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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力行业低碳转型政策的经济-能源-环境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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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作为主要的碳排放来源之一，电力行业低碳转型在应对气候变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然而，现有大多数研究侧重于分析单

一电力能源低碳政策，而很少对比分析多种低碳政策的宏观经济影响。基于此，该研究构建了一个包含详细电力技术模块的可计

算一般均衡模型，从全局经济角度评估了在实现相同碳减排目标情形下利用碳定价收益补贴电力部门三种减排方式（包括补贴

CCS技术，水电和核电，以及风能、太阳能等新能源发电）的经济、能源和环境影响。结果表明：①补贴风能、太阳能等新能源发电

是相对最优的碳定价收益利用方式。该方式在达到相同减排目标时所需要的碳价最低，对于整体宏观经济以及对重点用电部门

利润造成的损失最小；同时，该方式也可以较明显地促进可再生能源份额和电气化率的提高，且对于 SO2和NOX的协同减排效果最

佳。②补贴水电和核电的方式次优，该方式对整体宏观经济和重点用电部门利润的负面冲击相对适中，且较好地促进了可再生能

源份额、电气化率以及 SO2和NOX的协同减排效果。③补贴CCS技术在这三种方式中最不占优势。该方式对于整体宏观经济增长

和重点用电部门利润造成的损失最大；同时对可再生能源份额、电气化率以及 SO2和NOX协同减排效果的促进作用较为微弱。因

此，给出如下建议：①短期内，中国电力行业应率先大力发展清洁电力，尤其需优先考虑将碳定价收益用于补贴风电和太阳能发

电；②从长远来看，为实现“碳中和”目标，应大规模部署CCS，在补贴CCS与碳定价相结合方式下，若辅以降低生产间接税，则能较

好地减缓对GDP的负面影响；③短期内可适度降低对 SO2和NOX的减排措施力度；但长远来看，针对 SO2和NOX的措施力度仍不可

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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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 2020年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将提高

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力争在 2030年前实现碳排放达到峰

值，在 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而电力行业作为中国主要

的化石能源消费和碳排放大户，在“十三五”期间的碳排

放增量中，有 80%以上来自电力部门，且在 2020年碳排

放占比超过全国碳排放总量的43%［1］。因此，电力行业低

碳转型发展是中国社会经济实现可持续绿色发展的内在

要求，也是中国实现“双碳”目标的必然选择。电力行业

低碳转型的关键是推进电力清洁化，降低对传统化石能

源电力的依赖。因此，促进可再生能源合理开发与利用

以及大规模部署诸如碳捕集与封存（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CCS）技术是构建低碳能源系统的有效途径。近

年来，中国政府也一直予以高度重视。在 2015年《巴黎协

定》中，中国政府提出到 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

费比重的 20%［2］。在 2016年《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三五”

规划》中，政府进一步明确了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指导

思想和主要任务［3］。再者，在近期的关于做好碳达峰、碳

中和工作的指导文件中，也再次强调电力系统脱碳是实

现碳达峰、碳中和的关键［4- 5］。然而，考虑到电力行业是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性行业，其低碳转型很

可能会通过改变部门的成本结构、资源配置等，进而会对

经济系统的其他部分产生明显的波及效应。因此，从全

局经济的视角对电力部门低碳转型的社会经济、能源消

费和环境影响进行建模和分析是非常必要的。为此，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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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采用一个可计算一般均衡（Computable General Equi⁃
librium，CGE）模型，从全局经济角度评估了在实现相同

