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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及太平洋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 7 的后续落实和进展

评估 

秘书处的说明 

摘要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在其第 74/9 号决议中请执行秘书采取以

下方式，支持各成员和准成员履行第二届亚洲及太平洋能源论坛通过的《亚

洲及太平洋开展区域合作促进能源向可持续和有韧性的社会过渡部长级宣

言》中所载的各项承诺：后续落实和评估本区域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7各项

具体目标方面取得的进展，并对亚太区域的主要能源趋势和新出现的问题进

行分析研究，汇编和传播相关能源信息和数据，特别是通过亚太能源门户网

站，以确保进行知情的政府间审议，包括在经社会届会和能源委员会的会议

上进行审议。 

本文件载有与区域和国家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7 各项具体目标方面的

进展有关的信息。介绍了支持进展的成功政策和措施的范例，以及在调整政

策和创造必要条件以实现目标7的具体目标方面的共同挑战。本文件以最新数

据为基础，涵盖了截至 2018 年的大部分指标。它没有反映冠状病毒疾病危机

对能源需求的非同寻常的影响，以及大流行病给整个区域的消费者和能源供

应商带来的挑战。 

本文件的电子版包含亚太能源门户网站内数据的嵌入链接。为了获得最

佳体验，我们鼓励代表和读者点击图表链接，以便详细了解能源数据。 

http://www.asiapacificenergy.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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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导言 

1.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7为能源部门的决策提

供了一个框架，它不仅有助于制定一项有利于人类、地球和繁荣的全球行动

计划，而且还支持限制全球变暖程度的努力。 

2. 可持续发展目标 7(经济适用的清洁能源)包括到 2030年要实现的三个具

体目标：7.1，确保人人获得负担得起的、可靠和可持续的现代能源服务；

7.2，大幅增加可再生能源在全球能源组合中的比例；7.3，使全球能效改善

率提高一倍。 

3.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被定义为有抱负的和全球性目标，在这些具

体目标提供指导的同时，各个政府都会根据国情制定各自的具体目标和本国

政策。各国政府对在 2030 年之前落实和评估国家、区域和全球各级执行各项

目标的进展情况负有首要责任。 

4. 2018 年亚太区域人口为 45.5 亿，约占世界总人口的 60%。本区域各经

济体生产的国内生产总值约占世界的三分之一，消耗了全球能源供应的一

半，并拥有世界上最大的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2018 年，亚洲及太平洋占全

球燃料燃烧排放量的 56%，其中近三分之二来自煤炭。 

5. 尽管面临许多挑战，但亚太国家在可持续能源的三大支柱——可及性、

效率和可再生能源——方面表现出了全球领导力，在这些领域做出了强有力

的承诺和创新。新的技术和方法不断涌现，随着《巴黎协定》将世界的焦点

转向脱碳，本区域各国提出了新的、愈发雄心勃勃的目标，以提高能效并增

加其可再生能源的份额。 

6. 本文件载有根据截至 2020 年 11 月的最新数据，与有关区域和国家在实

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7 各项具体目标方面的进展有关的信息。介绍了各区域支

持进步的成功政策和措施范例，以及在支持进步方面的共同挑战。 

二． 能源可及性：本区域即将实现全面电气化，但因政策关注

不足，阻碍了清洁炊事 

7. 可持续发展目标 7.1 旨在确保到 2030 年人人都能获得负担得起的、可

靠的现代能源服务。该目标由两个指标组成：7.1.1，能获得电力的人口比

例；7.1.2，主主要依靠清洁燃料和技术的人口比例技术的人口比例。 

8. 截至 2018年，整个亚太区域持续的电气化努力已使本区域 95.6%的人口

用上了电，即使人口在增长。自 2000年以来，已有 13亿人用上了电，其中约

一半在印度。城市地区几乎实现了普遍利用，但农村地区的电气化率和服务

质量仍然较低。 

https://asiapacificenergy.org/#main/lang/en/graph/1/type/0/sort/0/time/[min,2018]/indicator/[2406:880]/geo/[ASPA]/legend/1/inspect/0
https://asiapacificenergy.org/#main/lang/en/graph/5/type/1/sort/0/time/[min,max]/indicator/[2872-M:1408]/geo/[ASPA]/legend/1/inspect/0
https://asiapacificenergy.org/#main/lang/en/graph/1/type/0/sort/0/time/[min,max]/indicator/[4128:2554]/geo/[ASPA]/legend/1/inspect/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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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亚太区域大体上有望在 2030 年之前实现全民用电。截至 2018 年，亚洲

