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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本信息  
北京市顺义区磐之石环境与能源研究中心（REEI，2018 年 4 月在北京市顺义区民政局注

册成立的民办非企业单位，机构业务指导单位为顺义区科学技术协会），前身为磐石环境与

能源研究所，创立于 2012 年 7 月，是一家研究环境和能源政策的独立智库。以能源转型政

策分析为主线，讨论如何在兼顾社会公平、气候变化、环境质量和公众健康的基础上，加速

中国能源系统的低碳转型，我们并希望在此过程中促进多方参与、开放与理性的政策讨论。 

 

愿景： 

致力于推动以程序正义和理性批判为基石的环境政策决策机制的建立，使社会向更加包

容、公正和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2. 机构建设 
2.1 理事会召开 

图 1：第一届理事会第三次 

 

依据北京市顺义区磐之石环境与能源研究中心机构章程规定，机构设置 5 位理事及 1 位

监事。2020 年，机构分别于 5 月及 8 月于线上召开第一届理事会第三次及第四次会议，5 位

理事、1 位监事及全体工作人员列位出席。 

 

2020 年 05 月 15 日，磐之石第一届第三次理事会会议成功召开。各理事为机构团队发

展提出了建议和帮助，就项目团队和理事定期非正式讨论达成约定，并完成组织战略初步梳

理，同时确定第四次会议主题概要。2020 年 08 月 12 日，磐之石第一届第四次理事会会议

成功召开。参会人员就评估 COVID 19 对磐之石和社会环境带来的短、中、长期影响展开讨

论，同时各理事也参与机构战略梳理及规划讨论，最后机构内部向理事完成监事改选及财务

情况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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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项目战略 

2020 年，磐之石工作主要按照机构规划战略议题展开，以能源转型政策讨论为主线，将

气候智慧型医疗和围绕能源转型与碳定价的区域及地方合作作为落脚点，兼顾考量提升公共

健康和控制空气污染在应对气候变化决策中角色。 

 

 

图 2：磐之石环境与能源研究中心工作领域与目标 

 

3. 项目活动 
3.1 能源转型与碳定价  

图 3：东北亚区域环境与资源研讨会 

 

如何把经济、环境和社会方面的考量纳入到碳定价体系建设中，如何让该话题得到更广

泛的讨论，一直是磐之石所希望达成的。从 2017 年起，磐之石着手开展能源转型与碳定价

项目，并引起了国内外对于中国碳定价可持续性和有效性的关注。 

 

在 2018-2021 年期间，我们与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一道，将关于能源与气候变

化的讨论融入项目，执行能源转型与碳定价项目 （Energy Transition and Carbon Pric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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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CP）。目标是建立广泛的区域性合作平台，通过专家组的有效参与，促进能源转型和碳定

价相关议题的技术和政策交流，进而对区域能源与气候变化政策的理性制定提供有价值的参

考和建议。  

 

项目进展  

表 1：能源转型与碳定价项目 2020 年进展 

时间 进展 

4 月 

 

喜马拉雅中文音频栏目《海外智库能源与气候变化报告解读》上线，全年累

计发布音频解读 15 期，内容涉及能源展望、绿色复苏、碳中和等热点话题。

项目团队希望通过此栏目借助海外智库的思想力以及前瞻性的视角，提升公

众在能源与气候变化问题的全球视野。 

9 月 海外平台英文音频栏目《REEI Energy and Climate Podcast》上线，内容分发

至各主流音频平台（包含：Spotify;Apple Podcasts;Google Podcasts），全年

累计发布音频解读 7 期，内容涉及绿色新政、碳减排等行业关键词。项目团

队希望通过此栏目促进多方沟通，展现中国减排的决心与行动力，达到区域

能源转型的目标。 

9 月 参与由日本东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基地和人类文化研究机构（NIHU）共同

