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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际

欧欧洲洲能能源源投投资资吸吸引引力力锐锐减减
暴暴利利税税引引发发一一系系列列企企业业法法律律诉诉讼讼

■本报记者 王林

中国技术扬帆出海 蓄热能力世界之最

全球最大太阳能发电项目第四期临近完工
本报讯 记者董梓童报道 1 月 2 日，迪

拜电力和水务局表示， 马克图姆太阳能公
园项目建设取得最新进展， 该项目第四期
工程约有 41.7 万千瓦的太阳能发电项目
并入迪拜电网，开始输送绿色电力。截至目
前，该项目第四期工程完成进度已达 92%。

据了解， 马克图姆太阳能公园项目设
计装机总规模达 500 万千瓦， 是全球规模
最大的太阳能发电工程， 也是助力迪拜达
成碳减排目标的重点工程。 该项目第四期
工程装机总容量为 95 万千瓦， 总投资 43
亿美元， 由 10 万千瓦塔式光热发电项目、
60 万千瓦槽式光热发电项目和 25 万千瓦
光伏发电项目组成。

根据迪拜电力和水务局的数据， 马克
图姆太阳能公园项目第四期工程全部建成
投运后，预计将为 32 万户当地居民提供绿
色电力， 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将减少 160 万
吨。迪拜电力和水务局首席执行官萨义德·
塔亚尔表示：“马克图姆太阳能公园是迪拜
发展清洁能源的关键项目。 我们正在努力
促进可持续发展， 为此希望通过开发绿色
经济项目来助力目标的实现。 我们将实施
更多开创性项目， 让迪拜的清洁能源更加
多样化，造福后代。 ”

萨义德·塔亚尔还赞扬了马克图姆太

阳能公园项目第四期工程总承包商上海电
气的能力。2022 年 11 月底，上海电气宣布，
马克图姆太阳能公园项目第四期工程槽式
1 号机组实现并网发电， 机组各项技术参
数优良，主辅设备运行稳定，为当地提供了
光热发电的首度绿电， 项目迎来首个关键

节点。
中国企业参与其中， 在促进中国技术

扬帆出海的同时， 还孵化了国际化创新的
新成果。 马克图姆太阳能公园项目第四期
工程采用了世界领先的技术， 在夜间或不
良气候条件下， 塔式机组储存的能量可满

足最长 15 小时持续发电，解决了常规太阳
能发电站夜间无法发电的弊端， 蓄热能力
全球第一。

据萨义德·塔亚尔透露，目前，马克图
姆太阳能公园项目总规模为 90 万千瓦的
第五期工程也在建设中 ， 完成度已达

52.9%，第四期、第五期工程将于 2023 年全
部投运。 而得益于马克图姆太阳能公园项
目的进展， 如今迪拜的太阳能发电装机总
规模已达到 202.7 万千瓦，占全部发电装机
容量的 14%。

福布斯网站指出，自 2017 年阿联酋政
府发布“2050 年能源战略”以来，阿联酋两
大酋长国———迪拜和阿布扎比开始积极发
展太阳能发电产业， 太阳能发电装机规模
不断增长。 阿联酋在太阳能发电领域的发
展已经领先于其他海湾国家。

2022 年 9 月， 阿联酋政府批准了一项
新计划，将 2030 年温室气体减排目标从原
先设定的 23.5%提高至 31%。阿联酋气候变
化问题特使苏尔坦·贾比尔表示：“我们将
继续采取有效的应对气候变化行动， 推进
实现‘2050 年零排放战略倡议’目标。 ”

为此， 迪拜正加速推进太阳能发电项
目的落地，并希望吸引更多投资。 “迪拜光
照资源丰富，太阳能发电成本低。太阳能发
电将在迪拜、 乃至阿联酋碳中和进程中发
挥重要且不可替代的作用。 马克图姆太阳
能公园项目吸引了很多目光， 越来越多的
能源开发商对迪拜太阳能发电市场显现了
极大兴趣， 增加了在迪拜开发太阳能发电
项目的信心。 ”萨义德·塔亚尔说。

1 月 2 日， 欧盟能源专员卡德里·西
姆森表示，欧盟计划全面改革电力市场，
包括重新设计现行的、 颇具争议的优先
择序电价机制规则。 这是继征收能源暴
利税之后， 欧盟再次向能源和电力行业
开刀，目的是最大程度缓解能源危机。

然而，不管是暴利税、还是天然气价
格封顶机制、亦或是电力市场改革，都没
能引起行业广泛共鸣， 甚至包括英国在
内的所有欧洲国家日前接连爆出来自能
源企业的法律诉讼。

业内人士指出， 这些所谓的政策调
整和改革也许会在短期内增加财政收入
或平衡能源供给， 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
欧洲能源短缺问题，从中长期来看，甚至
会进一步降低欧洲吸引资本的能力、重
挫企业的投资积极性。

