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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命和工作理念 

 

能源与交通创新中心（iCET）是一个在中国北京和美国加州注册的、独立的、非营利的专

业组织，是一个在低碳经济和气候变化领域中具有领导力的政策智库。iCET 的核心使命是通过

在中国推动关于低碳交通、清洁能源、能源效率和碳注册方面的政策及实践来减缓气候变化。 

 

iCET 是一个以提供解决方案为导向的组织，其核心理念是与国内外合作伙伴共同努力，为

各级政府、企业及其他实体单位的低碳政策或目标提供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目前，iCET 的工

作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引荐国际最佳实践方案：鉴选国际上低碳发展和气候变化政策领域内的最佳实践方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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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咨询及建议：为中央、地方政府部门和企业就可持续交通、低碳能源与技术、高能效

绿色汽车以及温室气体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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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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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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主任致辞 

 

亲爱的朋友们： 

2009，可谓是令人振奋的一年！在这一年里，中国在探索可持续发展的

道路上创下了诸多重要的里程碑；在这一年里，中国及其相关政策一度成为

气候变化领域的焦点；在这一年里，在社会各界的共同关注下，iCET 一直

积极地活跃在中国减缓气候变化行动的大舞台上。 

 

在过去的 10 年间，交通行业中最重大的事件莫过于中国超越美国而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汽车

市场，彻底改变了交通行业的发展轨迹。作为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和最大的汽车市场，低碳

交通政策无疑受到了史无前例的关注，而 iCET 在低碳交通的实践和努力中跻身前列，在过去的

两年里一直致力于推动低碳燃料标准和政策在中国的建立。 

 

2009 年 12 月，在丹麦哥本哈根举办的 UNFCCC 第 15 次缔约方大会上，当中美就 MRV（温

室气体排放的可测量、可报告、可核实）问题陷入谈判僵局之时，iCET 在众多参会者中脱颖而

出，提出了自己开发的 MRV 项目，即中国能效与碳注册系统。 

 

我们怀着共同的期盼，迎接虎年！我们的团队将继续在低碳交通项目中建立燃料标准、

追踪汽车制造商在燃油经济性方面的表现、评定新车的环境影响；在能效与碳注册系统建

设项目中提高透明度和可靠性，推动更有效的温室气体管理；在能效项目中建立与国际接

轨的 LED 标准和政策。只要中国继续在可再生能源、电动和混合动力汽车、低碳增长领域

中保持领导力，继续致力于温室气体减排的宏伟目标，我们就会在这些领域中争取更大的

进步。 

 

iCET 的使命是将低碳和减缓气候变化的国际最佳实践和政策以有效的、可操作的方式引入

中国。我们现在已经拥有三个分别位于北京、洛杉矶和纽约的办公室来进行项目的管理和运作。

2010 年，对 iCET 而言必将是更加令人振奋的一年，我们载乘着具有挑战性的创新项目，满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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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应对气候变化的强烈责任感抛锚启航。中国和世界需要创新性的能源和交通方案来解决这一

空前的全球危机——气候变化。 

 

让我们共同努力，我坚信我们必定会有所作为，世界会因我们而不同！ 

 

 

此致 

敬礼 

 

安锋 博士      

iCET 总裁兼执行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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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成 果 

 

目前 iCET 项目主要集中于以下三个领域：1）低碳交通；2）气候变化；3）能

效与清洁能源。项目简要概况及 2009 年主要进展介绍如下： 

 

低碳交通 

低碳交通是 iCET 工作的重中之重。iCET 成立之初，执行主任安锋博士受邀担任中国

乘用车燃油经济性标准起草委员会委员，是在中国推行“低碳交通”的先行者。经过几年

发展，iCET 已经形成了一套自己的低碳交通研究体系，包括监测并报告燃油经济性标准的

执行情况、商用车燃油经济性标准开发、更新和推广中国环境友好汽车在线评估系统、进

行中国低碳燃料标准与政策的基础性研究和政策性规划、新能源汽车在中国的发展问题等。 

 

低碳燃料标准与政策项目 

2007 年 9 月，iCET 启动了“低碳燃料标

准与政策”项目，项目主要资助方为英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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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美国 Hewlett 基

金会。项目合作伙伴包括中国标准化研究院、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环保部机动车排污监

