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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们 
能源与交通创新中心（iCET）是一家在中国注册的独立的、非盈利性的专业机构。我

们的核心使命是在中国推动清洁、低碳、节能技术和政策来减缓全球气候变化。 

iCET 历史 

2004 年 5 月，以推动提高机动车燃油经济性、增强对清洁汽车政策和技术的认知度及

减缓交通领域中温室气体排放为目标的“汽车能源与气候变化中国项目（APECC）”由安

锋博士在北京创立，这也是能源与交通创新中心的前身。2006 年 8 月，iCET 正式在北京注

册成为一家中国的非赢利机构，将办公地点设在位于北京中央商务区的数码 01 大厦内。

2008 年 2 月，iCET 在美国加州也注册成功，并于同年 10 月 20 日获得美国非盈利机构免

税许可。 

iCET 工作理念  

iCET 的工作理念是通过联合国内外合作伙伴一起为各级政府及企业在低碳节能发展路

径上提供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 iCET 当前的工作主要通过以下四种形式开展： 

 
引荐国际 优实践方案：鉴选国际上低碳发展和气候变化政策领域内的 优实践方案；评估

这些实践方案在中国执行的可行性；介绍和引进适合国情的方案。 

 

政策制定与建议：为中央和地方政府部门就可持续交通、低碳能源与技术、高能效绿色汽车

等问题提供专业的咨询和建议；就有关温室气体在能源及交通领域中的减排问题进行政策研

究；联合学术、科研机构对交通、环境等问题进行调研与论证。 

 

规划与协调：组织与气候变化、节能、低碳交通技术及政策相关的国际会议和论坛；与各利

益相关方交流、合作，并协调各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关系，他们包括：中央及地方政府、私人

部门、国内外非政府组织、学术研究机构及大众消费者等。 

 

公共宣传：借助公共媒体对政府和公众进行环保宣传和教育；联合国内外各利益相关方和团

体以建设良好的合作伙伴关系；提高公众环保意识及消费者对绿色产品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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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执行主任的信 
亲爱的朋友们： 

 

欢迎翻阅 iCET 第二期年报！对 iCET 来说，2008 年是繁忙而又卓有成就的一年。 

 

我可以非常自豪地说：“自创立以来，经过两年半的努力，iCET 在国际气候变化领域

作为一个创新策略顾问而声名渐起。”在过去的一年里，iCET 在其关注的领域内均取得了

较大成绩，包括：为中国引荐低碳燃油标准及政策框架、为农用车和重型商用车制定燃油经

济性标准、开发乘用车绿色评估体系以及呼吁环境保护部成立专门应对气候变化的内设机构

等。此外，iCET 还在北京成功组织举办了两个高水平的国际会议——“第二届中国低碳燃

油和气候变化国际研讨会”以及“构架消费型碳核算体系国际圆桌会议”。 iCET 所有的这

些项目和活动都是为了倡导中国走低碳经济的发展道路。 

 

在接下来的一年里，我们将在过去成绩的基础上加强关注节能和气候变化领域。节能

方面，iCET 刚刚启动了推动国家 LED 照明标准发展的项目。气候变化方面，iCET 同美国

加州的气候注册组织（TCR）合作将在中国开展“能效与碳注册系统建设项目”。该项目旨

在为中国引进碳排放和能耗报告在线注册系统，以此推动境内的跨国公司、国内企业及地方

政府机构的节能举措。我们坚信该项目将在减少能耗和减缓全球气候变化方面起到重要作

用。它将协助中国实现巴厘岛路线图描绘的在得到“技术、资金、能力建设”支持下，以“可

测量、可报告、可核实”的方式减缓温室气体排放；同时也将帮助中国实现既定的节能减排

目标。 

 

iCET 的使命是通过有效和可行的方式，为中国的低碳和减缓气候

变化事业带来 优的并适合国情的国际实践方案。2009 年对 iCET 来说

将是令人激动的一年，我们将开展更广泛的项目，迎接以下三个关键领

域的挑战：低碳交通、能源效率和气候变化。世界需要创新型的能源和

交通运输解决方案来面对前所未有的全球性气候变化危机。让我们一起

努力，我坚信我们能有所作为！ 

 

执行主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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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成果：截至 2008 年底所取得的成绩 
我们目前的项目主要集中于以下三个领域：1）低碳交通；2）能源效率；3）气候变化。