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亚太经社会)62个成员和准成员中，其中有 38个的

通电率达到或超过 99%，只有 6个成员和准成员的通电率低于 80%。
1
 

10. 根据最新数据，目前仍有 2 亿人没有用上电，其中四分之三以上生活在

南亚和西南亚，尽管印度电网的迅速扩展和孟加拉国离网解决方案的部署有

助于大幅减少该次区域的无电人口。巴基斯坦抵消了部分的通电率增长，它

是亚太区域唯一一个电气化赤字增加的经济体，其农村人口不断增加，服务

不足。 

11. 东南亚大约有 2 900 万人仍未用上电。缺口最大的是缅甸，那里还有    

1 820 万人尚未用上电。该国已经展示了最近在离网解决方案方面取得的成

果，这些解决方案提供的连接比扩展国家电网更多。同时，印度尼西亚和菲

律宾在通过并网和离网办法减少大量未通电人口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2010

年，柬埔寨是本区域电气化程度最低的国家之一，但到了 2018 年，该国的电

气化水平提高了 60个百分点，达到 91.6%。 

12. 在同一时间框架内，阿富汗、巴布亚新几内亚、所罗门群岛和东帝汶都

提高了 33至 46个百分点，而不丹和基里巴斯实现了普遍利用。 

13.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是本区域电气化比率最低的国家，有 1 300 万

人即一半以上的人口缺电。 

14. 在整个亚太区域，电网延伸是提高电气化水平的主要有利因素，不过可

再生离网解决方案在小型和偏远社区以及电网可靠性差的地区发挥着重要作

用，但 2019 年，本区域可再生能源离网装机容量超过七十亿瓦，主要由生物

质、太阳能光伏以及微型水电和风力发电设备组成。 

15. 在柬埔寨，通过国家农村电气化基金为扩大国家电网和在农村地区推行

基于可再生能源的离网电力系统提供资金，该基金支持了“向穷人供电方

案”、“家庭太阳能系统方案”和“为改善农村地区现有电力基础设施和发

展新电力基础设施提供援助方案”等举措。 

16. 在阿富汗，离网可再生能源解决方案是该国电气化率持续上升的主要推

动力。在以前缺电的农村地区安装了 5 000多个社区拥有的微型水电网，同时

一些私营部门公司已经进入阿富汗市场，提供太阳能电池板、电池和水泵装

置以及小型风力涡轮机。该国近三分之二的太阳能容量来自离网设备。 

17. 虽然本区域的差距正在缩小，但城市与农村地区的通电率仍有差距。

2018年亚太区域城市电气化率达到 99.7%，农村地区电气化率为 92.2%。 

18. 为了缩小电气化的差距，需要作出更大的努力，为农村、偏远地区和岛

屿人口提供负担得起的可持续能源解决方案，因为在这些地区安装能源系统

的费用更高，更容易受到极端天气事件的影响，而且维持可靠服务的挑战更

大。 

 