碳减排目标情形下利用碳定价收益补贴电力部门三种减

排方式（包括补贴 CCS技术、补贴水电和核电，以及补贴

风能、太阳能和其他新能源发电）的社会经济、能源消费

和环境影响，以期为中国电力行业低碳发展提供科学

支撑。

1 文献综述

到目前为止，已有相当一部分研究探讨了电力部门

低碳转型，其研究范围和研究视角也在不断扩大，主要围

绕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关于煤电行业低碳发展研究。提

高煤电行业能源效率是电力行业低碳发展的重要途径之

一［6-7］。发展高效、低碳的先进煤电技术，以降低二氧化

碳和污染物排放强度，从而在应对气候变化和改善环境

污染方面扮演重要角色。现有文献普遍认为，对存量技

术，主要以节能改造、提效减排为主［7］；对增量技术，主要

以大规模部署CCS为主［8］。第二，对可再生电力的研究。

改善电力结构是电力行业低碳发展的又一重要途径。目

前的文献多侧重于可再生电力的发展规划，如可再生电

力的发展时间、地点以及装机容量规模［9-11］；还有部分研

究分析了燃料价格、电力结构、碳价对可再生电力的市场

价值［12］和发展规模［13］的影响。第三，对于低碳转型路径

效果的研究。大多数文献从“碳减排、碳达峰”视角分析

了不同转型路径的效果［14-16］。例如，Zhang等［16］认为中国

电力行业碳排放将于 2027年达峰，约 66. 5亿 t。第四，关

于低碳政策效果及评价研究。现有研究大都侧重于分析

单个电力低碳政策［17-18］，包括补贴可再生能源政策的影

响因素［19］、补贴可再生能源政策的优化策略［20-21］、补贴可

再生能源政策对利益相关者的影响［22］，以及碳税或碳交

易政策对清洁电力发展的影响［23-24］。此外，还有少量研

究探讨了多种电力低碳政策的组合效果。例如，

Ibanez⁃Lopez等［25］分析了激励政策与容量支付政策的组

合实施效果，结果表明，与单一的可再生能源激励措施相

比，组合政策可以保持足够的备用余量和避免电价飙升。

根据文献回顾，现有文献多是针对单个电力低碳政

策进行建模分析，而对于多种电力低碳政策组合效果的

对比分析较为缺乏。其次，考虑到电力部门在经济系统

中的基础性和支撑性地位，在分析节能减排效应的同时，

也需要考察其社会经济效应。为此，该研究在CGE模型

中构建了一个详细的电力技术模块，从而在碳定价背景

下，基于全局经济视角评估了电力部门多种低碳政策的

经济、能源和环境效应，不同于现有文献多局限于单个电

力低碳政策。

2 研究方法

2. 1 模型框架

该研究采用的分析工具是中国能源与环境政策分析

（China Energy & Environmental Policy Analysis，CEEPA）
模型，该模型是一个中国多部门动态递归 CGE模型。

CEEPA采用CGE模型的基本概念，并特别注重对中国能

源和环境现状的详细描述。目前，CEEPA已被用于研究

中国多种能源和环境政策的经济、能源和环境影响，如碳

税［26］、减排责任分担［27］、出口退税［28］、资源税改革［29］以及

碳交易［30］等。有关CEEPA的详细说明见文献［31］，在该

研究中，仅说明CEEPA中与该研究目的密切相关的模块。

2. 1. 1 在CEEPA中刻画不同的电力技术

在传统的CGE模型中，电力和热力的生产和供应技

术（简称电力技术）是高度聚合的，即仅有一种复合技术，

且仅生产一种商品；而随着电气化进程的加速推进，单一

电力技术和多种电力技术对应一种无差别的电力商品，

对于评估电力部门低碳转型政策有着明显差别。因此，

借鉴MIT⁃EPPA模型的处理方式［32- 34］，并基于全球贸易数

据库（Global Trade Analysis Project，GTAP）版本 10中的中

国电力技术数据［35］，将单一电力技术划分为 10种子技

术，即传统燃煤发电（Coal）、传统燃油发电（Oil）、传统燃

气发电（NatGas）、核电（Nuclear）、水电（Hydro）、风电

（Wind）、光伏发电（Solar）、考虑碳捕获的天然气联合循环

发电（NGCCS）、考虑碳捕获的整体煤气化联合循环发电

（IGCCS）及其他电力技术（Others），如图1所示。

2. 1. 2 碳税和不同电力技术补贴

在模型中，对各生产部门 i和居民 h征收的第 fe种化

石能源从价税率CTfe，ih如公式（1）所示：

CTfe，ih = CTAX × PFfactorfe，ih （1）
其中：CTAX表示对每吨碳征收的碳税税率（从量税

率，元/t），PFfactorfe，ih 表示第 fe种化石能源的复合碳排放

因子。

碳税的实施增加了化石能源的使用成本，如公式（2）
