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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oided warming from the Kigali Amendment compared 
to BAU

《基加利修正案》与基准相比可以避免的升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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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tigation from F-gas cuts since 1974 = 
size of CO2 warming today.

自1974年以来的氟化物气体减排的
收益=目前的二氧化碳升温

Montreal Protocol agreed to cut HFCs 
in 2016.

2016年《蒙特利尔议定书》下达成一
致削减氢氟碳化物。

Kigali Amendment will avoid 80 Gt 
CO2e by 2050, up to 0.5C warming by 

2100.
《基加利修正案》到2050年将会避免

800亿吨二氧化碳当量的温室气体排
放，到2100年可避免0.5摄氏度升温。



能效提高对制冷能源使用的影响是迅速和实质性的
2050全球建筑制冷能耗预测
Global space cooling electricity use is to triple by 2050 

Source: IEA



支持绿色高效制冷的重要意义

◆制冷产品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和消费升级的重要终端消

费品，制冷能耗总量高、增速快、节能减排潜力大。制冷产

业覆盖生产、消费各个领域

◆制冷产业是中国制造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家用空调产量全球

占比超过80%，电冰箱占比超过60%，制冷产业年产值达8000

亿元

◆制冷用电量占中国全社会用电量15%以上，年均增速近20%，

主要制冷产品节能空间达30-50%

◆推进国家绿色发展战略以及实现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的重

要组成部分



支持绿色高效制冷的重要意义

◆ 2016年，各国达成《蒙特利尔议定书》基加利修正案，要求在削减氢氟碳

化物（HFCs）的同时提高制冷能效

◆ 2018年，IEA发布《制冷的未来》报告，表明通过持续提升制冷产品能效，

有望在2050年实现2.8万亿千瓦时节能量，相当于目前欧盟地区用电量的总

和

◆ 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与马克龙总统共同发布的《关于共同维护多边

主义、完善全球制冷的联合声明》明确提出“共同推动关于削减氢氟碳化

物的《蒙特利尔议定书》基加利修正案的批准和落实，并推动提高制冷行

业能效标准。”

◆ 2019年11月，《中法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气候变化北京倡议》进一步明确提

出“尽快批准并执行《蒙特利尔议定书》的基加利修正案，认识到基加利

修正案可在本世纪末防止高达0.4摄氏度的升温，提高空调和其他冷却设备

能效的协调努力将带来额外的环境效益，包括减排、公共卫生和粮食安全，

并采取行动提高全球制冷行业的能效。”



2022 年

家用空调、多联机
等制冷产品的市场
能效水平提升 30%
以上

绿色高效制冷产品
市场占有率提高
20%

实现年节电约 1000 
亿千瓦时

2030 年

大型公共建筑制冷
能效提升 30%，制
冷总体能效水平提
升 25%以上

绿色高效制冷产品
市场占有率提高
40%以上

实现年节电 4000 亿
千瓦时左右

绿色高效制冷行动方案

强化标准引领

提升绿色高效制冷产品供给

促进绿色高效制冷消费

加强制冷领域节能改造

深化国际合作



绿色高效制冷产品的市场转型需要有效的激励措施

•支持居民购买绿色高效制冷产品、更新更换老旧低
效制冷产品。鼓励零售企业、电商平台开辟绿色产
品销售专区，集中展示销售绿色高效产品

鼓励“节能补
贴”“以旧换绿”

•完善节能环保产品政府采购制度，扩大政府绿色采
购范围，加大绿色高效制冷创新产品政府采购支持
力度

政府采购率先垂
范

•推广《企业绿色采购指南（试行）》，鼓励大宗采
购企业通过节能自愿承诺、参与推广倡议等方式提
高绿色高效制冷产品采购比例

绿色供应链与采
购计划结合



建筑和基础设施是制冷系统能效提升的主战场

中央空调 支持在公共机构、大型公建、地铁、机场等重点领域更新淘汰低效设备，运用智
能管控、管路优化、能量回收、蓄能蓄冷、自然冷源、多能互补、自然通风等技
术实施改造升级

数据中心 加强在设备布局、制冷架构、外围护结构等方面的优化升级，鼓励使用液冷服务
器、热管背板、间接式蒸发冷却、行级空调、自动喷淋等高效制冷系统，因地制
宜采用自然冷源等制冷方式

园区制冷 支持有条件的地方选择商业聚集区、高校园区、集中行政中心、休闲度假区等制
冷需求大、负荷集中的园区，整体设计供冷改造方案，探索采用供冷服务托管、
按冷量计量收费、制冷需求和能效性能保障合同等商业模式

冷链物流 在农产品、食品、医药等领域支持冷链物流龙头企业集中更换绿色高效冰箱、冷
藏陈列柜、商用冷柜、冷藏车、冷库等制冷设备和设施，建立能耗管控中心，运
用物联网、温（湿）度精准控制等技术，实现成本和腐损率双降