主办的“东北亚区域环境与资源研讨会：第 44 回中国环境问题研究会”网络

会议。 

10 月 受邀参与撰写由日本东北大学主编的《能源转型》一书，筹备编写中国能源

转型章节内容，编写内容主要包括中国能源转型现状与可持续性、公众参与

等。 

全年 编辑发布六期项目英文简讯（可订阅），简讯内容主要包括具有时效性的能

源转型与碳定价的新闻及研究报告；编写包括东南亚能源观察、各国绿色新

政、全球绿色经济复苏计划等能源转型与碳定价相关文章。 

 

3.2 气候智慧型医疗卫生  

图 4： 医院制冷能效提升项目总结及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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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卫生部门是应对气候变化导致的健康问题的核心部门，但同时医疗卫生部门本身在

运行过程中的能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也会产生环境影响，进而造成直接和间接的公共健康负

担。促进气候智慧型医疗卫生发展，即降低医疗卫生部门碳排放，提升医疗卫生部门的气候

韧性，将对缓解和适应全球气候变化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磐之石的气候智慧型医疗卫生项

目旨在推动中国医疗卫生部门的绿色、低碳转型，并促进健康部门在气候变化政策讨论中的

参与。 

 

气候智慧型医疗卫生项目主要分为全球绿色健康医院、医疗卫生部门可持续采购、医院

制冷系统能效、医疗部门空调系统能源审计与节能改造示范四个子项目。全球绿色健康医院

目标是促进医疗部门整体转型；医疗卫生部门可持续采购关注点在医疗物品采购，其中包括

对医院全面采购评价和具体的有害化学品替换可能性；医院制冷系统能效项目重点在于医疗

系统节能降耗，项目团队希望以试点单位逐步推进我国整体性的医疗系统能耗减少；医疗部

门空调系统能源审计与节能改造示范项目力求通过能源审计与节能改造实现更多的能耗减

少的可能性，目标是为我国医疗部门能源消耗竖立行业标杆。 

 

项目进展  

表 2：气候智慧型医疗卫生 2020 年项目进展 

时间 进展 

4 月及 11 月 

 

4 月，与北京回龙观医院、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共同召开制冷系统能效项目

启动会，详细沟通本年度项目执行计划细节工作。 

11 月，与中国建筑节能协会绿色医院专业委员会，在北京回龙观医院、中国

建筑科学研究院的支持下召开制冷系统能效项目的总结会。  

6 月 在医疗部门空调系统能源审计与节能改造示范项目下，项目关注制冷剂使用

带来的全球变暖影响。并邀请北京工业大学李炎锋教授及其团队撰写《医疗

机构 HFCs 制冷剂使用情况和替代技术调查报告》。 

8 月 

 

为促进医疗制冷行业交流，与医疗部门空调系统能源审计与节能改造示范项

目项目合作伙伴中国建筑节能协会绿色医院专业委员会、《暖通空调》杂志

社共同举办“绿色医院高效制冷系统建设与运行”专题研讨会。 

9 月及 12 月 

 

与项目合作机构中环联合认证中心一同开展对北京回龙观医院、北京大学国

际医院的可持续采购评估工作，目的在于观察《医疗卫生机构可持续采购指

南》实际使用可行性。并于 12 月举办指南评审会，讨论可持续采购指南实

际评估使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修改后提交的最终版已通过专家组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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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低排放交通  

图 5：绍兴可持续交通研讨会 

 

过去的二十年，随着汽车保有量的增加，交通领域对化石燃料的消耗及汽车使用过程中

产生的温室气体都对我国环境与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2020 年，项目团队在德国伯尔

基金会北京代表处的支持下开展了以绍兴城市道路交通低排放为主题的能源转型研究项目。 

 

低排放交通项目计划在 2019 年至 2021 年的三年中进行，旨在建立一个区域专家组，通

过将气候和健康评估纳入其中，促进有关低排放交通的政策交流。2019 年项目团队开展了

对中国交通部门低碳转型政策的研究，2020 年项目落点绍兴市，探讨绍兴交通低碳发展在

可再生能源电力、电动车增长、国际城市低碳交通经验、绍兴市民出行意识等方面面临的机

遇，2021 年项目团队将继续开展后续工作，并与东北亚地区国家就低碳交通发展在碳中和

目标实现过程中的作用展开对话和交流。 

 