所示：

PQ'fe，ih = PQfe，ih + CTfe，ih × CPI （2）
其中：PQfe，ih表示第 fe种化石能源消费价格，CPI表示

消费者价格指数。

在该研究中，假设碳税收益（TOTCtax）全部用于补贴

各种发电技术，如公式（3）和（4）所示：

TOTCtax =∑
fe，i
CTfe，i × CPI × Q_Profe，i +∑

fe，h
CTfe，h ×

CPI × CDfe，h （3）
∑
tech
(PGenTechtech × GenTechtech × subtech ) = TOTCtax（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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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Q_Profe，i表示第 i部门在生产过程中对第 fe种

化石能源的消费量，CDfe，h表示第 h类居民对第 fe种化石

能源的消费量，PGenTechtech表示第 tech种发电技术价格，

GenTechtech表示第 tech种发电技术的发电量，subtech表示第

tech种发电技术的补贴率。

2. 2 数据来源

CGE模型的数据基础是社会核算矩阵（Social Ac⁃
counting Matrix，SAM）。它详细描述了给定时期内某个

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在CEEPA模型中，以中国

2017年投入产出表为基础［37］，并结合各类统计年鉴［38- 42］，

编制了2017年SAM表。

此外，为了在投入产出表［37］中单一电力部门的基础

上细分出 10种发电技术，首先，根据GTAP 10［35］中国电力

部门每种中间投入对各种发电技术的投入比例，将原投

入产出表中电力部门的中间投入数据拆分为各种电力技

术的中间投入数据；其次，各种发电技术的劳动、资本、土

地和资源等要素投入，根据GTAP 10［35］中国电力部门要

素投入比例拆分而来；最后，结合中国电力生产结构数

据［41］进行进一步的调整。

2. 3 参数校准

对于CEEPA模型中的内生参数，一部分通过基年数

据校准得到：将SAM表中的数据作为基年均衡数据代入模

型中各方程，以求解出方程中的参数［43］。例如，在外贸模

块，第 i种进口品的份额参数αM，i可用公式（5）校准得到：

αM，i = M0
1
σi
i × PM0 i

M0
1
σi
i × PM0 i + D0

1
σi
i × PD0 i

（5）

其中：M0表示基年第 i部门的商品进口量；D0表示

基年第 i部门的国内产品销售量；PM0表示基年第 i种进

口商品价格；PD0表示基年第 i种国内商品价格；σi表示

第 i种商品的替代弹性，是外生参数。在一般均衡条件下

求解得到的商品和要素的价格都为相对价格，因此这里

将基年各种商品和要素的价格都假定为 1；再结合从 SAM
表得到的M0和D0，代入公式（5），便可得到份额参数αM，i
的值。依此类推，利用基年数据和相应方程可校准出其

余内生参数。

另一部分外生参数则从相关研究中获取［44- 46］，如各

种替代弹性，碳排放因子和碳氧化率等。除了基本 CGE
模型中的弹性参数外，CEEPA模型还需要电力技术相关

的替代弹性参数［32-34］，见表1。
3 情景设置

为了探究中国电力部门低碳转型政策的全局社会经

济、能源消费和环境影响，该研究设置了一个无额外减排

政策的基准情景（Business As Usual，BAU）。该情景遵循

一个中等的经济发展路径，在实现发展目标方面取得一

些进展，资源和能源强度以历史速度下降，对化石能源的

依赖也逐渐减少。

在此基础上，考虑到中国正加快建设完善全国碳排

放权交易市场，该研究将利用碳定价这一政策工具作为

政府实施低碳转型政策的主要方式，并考虑将碳定价收

益分别用于补贴CCS技术、促进太阳能、风能等新能源发

电以及促进水电、核电等常规清洁能源发电这三种电力

部门减排方式，以考察碳定价收益的不同利用方式在实

图1 不同电力技术的电力生产模块

注：该图来自文献［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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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二氧化碳减排，缓和社会经济效率方面的影响，以期为

