》（2006-

2010）、《中国应对气候国家方案》（2007 年 6 月）、《中国的
能源状况与政策》（白皮书，2007 年 12 月）、《可再生能源法》
（2006 年 1 月生效）、《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中长期规划》（2007
年 6 月）、《节约能源法》修订版（2008 年 4 月生效）等中国政
府实施的相关政策，以及 IEA 认同的目标。中国的规划、方案和法
律包含促进中国社会经济及可持续能源发展的措施，而且多数可使
我们通过有效应对气候变化共同受益。中国实施多项措施并增强机
构能力以实现其 2005-2010 年单位 GDP 能耗降低 20%、减排 10%
的目标，并将可再生能源在 2020 年前的比例提高至能源总量的
15%，加速了新能源技术发展。这些规划的目标均与 IEA 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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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A 愿意为中国实施上述双方共同关心的规划做出贡献。而且，中
国实施这些政策的经验将给其它国家以启示。 

 
3. 在这一声明中，我们以中国政府和 IEA 悠久的合作传统为基础，并

遵循 IEA 与原国家计委签署的谅解备忘录。IEA 认识到国家能源局
在 IEA 与中国政府部门的合作中起牵头作用。国家能源局将为 IEA
提供适当的支持。当 IEA 与中国其他机构进行相关合作时，也将告
知国家能源局。 

 
4. 除声明中有关今后合作的基本原则外，具体的联合行动将根据双方

进一步的探讨而更新。 
 

参与 IEA 活动 
 

5. 我们就中国政府资深官员将以观察员身份参与（至少一次）2010 年
IEA 执行董事会会议以及（至少一次）其各委员会会议达成一致意
见。中国科技部将继续收到能源研究和科技委员会（CERT）会议
的邀请。中国国家能源局将收到其它会议的邀请。 IEA 成员国和中
国政府就关键能源政策及战略的讨论将成为我们共同合作的核心。 

 

能源安全 

6. 国家能源局和 IEA 同意建立热线，由指派的掌握最新信息的联络人
组成，以在全球石油供应中断（或有中断可能）时期协助各级交流
和信息传播。我们将持续交流关于发展新的紧急预案，政策和规划
的信息。这将包含 IEA 继续邀请国家能源局派员参加未来的紧急应
对演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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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中国和 IEA 均关注不必要的石油价格波动，并同意支持国际认可的
打击过度投机以及扰乱市场秩序的其它行为的行动。中国和 IEA 专
家将以 2009 年计划中的专家研讨会为起点，进行会晤以探讨国际
石油和天然气市场的发展和前景。我们将以促进市场信息的准确度
和透明度为共同目标，一步步共同开展工作。 

 
能源效率 

 
8. 中国愿与 IEA 进行能效对话和交流。IEA 关于能效的建议为中国基

于自身实际情况，发展能效技术、政策、法律和法规提供了良好的
参考。 

 
9. 中国是“国际能效合作伙伴关系”（IPEEC）的成员国。而 IPEEC 的

秘书处将由 IEA 主办。中国参与 IPEEC 的工作可以为 IEA 在能效
上充分协助中国。 

 
可再生能源 

 
10. 中国和 IEA 承认，可再生能源技术的推广是今后全球能源系统可持      

续性的关键。我们保证共同努力，加速它们的部署。中国拥有丰富
的可再生能源技术经验，包括水力发电，风力发电，生物质能，太
阳能热水器，和太阳能光伏板。在中国发展可再生能源技术将有助
于中国和其他国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并加速学习过程，降低可
再生能源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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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我们将考虑共同编写一份出版物的可行性。该出版物将探讨可再生
能源技术和设备在国际和中国市场的关系。这需要在中国召开一个
或多个关于可再生能源技术，部署和政策的国际专家研讨会。 

 
 
市场改革 

 
12. IEA 和中国将继续交流能源市场改革（比如电力部门改革）的经

验，并着眼于研究市场有效运行所需要的政策实践、市场手段，以
及过度性政策调整。 

 
清洁煤 

 
13. 未来很多年，包括 IEA 成员国和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将持续以煤炭

作为主要的能源来源，尤其是发电行业，中国和 IEA 均致力于改善
煤炭的获取和使用方式。我们将继续依照双方的协议在该领域交流
经验，开展项目。 

 
14. IEA 相信国际上必须共同努力来挖掘碳捕获和储存（ CCS）系统的

潜力，对矿物燃料能长期环保使用做出贡献，尤其是煤炭。IEA 将
建立 CCS 的研究及合作部门。我们将寻求机会，合作开发和部署
CCS 技术，包括在技术，政策，法规和财政方面分享最佳做法。 