项目进展  

表 3：低排放交通 2020 年项目进展 

时间 进展 

11 月 项目团队在绍兴当地社区互联网平台绍兴 E 网开展“绍兴交通，你我共同建言献

策”直播活动，直播中项目团队与当地居民分享了调研问卷成果、电动车发展、绿

色出行等内容。 

11 月 项目团队完成《绍兴低排交通 2020》报告撰写，并在举办的绍兴可持续交通研讨

会上进行分享。 

12 月 项目团队草拟完成并向当地政协委员提交了关于低排放交通的政策建议，相关内

容计划通过当地两会代表提交至绍兴市发改委及绍兴市交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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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无塑山河：垃圾焚烧 

图 6：十四五垃圾焚烧处理能力过剩的风险线上研讨会 

 

为促进在生活垃圾焚烧行业（以下简称“垃圾焚烧行业”）民间观察和监督方面有更多元

的角度关注和行动，更好的促进垃圾焚烧行业“清洁运行”，优化国家的垃圾管理体系，减少

生活垃圾带来的环境污染，芜湖市生态环境保护志愿者协会发起了“无塑山河-垃圾焚烧”项

目，旨在支持关注垃圾焚烧行业的环保组织，资助和垃圾焚烧行业相关的民间倡导行动。磐

之石自 2019 年 7 月加入项目，于 2020 年起开始执行项目计划内容。 

 

基于多年对垃圾焚烧项目研究的积累，项目团队结合欧盟、美国和中国在城市垃圾

管理方面的政策变化，进一步分析我国 2020 年垃圾焚烧存在的问题及“十四五”行业发展

可能性，并对全国展开垃圾分类提供参考建议。  

 

项目进展  

表 4：垃圾焚烧 2020 年项目进展 

时间 进展 

4-6 月 

 

基于历年产出内容及行业最新发展情况，项目人员完成撰写垃圾焚烧相关文

章，同时完成《错误的激励：再论终止垃圾焚烧发电电价补贴政策的必要性》

编写。 

6 月 举办“十四五垃圾焚烧处理能力过剩的风险”线上研讨会，发布项目研究产出

内容。 

12 月 项目案例在零废弃联盟年会上被作为网络执行项目典型案例分享。 

 

4. 项目产出 
2020 年，磐之石项目产出主要由研讨与培训、报告及文章、视听产出组成。在 2019 年

的基础上，经理事会讨论梳理机构战略后，受众目标更为清晰，传播媒介及形式也向多元转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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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研讨与培训影响 

本年度机构参与、组织了多场分享会以及专题讨论会，并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和学者参

与讨论，与去年相比在讨论内容上更为丰富。 

 