未来电力部门低碳发展提供政策建议。

再者，由于国家对于电力部门不同低碳转型政策并

没有明确的长期减排规划，因此该研究在考虑相关中国

气候变化行动目标的基础上，在设置情景时采取低减排

和高减排情景作为研究参考。在该研究中，将三种政策

情景从 2020—2060年的总碳排放量相比于 BAU情景减

少 10%和 20%分别作为低减排情景和高减排情景，以此

来比较分析不同电力部门低碳转型政策的社会经济、能

源消费和环境影响，相应的情景设置见表 2。此外，各情

景的碳价均由模型内生给出，且年均增长率均为 5%，如

图2所示。

4 结果与讨论

4. 1 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4. 1. 1 对GDP的影响

各情景下的国内生产总值相对于BAU情景的变化如

图 3所示。整体来看，各政策情景的实施均会对GDP产
生负面影响，且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变大。通过对GDP
构成要素（包括总消费、总投资和净出口）的分解，发现占

主导作用的是总投资变化。由于模型对国际收支平衡的

假设，所有情景下的净出口均保持不变。再者，由于各情

景主要作用于资本密集型行业，对劳动力报酬的影响要

表2 情景设置

情景

BAU

CCS⁃10%

CCS⁃20%

NH⁃10%

NH⁃20%

WSO⁃10%

WSO⁃20%

总减排率/%

0

10

20

10

20

10

20

英文全称

Business As Usual

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

Nuclear and
Hydro Power

Wind and Solar
and Other Power

政策描述

遵循中等经济发展路径，

不考虑额外的减排政策

从2020年实行碳定价，碳

价逐年提高5%，并将碳

定价收益用于补贴CCS

从2020年实行碳定价，碳

价逐年提高5%，并将碳

定价收益用于补贴水电

和核电

从2020年实行碳定价，碳

价逐年提高5%，并将碳

定价收益用于补贴风能、

太阳能和其他新能源

发电

注：在该研究中，碳定价政策可理解为收益归政府的碳税，也

可理解为拍卖收益归政府的碳交易。此外，为实现 10%和 20%的

减排目标，初始年碳价由模型内生给定，且各年份均为 2017年不

变价。

表1 模型中与电力技术相关的弹性参数

弹性参数

σews

σfof_tech
σx

σke

σenergy

σCO

σGF

σngr

取值

5
10
0. 6
0. 9
0. 5
0. 3
0. 4
0. 2

弹性参数

σva_nh
σro_fsva
σfsva

σva_adv
σva_ccs
σrva

σfvam

σva_wso

取值

0. 9
0. 2
0. 02
0. 9
0. 99
0. 2
0. 6
0. 9

图2 不同政策情景下的碳价

图3 不同政策情景相对于BAU情景的GDP变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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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小于资本收入的影响，从而对居民收入和居民消费

的影响较小，而模型中政府消费保持不变，最终对总消费

的影响较小。各情景下总投资的变化主要是由于碳定价

的实施增加了部门生产成本，使得各部门产出下降，从而

导致间接税总收入和政府收入下降，进而导致政府储蓄

和总投资降低。此外，无论是低减排情景，还是高减排情

景，碳定价收益用于补贴 CCS的方式（即 CCS-10%或

CCS-20%情景）对GDP造成的负面冲击最大。这主要是

因为CCS技术成本较高，在实现相同减排量的前提下，必

须辅以较高的补贴，从而使得在该方式下的碳价最高（图

2），最终对GDP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最大。而将碳定价收

益用于补贴风能、太阳能和其他新能源发电的方式对

GDP造成的负面冲击最小。例如，即使在高减排情景下，

该方式（WSO-20%情景）下的GDP损失约为 5. 0%，略低

于CCS-10%情景下的GDP损失（约为5. 5%）。

4. 1. 2 对居民福利的影响

图 4分别展示了不同政策情景下城乡居民福利水平

的变化。在该研究中，福利变化用希克斯等价变化的百

分比来描述。在所有情景下，城乡居民福利损失都有一

定程度的下降。这主要是由于各情景下碳定价的实施使

得各部门生产成本提高，产出降低，对劳动力的需求量降

低，进而使得劳动收入减少，导致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降

低，最终抑制了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具体来看，CCS⁃
20%情景表现出最高的福利损失，WSO⁃10%情景表现出