项目主要进展介绍如下： 

低碳交通 

2008 年，能源与交通创新中心（iCET）经过项目整合、资源优化，成立了“低碳交通

项目组”，其子项目包括：低碳燃油标准与政策项目、中国汽车燃油经济性研究项目、环境

友好汽车在线评估系统。随着全球对温室气体减排关注度的提高，交通领域温室气体减排问

题备受瞩目。iCET 的工作就是在全球范围内汲取低碳燃油政策和绿色汽车减排技术的发展

经验，根据中国的发展需要，提出一套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交通燃油和汽车发展政策建议，

帮助中国真正实现提高交通能源效率、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目标。 

 

项目 1：低碳燃油标准与政策项目 

2007 年 9 月，在英国外交与联邦事务部战略项目基金、美国能源基金会中国可持续能

源项目、美国 Hewlett 基金会的共同资助下，iCET 正式启动了“低碳燃油标准与政策项目”。

项目目标是为中国发展低碳燃油、减少交通温室气体排放建立相关标准并提出政策建议。 

 

2008 年是项目进展 为关键的一年，我们通过举办专业培训会、召开国际会议、组织

国内外相关专家、联合工业界代表召开燃油生命周期评价讨论会等形式，将低碳燃油标准及

政策等概念引入中国，评价交通燃油生命周期温室气体排放及其对环境的影响。 

 

项目在开发评价中国交通燃油生命周期温室气体排放标准方法学上取得

了较大进展。iCET 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合作共同研究了中国交通燃油及其

政策发展现状，并完成了《中国低碳燃油标准与政策背景报告——指导中国低

碳燃油标准项目的发展》（中英文）；与项目合作方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及英国

E4tech 公司共同确定了对中国目前已有生产或应用的五条主要燃油链进行生

命周期温室气体排放分析：玉米乙醇、木薯乙醇、废旧油柴油、煤基甲醇和煤

直接液化油等，同时也关注其他燃油链的研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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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组定期就燃油生命周期分析方法学向中国相关专家广泛征求意见，并通过中国标准

化研究院向国家标准化委员会申请了进入国家标准开发程序。目前，项目的两个目标标准—

—《交通燃油碳排放报告和审核指南》暨《交通燃油碳排放生命周期评价原则和要求》已向

国家标准化委员会提出立项申请。同时，中国标准化研究院正组织成立标准起草小组，项目

即将进入“国家标准”开发阶段。 

 

此外，该项目在 2008 年还取得了以下成果：2008 年 5 月，在《环境保护》上发表了

《建立低碳燃油标准——推动替代燃油发展》的学术文章（程裕富, 康利平，方芳，安锋, 建

立低碳燃油标准, 推动替代燃油发展[J]. 环境保护,2008,(9):23-24）；2008 年 4 月成功举办

了“第二届低碳燃油与气候变化国际研讨会”；2008 年 10 月，在清华大学“2008 国际生

物燃料论坛”上承办了“国际低碳燃油标准与政策”分论坛（会议具体介绍详见“会议与公

共宣传”，P14 – P16页）。 

 
低碳交通赴英培训考察团：2009 年 2 月 22 日至 29 日，iCET成功地组织了“低碳交

通培训考察团”赴英国伦敦进行“可再生交通燃油规范RTFO”的政策学习和考察。此行的

主要目的是为了全面学习和了解英国《可再

生交通燃油规范RTFO》政策的启动理念、

设计和执行过程以及如何评价等关键问题，

并通过与本政策制定、执行机构的广泛交流

和讨论，为将来推动中国低碳燃油标准及政

策积累经验。在英期间，考察团成员分别与

减碳车辆联合会（Low Carbon Vehicle 

Partnership）、英国E4tech公司、可再生燃

油署(Renewable Fuels Agency)、英国交通

部（Department of Transport）、英

国能源与气候变化部（Department of 

Energy and Climate Change）、英国石油公司（BP）、英国标准协会（BSI）、世界自然

基金会（WWF）进行了交流。本次考察团的成员包括：中国标准化研究院陈亮博士、国家

标准化委员会于茜女士及iCET执行主任安锋博士、项目总监程裕富博士、低碳交通项目经

理Robert Earley先生。 

英国可再生燃料署官员 Aaron Berry 先生与“低碳交通培训考察团”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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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可再生交通燃油规范 RTFO》是目前全球唯一一个由政府提供方法学用以指导企