1
 美属萨摩亚(无数据)、法国、荷兰、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为非区

域成员，未列入亚太能源门户网站。 

https://asiapacificenergy.org/#main/lang/en/graph/7/type/0/sort/0/time/[min,max]/indicator/[4128:2554]/geo/[NRU,NCL,MNP,PLW,NZL,WSM,PNG,TON,NIU,NPL,SLB,IND,VNM,ASM,IDN,ARM,FJI,MAC,TUV,BGD,PHL,SGP,AUS,PYF,TLS,GUM,RUS,VUT,TJK,UZB,COK,CHN,KIR,PRK,PAK,FSM,MHL,HKG,KOR,LKA,JPN,BRN,AZE,MNG,KHM,GEO,MYS,KAZ,KGZ,TKM,MMR,AFG,BTN,THA,MDV,IRN,TUR,LAO]/legend/1/inspect/0
https://asiapacificenergy.org/#main/lang/en/graph/2/type/0/sort/0/time/[min,max]/indicator/[4116:2571]/geo/[ASPA]/legend/1/inspect/0
https://asiapacificenergy.org/#main/lang/en/graph/2/type/0/sort/0/time/[min,max]/indicator/[4116:2571]/geo/[PAK]/legend/1/inspect/0
https://asiapacificenergy.org/#main/lang/en/graph/2/type/0/sort/0/time/[min,max]/indicator/[4116:2571]/geo/[SOEA]/legend/1/inspect/0
https://asiapacificenergy.org/#main/lang/en/graph/2/type/0/sort/0/time/[min,max]/indicator/[4116:2571]/geo/[MMR]/legend/1/inspect/0
https://asiapacificenergy.org/#main/lang/en/graph/2/type/0/sort/0/time/[min,max]/indicator/[4116:2571]/geo/[KHM]/legend/1/inspect/0
https://asiapacificenergy.org/#main/lang/en/graph/7/type/0/sort/3/time/[min,max]/indicator/[4128:2554]/geo/[KIR,BTN,SLB,TLS]/legend/1/inspect/0
https://asiapacificenergy.org/#main/lang/en/graph/7/type/0/sort/3/time/[min,max]/indicator/[4128:2554]/geo/[KIR,BTN,SLB,TLS]/legend/1/inspect/0
https://asiapacificenergy.org/#main/lang/en/graph/1/type/0/sort/3/time/[min,max]/indicator/[4128:2554]/geo/[PRK]/legend/1/inspect/0
https://asiapacificenergy.org/#main/lang/en/graph/1/type/0/sort/3/time/[min,max]/indicator/[4128:2554]/geo/[PRK]/legend/1/inspect/0
https://asiapacificenergy.org/#main/lang/en/graph/1/type/0/sort/3/time/[2009,max]/indicator/[4128:487]/geo/[ASPA]/legend/1/inspect/0
https://asiapacificenergy.org/#main/lang/en/graph/1/type/0/sort/3/time/[min,max]/indicator/[4128:3928]/geo/[ASPA]/legend/1/inspect/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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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离网市场的监管尚处于起步阶段，需要努力制定专门针对各种离网解决

方案的政策和标准。各项政策需要强调提供能源服务，使能源消费超越生存

水平，质量、数量和可靠性更佳，并支持现代生活方式和生产活动。 

20. 在扩大使用清洁燃料和烹饪技术(以下简称“清洁炊事”)方面，区域一

级的进展不大，而且亚太各经济体之间差异很大。2010 年，占本区域人口近

一半的 21.3亿人依赖高污染和有害的炊事解决方案。到 2018年，在采用清洁

炊事方面取得的进展已将缺口降低到 17.8亿人，占人口的 39%。 

21. 许多经济体的清洁炊事率很低，进展速度缓慢。2018 年，有 10 个亚太

经社会成员国的清洁炊事普及率低于 25%，另有 12 个成员国的普及率为 50% 

或更低。一些太平洋岛屿国家在普及率最低之列；太平洋岛国往往人口稀少

零散，生物质容易获得且价格低廉，现代炊事燃料和技术的可靠分配具有挑

战性。然而，高度依赖传统生物质也是东亚和东北亚、南亚和西南亚以及东

南亚等次区域经济的特点。 

22. 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政策干预，如果继续保持目前的进展速度，到 2030