最低的福利损失。而在NH⁃10%和NH⁃20%情景下，城乡

居民福利适度损失。此外，在所有情景下，农村居民福利

损失都小于城镇居民福利损失。这主要是因为转移收入

占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比重存在差异：转移收入比重越

高，居民受影响越小［47］。而在模型中，基准年转移性收入

在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大于城镇居民。这

可能是得益于自 2012年以来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新型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等惠农政策的实施［48］。

4. 1. 3 对行业利润的影响

该研究对部门利润影响的分析，重点关注电力部门

本身及其主要的上游和下游行业。由于中国的电力结构

仍以燃煤发电为主，因而上游行业主要是煤炭（COAL）部

门，而下游重点用电行业包括钢铁（Ferrous）、化工

（CHEM）、有色金属（Non⁃Ferrous）和建筑（CONS）部门，它

们用电量约占全社会用电量的 30%［49］。这些部门的利润

变化率如图5所示。

在该研究中，部门利润是指部门资本收入和固定要

素收入的总和。整体来看，无论是低减排情景还是高减

排情景，在相同的碳定价收益利用方式下，各部门的利润

变化趋势相近，只是在高减排情景下部门利润受影响的

变化幅度更明显。具体来看，所有政策情景都能为电力

部门带来明显的利润。这主要是因为，一方面，碳定价的

实施使得全社会出现从化石能源向电力需求转移的趋

势，所以各情景下的电气化率均不同程度的提高（图 6
（d）），从而不同程度抬高了电价。另一方面，碳定价收益

均用于补贴不同的发电技术，使得相应的发电技术成本

下降以及该技术下的发电量增加明显，最终也带动了整

个电力部门利润的提高。其中，在NH情景下电力部门利

润上涨幅度最为明显，比如，在 2060年NH⁃20%情景下电

力部门利润增加 68%。这是因为在所有的发电技术中，

核电和水电的资本投入和固定要素投入所占比重最大，

从而使得在碳定价收益补贴核电和水电方式下的利润增

加最为明显。

对于上游煤炭部门，所有政策情景都能带来较为明显

的利润损失。特别对于NH⁃20%和WSO⁃20%情景，2060
年煤炭部门的利润损失分别达到 54. 2%和 53. 6%。这是

因为，一方面，碳定价政策增加了煤炭部门的生产成本；另

一方面，补贴清洁能源电力抑制了煤电的发展，进一步降

低了煤炭的需求量，最终使得煤炭部门利润损失最为严

重。相比较而言，CCS情景下煤炭部门的利润损失要小得

多，这是因为补贴CCS技术一定程度上使得煤炭需求量增图4 不同政策情景下的城乡居民福利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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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不同政策情景下的电力和能源消费

图5 不同政策情景下的部门利润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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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从而可以抵消一部分碳定价带来的负面影响。