表 5：研讨与培训详情及影响 

项目 主要内容 影响 

无塑山河：垃圾焚烧 2020 年 06 月，举办“十四五垃圾焚烧处理

能力过剩的风险”线上研讨会，探讨我国垃

圾分类、焚烧补贴等政策话题。 

50 余位关注相关议题的媒体、研究

机构、企业、公众参与话题讨论，促

进业内交流。 

气候智慧型医疗卫生 2020 年 08 月，联合举办“医院绿色高效制

冷系统建设与运行”研讨会，在重庆国际制

冷展背景下讨论绿色医院能源管理，制冷

站运维，高效机房建设，空调系统解决方案

等话题。 

向多家医院、研究院、设备制造商等

代表分享医疗部门制冷剂替换的必

要性，提高医疗部门对制冷剂替换

的意识。 

能源转型与碳定价 2020 年 09 月，受邀参加由日本东北大学东

北亚研究中心基地和人类文化研究机构

（NIHU）共同主办的“东北亚区域环境与资

源研讨会：第 44 回中国环境问题研究会”网

络会议，分享磐之石在中国绿色复苏计划

中的观察。 

与超过 30 位的国内外大学，研究智

库、企业机构代表分享和讨论磐之

石在中国绿色复苏计划中的观察，

向海外能源转型研究者讲述中国能

源转型的决心与行动力。 

气候智慧型医疗卫生 2020 年 11 月，联合举办“医院在低碳发展

战略中的新机遇：以医院制冷能效提升为

例”的主题研讨会，以回龙观医院制冷调试

改造成果为例，探讨碳中和背景下医院低

碳发展的新机遇。 

邀请北京市医院管理中心以及多所

医院代表参与，展示推广回龙观医

院制冷项目能效提升效果。 

低排放交通 2020 年 11 月，举办“绍兴可持续交通”研讨

会，讨论绍兴市的交通低碳发展如何实现，

议题主要涉及绍兴市民通勤知行调查、电

动车、可再生能、健康收益与交通决策以友

好城市的低碳交通发展。 

促进当地交通系统专家、环境研究

学者、政协委员、媒体代表、NGO 伙

伴、学生就相关议题展开沟通交通。 

 

4.2 文字产出影响  

本年度机构参与翻译、撰写、发布多种研究产出，内容覆盖涉及多个环境与能源发展议

题，与去年相比研究内容时效性、深度都所有改进，产出内容被中国经营报、北极星电力网、

中国碳交易网等多家媒体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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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涉及气候政策的公共讨论中，机构成员也接受知名媒体采访，就当下的重要能源气候

政策话题阐述意见。例如在“财新网”关于“巴黎协定”的五周年回顾分析文章中，机构联合主

任赵昂接受专访，其关于未来气候治理中，美国、中国和欧洲所面临的国内、外挑战的观察

被引用于文章中。（《全球减排复盘：最后一个全世界联手有效应对气候变化的机会把握得如

何？》） 

 

表 6：报告与文章发布详情及影响 

报告与文章 主要内容 影响 

《错误的激励：再论终止

垃圾焚烧发电电价补贴政

策的必要性》 

该报告由磐之石撰写，对十四五垃圾焚烧处

理量接近饱和，新冠疫情影响下，城市生活垃

圾管理所面临变数展开分析讨论。 

内容被中国经营报在内的多

家媒体引用报道。被零废弃

联盟年会作为项目主要产出

向联盟成员推广介绍。为取

消垃圾焚烧发电补贴提供符

合现状的政策建议。 

《医疗机构 HFCs 制冷剂

使用情况和替代技术调查

报告》 

该报告由磐之石发布，对国内医疗机构现阶

段制冷剂使用情况进行了初步调查，探讨国

内外现有制冷剂替代方案的优缺点和应用前

景，并对医疗机构 HFCs 制冷剂替换的成本和

收益进行了初步的分析。 

为我国第三代制冷剂替换提

供基础数据信息及可行性分

析，为医疗机构制冷剂替换

技术路线及制冷设备行业发

展提供对策。 

《医疗卫生部门可持续采

购指南》 

该报告由磐之石翻译，该可持续采购指南可

以帮助卫生系统了解：可持续采购的影响目

标；产品和服务可持续采购的效益和商业案

例。如何促进内部利益相关者和供应商的参

与以及建立领先的可持续采购项目。 

为我国医疗机构在采购环节

推动可持续发展、降低碳排

放足迹提供建议。 

《绍兴绿色交通 2020》 该报告由磐之石撰写，讨论浙江省绍兴市的

交通低碳发展如何实现，涉及绍兴市民通勤

知行调查、绍兴市电动车发展、可再生能源

（以户用分布式光伏发电为例）发展在交通

低碳转型中的作用、如何将健康收益和气候

收益置于绍兴交通决策中，以及绍兴如何从

友好城市的低碳交通发展汲取经验。 

推动绍兴市可持续交通发

展，为绍兴市交通低排放发

展提供可行性政策建议。 

绿色复苏系列文章 为缓解新冠疫情带来的经济冲击，各国都正

在制定一系列的经济刺激政策来加速本国的

经济复苏。围绕绿色复苏话题，磐之石撰写了

相关文章。 

内容被《中国银行保险报》在

内的多家媒体转发，为更多

的绿色复苏研究者提供了更

开阔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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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与文章 主要内容 影响 