年，城市地区将接近普及，而农村地区将落在后面，每五个人中只有不到三

个人依靠清洁炊事燃料和技术。 

23. 尽管区域进展缓慢，但一些国家正在通过政策、方案和投资成功地增加

获得清洁炊事的机会。 

24. 本区域清洁炊事普及率增长最快的是印度尼西亚，该国的一项煤油改液

化石油气举措使该国的普及率从 2000年的仅 6%提高到 2018年的 80%。该方案

向家庭免费提供液化石油气炉和燃料新手套装，在此之前，该国许多家庭依

靠煤油和生物质做饭。该方案由印度尼西亚一家国有石油和天然气公司实

施，通过在现有的能源输送网络基础上再接再厉，已经覆盖了这个群岛国家

的许多地方。 

25. 根据最近的一项家庭能源调查，印度液化石油气的使用量从 2015 年的

22%增加到 2018年的 58%。超过一半的受访家庭报告称，他们在政府的“总理

光明计划“举措下用上了液化石油气，该举措于 2016 年创立，旨在为贫困线

以下家庭的妇女提供 5 000万个液化石油气罐。 

26. 尽管越南的城市化程度和收入水平低于邻国经济体，却是在改善清洁炊

事方面改善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在私营部门的推动下，液化石油气市场的

扩大，以及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对当地生产的先进生物质和沼气炉灶的推广，

是促成这一转变的关键因素。 

27. 能源可及性数据的数量和质量都不够。方法上的不一致以及数据收集不

定期或不经常，对跟踪可持续发展目标 7 的进展情况提出了挑战，同时需要

更多数据，以便更好地了解在提供服务的质量、可靠性和可负担性；能源用

户的偏好；以及清洁炊事市场。 

28. 需要作出更多努力来建立、加强和扩大清洁炊事市场和销售网络。虽然

本区域的炉具型号众多，但除了天然气和电力型炉具外，很少有炉具能达到

清洁炊事所要求的排放性能水平。采用与世界卫生组织空气质量标准相一致

的国际标准化组织(ISO)清洁炉灶性能标准，有助于使国家监管框架与国际最

https://asiapacificenergy.org/#main/lang/en/graph/1/type/0/sort/0/time/[min,max]/indicator/[5072:2571]/geo/[ASPA]/legend/1/inspect/0
https://asiapacificenergy.org/#main/lang/en/graph/7/type/0/sort/0/time/[min,max]/indicator/[5069:2554]/geo/[NRU,NCL,MNP,PLW,NZL,WSM,PNG,TON,NIU,NPL,SLB,IND,VNM,ASM,IDN,ARM,FJI,MAC,TUV,BGD,PHL,SGP,AUS,PYF,TLS,GUM,RUS,VUT,TJK,UZB,COK,CHN,KIR,PRK,PAK,FSM,MHL,HKG,KOR,LKA,JPN,BRN,AZE,MNG,KHM,GEO,MYS,KAZ,KGZ,TKM,MMR,AFG,BTN,THA,MDV,IRN,TUR,LAO,ASPA]/legend/1/inspect/0
https://asiapacificenergy.org/#main/lang/en/graph/7/type/0/sort/0/time/[min,max]/indicator/[5069:2554]/geo/[NRU,NCL,MNP,PLW,NZL,WSM,PNG,TON,NIU,NPL,SLB,IND,VNM,ASM,IDN,ARM,FJI,MAC,TUV,BGD,PHL,SGP,AUS,PYF,TLS,GUM,RUS,VUT,TJK,UZB,COK,CHN,KIR,PRK,PAK,FSM,MHL,HKG,KOR,LKA,JPN,BRN,AZE,MNG,KHM,GEO,MYS,KAZ,KGZ,TKM,MMR,AFG,BTN,THA,MDV,IRN,TUR,LAO,ASPA]/legend/1/inspect/0


ESCAP/CE/2021/2 

 