再者，对于下游重点用电部门，碳定价政策使得电价

和化石能源价格均上涨，进而导致下游各部门生产成本

上涨，产出下降，最终导致下游各部门利润均出现一定程

度的下滑，但下降幅度远低于煤炭部门。

4. 2 对电力和能源消费的影响

图 6（a）展示了所有情景下的电力消费情况。由图 6
（a）可知，CCS和NH情景下的电力消费相比于 BAU情景

有所下降。这主要是由于碳定价增加了传统燃煤发电成

本，使其发电量下降明显，尽管碳定价收益都补贴给了

CCS或核电和水电，但由于这些发电技术资本密集程度较

高，最终还是使得总电力消费量有所下降。而WSO情景

下的电力消费相比于BAU情景有所增加，这是因为风能、

太阳能和其他新能源发电方式资本密集程度相对较低，碳

定价收益补贴对新能源发电的促进作用大于碳定价对传

统燃煤发电的抑制作用，最终使得总电力消费有所增加。

图 6（b）展示了所有情景下的能源消费情况。如图 6
（b）所示，所有情景下的能源消费量相比于BAU情景都有

所下降，且随着减排目标的提高，下降幅度增大。其中，

对于 CCS⁃10%和 CCS⁃20%情景，由于碳定价收益补贴

CCS技术，促进了 CCS渗透，增加了一部分煤炭消费量，

从而可以一定程度上抵消碳定价对化石能源的抑制作

用；对于WSO⁃10%和WSO⁃20%情景，电力消费量的增加

可以一定程度上抵消碳定价对化石能源的抑制作用。因

此，这两大类情景下能源消费量的下降幅度小于NH情景

下能源消费量的下降幅度。

图 6（c）和图 6（d）展示了所有情景下的可再生能源份

额和电气化率（即电力消费量和能源消费量之比）。如图

所示，所有情景下的可再生能源份额和电气化率均高于

BAU情景。对于NH和WSO情景，碳定价收益均用于补

贴可再生能源电力，使得可再生电力发展迅速，且碳定价

政策也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化石能源的消费量，因此，这两

大类情景下的可再生能源份额增加明显。特别是在

WSO ⁃ 20% 情景下，到 2060 年可再生能源比例达到

34. 4%。而对于CCS情景，CCS渗透率的提高一定程度上

抵消了碳定价对化石能源的抑制作用，因此，该类情景下

的可再生能源份额增幅不太明显。电气化率也是类似，

WSO⁃20%情景下的电力消费相比于 BAU情景增加最明

显，而碳定价使得该情景下的能源消费量下降，最终使得

该情景下的电气化率最大，达到37. 8%。

4. 3 对碳排放和污染物的影响

图 7展示了不同政策情景下的全国和电力部门年均

碳减排变化率。如图 7（a）所示，无论是低减排情景还是

高减排情景，尽管三类情景下的最终减排量一致，但减排

路径有所差异。具体而言，WSO情景在 2020年的碳价最

低，但其减排效果最为显著，这主要是由于风能、太阳能

等新能源发电成本相对较低，且具有一定的发电份额，碳

定价收益补贴后促使其快速发展，对传统燃煤发电的抑

制效果最为明显，因此，在政策实施的初始阶段，全国减

排效果最为明显。而对于CCS技术在 2020年处于示范阶

段，份额较低，需要大量补贴刺激其渗透，因而在政策实

施初期减排效果相对最弱，但随着碳价的抬高和 CCS渗
透率的提升，该方式的减排效果逐步变得最为明显。而

对于NH情景，其减排效果整体相对适中。再者，如图 7
（b）所示，三类低碳政策均能使得电力部门碳排放量明显

下降。但相比较而言，碳定价补贴风能、太阳能等新能源

发电方式使得电力部门碳排放量下降趋势最为显著。

由于环境协同效应，电力部门低碳政策在实现碳减

排的同时对于二氧化硫（Sulphur dioxide，SO2）和氮氧化

物（Nitrogen oxides，NOX）等主要大气污染物的减排也具

有积极影响。图 8展示了各情景在 2020—2060年期间的

累积 SO2和NOX减排率。如图 8所示，在NH和WSO情景

下对累积 SO2和NOX减排效果明显，且随着时间的推移，

累积减排率变大，在 2060年高减排情景下两种方式的累

图7 不同政策情景下的全国和电力部门年均碳

减排变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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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 SO2和NOX减排率均超过 20%。然而，在CCS情景下对