控中心以及英国著名低碳交通咨询机构

E4tech 公司。 

 

项目开展两年来，取得了不少的进展及一

定的成果，如成功地将“低碳燃料标准”的概

念引入中国；多次召开高层次研讨会及专业培

训会，召集国内外专家共同为中国替代燃料、

低碳燃料的发展方向与模式出谋划策；完成

《低碳燃料标准与政策背景报告》；完成两项

关于中国交通燃料生命周期温室气体排放评

价方法学国家标准起草工作以及完成《中国低

碳燃料发展政策建议报告（草案）》。 

 

09 年底，中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汽车市场，可见

中国未来交通领域温室气体减排工作任重道远 

 

标准开发 

2009 年 6 月，在全国环境管理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的指导下成立了国家标准《交通燃

料生命周期温室气体排放评价原则和要求》

起草委员会，其成员由中国标准化研究院、

中粮集团、中国石油化工研究院、中国煤炭

科学研究院、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能源

与交通创新中心等 7 家单位 9 位专家组成；

其中能源与交通创新中心与中国标准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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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为标准草稿的主要撰写单位。标准草稿经

过多次讨论修改，最终于 2009 年 11 月生成

标准“征求意见稿”，发送至 100 多家相关

单位广泛征求意见。 

 

本项目另一国家标准草案——《交通燃料

生命周期温室气体排放报告与审核指南》，将

于 2010 年上半年完成起草工作。上述两项国

家标准草案将于 2010 年 6 月报送国家标准化

委员会。 

 

 

 

 

工业界参与 

2009 年 iCET 积极与企业开展合作，鼓励

企业参与燃料生命周期评价系统，其中中国生

物燃料相关企业尤为积极。 

 

9 月，iCET 联合北京科技大学、中科院

城市环境研究所对福建厦门 COBRA 生物柴

油有限公司进行了实地考察，并基于燃料链实

际路径，发布了废弃油生物柴油生命周期温室

气体排放评价报告，也是中国第一份基于实际

商业生产进行的燃料生命周期温室气体排放

评价报告。研究分析发现：与传统化石柴油相

比，COBRA 利用废弃油为原料生产的生物柴

油，其生命周期温室气体排放减少了 85%，且

尚有一定的减排空间。 

 

此份报告为 COBRA 获得海外融资、争取

海外客户、推广其生物柴油提供了科学的客观

凭证（该份报告将很快可以在 iCET 网上免费

下载）。我们希望此次合作能够成为一个成功

的案例，为中国生物燃料企业寻求低碳燃料新

市场提供更广泛的帮助。 

 

2009 年 12 月 15 日，iCET 与中粮集团签

署“合作备忘录”，重点开发以玉米乙醇和木

薯乙醇为原料的交通燃料生命周期评价方法

学。此备忘录为中粮集团继成为“低碳燃料国

家标准起草委员会”及“低碳燃料项目专家

委员会”成员后，与 iCET 所签署的一份战略

性合作协议。 

 

低碳交通赴英培训考察团 

2009 年 2 月 22 日至 29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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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行主要目的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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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再生燃料署(Renewable Fu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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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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裁兼执行主任安锋博士、项目总监程裕

富博士、低碳交通项目经理 Robert Earley先生。

培训结束后，iCET 着手翻译了英国《可再生交

通燃油规范 RTFO》并发布了相关报告。iCET

将根据几年来的经验，结合中国实际国情，有

选择地汲取英国发展低碳燃料政策经验，于

2010 年 3 月底发布为中国政府撰写的《中国低

碳燃油标准政策建议报告》。 

 

乘用车燃油经济性标准研究 

中国燃油经济性标准的发展仍然是 iCET

的重点研究问题之一。近几年来，我们从油耗

和温室气体排放角度关注中国燃油经济性标

准的执行效果。国家规定，自 2009 年 1 月 1

日起，所有新入市乘用车均需执行乘用车燃油

经济性标准第二阶段限值标准。iCET 以乘用

车燃油经济性标准为基础，计算出 2008 年国

内主要乘用车生产制造商的车队平均燃油消

耗水平约为 7.79L/100km，这一油耗水平的温

室气体排放量约为 180.7g/km。 

 