B20-00885 5 

佳做法相一致，能够逐步淘汰低效和污染性技术，并有助于促进区域和国际

市场及贸易。 

29. 除了少数例外，在清洁炊事方面的投资微乎其微。需要加大投资力度，

研发符合 ISO 标准的清洁炉灶，并研究消费者的喜好。需要基础设施筹资来

支持炉具和清洁燃料生产商和经销商。需要建立小额融资、现收现付和租赁

等机制，为终端用户提供选择，帮助他们弥补资金缺口，而公共融资对于使

一些选择与更便宜的替代品相比具有竞争力至关重要，至少在短期内是如

此。让当地贷款机构作为伙伴参与能源可及性方案，可以扩大离网电气化和

清洁炊事技术和燃料的潜在市场。 

三． 现代可再生能源：增长迅速，但在能源消费中占比仍然 

较低 

30. 自 21 世纪初以来，现代可再生能源(即可再生部分，不包括传统生物质

能)在终端能源消费总量中的份额一直在增长，2017 年达到 8%以上。2017 年

是现代可再生能源超过传统生物质能的头一年，占可再生能源最终消费总量

的 52%。然而，在亚洲及太平洋，现代可再生能源在能源结构中的比例与其他

区域相比仍然较低。化石燃料仍然占能源结构的大部分。 

31. 可再生能源增幅最大的是在本区域的电力部门。2018年，亚洲及太平洋

可再生能源占总发电量的比例从 2010年的 16.1%上升至 22.1%。此后，可再生

能源在电力组合中所占份额开始稳步增长。本区域正在跟上全球的上升趋

势，不过欧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以及北美洲的可再生能永远发电份额继续

高于亚太区域，这表明亚太区域尚有进一步增长的潜力。 

32. 水电占本区域可再生能源发电量的四分之三，并且正在迅速增长。一区

域性趋势是由中国推动的，不过印度、巴基斯坦、土耳其和越南的水电产量

也在增长。 

33. 亚太区域处于可再生能源开发和部署的全球中心，几个国家在投资、净

产能增加和生产方面居于领先地位。在 2015年至 2018年的短短三年时间里，

亚太区域的太阳能发电量增长了三倍，而风力发电量则增长了近一倍。越来

越多具有全球意义的巨型项目正在迅速新建装机容量。 

34. 2018年，澳大利亚实现了本区域太阳能和风能在国家电力结构中的最高

比例，达到 9.6%，其次是土耳其和日本，分别为 9.4%和 8.5%。中国太阳能和

风能在总发电量中的占比呈现大幅增长，从 2010 年的 1%增长到 2018 年的

7.5%以上。 

35. 2018年中国的新增太阳能光伏产能最大，新增产能 450亿瓦，而印度、

日本和韩国分别新增 92 亿瓦、113 亿瓦和 13 亿瓦。中国风电装机容量居首

位，新增装机容量为 211 亿瓦，而印度新增装机容量为 22 亿瓦。全球水电委

员会以中国为主，2018年新增装机容量 79亿瓦，巴基斯坦总装机容量增加了

约三分之一，新增装机容量近 25 亿瓦。土耳其和印度尼西亚在新增地热发电

量方面名列前茅，新增装机容量分别为 219 兆瓦和 140 兆瓦。2018 年，太阳

能光伏主导了整个区域的可再生能源新增产能。 

https://asiapacificenergy.org/#main/lang/en/graph/1/type/0/sort/0/time/[2000,max]/indicator/[7194:1469]/geo/[ASPA]/legend/1/inspect/0
https://asiapacificenergy.org/#main/lang/en/graph/10/type/0/sort/0/time/[2000,max]/indicator/[7194:1469]/geo/[ASPA,AFRICA,EURO,LAAC,NOAM]/legend/1/inspect/0
https://asiapacificenergy.org/#main/lang/en/graph/10/type/0/sort/0/time/[2000,max]/indicator/[7194:1469]/geo/[ASPA,AFRICA,EURO,LAAC,NOAM]/legend/1/inspect/0
https://asiapacificenergy.org/#main/lang/en/graph/1/type/0/sort/0/time/[2000,2018]/indicator/[2790:4140]/geo/[ASPA]/legend/1/inspect/0
https://asiapacificenergy.org/#main/lang/en/graph/10/type/0/sort/0/time/[2000,2018]/indicator/[2790:4140]/geo/[ASPA,AFRICA,EURO,LAAC,NOAM]/legend/1/inspect/0
https://asiapacificenergy.org/#main/lang/en/graph/5/type/1/sort/0/time/[2000,2018]/indicator/[2790-M:2809]/geo/[ASPA]/legend/1/inspect/0
https://asiapacificenergy.org/#main/lang/en/graph/2/type/0/sort/0/time/[2000,2018]/indicator/[3553:2809]/geo/[ASPA]/legend/1/inspect/0