累积 SO2和NOX减排效果较为微弱，这主要是因为该情景

下促进了一定程度的煤炭消费量，从而抵消了一部分碳

定价的协同减排效果。再者，所有情景下的累积 SO2减排

率均大于累积NOX减排率，这是因为 SO2和NOX排放包含

两种类型：能源相关排放和过程相关排放，而 SO2能源相

关排放所占比重更大。

4. 4 敏感性分析

考虑到CGE模型在设置不同弹性参数时的固有局限

性，需要对模型中的关键参数进行敏感性分析。因此，该

研究选择电力和化石能源之间 σenergy、能源与资本之间

σKE，以及能源资本组合与劳动力之间σx的替代弹性进行

敏感性分析。该研究假设这三种替代弹性分别减少和增

加 20%，然后考察了 2060年高减排情景下相关指标的变

化，见表3。
表 3表明，无论这三种替代弹性减少还是增加，各情

景之间的优劣关系保持不变。这表明模型结果对这三种

弹性是稳健的。然而，表 3也表明这三种弹性的取值变化

对相关指标的大小影响较大。其中，碳定价收益补贴

CCS情景对能源与资本间的替代弹性较为敏感，相关指

标的变化幅度略大于其他两种弹性参数下的变化幅度。

因此，在部署CCS时，要注意加强资本投入以增强资本对

能源的替代能力，从而尽可能多地降低中国边际减排成

本（即碳价）。再者，碳定价收益补贴水电和核电，或补贴

风能、太阳能和其他新能源发电等方式对能源资本组合

与劳动力间的替代弹性较为敏感，相关指标的变化幅度

较大。因而，在发展清洁电力时可适度减少劳动力投入，

以尽可能使得中国边际减排成本（即碳价）下降。

表3 不同弹性参数情景下相关指标的敏感性分析

情景

CCS-20%

NH-20%

WSO-20%

指标

（2060年）

碳价/（元/t）
GDP变化/%

可再生份额/%
电气化率/%

全国碳减排率/%
碳价/（元/t）
GDP变化/%

可再生份额/%
电气化率/%

全国碳减排率/%
碳价/（元/t）
GDP变化/%

可再生份额/%
电气化率/%

全国碳减排率/%

基准值

255. 6
-11. 4
22. 2
31. 5
-32. 3
232. 3
-6. 7
29. 7
33. 6
-30. 7
218. 9
-5. 0
34. 4
37. 8
-29. 2

σenergy（0. 5）
低

260. 5
-11. 6
21. 4
29. 9
-32. 0
236. 5
-6. 8
28. 8
32. 7
-29. 8
225. 3
-5. 2
33. 6
36. 1
-28. 7

高

250. 6
-11. 3
22. 8
32. 9
-32. 7
228. 1
-6. 6
30. 5
35. 2
-31. 0
214. 0
-4. 8
35. 1
39. 3
-29. 6

σKE（0. 9）
低

271. 0
-12. 2
25. 1
33. 6
-33. 4
241. 5
-7. 1
30. 0
34. 4
-31. 2
223. 2
-5. 1
34. 5
38. 4
-29. 5

高

245. 0
-10. 7
20. 6
30. 8
-31. 5
223. 9
-6. 3
29. 5
32. 8
-30. 0
216. 8
-4. 7
34. 4
37. 3
-28. 9

σx（0. 6）
低

249. 2
-10. 8
21. 8
31. 2
-33. 1
220. 4
-6. 9
28. 4
32. 4
-32. 0
209. 8
-5. 3
33. 5
36. 3
-30. 6

高

261. 5
-11. 9
22. 6
32. 3
-31. 7
242. 9
-6. 3
32. 4
35. 6
-29. 7
229. 5
-4. 6
36. 7
39. 5
-28. 0

图8 不同政策情景下的累积SO2和NOX减排率

注：某一年累积SO2/NOX减排率=（政策情景下累积SO2/NOX排放量/
BAU情景下累积SO2/NOX排放量-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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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与政策建议