2009 年，国内政策制定机构发布了乘用车

燃油经济性标准第三阶段限值草案，iCET 以此

草案为基础，对未来至 2015 年，当第三阶段燃

油经济限值标准生效后的平均油耗水平进行了

估测。估测结果显示：到 2015 年，中国的新入

市车队平均油耗水平将达到 6.67L/100km，这

一预期结果比美国政府最新颁布的 2016 年汽

车油耗目标要低得多，从中表明了中国政府在

交通领域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力度和决心。 

 
2008 年国内主要乘用车生产企业新入市车队平均油耗水平对比图 

 

2015 年中国国内主要生产商新车车队平均油耗水平预测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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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发表：中国乘用车燃油经济性标准体系及影响 

作者：David Vance Wagner, 安锋，王成. 2009. Energy Policy 第 37 期 

 

摘要 截止到 2006 年年底，中国乘用车保有量已达到 2,400 万辆，将近为 2001 年时的三倍。

为减缓由于乘用车快速增长带来的能源消耗快速增长，中国在 2005 年开始分两阶段执行乘用车燃

油经济性限值标准。第一阶段限值标准执行后使新入市乘用车车队平均燃油消耗量降低了 11%，从

2002 年的 9.1L/100km 降低到 2006 年的 8.1L/100km。尽管如此，根据我们的分析：到 2009 年第二

阶段限值标准执行后，新入市乘用车平均油耗将只会再降低 1%左右，约为 7.9L/100km，这主要是

因为绝大多数在 2006 年销售的新车已经满足第二阶段限值标准。同时，本文还指出中国乘用车市

场的其他一些趋势，包括车队平均整备质量的逐年增长以及对进口车的约束空白潜在的抵消了从

2002 年到 2006 年取得的能效提升效果。显然在第二阶段限值标准以外仍然需要其他的努力和政策

来减缓并最终扭转中国交通部门能耗和温室气体排放快速增长的趋势。 

 

VECC 与 iCET 合作撰写中国燃油消耗标准执行情况报告，发表于期刊 Energy Policy 

 

在线绿色汽车评估系统 

作为推动中国环境友好汽车承诺的一部分，

iCET 同国家环境保护部机动车尾气排污监控中

心合作开发了以生命周期分析法为计算基础的

方法学，并由 iCET 打造了中国第一个在线“绿

色汽车”评估系统。这一评估系统旨在为汽车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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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费者可以在“绿色汽车在线评估系

统”（www.greencarchina.org）上查找到绝大

多数市场上乘用车的绿色得分，及不同车型中

“环境友好”的前十位汽车。不久，消费者还

可通过在线系统按照自己的驾驶习惯计算自

驾车的二氧化碳排放情况。 

 

环境友好汽车网站及数据库自 2009 年正

式向公众发布后，另为“绿色汽车”开拓出新

的应用领域，我们的网站及数据库将为国内一

家汽车保险公司提供服务，期望不久可以看到

国内首个汽车尾气排放碳抵消项目。该项目也

许将会为未来低碳保险的开发以及与气候变

化相关的保费定价机制的探讨带来新的契机。 

 

http://www.greencarchin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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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汽车研究 

电动汽车发展是 2009 交通领域的核心

议题之一。2009 年 9 月 29-30 日在北京钓鱼

台宾馆召开的首届中美电动汽车高峰论坛

是该领域年度最重要的会议之一，由中国科

技部和美国能源部主办的本次会议是集中

电动汽车领域政策和产业界智慧和思路的系

列会议之一。 

 

iCET 应邀参加本次会议并为美国能源部

撰写了会议总结报告。这份报告记录了中美在

发展电动汽车产业上的首次对话。 

 

 
2009 年 9 月 29 日，中国科技部部长万钢在中美电动汽车高峰论坛上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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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 

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中国经济正以惊人的速度快速增长，

8%-10%的增长速度无疑表明了在未来的几十年里中国的能源需求还将大幅提升。然而令人欣

慰的是中国领导人已明确表态将会尽最大努力使中国的发展成为清洁的、有效的发展。 

 

能效与碳注册系统(ECR) 