https://asiapacificenergy.org/#main/lang/en/graph/2/type/0/sort/0/time/[2000,2018]/indicator/[3559:2809]/geo/[ASPA]/legend/1/inspect/0
https://asiapacificenergy.org/#main/lang/en/graph/10/type/0/sort/3/time/[min,2018]/indicator/[2992:3014]/geo/[AUS,TUR,JPN,CHN,IND]/legend/1/inspect/0
https://asiapacificenergy.org/#main/lang/en/graph/10/type/0/sort/3/time/[min,2018]/indicator/[2992:3014]/geo/[AUS,TUR,JPN,CHN,IND]/legend/1/inspect/0
https://asiapacificenergy.org/#main/lang/en/graph/10/type/0/sort/3/time/[min,2018]/indicator/[2992:3014]/geo/[AUS,TUR,JPN,CHN,IND]/legend/1/inspect/0
https://asiapacificenergy.org/#main/lang/en/graph/1/type/0/sort/3/time/[2000,2018]/indicator/[2992:3014]/geo/[CHN]/legend/1/inspect/0
https://asiapacificenergy.org/#main/lang/en/graph/1/type/0/sort/3/time/[2010,2018]/indicator/[4733:4735]/geo/[IND,CHN,JPN,KOR]/legend/1/inspect/0
https://asiapacificenergy.org/#main/lang/en/graph/7/type/0/sort/3/time/[2010,2018]/indicator/[4733:4735]/geo/[IND,CHN,JPN,KOR]/legend/1/inspect/0
https://asiapacificenergy.org/#main/lang/en/graph/7/type/0/sort/3/time/[2010,2018]/indicator/[4733:4735]/geo/[IND,CHN,JPN,KOR]/legend/1/inspect/0
https://asiapacificenergy.org/#main/lang/en/graph/7/type/0/sort/3/time/[2010,2018]/indicator/[4733:4735]/geo/[IND,CHN,JPN,KOR]/legend/1/inspect/0
https://asiapacificenergy.org/#main/lang/en/graph/2/type/0/sort/3/time/[2010,2018]/indicator/[4734:4735]/geo/[IND,CHN]/legend/1/inspect/0
https://asiapacificenergy.org/#main/lang/en/graph/2/type/0/sort/3/time/[2010,2018]/indicator/[4734:4735]/geo/[IND,CHN]/legend/1/inspect/0
https://asiapacificenergy.org/#main/lang/en/graph/2/type/0/sort/3/time/[2010,2018]/indicator/[4731:4735]/geo/[CHN]/legend/1/inspect/0
https://asiapacificenergy.org/#main/lang/en/graph/1/type/0/sort/3/time/[2010,2018]/indicator/[4731:4735]/geo/[PAK]/legend/1/inspect/0
https://asiapacificenergy.org/#main/lang/en/graph/1/type/0/sort/3/time/[2010,2018]/indicator/[4730:4735]/geo/[TUR,IDN]/legend/1/inspect/0
https://asiapacificenergy.org/#main/lang/en/graph/1/type/0/sort/3/time/[2010,2018]/indicator/[4730:4735]/geo/[TUR,IDN]/legend/1/inspect/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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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从绝对值来看，中国在可再生能源投资和部署方面居世界和本区域之