业测量和报告其交通燃油温室气体排放的在行政策（目前，仅限于生物燃油）。中国交通燃

油生命周期温室气体排放相关政策也需要一个规范或标准的方法学来支撑。通过本次学习考

察，iCET、国家标准化委员会和中国标准化研究院代表全面了解了《可再生交通燃油规范

RTFO》的制定及运作模式，以及未来欧盟为实现可持续发展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相关政策，

如《可再生能源指令》（Renewable Energy Directive）。此次培训考察为中国低碳燃油标

准与政策项目的进一步开展开阔了思路，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iCET 执行主任安锋

博 士 、 项 目 经 理

Robert Earley 先生

与减碳车辆联合会

主任 Greg Archer
先生合影 

 
 

项目 2：乘用车燃油经济性标准 

“中国燃油经济性标准”的实施自 2008 年起已进入第二阶段，iCET 以国家发改委发

布的《乘用车燃油消耗量》公告及自行整理的乘用车燃油消耗量数据为基础分析撰写了《中

国乘用车燃料限制标准实施效果评估》报告。 

 

“报告”计算了国内主要汽车制造商的车队平均燃油消耗量及国内汽车的车队平均燃油

消耗量（如右图所示）；同时，也对进口汽车模型的车队平均燃油经济性进行了计算。 

 

根据我们的计算结果，中国境内乘用车均以达到限值要求，但进口乘用车车队 2007 年

平均燃油消耗量约为 11.0 升/100 公里，远高于限值标准，是国内平均值的 1.36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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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国内销量前 20 位汽车制造商车队平均燃油消耗量 
 

 

 

 

2007 年国内销量前 20 位汽车制造商车队平均燃油消耗量  
 

 

项目 3：农用车燃油经济性标准 

在能源基金会的资助下，iCET 和机械工业农用运输车发展研究中心一起，为中国农用

车燃油经济性标准的建立提供了政策咨询服务。2008 年 1 月 21 日，《三轮汽车燃料消耗

量限值及测量方法》、《低速汽车燃料消耗量限值及测量方法》获国家标准化委员会和国家

质量监督检查检疫总局正式批准，并于 2008 年 6 月 1 日开始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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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4：环境友好汽车（EFV）评估体系 

在中国推动环境友好汽车是 iCET 的使命之一，我们同国家环境保护部机动车排污监控

中心合作开发了中国第一个环境友好汽车评估体系。这一评估体系将为汽车制造商、消费者

和决策者提供一个准确且科学的方法来区别不同汽车对环境造成的影响。 

 

 
iCET 和 VECC 合作开发的环境友好汽车评估体系是中国第一个

也是唯一个对汽车环境影响做出评估的体系 
 

 

 

 

2008 年，环境友好汽车在线评估系统初步完成。通过网站，浏览者可以查询到中国汽

车市场上每款轿车的绿色得分，及根据 EFV 方法学计算产生的绿色得分前十名的轿车品牌

和型号。今后，该网站还将为消费者提供每款轿车在其生命周期内二氧化碳排放量的计算功

能，使得公众更好地认识到汽车消费对环境产生的影响，并由此提高公众的环境保护意识。

该网站计划于 2009 年对公众全面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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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ET 在 2008 年

开发了独立的环境

友好汽车在线评估

系统 

能源效率 

提高能源使用效率是力求使用更少的能源来提供同等或更佳的能源服务。iCET 在这一

领域内所做的工作就是联合合作伙伴们一起推动交通部门燃油经济性标准和提高照明行业

能源效率（LED 照明标准及相关政策）。在“低碳交通”中我们已对燃油经济性标准项目

进行了详细介绍，本小节我们将重点介绍 LED 照明标准及相关政策。 

 

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中国对能源的需求也随之剧增。电力短缺导致了供电中断，

扰乱了经济的发展并对普通百姓的正常生活造成了影响。中国大部分的煤炭产品都用来发电

仍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电力需求。能源短缺及环境恶化所带来的影响使得能源效率问题成为

国家当前 重要的关注点之一。国家主席胡锦涛强调：“节约能源是中国当前的首要任务，

也是今后政府工作所应遵循的重要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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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明行业作为能源消耗的一大主体行业，在提高其自身产品能效上存在很大空间。中国

政府已决定用财政补贴的方式，自 2008 年起用三年的时间推广一亿五千万只节能灯泡。另

一方面，LED 产品也引起了政府的极大关注，并开始成为中国政府推广节能照明的目标产

品。 

 

