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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clean energy industry is an inevitable choice for Beijing to achieve 

low-carbon economy and promote to become one of the world cities. The development of clean 

energy industry in Beijing achieves rapid development in several areas, such as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platform, international science cooperation base, socialized services organization and 

talent training. The development of clean energy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Beijing will face the 

challenges from strategy planning, management mechanism and innovation. In the end, the paper 

puts forward several suggestion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lean energy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Bei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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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清洁能源是带动北京市打造

绿色城市，推动世界城市建设的必然选择。

北京市在清洁能源领域积极构建国际合作

平台、培育国际科技合作基地，强化服务机

构建设和人才合作，积极推动清洁能源产业

的发展。但是在国际合作方面，仍在战略规

划、管理体制、创新等方面存在一定制约。

本文从战略规划、自主创新、管理体制优化

等方面，提出北京市清洁能源国际合作可持

续健康发展的建议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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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北京市作为中国的首都，是全国政治、

经济和文化中心。同时北京市也是资源匮

乏、能源消耗位居全国第二的城市，在能源

方面具有高度依赖性，其100% 的天然气、

97%的煤炭、80%的成品油和65%的电力供应

都来自周边省市。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北京市建设环

境优美、和谐宜居的现代化国际都市的步伐

加快，推进“绿色北京”和中国特色世界城

市建设，构建起安全、可靠、清洁、高效、

可持续的能源供应保障体系，为经济社会发

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已成为北京城市发

展的重要问题。 

在城市化不断加速推进过程中，城市发

展面临的问题和挑战越来越严峻，能源问题

以及与之相关的大气污染等环境问题已成

为重要挑战。面对北京市能源短缺、交通拥

堵和大气污染问题，推进“绿色北京”和中

国特色世界城市建设，构建起安全、可靠、

清洁、高效、可持续的能源供应保障体系，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formatization in Education, Management and Business (IEMB 2014) 

© 2014. The authors - Published by Atlantis Press 68



为经济社会发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已成

为北京城市发展的重要课题。 

2.北京市清洁能源国际合作现状 

为推动清洁能源的发展，促进绿色北京

的建设，北京制定了《北京市“十二五”时

期能源发展建设规划》、《北京市“十二五”

时期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和《北

京市振兴发展新能源产业实施方案》等一系

列政策规划。北京市提出，到2015年清洁能

源开发利用总量要达到550万吨标准煤，占

全市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力争达到6%左右。

作为具体的实施手段，北京都希望能通过政

府各项政策和努力，推动对清洁能源的需求

与选择，并通过金融、税制等一系列经济手

段来进行引导和调控作为这项战略的具体

实施。 

在政府的大力支持和积极推动下，北京

清洁能源产业得到快速发展，清洁能源产业

布局更趋合理，在技术研发、高端装备制造、

技术服务等高附加值环节形成了比较强的

竞争优势，初步形成新能源汽车、太阳能光

伏和风电等一批产业基地和高新园区，促进

清洁能源产业向规模化、集聚化方向发展。

截至2010年，北京市清洁能源产业的总产值

已经达到400亿元，清洁能源开发利用总量

相当于223万吨标准煤，与2005年相比增长

2.7倍。在清洁能源产业发展的同时，清洁

能源产业由于处于起步阶段，基础相对薄

弱，清洁能源产业发展面临着一定的困难和

现实制约因素，而积极开展国际合作成为提

升清洁能源产业的重要手段。 

2.1 构建清洁能源国际合作平台 

北京积极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北京

（国际）低碳技术论坛”，以借鉴国际上低

碳城市建设经验，推动清洁能源产业与技术

发展，并吸引海外人才和先进技术，支持与

优秀企业及重点机构形成项目对接，推动开

展实质性国际科技合作。2011年由北京和英

国伦敦发展署、欧中太阳能促进会、世界自

然基金会、可持续发展技术基金会等国际机

构和组织举办的论坛上，研讨的主题包括可

再生能源技术、节能技研发的风险投资、低

碳技术转移及示范等，并签署“北京—伦敦

低碳技术合作中心”谅解备忘录、北京市可

持续发展科技促进中心—欧中太阳能促进

会关于新能源技术合作的谅解备忘录，积极

推进了清洁能源产业和技术的国际合作和

交流。 

2.2 培育清洁能源国际科技合作基地 

北京市鼓励清洁能源产业园区、研发机

构和骨干企业对接全球清洁能源产业与创

新资源，建立重点领域国际科技合作基地，

为首都清洁能源产业发展管理经验和技术

支撑。北京拥有一批国家级和市级重点实验

室，包括“生物质化学利用国家工程实验

室”、“风电设备及系统技术国家重点实验

室”、 “国家煤基清洁能源重点实验室”、 

“温室气体减排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和“北

京市煤基清洁能源国际合作基地”。以上述

实验室为依托，打造国际一流的清洁能源国

际合作基地，积极鼓励研发机构与国际著名

科研机构和大企业开展清洁能源技术合作

与交流，吸收借鉴国际先进技术和管理经

验，提升自身的研究和技术创新水平，加快

清洁能源产品、技术及服务的国际化推广和

应用。  

2.3 强化服务机构建设和人才合作 

积极推进清洁能源产业服务体系建设，

支持举办清洁能源技术和产品展览、展示和

研讨，推介新能源技术和产品。支持新能源

企业、科研院所参与国外机构合作，进行组

织技术、管理、服务等多领域培训和提升。

为促进清洁能源产业发展，把清洁能源领域

高端人才列入重点领域人才目录，引进一批

清洁能源重点领域高端设计人才、经营管理

人才和高级技能人才。为外国专家在京工作

生活创造更多便利条件，形成有利于海外智

力资源引进的长效机制。活跃留学生创业氛

围，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来京创业。继续支

持北京清洁能源发展，探索既与国际接轨又

符合国情的新型科研院所运行机制。 

3. 北京市清洁能源国际合作面临的挑战 

北京清洁能源产业尚处于培育发展阶

段，基础相对薄弱。在国际合作方面，在清

洁能源国际合作的战略规划、国际合作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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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和自主创新等方面面临着一定的困难