首。中国生产的可再生电力比本区域其他国家的总和还要多，也超过了欧

洲、北美或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区域的总和。截至 2018 年底，中国可再生能源

总装机容量接近 6 950亿瓦。 

37. 随着可再生能源的成本下降到与化石燃料成本相当，甚至低于化石燃料

成本的水平，向可再生能源的过渡正在加速。虽然定价因情况而异，但太阳

能光伏和陆上风电的成本趋平化降幅最大，比越来越多的煤电厂的边际运营

成本要便宜。几个亚太经济体在短短几年内就大幅降低了成本，不过最有竞

争力的价格是在中国和印度的发电装机。技术提高、规模经济持续增长、开

发者经验积累以及供应链改善，这些都是促成因素。 

38. 屋顶等小型并网装置对可再生能源部门的增长贡献巨大，特别是在城市

地区和土地资源有限的经济体。支持住宅和商业对屋顶太阳能发电的投资，

是一种具有成本效益的方式，可以在不增加能源系统足迹的情况下增加发电

量，同时还可以减轻有限的公共资源的财政压力。为了加快该部门的增长，

正在采用净计量和上网电价以及降低设备税、入网费、税收和贷款利率等政

策工具。由于靠近供需中心，这些装置还能享受到较低的网络损耗。区域性

的例子包括日本，日本鼓励分布式太阳能发电，对规模小于 10 千瓦的装置实

行优惠的上网电价，帮助将新的发电量从占用土地面积的大型装置转向家

庭、企业和工业屋顶的累积发电量。新加坡由于土地面积有限，正在转向公

共建筑屋顶，而越南为了加快家庭和企业的安装速度，对屋顶太阳能安装实

行了高于其他太阳能安装类型的上网电价。 

39. 可再生能源技术和应用的创新正在进一步扩大该部门的潜力。随着太阳

能电池效率的提高，更大的风力涡轮机，以及位于水库上的浮动式太阳能电

厂，也利用现有的输电基础设施，实现了功率密度的提高。正在一些地方进

行试点区块链技术，以支持点对点能源交易平台、可再生能源项目投资和购

买可再生能源信贷。在几个示范项目中，正在考虑建立能够聚集众多分布式

系统能力的虚拟发电厂。相关的车到网技术包含双向电力流，可以让电动汽

车将电力送回电网，正在探索该技术，以推进虚拟电厂。 

40. 在少数国家，生物燃料正逐步进入运输部门。交通运输占本区域能源消

耗的五分之一，生物燃料有可能使公路、海洋和航空运输所用的燃料脱碳。

在生物燃料原料丰富的几个东南亚经济体中，已经推行了强制性混合燃料。 

41. 利用可再生动力生产的绿色氢气作为一种燃料，有望支持各部门的低碳

化，包括较困难的供热和运输部门。通过水分子裂解制造氢气的技术成本正

在下降，一些亚太国家正在试行这种新兴方法。为了使绿色氢气成为一种可

行的选择，需要在气体的运输和储存方面进行大量投资，同时需要进行碳定

价，以使其在成本上与化石燃料具有竞争力。 

42. 可再生能源在电力部门的推广高度依赖于配套的电网基础设施。本区域

的经验表明，如果不同时发展输电线路或加强现有的电网基础设施，增加可

再生能源发电量可能会导致可再生能源发电厂减少或当地电网系统负荷过

重。 

https://asiapacificenergy.org/#main/lang/en/graph/7/type/0/sort/3/time/[min,2018]/indicator/[4727:4735]/geo/[CHN,AFRICA,EURO,LAAC,NOAM]/legend/1/inspect/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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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提高区域互联互通是一个重要的工具，可以用来应对可再生能源部门的

一些挑战，特别是在太阳能和风能等可变可再生能源方面。较大型的电网系

统提供更广泛的平衡区域和更多样化的供应，因而电网稳定性更佳。电力供

应商还可以进入更多的市场，同时，随着跨越管辖范围和国家边界的互联互

通，在更偏远但资源丰富的地区开发可再生能源到达需求中心的潜力有所提

高。 

44. 几乎所有亚太国家以及区域和国家以下各级都制定了可再生能源具体目

标。太平洋岛屿国家的一些目标最为宏伟，其中几个国家的目标是实现 100% 

可再生发电。在东南亚，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成员根据《2016-2025年东盟