由于 近技术研发的突破，LED 高强度发光管产品有了多种颜色选择（特别是不同的

白色），使得 LED 产品应用迅速扩大。随着 LED 产业的发展，出现了不同 LED 生产商和

用户在产品描述上存在很大差异的现象，为了避免由于产品质量参差不齐而对 LED 产品声

誉造成不良影响，制定一套可以精确表述 LED 产品特点和规格的标准就显得尤为必要。在

能源基金会的支持下，iCET 与北京电光源研究所合作开展“推动 LED 标准和政策在中国的

发展—建立一流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中国 LED 产业”项目。该项目包括：市场调研；分

析 LED 照明产品及其全球发展趋势；建立国际工作小组和技术指导委员会；为促进 LED 研

发和应用制定战略和经济激励措施；撰写白皮书和建议书。 

 

 

 

 

 iCET 执行主任安锋博士、项目总监程

裕富博士参观香港应用科技研究院

LED 灯实验室与吴恩柏博士合影 

 

 

 

 

 

 

气候变化 

项目：能效与碳注册系统建设（ECR） 

2008 年春季，美国能源信息署预测“中国煤炭需求的快速增长将引领全球碳排放量在

2005 年到 2030 年间增长 50%以上”。这一严酷的预测与气候领导人在日本、巴厘岛和欧

洲之期设定的到 2050 年将全球碳排放减少 50%的目标相悖。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巴厘岛会

谈中，中国代表团负责任地表态在得到发达国家技术、资金、能力建设支持下，将以“可测

量，可汇报，可核实”的方式减缓温室气体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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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响应这一举动， iCET 正在开发具体和可行的工具以求帮助中国实现减排目标。我

们已与美国气候注册组织（TCR）、中国相关政府机构及国内外非赢利组织建立合作关系，

共同开发一个能效及碳注册在线系统，以求帮助国内企业、跨国公司和地方经济开发区监测

其能源使用情况和温室气体排放量。2009 年，iCET 将以广东省作为注册系统的示范点，并

力求使这一系统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推广应用。 

 

该项目目标是从企业和地方一级得到可靠的和可核实的能源消耗信息和二氧化碳排放

量。这个名为“能效与碳注册（ECR）”的在线系统将帮助境内企业测量他们的能源使用

状况和温室气体排放量。该项目旨在鼓励各跨国公司和国内企业自愿地通过在线注册系统输

入参数来计算其能源消耗和得出温室气体排放清单，这些数据和计算结果将通过第三方核实

认证。有了这些公开和标准化的信息，企业就可以有根据地采取措施以减少其温室气体排放

和整体的能源消耗。 

 

这一在线注册系统和相关的方法学主要是从美国气候注册组织引

进。气候注册组织由一个在加州发起的气候注册倡议活动发展成为今天

拥有来自美国各州、北美部落以及省区大量成员的组织。气候注册组织

建立了一套可信的、准确的、可持续的并为美国各个行业所应用的温室

气体排放汇报标准。该在线注册系统目前是一个自愿型的碳排放测量工

具，也许美国 终会通过立法的方式来强制实施减排，那将使该碳排放

测量工具得到政策支持。 

 

在理想实施条件下，“能效与碳注册系统”的广泛建立将推动中国和世界其它地方实现

削减消费和排放的使命。这将促进国际贸易的实践，并根据交易品的碳足迹反应能源轨迹和

终的定价，监测并极大程度地提高能源效率，促使政府出台并强制实行有效的政策。但如

没有可证实的、准确的温室气体审计方法和清单，上述的任何一项都不可能有效的完成。能

效与碳注册系统建设项目（ECR）将为减少中国整体的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以及致

力于实现 2050 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目标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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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ET 应 美 国 加 州 州 长

Arnold Schwarzenegger
邀请，参加“加州州长气候

论坛”，图为项目经理 Lucia 
Green-Weiskel 女士、项目

总监程博士就应对气候变化

战略问题与州长进行交谈 

 

 

 

 

iCET 从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获得了资金支持来开展这项重要的创新项目。项目具体目

标包括： 

 

1、创建一个可以测量并监测碳排放和能源利用的通用标准；推动温室气体排放和能源

消费信息的充分公开； 

 

2、宣传和奖励高能效企业，为节能减排创建基准线； 

 