和现实制约因素。 

3.1清洁能源国际合作的战略规划亟待提升 

北京坚持科学发展观的发展道路，定位

于“创新型城市”，自主创新成为北京市经

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和主导模式。在此

背景下，充分利用全球先进科技资源显得尤

为重要。但是北京市清洁能源国际合作仍停

留在具体的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层面，缺乏

宏观层面的战略指导，从而一定程度上影响

国际合作活动开展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使得

清洁能源国际合作未能发挥其应有效用。另

一方面，美欧等发达国家一直是北京市清洁

能源国际合作的重点，在北京市国际合作中

一直处于优先地位，无论是资金支持还是项

目投入等方面都远高于与其他国家的合作。

北京市与发展中国家清洁能源领域国际合

作外交还比较少，合作的层面和范围都比较

狭窄。 

 

 

3.2 国际合作管理体制有待完善 

在清洁能源国际合作过程中，蕴藏在北

京市科研院所、高校中的大量资源，由于部

门分割等原因还较多的封闭在单位内部；科

研工作价值取向、管理模式等因素制约着更

多的科技资源与清洁能源发展更广泛的结

合。在清洁能源国际合作与交流项目立项方

面还缺乏规范的科学评估机制，有些项目的

提出只是科学家个人活动的结果，有些国际

合作项目的起点比较低，无法取得国际一流

水平的成果。此外，缺乏国际科学合作的效

果评价体系，致使合作成果推广不力，通过

合作获得的资料和数据都分散在各单位和

个人手里，得不到应用的传播和使用。 

3.3 自主创新重视不够 

北京市国际合作自主性不断提高和增

强，但是大多数国际合作交流项目仍处于被

动受援状态，如大量项目集中在资源、环境、

生态等需要借助中国资源特色的研究领域，

通过合作对方可以获得大量的珍贵材料和

数据。但是对于急需的高技术项目，常常由

于各种原因得不到立项。由于受到研发总体

投入规模和强度较低的制约，目前国际合作

经费比较短缺的问题比较突出。与发达国家

及多边国际组织和机构在基础性前沿领域

和高科技探索领域的科技合作尚无专项财

政拨款支持。政府间双边和多边国际合作协

议大多由部门执行，无法满足协议项目深层

次合作的需要。合作双方在经费共同使用方

面的协调机制不完善，尚未建立起对合作活

动进行共同资助的有效机制。 

4. 促进北京市清洁能源国际合作发展的建

议和措施 

北京市清洁能源国际合作的可持续发

展，需要从加强清洁能源国际合作战略规

划、加大投入力度和完善国际合作管理体制

等方面进行努力。  

4.1 强化清洁能源国际合作战略规划 

清洁能源国际合作战略的制定应立足

于北京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需要，立足于

绿色北京和世界城市建设的大局，应明确清

洁能源国际合作的目标、方式、重点和途径。

北京市清洁能源国际合作，应以科技进步为

动力，以产业转型升级、延伸高起点发展的

产业链条、扩大高起点发展的产业规模为重

点，在国际合作中大力培育和发展核心基础

产业的高起点发展能力，积极探索“引进来”

与“走出去”的互动模式，充分利用国内和

国际资源，形成内外联动的交互发展局面，

为北京市的清洁能源产业发展服务。 

4.2 加大投入力度，服务自主创新 

在清洁能源国际合作中，要积极探索与

西方地方政府之间、企业之间、科研机构之

间的合作伙伴关系，逐步深化合作领域，探

索新的合作模式，扩大双方合作规模，开展

清洁能源技术合作、经验交流及能力建设等

一系列形式多样的合作活动，以提升自主创

新。积极推动北京市企业与跨国公司交流合

作，加快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在企业间的转

移，促进清洁能源企业研发水平的提高；支

持清洁能源企业积极“走出去”，在海外设

立研究开发机构或产业化基地；支持清洁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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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企业参加国际标准化组织的活动，争取有

更多国内的标准成为国际标准。 

4.3 完善清洁能源国际合作管理体制 

清洁能源国际合作活动的主体来自方

方面面，既包括市政府高层领导、外交和经

贸主管部门，也包括企业，要形成整体合力，

必须建立协调清洁能源国际合作战略目标

和政策的协调机制。要加强与科技部和商务

部等国家部委的协调与合作，清洁能源国际

合作政策的梳理和融合，协同推进清洁能源

国际合作战略目标的发展。不断提升清洁能

源国际合作的作用。加强机制创新，深入研

究清洁能源国际合作协调机制措施，积极探

索科技外交机制的协调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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