在 2009 年 12 月哥

本哈根会议召开（第 15

次缔约方大会，COP15）

前 夕 ， 中 国 宣 布 了

“2020 年 中 国 单 位

GDP 碳 排放 在 2005 年的 基 础上 减少

40-45%”的目标。为了实现这一宏伟目标，

中国将会开发大批节能项目，包括可再生能

源、节能与提高能效、新能源汽车、清洁煤技

术以及公共交通领域的大规模投资等。然而，

为了有效识别和确定这些相关项目的节能效

果，中国必然需要一套可靠的、透明的和可核

实的系统来计算排放量。 

 

清洁煤技术

(CCS) 

节约能源和 

提高能源效率 

可再生能源 

(太阳能、风能) 

新能源汽车 

公共交通 

量量化化碳碳排排放放  

 

中国将会开发大批节能项目，包括可再生能源、节能与

提高能效、新能源汽车、清洁煤技术以及公共交通 

领域的大规模投资等。然而，为了有效识别和 

确定这些相关项目的节能效果，中国必然 

需要一套可靠的、透明的和可核实 

的系统来计算其排放量 

为了帮助中国实现既定的减排目标，

iCET 正在开发具体和可行的工具。我们已与

美国气候注册组织（TCR）和商业社会责任国

际协会（BSR）共同开发了一个能效与碳注册

的在线系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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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项目目标是招募各种实体成员并从成

员方得到可靠的和可核实的能源消耗信息和

碳排放信息。这个名为“能效与碳注册

（ECR）”的在线系统将帮助境内成员测量他

们的能源使用状况和温室气体排放量。该项目

旨在鼓励成员包括各跨国公司和国内企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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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这些

公开和标准化的信息，成员方就可以有根据地

采取措施以减少其温室气体排放和整体的能

源 消 耗 。 美 国 的 气 候 注 册 组 织

（www.climateregistry.org）是 ECR 项目主要

技术支持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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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今，已成为一个拥有

大量来自美国 50 个州

及诸多北美部落和省

区成员的组织。气候注册组织已经建立了一套

可信的、准确的、可持续的，并为美国各个行

http://www.climateregistry.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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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所应用的温室气体排放汇报标准。目前，该

在线注册系统是一个自愿型的碳排放测量工

具；但也许在不久的将来，美国最终会通过立

法的方式来强制实施减排，那时，该碳排放测

量工具就将得到政策支持。 

 

 

 

美国加州州长阿诺〃施瓦辛格先生和加州环保局局长

Linda Adams 女士都很支持 iCET 的能效与碳注册系统 

ECR 是节能减排重任的第一步，也是关

键的一步，它将为中国的节能减排奠定坚实的

基础，并进一步为实现 2050 全球温室气体排

放目标贡献力量。 

 

项目具体目标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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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传和奖励高能效企业，为节能减排

创建基准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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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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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佳实践； 

 组织研讨会，提供供应链碳管理、绿

色创新和技术转移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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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景报告 

2009 年春天，iCET 发布了题为“建立中

国碳排放清单”的背景报告，此报告由 Lucia 

Green-Weiskel (iCET)、Robyn Camp (TCR) 和

Ryan Schuchard (BSR) 联合编写。报告分析了

广东省的经济情况，探讨了执行气候注册的策

略，并总结了国际碳核算相关项目的经验和教

训。报告由 iCET 主编，气候注册组织负责撰

写国际碳核算标准的章节，商业社会责任国际

协会负责撰写有关商业案例的章节。此报告可

在能效与碳注册系统的项目网站上下载（网

址：www.ChinaClimateRegistry.org.cn）。  

 

ECR 温室气体核算规程 

2009 年，iCET 开始了 ECR“温室气体核

算规程”的开发工作，确定温室气体排放和能

源使用报告的标准和规则。ECR 的“温室气

体核算规程”是以气候注册组织开发的“温

室气体排放通用报告议定书（GRP）”为基础

的，因此它的目标不仅是在国内创建严格的报

告标准，而且要与国际标准接轨，以确保“1

吨碳”作为单位或者转化单位在世界各地具

有相同的含义。 

 

ECR 项目在北京启动 

2009 年 4 月 25 日，由 iCET 主办的能效与

碳注册系统建设项目的启动会在北京凯宾斯基

饭店隆重举行。此次会议的主要目标是将注册

http://www.chinaclimateregistry.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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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引进到中国，并加强公众对碳和能源消费