3、引进方法学，并使其本土化，成立中国专家委员会为方法学适用于中国环境，尤其

是开发能源审计方法作出评估并提出建议； 

 

4、公布、示范一些先进企业所执行的提高能效和削减温室气体的措施和 佳实践； 

 

5、组织研讨会，提供供应链碳管理、绿色创新和技术转移培训； 

 

6、在中国乃至世界范围，提高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能源消费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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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与公共宣传 

国际会议 

第二届低碳燃油与气候变化国际研讨会 

2008 年 4 月 18 日，能源与交通创新中心（iCET）在北京嘉里中心酒店成功召开了“第

二届低碳燃油与气候变化国际研讨会”。会议得到了国家发改委气候司、国务院发展研究中

心、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国家环境保护部机动车排污监控中心的特别支持，及英国外交与联

邦事务部战略项目基金、能源基金会中国可持续能源项目、美国加州环保局的资助。参会代

表主要包括：国内外相关政府部门官员、项目合作方、低碳燃油国际顾问及专家委员会成员、

产业界等利益相关方。 

 

 

 

 

 

 

 

2008 年 4 月 18 日，“第二届

低碳燃油与气候变化国际研讨

会”开幕 

 

 

 

 

会议的主要目的是集合各方建议力求推动中国低碳燃油的发展，构建清洁燃油体系，减

少交通温室气体排放。基于“首届低碳燃油与气候变化国际研讨会”的成功经验，“低碳燃

油标准与政策项目组”在本届会议上向大家汇报了一年来取得的项目成果及国际 新进展，

与政府官员及产业界共同讨论了此政策的未来影响力及前景。 

 

会上，iCET 主席兼执行主任安锋博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副部长石耀东

博士、美国加州环保局局长 Linda Admas 女士分别演讲致辞，并由 Linda Admas 女士宣读

了美国加州州长 Arnold Schwarzenegger 对本次会议的特别支持信函；国际能源署 Tokao 

Onada 先生、英国 E4tech 高级顾问 Jo Howes 女士、皇家壳牌公司 Shoba Veeraraghav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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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奥斯陆国际气候与环境研究中心甘霖博士、中国标准化研究院陈亮博士等低碳燃油和

气候变化专家纷纷发言。 

 

 

美国加州环保局局长 

Linda Adams 女士致词 

 

 

 

 

构架消费型碳核算体系国际圆桌会议 

2008 年 4 月 19 日，iCET 举办了“构架消费型碳核算体系国际圆桌会议”，并获得了

圆满成功。会议得到了中国能源研究协会、中国可再生能源工业协会、Sussex 能源研究小

组/Tyndall 气候变化研究中心的支持。 

 

Sussex能源研究小组/Tyndall气候变化研究中心王韬博士指出，2004 年，中国出口至

欧美国家的产品所涉及的CO2排放量占中国CO2排放总量的 23%，谁应该对中国的碳排放负

责？这次圆桌会议集政府官员、学者、产业界代表齐聚一堂，就如何建立消费型碳核算体系

进行了高层战略性对话，为有效实现全球温室气体减排寻求一个更公平、更完美的出路，为

长期国际消费型贸易所涉及的碳贸易政策提供战略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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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CET 新老成员在“构架消费型碳核算体系国际圆桌会议”上

 

“国际低碳燃油政策”分论坛 

此外，iCET 于 2008 年 10 月 21 日在由清华大学联合中粮集团、美国明尼苏达州农业

部、BBI 公司举办的“2008 国际生物燃料论坛”上承办了“国际低碳燃油政策”分论坛，

这是 iCET“低碳燃油标准与政策项目”第三次举办与低碳燃油政策相关的国际论坛，向与

会代表更新了项目进展。 

其他会议 

iCET 除了举办大型国际会议外，也受邀参加国际高级别论坛并

发表演讲，获取了大量的信息资源，并建立了广泛的社会合作关系。

2008 年 2 月 26 至 27 日，项目总监程裕富博士在美国碳贸易论坛

发表题为“低碳燃油标准、环境友好汽车、交通领域 CDM，通向中

国温室气体减排”的演讲；2008 年 11 月 18 至 19 日，执行主任安

锋博士、项目总监程裕富博士、项目经理 Lucia Green-Weiskel 女

士受美国加州州长 Arnold Schwarzenegger 邀请，参加“加州州长

气候论坛”，并发表“交通领域气候变化行动”的演讲；安锋博士

更是多次应邀去中国、印度、欧洲、美国等国作清洁燃油、燃油经

济性、绿色汽车政策和技术方面的报告和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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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加州州长 Arnold Schwarzenegger 对 iCET 举办“第二届低碳