 
15. 我们将继续合作开发联合项目以挖掘中国煤矿使用甲烷回收和利用

的潜力。 
 

能源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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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精确、完整和及时的能源统计信息对所有国家的重要性在于确认政

策有效性和保持市场稳定。中国和 IEA 专家将协力加强中国能源统
计系统能力，并合作开发各行业推进节能方面与国际接轨的统计数
据和指标以辅助中国能源政策制定。 

 
17. IEA 和中国将对数据交换及数据透明度达成原则性一致，以此加强

全球能源市场的稳定性和安全性。我们已认同中国和国际专家会
面，商讨，并向中国政府和 IEA 提出下一步的建议，帮助双方共同
探讨如何进展。 

 
 
国家审查 

 
18. IEA 秘书处和成员国的专家定期对成员国进行能源政策的深度审查

（IDR）。我们已认同中国专家应至少在 2010/2011 年参加对一个
成员国的审查。 

 
人员访问 
 
19. 我们均赞同大幅加强人员借调和访问。中国官员和培训生可以访问

IEA 总部，参加专业培训，包括能源市场、紧急预案、节能、能源
统计和指标、有关能源的环境政策，以及能源模型。例如，IEA 秘
书处每年将从中国国家统计局及其地方分支机构接受培训生，并且
计划派遣 IEA 秘书处和成员国专家到中国参与培训及深入的磋商。
虽然这些交换会在相关的项目下进展， 但会得到统一的协调以确保
符合中国和 IEA 的共同目标。这一方案将就基本能源统计、能源平
衡、能源指标和（或）能源模型、紧急预案以及油气统计方面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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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机构处理能力。我们也会尽力将这一交流推广到其他领域的合
作。 

 
IEA 分析和出版物 

 
20. 在善意和对所有国家保持客观分析观点的原则下，IEA 将尽力保证

在所有的出版物上准确的反映中国的情况。除了出于上面的考虑，
也为了丰富和改进 IEA 出版物。在双方达成一致的情况下，中国政
府专家可能在 IEA 出版物，如《世界能源展望》、《能源技术展
望》上，以及技术发展路线图、短期和中期石油、天燃气市场分析
做出学术贡献（包括能源知识）。在双方达成共识的情况下，其形
式可能包括共同探讨、专家草案审核以及就专业起草相应章节。 

 
21. 为便于中方联络 IEA 及使用其工作成果，我署正在建立中文网页并

上传中文摘要、报告等其他文件。IEA 会与中国相关部门合作寻求
资源，将中国关注的 IEA 出版物翻译成中文。同时，IEA 会与中国
科技部在中国煤炭科学研究总院设立的联络处在技术研发方面合
作，将相关信息通过网站传播出去。 

 
 
能源技术合作 

 
22. 我们均赞同加强能源技术合作。尤其是中国和 IEA 专家将共同编写

《能源技术展望》系列中有关中国的章节，并与其他国专家就最重
要的清洁能源创新技术共同制定国际和中国路线图。这样可以保证
IEA 出版物相关中国的信息是准确和公正的。 

 



7 | P a g e  
 

23. 中国曾发起一项 IEA 负责的国际能源技术合作协议，并作为成员参
与另外五项协议。最近的一次专题学术讨论会中，中国和 IEA 技术
专家的合作证明中国的参与将使各国在很多其他正在履行的协议中
受益。我们均认为合作（特别是科学技术部的参与）将加速确保
IEA 可以从中国的积极参与中受益。科技部已经资助并在中国煤炭
科学研究总院成立了联络处，以促进中国参与 IEA 的能源研发工
作。 

 

总结回顾 

24. 我们认为上述措施将有助于增近中国与 IEA 的关系及应对能源政策
挑战的合作。我们达成共识 IEA 将派出代表团到中国开跟踪会议，
并在 2010 年下半年在中国举办高级别研讨会，届时召集相关政府
部门和社会团体会共同准备这一联合声明的进展报告。报告将于
2010 年（2011 年初）递交给 IEA 执行董事会会议和在北京会面的
中国相关官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