报告系统及其重要意义的认识。在这为期半天

的启动会上，来自中国和加州政府的代表、商

业人士、知名学者、记者和公众代表共聚一堂，

探讨在中国如何建立温室气体报告系统。加州

环保局局长 Linda Adams 女士在会上做了精彩

发言，并呼吁国有企业和跨国公司加入 ECR。 

 

2009 年 4 月 25 日，在能效与碳注册系统建设项目 

启动会上，美国加州环保局局长 Linda Adams 

女士做了精彩发言 

与企业和合作伙伴的交流 

iCET 与很多公司及合作伙伴就“温室气

体核算规程”和工具的开发、报告平台及相关

事宜进行交流。ECR 项目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

充分考虑企业的需求，创建一个用户友好的、 

 

 

 

为企业量身定做的工具。因此，企业的反馈是

ECR 项目发展策略中必不可少的内容之一。 

 

iCET 的安锋博士和程裕富博士与位于加州 Palo Alto 

的惠普公司国际贸易发展主任 Walter 

Reichert 讨论 ECR 项目 

2010 初，iCET 工作人员在美国华盛顿和

纽约拜访了很多来自政府机构、非政府组织和

企业界的气候变化专家，共同探讨了 ECR 项

目如何与中美其他气候变化行动相结合。

iCET 与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 Elizabeth 

Economy 女士、能源部的 David Sandalow 先

生、以及美国国务院、环保部、世界银行、中

国大使馆、克林顿全球倡议、戈尔的组织、气

候保护联盟等有关专家探讨了中美在气候变

化领域中的合作。 

 

（从左至右）程裕富博士、安锋博士、Lucia Green-Weiskel 女士的华盛顿、纽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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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效与清洁能源 

能源保护已经成为全球范围高度关注的话题，特别是在全球气候危机的背景下。人们

已经普遍认识到以化石燃料的使用来发电的电能消耗导致了严重的环境和社会问题。因此，

许多国家正在开发高能效产品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同时节约能源。照明，全球能源消耗

的重要领域之一，因为其节能潜力而备受关注。白色 LED 的高亮效能及其发展已经将这种

潜力变为可能，并在世界范围被广泛重视和接受。 

 

LED 照明政策和标准 

2009 年在能源基金会的资助下，iCET 同

北京电光源研究所及其他国际合作伙伴一起

开展了 LED 照明政策和标准项目。项目旨在

向中国介绍国际 LED 照明标准以及在质量控

制上的相关经验，为 LED 产业发展提供政策

建议，鼓励、促进和推动真正高能效的照明技

术在中国的发展和商业化。 

 

背景 

美国、日本、德国、韩国和台湾的产业发

展和技术进步正领导世界固态照明（SSL）产

品的发展。 采用固态照明设备的驱动力来自

于它与传统照明技术相比所显现的优势。这些

优势包括更好的照明效果和较低电力消耗、更

好的可靠性和更长的使用寿命、优越的色彩特

点和传感器功能、远程监控和数字控制。这些

特性使得固态照明产品成为传统照明设备改

造的首选，LED 市场快速成长。 

 

美国市场调研机构 Freedonia 集团的调查

显示传统照明系统每年的全球市场规模大约为

102 亿美元，到 2011 年照明设备的需求将每年

增长 6.2%。这些指标显示出采用固态照明设备

的节能潜力。Strategies Unlimited 公司预测在照

明应用的高亮LED市场从2002到2010年的增

长速度将达到每年 44%。 LED 市场因为节能

的巨大潜力以及例如寿命长等其他优势在全球

范围蓬勃发展。然而，并非所有 LED灯都有很

好的设计和可靠的质量。LED普通照明产品成

本高，这一价格因素限制了高质量产品的市场

潜力。因为价格问题以及消费者对 LED产品缺

乏了解，现在市场被价格低廉的产品所充斥。

LED灯具原本是一整套产品，需要很多部件同

时运作。通常有以下主要基本部件： 

 

 LED 晶片/设备/包装 

 驱动 

 光学部件 

 散热片 

 

换句话说，整套产品的质量其实等于组成

部件中质量最差的部件的质量。同时，LED

产业是一个以数据为基础的产业，产品的质量

必须由测试数据来支持。因此，标准的发展、

能效标签制度和相关政策对于产业增长的质

量非常重要。 

 