高效制冷节能改造项目纳入中央预算内投资生态文明建设专
项资金主要支持范围：不超过项目总投资的15%，单个项目
补助金额不超过2000万元（2020年）



相关性 挑战与障碍

绿色金融政策落地难 • 绿色金融服务政策缺乏具体的操作方案和衡量标准，为制冷行业
的投融资提供保障

制冷服务行业绿色融
资渠道有限

• 制冷服务行业融资来源大多为内源资金和银行贷款，融资渠道狭
隘

节能服务公司在融资
过程中面临巨大压力

• 大多为中小型企业，内源资金有限，难以开展大型的制冷系统改
造项目

• “轻资产”的特点，难以提供有效的抵押担保品，限制了其借贷
的能力

• 制冷系统改造收益具有不确定性，投资回收期较长，被银行视为
“高风险”产业

前期成本高，收益不
确定性，使用户和银
行对绿色行业贷款
“顾虑重重

• 高效制冷产品投入前期成本较高，制冷系统改造升级的需求动力
不足

• 高效制冷行业投融资收益不确定性，收益的测量缺少统一的规范
化标准

• 缺乏有效的担保机制，缺少规范化的风险管控措施

创新金融机制和商业模式是推动制冷能效提升的关键



1. “超级合同能源管理模式 (Super EPC)”

2. “特殊项目集成机制(Special Purpose Vehicle)”

3. 结果导向型贷款 (Result-Oriented Loan)”等机制

亚洲开发银行—宁波制冷能效技援及贷款项目

创新制冷能效融资模式



1. 创新市场推广机制 Lighting as a service/Cooling as a service

2. 综合/能源服务托管

3. 生产型服务/服务型制造

• 消费方用多少冷量，直接付费，直观呈现使用情况，产生节约意识

• 消费方不需要配备专门的维护部门，由冷量提供方负责专业的维护

• 冷量的提供方为减少自身运行成本，有内在驱动力采用先进高效的技术

服务提供
商

终端用户

单位制冷费用
X

实际用量

投资人

未来收益
现金流

项目
资金

制冷服务 Cooling as a service 



需要进一步推动：

全面实施《绿色高效制冷方案》

探索将绿色高效制冷产品制造纳入绿色债券的支持范围

完善高效制冷产品的标识信息，便利绿色金融支持

对制冷、空调系统能效提升融资项目探索采用供冷服务托管、按
冷量计量收费、制冷需求和能效性能保障合同等商业模式

探索建立废旧空调制冷设备、制冷剂回收的市场化机制



中国制冷能效项目
China Cooling Efficiency Project

中国制冷能效项目旨在支持提高制冷能效，实现国家节能减排目标，以及
空气质量提高和高质量发展等多方协同效益。项目预期的主要目标包括：

• 支持研究、发布和实施国家绿色高效制冷行动方案

• 为国家十四五规划、中国的国家自主贡献、《巴黎气候变化协定》和《蒙
特利尔议定书》的履约提供支撑

• 中国制冷空调设备能效标准成为国际领先，标准覆盖主要制冷领域

• 提升超高效和环保型制冷空调设备的国内和国际市场占有率



双重策略 Dual Strategy

Stops harmful 
refrigerants from 
entering the market

Phases down HFC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Aims to reduce CO2 
emissions through 
affordable energy 
efficiency in cooling

Aims to replace legacy 
high-cost, high 
emission systems with 
lower cost cleaner 
technology

气候友好型制冷剂取代氟氯烃
和高温室效应氢氟碳化物制冷
剂
Redesign refrigerant-using 
appliances and equipment to 
replace current HCFC and high-
GWP HFC refrigerants with more 
climate-friendly alternatives

大幅提升空调、制冷等设
备的能效水平
Increase simultaneously the 
energy efficiency of AC, 
refrigeration and heat pump 
equipment

✚



重点领域

2017-2019 2020-2023

政策
National 
Policies

标准
MEPS

国内市场
Market / 
Financing

1. 国家绿色高效制冷行动方
案

2. HFC和制冷电力需求预测情
景分析

1. 房间空调器能效标准
2. 多联机能效标准

1. 公共机构制冷能效提升
2. 地方制冷行动试点研究
3. 市场转型推广

1. 推动国家方案的实施

2. 支撑十四五规划和国家自
助贡献

3. 推动F-GAS Phase-down

1. 公共机构制冷能效提升及
制冷系统节能改造

2. 创新融资和商业模式

1. 低温空气源热泵
2. 单元式空调
3. 冷冻冷藏柜

4. 机动车空调能效和制冷剂
排放

1. 出口产品能效调查与信息
披露

2. 能效标准国际/区域比对

3. 开展双边及多边制冷能效
对话（中印、中法等）

1.“一带一路”绿色高效制冷行
动倡议。

出口
Exported
ACs



能源基金会

通过推进可持续能源促进中国和世界的繁荣发展和气候安全

1
6

7个项目领域：电力、工业、交通、城市、环境管理、低碳转型、策略传播
6个综合工作组：中国中长期低碳发展战略、一带一路、二轨合作、空气质量、
城镇化、电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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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韩炜

hanwei@efchina.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