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日本福井县高滨核电站 1 号和
2 号反应堆的重启事宜得到了当地政府
的支持。 然而，日本国民对福岛核事故仍
心有余悸、 核废料处理面临挑战等问题，
却令日本核电的复苏面临考验。 5

日本核电复苏
考验重重

近日， 国家可再生能源信息管理中心
发布消息称，绿证推出以来规模最大的一
笔交易正式完成交割———1 月 18 日，某合
资公司一次性采购河北华电康保风电公
司 30160 个绿证， 相当于 3016 万千瓦时
可再生能源电量。 国家可再生能源信息管
理中心指出， 这是自 2017 年绿证交易市
场启动以来最大规模的一笔交易。 绿证认
购平台数据显示， 截至 2 月 5 日我国绿证
认购总量为 72564个。

然而， 根据国家能源局 2019 年 6 月
发布的 《2018 年度全国可再生能源电力
发展监测评价报告》，2018 年浙江省购
买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折算可再
生能源电力消纳量 20 亿千瓦时。按照 1
个绿证对应 1000 千瓦时绿色电力的标
准计算，2018 年浙江省购入绿证数量高
达 200 万个。

时隔两年，为何此番 3 万余个绿证的
交易量却被贴上了“历史规模最大”的标
签？ 高达 200 万个的交易量为何没有在认
购平台的数据中体现？ 绿证交易是否暗藏
玄机？

涉事各方三缄其口

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 作为国家清
洁能源示范省，2018 年，浙江省因来水偏
少造成水电发电量减少， 同时灵绍特高
压通道输送可再生能源电量占总输电量
比重未达到国家规定比重。 受上述因素
影响， 浙江省当年实际消纳可再生能源
电量偏少， 全省购买可再生能源绿色电
力证书折算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量 20
亿千瓦时。

如此大规模的交易，是否存在不通过
平台认购，直接线下交易的情况呢？ 绿证
认购平台的客服人员告诉记者，大宗交易
的确需要直接联系发电企业进行一次性
划转，但即便如此，交易信息也会在认购
平台上予以显示。

那么，浙江省的交易信息为何没有在
平台上出现？ 浙江最终是从哪些发电企业
购入的绿证？ 成交价格是多少？ 所涉款项
又是由谁承担的呢？ 记者就此致函国家能
源局新能源司希望了解具体情况，但截至
记者发稿，未收到任何回复。

记者随后致函国家电网浙江公司，但
相关负责人表示，此事由浙江省能源局负

责， 电力公司 “只是其中一个很小的切
面”，“政策上发表意见也不合适。 ”记者此
后又联系了浙江省能源局，希望就浙江省
可再生能源消纳和绿证交易问题进行专
题采访， 但对于 2018 年是否大规模购入
绿证一事，对方未予答复。

此“绿证”非彼“绿证”

“先进典型”为何闪烁其词？ 涉事各方
又为何三缄其口？

根据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国家能源
局联合发布的《关于试行可再生能源绿色
电力证书核发及自愿认购交易制度的通

知》， 绿证所对应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
包括陆上风电和光伏发电。 与此同时，《通
知》特别强调，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并不
在其列。

有知情人向记者透露， 浙江省 2018
年所谓的“绿证”交易，其中的玄机正在于
此。 “其实，这笔‘绿证’相当于浙江省财政
出钱，给省内受到‘5·31 政策’影响的分布
式光伏发电项目一个平稳过渡，并不是认
购平台上挂牌的绿证。 ”

主管、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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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国家石油公司正在不遗余力地
推进北极地区最大石油项目———东方石
油（Vostok Oil）的建设。 随着该项目去年
底取得阶段性进展，大宗商品贸易商托克
（Trafigura） 成为东方石油项目首个外资
股东。

绿证交易记的是一笔糊涂账？
■本报记者 姚金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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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油为北极最大
石油项目招商引资

单笔交易超 3 万张 、 接近此前 4
年交易量总和———近日， 河北华电康
保风电公司这笔创造了历史单笔最大
规模纪录的交易 ，把本已 “凉凉 ”的绿
证重新拉回人们的视野。 但面对 4 年
累计交易率仅0.26%的惨淡现实，即便
是最坚定的支持者，也难免会对绿证的
未来产生怀疑。而浙江规模高达 200 万
张的绿证“糊涂账”，进一步暴露出绿证
市场活跃度低下的背后，还存在不小的
管理漏洞。