燃油与气候变化国际研讨会”的特别支持信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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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宣传 

汽车能源与气候变化——中国项目 (APECC)  

自iCET成立以来，我们坚持将有关中国能源环境、汽车交通、石油天然气、气候变化

方面的新闻和评论汇编成《汽车能源与气候变化新闻月刊》（APECC），于每月月初向订

阅者发送予以赠阅。2008 年，iCET 完成了《汽车能源与气候变化新闻月刊》第 5 卷，积

累了数千读者，其信息量也与日俱增。《汽车能源与气候变化新闻月刊》以网页和电子邮件

形式发布，您可以登录http://www.autoproject.org.cn/index.html下载现刊和往刊，或发送

Email至info@icet.orgcn进行订阅。 

 

 

 

 

 

 

 

 

 

 

 

 

 

 

 

 

 

 

 

http://www.autoproject.org.cn/index.html
mailto:lpkang@icet.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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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环境教育 

为了提高公众环境保护意识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能力， 2008 年，iCET 多次接受中央

电视台、新华社、路透社、科技日报、雅虎等媒体采访或进行交通领域环保讲座和宣传。 

 

安锋博士在雅虎公益频道就

“清洁能源和绿色交通”接受

采访 
http://liveinterview.cn.yahoo.com/
08-04-/838/27teh.html

 

能源与交通创新中心网站 

我们的网站不仅是项目活动和项目进展发布的平台，更是与 iCET 项目相关新闻、报告

和出版物等信息的聚集地。iCET 通过网站及时更新项目进展和新闻。 

 

 

 
iCET 网页：http://www.icet.org.cn 

http://liveinterview.cn.yahoo.com/08-04-/838/27teh.html
http://liveinterview.cn.yahoo.com/08-04-/838/27teh.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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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ET 成员 
iCET 始终重视内部能力建设。目前，我们已拥有 8 名全职员工和 1 名实习生。 

 

安锋博士 中心主席兼执行主任 

安锋博士是低碳交通领域、燃油经济性技术和气候变化政策的国际

专家，同时也是 iCET 的发起人。2004 年，在安博士的领导下“汽车能

源与气候变化中国项目（APECC）”项目组在北京成立；2006 年，安

博士发起创立了能源与交通创新中心（iCET）；2008 年，iCET 在美国

加州成功注册，并获得非盈利性机构免税许可。自 iCET 创立以来，安

博士参与监管了所有项目并引导项目发展到了以下三个领域：低碳交通、能源效率和气候变

化。在过去的两年半时间里，在安博士的带领下，iCET 通过自己的努力在国际气候变化领

域作为一个提供创新型解决方案的专业机构而声名渐起。安博士 1986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获

得硕士学位；1992 年毕业于密西根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研究领域为应用物理学；曾在许多

国家级实验室及国际研究机构工作，并帮助加州的几家公司为美国和中国的能源与交通问题

提供解决方案；撰写发表过多篇文献，并受邀在许多大型能源与气候变化国际论坛上担任发

言人。 

 

程裕富博士 项目总监 

1998 年获中国林业科学院生态学硕士学位；2003 年获美国加州

大学戴维斯分校环境生态学博士学位。程博士致力于推动和促进中美

两国绿色创新技术和相关政策的发展。目前，他在 iCET 主要负责低碳

交通、能效与碳注册系统建设、LED 节能灯标准等多个项目，与其他

国内外合作伙伴共同推动相关标准与政策的发展。程博士在气候变化

方面已有 14 年的工作经验，曾与全球环境领袖人物美国前副总统 Al 

Gore、美国加州州长 Arnold Schwarzenegger 及气候变化泰斗科学家 David Keeling 博士

(1928-2005)等就应对气候变化战略问题进行交流和讨论，深刻了解全球气候变化的严峻性

及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性。在加入 iCET 之前，程博士曾在中国、美国、墨西哥、北极地区

作了大量气候变化科学方面的研究。04 至 06 年间，担任中华海外生态协会理事，加州大学

洛杉矶分校生态学兼职教授和研究科学家；发表过多篇关于温室气体排放、碳平衡、全球气

候变化和环境检测方面的文章；接受过中央电视台、洛杉矶时报、搜狐网、南方周末、陕西

电视台、广州电视台等多家媒体的采访，并受邀在许多大型能源与气候变化国际论坛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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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芳 北京办公室总经理 