东南亚能源观察系列文章 2020 年由磐之石撰写，聚焦东南亚能源转型

与碳定价的能源观察文章，主要包括健康影

响、光伏发电、能源消费投资等话题。 

内容被中国碳交易网在内的

多家媒体转发，向更多研究

者提供了项目团队对东南亚

地区的研究发现。 

其他 除上述报告及文章产出，2020 年磐之石还撰

写有关煤电发展、地铁空气、碳税分析等文

章。 

内容被北极星电力网在内的

多家媒体转发，与时俱进的

更新为不同受众提供了丰富

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4.3 视听产出影响 

本年度机构探索更多新传播，与往年相比增加视听产出内容，实现探讨与传播一体化转

型，实现更扩大受众领域的目标。 

 

表 7：视听产品发布详情及影响 

名称 主要内容 影响 

音频 2020 年，项目团队完成中英文节目栏目平台搭建及

15 期《海外智库能源与气候变化报告解读》、7 期《REEI 

Energy and Climate Podcast 》（ Spotify;Apple 

Podcasts;Google Podcasts）内容发布。  

中文音频累计播放量超 3.5 万，

英文音频传播以亚洲及北美为

主，涵盖全球四大洲、21 个城市。 

视频 2020 年，机构共发布三个系列视频产出，分别是《聚

焦 | 气候变化热点问题，专家怎么看？》、《磐之石能

源评论 2019》、《我理想的城市交通》。  

完成文字内容向视听产品转换，

精编视频内容累计时长超 1 小

时，实现更广泛传播。 

短视频 在低排放交通 2020 项目背景下，共制作 11 条短视频

内容，发布至视频号、抖音等平台。  

完成智库产出对短视频领域的初

探，视频受到绍兴市环保局关注。 

直播 在低排放交通 2020 项目背景下，项目团队与绍兴 E

网开展“绍兴交通，你我共同建言献策”直播活动。  

直播累计观看人数 1.37 万。 

 

5. 筹资与支出  
5.1 资金来源  

2020 年磐之石环境与能源研究中心的项目资金总额为 1,300,500 元。其中，国外基金会

与援助机构资助资金共计 672,500 元，国内机构资助资金为 628,000 元。主要资助单位为中

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德国伯尔基金会北京办事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中国办公室

（UNDP China）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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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020 磐之石项目资金汇总（单位%） 

 

5.2 资金支出  

2020 年支出总额为 1,170,600 元，如下图所示，支出类别中职工薪酬与福利占比最大，

占支出总额 536,000 元，其次是社保和公积金，以及差旅费。（所有支出数字为项目记录，并

未经过审计） 

 

   

图 8：2020 磐之石支出情况（单位：%） 

 

6. 结语  
在 2020 年这个全球被 COVID-19 疫情的年份里，磐之石环境与能源研究中心项目执行

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机构立足当下探索新形式讨论，开展参与线上研讨、直播互动；跟随

发展潮流尝试新传播方式，产出机构音频、视频节目；有条不紊的产出关于能源和环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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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策分析和评论文章，向政协委员提出可行的政策建议，接受媒体专访分享我们的工作经

验和政策分析结果。在 2020 年的工作中，“磐之石”在面对和解决困难的过程中更加坚固。未

来我们也将延续我们的工作目标，在兼顾社会公平、气候变化、环境质量和公众健康的基础

上，实现中国能源系统的低碳转型。 

 

7. 致谢  
在此感谢德国伯尔基金会、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芜湖市

生态环境保护志愿者协会、绍兴朝露环保等机构在 2020 们项目活动支持！也感谢磐之石的

业务指导单位北京市顺义区科学技术协会为我们机构的发展提供的悉心指导和宝贵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