政策建议 

LED 产业需要通过可靠参数的支持，同

时能效测试、标准和标签制度也是推动中国

LED 照明产业发展的关键。通过对消费者和

制造商的教育来保障高质量产品的生产和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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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非常重要。拥有非常好的设计、高能效参数

的固态照明产品通过严格的测试，需要通过退

税等途径给予奖励，同时将这些产品加入LED

合格产品目录供政府和私营部门采用。统一

LED 产品测试程序和国际标准也是非常重要

的。LED 的市场发展需要技术发展、智能系

统设计、货币奖励措施、消费者认可和接受以

及分销渠道的拉动。 

 

iCET 已经完成了一份名为《国际 LED 技

术发展和标准发展》的背景和政策建议报告，

将于 2010 年初发布。 

 

活动和会议 

iCET 团队已经拜访了许多国际领先的组

织，例如美国环保局的能源之星项目、美国能

源部的国家科学技术实验室、美国加州大学戴

维斯分校的照明技术中心、南加州爱迪生电力

公司的消费者技术应用中心等。 

 

iCET 也应邀在中国和美国的固态照明

（SSL）的高级别产业峰会上发言。 

 
安锋博士、程裕富博士同能源之星产品市场经理 Peter 

Banwell 先生和照明项目经理 Alex Baker 先生会面交流 

 

程裕富博士在中国上海的 LED 技术论坛上做题为 

“高能效-LED 产品的环境分析”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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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际 会 议 

 
 

2009 中国江苏-美国太阳能商务高峰会议 

2009 年 7 月 17 日，江苏省对外贸易经济

合作厅联合 iCET 在美国洛杉矶市举办“中国

江苏-美国太阳能商务高峰会议”，会后签署

了《江苏省与洛杉矶市太阳能产业合作备忘

录》。这是中美政府间签署的第一份可再生清

洁能源领域的合作备忘录 。 

 

2009 年 7 月 17 日，江苏省与洛杉矶市在 

美国签订“太阳能产业合作备忘录” 

第二届州长全球气候峰会 

2009 年 9 月，iCET 应邀出席在美国洛杉

矶市召开的“第二届州长全球气候峰会”并

作报告，介绍 iCET 在中国能效与碳注册、低

碳交通及 LED 标准与政策项目中所做的工作

与努力。值得一提的是，加州州长阿诺·施瓦

辛格也表示 iCET 所开发的“能效与碳注册系

统”是 2009 年加州政府所参与的最具成果的

六个项目之一，有数百个重要关联机构关注了

此在线注册系统，在线浏览者则数以千计。 

 

iCET 第一届理事会 

2009 年 10 月 1 日，iCET 第一届理事会

在美国洛杉矶市凯悦丽晶世纪广场酒店召开，

来自中国和美国的 9 名理事会成员及 4 名

iCET 成员出席了本次会议。iCET 向各理事成

员介绍了 iCET 最新项目进展及成果，并广泛

听取了理事会成员对 iCET 发展方向和未来规

划的建议。 

 

中国能源密集型工业和电力部门温室气体排

放数据管理会议 

2009 年 10 月，iCET 联合国家发改委能

源研究所一同协助国际碳行动伙伴关系

（ICAP）举办了“中国能源密集型工业和电

力部门温室气体排放数据管理会议”，讨论如

何通过准确的测量、报告、核实（MRV）实

现能源密集型工业和电力部门的可靠碳减排，

同时讨论研究了碳核算的重要性和发展前景，

来自世界各地近 30 名 MRV 专家分享了各自

宝贵经验，超过 120 位国内外嘉宾与会。 

 

iCET 参加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iCET 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了丹麦哥本哈

根《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十五次缔约

方会议，并参加和举办了一系列活动。 

 

2009 年 12 月 8 日，iCET 在美国自然资

源保护协会（NRDC）举办的边会——“齐心 

 

 

http://www.yoyv.com/oci_hoteldetail/111_106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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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力，用实际行动解决气候变化问题”上发表

演讲，呼吁中国通过发展低碳交通政策来减缓

气候变化。 

 

2009 年 12 月 14 日，iCET 在哥本哈根贝拉中

心 Asger Jorn 召开新闻发布会。 

2009 年 12 月 16 日，iCET 于美国气候注册组

织举办的两个边会“搭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

国家在次国家层面的合作桥梁”“气候变化

全新解决方案——建立温室气体注册系统”