作为“完善可再生能源支持政策和
创新发展机制的重大举措”， 绿证交易
制度 2017 年由国家发改委、 财政部和
国家能源局联合推出，并被赋予了“促
进清洁能源高效利用和降低国家财政
资金的直接补贴强度”和利于“凝聚社
会共识、推动能源转型”的积极意义。加
之绿证交易在不少国家和地区先前表
现不俗，以及彼时我国新能源产业正处
于“弃电”规模居高不下、补贴缺口与日
俱增的旋涡之中，因此绿证曾被各方寄

予厚望。
但实际交易量长期低位徘徊，着实

让相关各方大失所望：刨除华电康保的
这笔交易，过去 4 年来，我国累计核发
绿证超 2700 万张, 但最终成交量仅为
4.2 万张，这意味着绿证交易实际上已
处于停滞状态； 即使算入华电康保的
这笔交易， 绿证迄今的交易量也只有
7 万余张，颓势难改。 2019 年 5 月“可
再生能源电力消纳保障机制”出台后，
交易量仍未出现明显起色， 更是给绿
证“泼了一盆冷水”。要知道，这一机制
一度被认为是激活绿证市场的一针
“强心剂”。 但期望越高失望越大。这针
“强心剂”的失效，在相当大程度上宣告
了未来一段时期内“绿证复苏”希望的
破灭。

从高调亮相到难觅踪影，从肩负重
任到深负重望，绿证成为了近年来新能
源产业众多政策中“发挥失常”的典型
案例。人们不禁要问，绿证到底怎么了？

究其原因，“含金量” 太低或许是症

结所在。“贵得不着调”“这么贵的东西，对
我而言其实没有任何实际价值”“和以前
或者和其他没有购买绿证的公司没有什
么不同”……“贵而无用”成为不少购买
者对于绿证的“消费体验”。要让交易量活
跃起来，绿证必须首先提升“含金量”，扭
转“买与不买都一样”的局面。而要完成这
样的转变，关键在于政策加持。

绿证市场并非自发产生，而是通过
政策设计人为催生，因此政策的重要性
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如果没有 2017 年
1 月份《关于试行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
证书核发及自愿认购交易制度的通知》
的出台，就没有绿证的存在；绿证当下
的低迷，也源于政策，因为替代国家补
贴的功用、“自愿认购交易”的定位以及
后续提升“含金量”措施的缺位，已经框
住了绿证发展的现实空间和未来潜力。
解铃还须系铃人。绿证的复苏离不开政
策的赋能，否则一切都是空谈。

事实上，从确立“试行绿证核发及
自愿认购交易制度”到推出“可再生能

源电力消纳保障机制”， 再到新近出台
的 “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实行配额制
下的绿证交易”， 我国一直在政策层面
积极推进绿证交易。 但令人遗憾的是，
落地效果并不理想，绿证市场的惨淡表
现一如既往、未现改观。 绿证亟需政策
再次“镀金”。 例如，让绿证和消纳保障
机制全面挂钩，即让绿证成为计量可再
生能源消纳的唯一指标，从而提高绿证
“含金量”、推升绿证交易量。

同时也必须理性认识到 ， 绿证作
为一种市场化配置资源的重要手段，仍
是我国构建科学合理新能源发展政策
体系的重要一环。在提升清洁低碳消费
意识、增强绿色环保发展理念等“软实
力”方面，绿证均有重大意义。尤其是在
碳达峰、碳中和的背景下，新能源必将
扮演挑大梁的角色。绿证理应成为新能
源市场价格体系的一员，为各方提供有
价值的市场信号，推动产业持续高质量
发展，而不应像现在这样，沦为弃之可
惜、食之无味的鸡肋。

绿证不该沦为鸡肋
■本报评论员

国家能源局 2019 年发布报告称，浙江省 2018 年曾购入绿证 200
万个，但迄今绿证交易平台认购总量仅有约 7 万个，且日前一笔规模为
3 万多个的交易被国家可再生能源信息管理中心贴上了 “单笔最大交
易”的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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