2001 年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国际金融专业；2007 年 6 月毕业于挪威

奥斯陆大学，获环境与发展经济学硕士学位。2007 年 10 月加入 iCET，负责北

京办公室管理、项目协调等工作。之前曾在国家财政部国际司国际金融组织三处

担任项目官员，分管世行、亚行资助的能源和交通项目，具有丰富的管理经验。 

  
Robert Earley 低碳交通项目 项目经理 

Earley 先生从加拿大滑铁卢大学获得了环境研究硕士学位，

在加拿大和中国的环境政策规划和评估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研究重点

是低碳及对环境负责任的能源政策、北极地区资源开发、重油开发和气

候变化政策领域。 

 
Lucia Green-Weiskel 气候变化项目 项目官员（驻美国纽约) 

负责领导 iCET 气候变化项目，担任“能效与碳注册系统建设”项目经理。

获得美国 Hampshire 学院国际关系学学士学位及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亚洲政治学

硕士学位。曾在许多关于中国及气候变化的会议上发言，撰写过许多关于中国环

境及政策方面的文章。 
 

康利平 研究分析师 

获得中国农业大学生物工程硕士学位。主要研究领域是生物燃油技

术和低碳燃油政策，已发表多篇学术文章和报告，并拥有一项生物质乙

醇专利。目前在 iCET 负责低碳燃油标准与政策项目的研究工作。 

 

王成 研究分析师 
获得北京大学环境科学学士学位、中国科学院环境科学硕士学位。主要关注

可持续交通技术及政策。目前研究内容包括燃油经济性标准及其影响评估，负责

环境友好汽车在线评估系统的建立。 
 

和玉梅 行政助理 
2008 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在 iCET 担任

行政助理兼出纳，同时参与多个项目的翻译工作。 
 
Su-Anne Huang 自 2008 年秋季成为 iCET 实习生  

就读纽约大学环境学和心理学，目前的研究课题为“如

何改变对气候变化的否定态度以及如何促使个体和群体的环保行为向积极方向

转变”。纽约大学可持续发展小组-交通和再循环委员会成员，参与纽约大学的

气候行动计划，她们的目标是到 2017 年减少大学 30%的温室气体排放。 



能源与交通创新中心 2008 年度报告 
 

 - 22 -

 

iCET 2008 财年财务状况 
2008 财年截止日为 2008 年 12 月 31 日   货币单位（美元） 

项目 收入和上年结余 支出 2008 年结余 

   

低碳燃油标准和政策项目  

$296,298.00 $260,173.00 $36,125.00
   

能效与碳注册系统建设项目  

$144,375.00 $35,021.00 $109,354.00
   

低碳燃油与气候变化系列会议  

$61,531.00 $61,531.00 $0.00

   

环境友好汽车项目  

$48,375.00 $33,081.00 $15,294.00
 

iCET_美国办公室设立  

$25,000.00 $25,000.00 $0.00

   

总计 $575,579 $414,806 $160,773 
 

 

 
收入和上年结余

$296,298

$144,375

$61,531

$48,375
$25,000

低碳燃油标准和政策项
目

能效与碳注册系统建设
项目

低碳燃油与气候变化系
列会议

环境友好汽车项目

iCET美国办公室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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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ET 合作关系 

资助方 
美国 Hewlett 基金会  
美国能源基金会 中国可再生能源项目 
英国外交和联邦事务部 战略项目基金 
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 
蓝月亮基金会 
国家环保总局 机动车排污监控中心 
英国 Stern 评论：气候变化经济学 

 

项目合作方 
国务院研究发展中心 产业经济研究部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 资源与环境标准研究所 
国家环境保护部机动车排污监控中心 
英国 E4tech 公司 
美国气候注册组织（TCR） 

加州环保局和加州空气资源委员会（CARB） 

 
鸣谢 
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气候变化司 
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 
国际清洁运输委员会(ICCT) 
全球环境研究所(GEI) 
商务社会责任国际协会（BSR） 
美国环境保护局(US EPA)  
美国环保基金会 
美国 Pew 全球气候变化中心 
清华大学 
EcoLinx 基金会 
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 
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 (NRDC)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气候变化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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