该研究建立了一个具有详细电力技术模块的CGE模

型，从全局经济角度评估了在实现相同碳减排目标情形下

利用碳定价收益补贴电力部门三种减排方式（包括补贴

CCS技术、补贴水电和核电，以及补贴风能、太阳能和其他

新能源发电）的经济、能源和环境影响。此外，还围绕关键

替代弹性进行了敏感性分析，验证了该研究对各政策优劣

关系判断结论的相对鲁棒性。主要结论如下。

（1）补贴风能、太阳能等新能源发电是相对最优的碳

定价收益利用方式。该方式在达到相同减排目标时所需

要的碳价最低，对于整体宏观经济以及对重点用电部门

利润造成的损失最小。同时，该方式也可以较明显地促

进可再生能源比例和电气化率的提高，且对于 SO2和NOX
的协同减排效果最佳。此外，补贴水电和核电的方式对

整体宏观经济和重点用电部门的负面冲击相对适中，且

对可再生能源份额、电气化率以及 SO2和NOX的协同减排

效果有较好的促进作用。

（2）只实行碳定价而不辅以专项补贴，即使在GDP损
失 40%情形下，也无法实现CCS较大规模渗透，因此有必

要对 CCS部署实行专项补贴。此外，补贴 CCS技术在这

三种减排方式中最不占有优势。虽然该方式对传统煤炭

行业造成的负面冲击最小，但达到相同碳减排目标时所

需要的碳价最高，并且对于整个宏观经济增长和重点用

电部门利润造成的损失最大。因此，为减缓对社会经济

的负面冲击，必须辅以配套措施，如降低生产间接税等。

（3）在补贴风能、太阳能等新能源发电或补贴水电和

核电的方式下对累积 SO2和NOX的协同减排效果明显，且

随着时间的推移，累积减排率变大。比如，在 2060年高减

排情景下两种方式的累积 SO2和NOX减排率均超过 20%；

而在补贴 CCS技术下累积 SO2和 NOX的减排效果较为

微弱。

基于以上结论，该研究以中国当前主流的碳交易政

策为例，结合电力行业发展现状与国家相关规划文件，可

得到如下政策启示：①在短期内，特别是“十四五”期间，

中国电力行业低碳转型应率先大力发展清洁电力，尤其

需优先考虑大幅提升风电和太阳能发电规模，以尽快实

现电力行业碳达峰。在此期间，宜考虑将碳交易收益优

先用于补贴风能、太阳能等新能源发电的方式，然后考虑

将一小部分收益用于补贴水电和核电。②从长远来看，

中国电力行业低碳转型需大规模部署CCS才能实现深度

脱碳，以及电力行业碳中和目标。此时，电力部门大规模

部署CCS需要有针对性补贴，且需与碳交易政策相结合，

并辅以配套措施，如降低生产间接税，以减缓对社会经济

的负面影响。③短期内，在大力发展风能、太阳能等新能

源发电和发展水电和核电的情形下，可适度降低针对 SO2
和NOX的减排措施力度；长远来看，当在部署CCS技术的

情形下，针对SO2和NOX的措施力度仍不可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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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o‑economic,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effects of low‑carbon transition policies
on China’s power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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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low-carbon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s power industry, as one of the major carbon emission sectors,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ackling climate change. However, most existing studies focus on the analysis of a single low-carbon power policy, and few have
comparatively analyzed the macroeconomic impact of multiple low-carbon policies. Therefore, this study constructed a computable gen⁃
eral equilibrium model with a detailed electricity technology module and evaluated the socio-economic,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ef⁃
fects of using carbon pricing revenue to subsidize three mitigation ways in the power industry (including subsidies for CCS technology,
hydropower, and nuclear power, as well as wind, solar, and other new ways of energy power generation) so as to achieve the same carbon
reduction target.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① Subsidizing new energy generation such as wind and solar power was a relatively optimal
use of carbon tax revenue. This could achieve the same reduction target with the lowest carbon price and cause the least loss to the over⁃
all macro-economy and the profits of the key power-consuming sectors. Meanwhile, it could also significantly promote the proportion of
renewable energy and electrification rate and have the best synergistic emission reduction effects for sulfur dioxide (SO2) and nitrogen
oxides (NOX). ② The second best way was to subsidize hydropower and nuclear power. This way could have a relatively moderate nega⁃
tive impact on the overall macro-economic and key power-consuming sectors, and better promote the share of renewable energy, the
electrification rate, and the synergistic emission reduction effects of SO2 and NOX. ③ Subsidizing 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 technology
was the least advantageous way, which could cause the greatest loss to the whole macro-economic and key power-consuming sectors.
Meanwhile, it had a weak promotion effect on the share of renewable energy, electrification rate, and the synergistic reduction effect of
SO2 and NOX. This study provides the following policy recommendations: ① In the short term, China’s power industry should take the
lead in vigorously developing clean power, especially giving priority to the use of carbon pricing revenue to subsidize wind and solar
power. ② To achieve carbon neutrality, the large-scale deployment of CCS in the power industry should be considered in the long run.
Under the combination of subsidized CCS and carbon pricing, if the sectoral indirect tax is reduced, the GDP loss can be better mitigat⁃
ed. ③ The policy efforts for SO2 and NOx can be moderately relaxed in the short term, while the measures for SO2 and NOX cannot be re⁃
laxed in the long run.
Key words power sector; low⁃carbon transition policy; socio⁃economic,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effects; computable general equi⁃
libr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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