上分享了我们的经验。 

 

2009 年 12 月，iCET 在丹麦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召开新闻发布会 

 

    

2009 年 12 月，iCET 成员出席丹麦哥本哈根         安锋博士与气候组织副总裁 Robyn Camp 女士在 

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15)                     “温室气体注册系统”边会上分享经验 

iCET 也通过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组委

会的审核批准，获得了 2009 年 12 月 18 日

在贝拉中心 Liva Weel “中国能效与气候

注册系统”边会的举办权，讨论中国温室

气体减排机制，尤其是讨论如何有效的建

立中国温室气体注册系统和更加透明的商

业环境。遗憾的是因会期时间紧张，为必

须确保全球领导人的安全而临时取消了会

议，但 iCET 向潜在与会者发放了本次边会

的相关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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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宣传及其他成果 

 

iCET 新闻月刊 

 

 

 

 

2009 年，iCET 编辑并免费赠阅了第 6 卷

《iCET 新闻月刊》，目前拥有数以千计的国际

相关行业专家和兴趣爱好读者群。2009 年 9

月，《汽车能源与气候变化新闻月刊》

（APECC）正式更名为《iCET 新闻月刊》，并

增添“iCET 新闻快递”部分，及时更新 iCET

项目进展和宣传 iCET 活动。自 iCET 成立以

来，《iCET 新闻月刊》坚持将有关中国能源环

境、汽车交通、石油天然气、气候变化相关新

闻和评论汇编成册，通过邮件发送和在线下载

方式向订阅者传递最新资讯。 
 

iCET 与无锡低碳城市发展研究中心签订 

“合作备忘录” 

2009 年 9 月 17 日，iCET 与无锡低碳城

市发展研究中心在 2009 中国（无锡）国际新

能源博览会上签署了“合作备忘录”，此战略

项目合作协议将推进中美清洁、低碳技术交流

与发展，并促进中美双方投资与贸易。该协议

加强了 iCET 与无锡低碳城市发展研究中心的

双边交流与合作，基于此协议，iCET 愿意为

江苏低碳发展出谋献策，无锡也愿意为 iCET

低碳项目提供示范基地。 

 
2009 年 9 月 17 日， iCET 与无锡低碳城市发展 

研究中心签订“合作备忘录” 

iCET 助推江苏-加州能源与环境战略合作 

iCET 在促进加州-江苏进行能源与环境合

作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最终促使双方政府于

2009 年 10 月 2 日在“第二届州长全球气候峰

会”上签署了《美国加洛福尼亚州与中国江苏

省能源与环境战略合作框架协议》，这是第一个

中美省级层面的合作协议，具有里程碑意义。 

 

2009 年 10 月 2 日，加州与江苏签署 

《能源与环境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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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9 月 15 日，美国加州环保局局长

Linda Adams 女士及加州环保局中国项目主任

Margate Kim 女士在 iCET 总裁兼执行主任安

锋博士的陪同下，到访江苏南京和无锡，与江

苏省当地政府最终确定协议内容，2009 年 10

月 2 日，加州州长阿诺·斯瓦辛格在州长全球

气候峰会上签署协议。 

 

2009 年 9 月 15 日, 加州代表团受到了江苏省 

副省长赵克志的热情接待 

纽约大学实习生项目 

过去两年中，iCET 与美国纽约大学联合

实施实习生项目。这是一个双赢项目，iCET

给纽约大学环境相关专业的学生提供了诸多

一线实践机会，与此同时，纽约大学的实习生

们也给 iCET 的项目提出了新思想，增添了新

智慧。 

 

iCET 成员与纽约大学实习生在一起

 

http://www.gov.cn/wszb/zhibo273/content_112229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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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ET 成员 

 

安锋博士 

总裁兼执行主任 

 