能源合作行动计划》制定了一个雄心勃勃的目标，到 2025 年，将可再生能源

在次区域一级能源组合中所占比例提高到 23%。 

四． 能效：能源强度正在下降，随着各部门加大采用节能技

术，能源强度可进一步改善 

45. 具体目标 7.3 是到 2030 年，全球能效改善率提高一倍。以一次能源和

国内生产总值计量的能源密集度。 

46. 亚太区域占世界能源供应量的一半，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以

上。由于本区域在经济和能源需求方面的快速增长，将对实现全球目标的进

展产生重大影响。 

47. 能源强度是一种衡量标准，它跟踪每单位经济产出价值向经济提供的能

源，是经济体和最终使用部门能源效率的代用指标。每产生一个单位的国内

生产总值所需能源减少，这就降低了能源强度，表明能源效率的提高。 

48. 亚太区域一次能源供应的能源强度长期下降。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以

2011 年定值美元计算的能源供应量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的一次能源强度水

平，从 2000年的 7.4兆焦耳下降到 2017年的 5.2兆焦耳，目前已接近 4.9兆

焦耳的全球平均水平。最近一个时期，能源强度降低的步伐有所加快，2010

年至 2017 年，年降低率为 2.6%，符合 2030 年前全球年降低率的要求。亚洲

及太平洋区域的能源强度虽然有所改善，但仍高于许多其他区域的平均水

平，这表明亚洲及太平洋区域用于生产经济产出的能源相对较多。 

49. 能源强度受到若干因素的影响，包括经济结构、经济活动的性质、一国

的地理环境、汇率、气候和全球能源价格的影响。能源强度低不一定说明能

效高。然而，使用这一衡量标准对类似情况下的经济体进行比较是有用的，

因为它可以审查长期趋势。 

50. 虽然亚太区域作为一个整体正在接近目标改善率，但大型经济体能够确

定区域甚至全球趋势。亚太区域的改善速度主要是由东亚和东北亚推动的，

在那里，中国的 GDP 提高幅度超过了能源需求，并使该次区域的年均改善速

度加快到 3.6%。然而，能效对各种规模的经济体都很重要。 

51. 由负责任的实体管辖下的能效政策和法规是可持续能源部门的基石。各

部门的激励措施和任务规定影响了能源供应商和消费者的选择，而最低能源

效率性能标准则限制了现有的选择。由于效率较高的技术选择往往也比较昂

贵，融资机制在克服经济障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https://asiapacificenergy.org/#main/lang/en/graph/1/type/0/sort/3/time/[2000,max]/indicator/[2530:5115]/geo/[ASPA,WORLD]/legend/1/inspect/0
https://asiapacificenergy.org/#main/lang/en/graph/1/type/0/sort/3/time/[2000,max]/indicator/[2530:5115]/geo/[ASPA,WORLD]/legend/1/inspect/0
https://asiapacificenergy.org/#main/lang/en/graph/1/type/0/sort/3/time/[2000,max]/indicator/[5110:4662]/geo/[ASPA,WORLD]/legend/1/inspect/0
https://asiapacificenergy.org/#main/lang/en/graph/1/type/0/sort/3/time/[2000,max]/indicator/[5110:4662]/geo/[ASPA,WORLD]/legend/1/inspect/0
https://asiapacificenergy.org/#main/lang/en/graph/1/type/0/sort/3/time/[2000,max]/indicator/[5110:4662]/geo/[ASPA,WORLD]/legend/1/inspect/0
https://asiapacificenergy.org/#main/lang/en/graph/10/type/0/sort/3/time/[min,max]/indicator/[5110:4662]/geo/[ASPA,WORLD,AFRICA,EURO,LAAC,NOAM]/legend/1/inspect/0
https://asiapacificenergy.org/#main/lang/en/graph/1/type/0/sort/3/time/[2010,max]/indicator/[5110:4662]/geo/[CHN]/legend/1/inspect/0


ESCAP/CE/2021/2 

 

8 B20-00885 

52. 大多数亚太经济体已在经济层面或针对具体部门采用了能源效率目标。

然而，这些目标的范围和配套措施的到位程度却大不相同。 

53. 区域合作在提高亚洲及太平洋的能源效率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

2016 年，东盟成员商定到 2020 年，将能源强度在 2005 年的水平基础上降低

20%，到 2025年降低 30%。该次区域将超过这些目标。这些能源强度的降低得

到了《东盟经济共同体 2025 年综合战略行动计划》中规定的具体部门行动的

支持，这一共同框架应对的问题包括区域和国家政策以及最低能源绩效标准

路线图、区域能源标识和标准、分享绿色建筑法规和数据等，并由东盟能效

和节能分部门网络进行协调。 

五． 特别关注：挑战煤炭在亚洲及太平洋电力部门的主导地位 

54. 负担得起的现代能源的可用性改变了亚洲及太平洋区域，有助于各国发

展经济，使数百万人摆脱贫困。然而，对煤炭等污染和碳密集型能源的依赖

却付出了巨大代价。亚太区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占全球总排放量的近 60%，其

中近三分之二来自严重依赖化石燃料的能源部门。2018 年，亚太区域的煤炭

消费量占全球的 80%，需求主要集中在中国(50%)，然后依次为印度(12%)、日

本(3%)和大韩民国(2.5%)。东南亚国家合计占世界煤炭消费量的 4%。本区域

能源部门近三分之二的排放量来自燃煤发电。 

55. 秘书长最近重申，各国需要结束对煤炭的依赖。他呼吁征收碳排放税，

取消对化石燃料的补贴，并在 2020 年前停止建设新的燃煤电厂，这样世界才

有机会结束气候危机。 

56. 尽管联合国呼吁停止燃煤发电，但亚太区域仍有数百家新的燃煤电厂正

在建设，还有数百家正在筹建中。本区域为满足其电力需求而加大使用煤炭

的程度反映在其燃煤电站的平均年龄上，即只有 12 年。考虑到这种基础设施

的典型经济寿命约为 40年，高排放将牢牢锁在迫切需要脱碳的能源系统中。 

57. 尽管如此，本区域正在慢慢向正确的方向发展，目前规划中的燃煤电厂

数量正在下降。燃煤电厂的新增许可证已降至历史最低点，超过一千张的许

可证已被取消，这反映了燃煤电厂开发商的经济环境更加严峻，也反映了限

制全球变暖和保护人类健康的共识日益增强。 

六． 供委员会审议的问题 

58. 根据经社会关于落实第二届亚洲及太平洋能源论坛的成果的第 74/9 号

决议，秘书处将继续履行其任务，在区域一级跟进和评估实现可持续发展目

标 7 各项指标的进展情况，对亚太区域的主要能源趋势和新出现的问题进行

分析研究，并汇编和传播相关的能源信息和数据。 

59. 委员会不妨就亚洲及太平洋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7 方面所取得的进展

发表意见，并向秘书处提供指导，以进一步支持目标 7 的实施及其后续落实

和评估进程。 

__________________ 

https://asiapacificenergy.org/#main/lang/en/graph/2/type/0/sort/3/time/[min,2018]/indicator/[2872:1408]/geo/[ASPA,AFRICA,EURO,LAAC,NOAM]/legend/1/inspect/0
https://asiapacificenergy.org/#main/lang/en/graph/5/type/1/sort/3/time/[min,2018]/indicator/[2973:834]/geo/[EURO,LAAC,NOAM,OTCA,ASPA,AFRICA]/legend/1/inspect/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