作为低碳技术、新

能源汽车及气候变化

政策研究的国际知名

专家，安锋博士拥有二十多年的学术、商业、

政府及非政府组织工作经验。他在中国北京

和美国加州分别成立的能源与交通创新中

心，是一个非赢利的智库机构，旨在研究低

碳发展应对气候变化。在他的领导下，能源

与交通创新中心已经在中国发展成为低碳

交通、能效与碳注册、清洁能源和能效等领

域的专业研究机构。安锋博士曾就职于美国

国际开发署、美国能源部劳伦斯伯克利国家

实验室和阿贡国家实验室、加利福尼亚大学

等政府部门及研究机构。作为汽车政策的国

际权威，他是中国汽车燃油经济性标准建立

的主要发起人。过去十年中，他为美国、欧

盟、墨西哥、巴西、印度和泰国政府的汽车

燃油经济性标准制定工作提供政策咨询服

务。同时，他曾多次被邀请在联合国、欧盟、

国际能源署、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世

界银行等组织举办的高级别会议上发言，介

绍自己的观点，并被能源基金会中国可持续

能源项目、惠普基金会的拉美运输计划、以

及亚洲开发银行的中国能源管理项目聘为

顾问专家。安锋博士从密西根大学获得博士

学位，从清华大学获得硕士学位，研究领域

为应用物理学。 

 

 

程裕富博士 

项目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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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 iCET 负责及参与 LED节能灯标准，

低碳燃油政策及标准和能效与低碳注册系统建

设等项目，并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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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的丰富工作经验，他经常就 iCET 低碳

项目与各利益相关方进行宣传与交流。在加入

iCET 之前，程博士曾在中国、美国、墨西哥、

北极地区做了大量的气候变化与土地和温室气

体排放相关的监测研究，接受过许多中国及国

际媒体的采访。1995 年程博士获得安徽师范大

学生物科学院学士学位；1998 年在中国林业科

学院获得生态学硕士学位；2003 年获美国加州

大学戴维斯分校环境生态学博士学位。 

 

方  芳 

中国区总经理 

 

毕业于挪威奥斯陆

大学，获环境与发展经济

学硕士学位。主要负责中

国办公室的管理、预算和项目协调工作。加入

iC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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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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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cia Green-Weiskel 

气候变化项目 项目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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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过许多中国环境及政策方面的文章。 

 

Robert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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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友好能源政策、北极地区能源开发、重油

开发和气候变化政策。 

 

 

王  成 

汽车研究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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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 

 

 

 

康利平 

低碳燃料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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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

技术和低碳燃料政策，已发表多篇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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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雪玉 

能效与碳注册项目  

研究分析师 

 

获得中国环境科学

研究院环境标准研究硕

士学位。主要关注气候变化研究和政策的制

定。之前曾在中国首个草根非政府组织工作。

她在可持续能源和气候变化、化学品安全与环

境健康、环境法律等项目上具有丰富经验。 

 

陈  丽 

行政及财务助理 

 

毕业于山东经济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目前在 iCET 担任行政及

财务助理。 

实习生（纽约大学）：Christine Kehner, 

Emily Mulvey, Sofie Huang and Elaine C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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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ET 2009 财年财务状况 

 

2009 财年截止日为 2009 年 12 月 31 日 

货币单位（美元） 

项  目 收入和上年结余 支  出 2009 年结余 

        

低碳燃料标准和政策项目       

  $314,125.00 $205,046.00 $109,079.00 

        

绿色汽车项目       

  $155,294.00 $89,220.00 $66,074.00 

        

能效和碳注册系统建设项目       

  $249,354.00 $136,245.00 $113,109.00 

        

能源效率(LED)项目       

  $40,000.00 $40,000.00 $0.00 

        

        

会议和活动(哥本哈根/中美电动论

坛/ICAP/理事会) 
      

  $38,000.00 $37,606.00 $394.00 

        

总  计 $796,773.00 $508,117.00 $288,656.00 

    

    

iCET 2009 年期初余额 160,773 美元，全年非营利性收入 636,000 美元，年底余额 288,656

美元将结转至 20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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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ET 合作伙伴 

 

资助方 

美国惠普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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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环保局 

 

项目合作方和支持单位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产业经济研究部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 资源与环境标准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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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 Stern 评论：气候变化经济学 

加州环境局和加州空气资源委员会

（CARB） 

中国江苏对外贸易合作组织（DOFTEC） 

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 气候变化司 

能源研究所(ERI)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CATARC） 

国际清洁运输理事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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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加州爱迪生电力公司 

环境保护基金会 

皮尤气候变化中心 

清华大学 

纽约大学 

EcoLinx 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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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可再生能源理事会（ACO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