●欧盟电改或抑制绿色投资

据《金融时报》报道，欧盟电力市场
改革文件草案显示， 欧盟希望通过改革
让可再生能源更能反映其 “真实的生产

成本”。
据了解， 欧盟消费电价主要由批发

电价、税费，以及附加费与增值税构成。
其中， 电力批发价格目前采用优先择序
电价机制规则， 其定价的核心是基于能
源的最低边际成本。 因此，这个机制中的
电价是由满足给定需求水平所需的最贵
来源决定。 目前，欧洲各类发电电源中，
天然气价格持续上涨，属于最贵的来源，
带动欧洲电价持续提高。

取消优先择序电价机制规则意味着
可再生能源价格和天然气、 煤炭等传统
发电燃料价格将脱钩。 但此举却没能得
到可再生能源企业的支持，他们警告称，
这样的改革甚至会抑制对风能和太阳能
发电项目的投资。

丹麦沃旭能源监管事务主管乌尔里
克·斯特里拜克表示，已经达成的长期电
力合同是基于合同期限内的平均定价，
旨在确保开发商获得投资回报。 “这些合
同价值数亿欧元，可以持续 10 年甚至 15
年， 期间任何政策变动都会引发市场基
本面波动， 从而给清洁能源发电商带来

不利影响。 ”
与此同时， 欧盟在电力市场改革草

案中重申了延长向可再生能源公司征收
暴利税的提议， 并计划将这些税收转嫁
给消费者。 这无疑进一步打击了可再生
能源企业的投资积极性。 有企业直言，可
再生能源既便宜又环保， 但却和化石燃
料一样要承担昂贵的税收， 这既不明智
也不公平。

●英国向能源业开征暴利税

这种并不公平的暴利税已从欧盟蔓
延至英国。 英国于 2023 年 1 月 1 日开始
对可再生能源电力征收 45%的暴利税。
预计这一税收制度将持续到 2028 年。

英国政府表示， 这一税收不会损害
长期投资，因为仅适用于部分超额利润，
发电运营商仍可以从公司税中注销其投
资。 英国财政大臣杰里米·亨特表示：“现
在的能源市场结构为低碳发电创造了暴
利空间，因此决定征收这笔临时税。 ”

这是英国政府调高对油气公司征税
比例之后， 首次对可再生能源行业征收
暴利税。预计这两项税收在 2023 至 2028
年期间将为英国财政增加 140 亿英镑的
收入。

对于英国政府的举措， 能源行业普
遍予以批评和指责， 称这将极大削弱投
资者对英国市场的信心。

事实上， 暴利税已经在欧洲范围内
被广泛采用。 据路透社报道，芬兰政府准
备对能源公司的超额利润征收新的为期
一年的临时税。 芬兰财政部长安妮卡·萨
里科表示，2023 年，任何资本回报率超过
10%的利润都将被征收 30%的税，预计能
够给芬兰带来 5 亿至 13 亿欧元的财政
收入。

奥地利也计划 2023 年对能源公司

征收高达 40%的超额利润税。 截至目前，
已有 15 个欧洲国家和地区宣布、提议或
实施暴利税征收政策， 包括已经确定的
德国、西班牙和罗马尼亚等国。

●企业对欧洲信心大打折扣

在此背景下， 能源企业的不满情绪
愈发强烈。 据《卫报》报道，英国陆上风电
场开发商 Community Windpower 将对
英国政府提起诉讼， 旨在取消或修改政
府对清洁能源发起的暴利税。 该公司在
苏格兰经营着 8 座风力发电场， 是第一
家威胁对政府征收暴利税采取法律行动
的英国可再生能源发电商。

Community Windpower 董事总经理
罗德·伍德表示，暴利税将阻止新的陆上
风电项目， 因为目前英国可再生能源项
目的融资成本正大幅上升，同时，由于供
应链紧张和高通胀， 涡轮机的价格也在
上涨。 “这项歧视性的税收，是对可再生
能源的打击和破坏， 最终影响的是英国
的能源安全。 ”

在此之前， 美国最大石油公司埃克
森美孚也向欧盟发起诉讼， 以迫使其废
除欧盟对油气企业征收的新暴利税，这
是迄今能源企业对欧洲广泛征收暴利税
做出的最大回应。

2022 年底， 埃克森美孚德国和荷兰
子公司向卢森堡市的欧洲普通法院提起
诉讼，质疑欧盟征收暴利税的举措。 该公
司发言人凯西·诺顿表示，高昂的能源成
本给家庭和企业带来了沉重压力， 但征
收暴利税适得其反，将削弱投资者信心、
打击投资、增加对进口能源的依赖。 “埃
克森美孚目前正考虑在欧洲大陆未来投
资数十亿欧元， 但我们会否推进这些投
资， 主要取决于欧洲吸引力和全球竞争
力，暴利税让这些吸引力大打折扣。 ”

据悉，意大利能源公司 ERG、西班牙
石油公司 Cepsa 等都已经向当地法院提
出了类似诉讼， 以对抗政府的暴利税政
策。 与此同时，壳牌、道达尔能源、挪威国
家能源公司 Equinor 都在考虑缩减部分
投资，英国北海最大石油生产商 Harbour
Energy 则表示， 可能不会参与新的勘探
租赁招标，以应对突然出现的暴利税。

工工作作人人员员巡巡视视马马克克
图图姆姆太太阳阳能能公公园园项项目目

本报讯 记者李丽旻报道 英国政府近日
为境内一座深坑煤矿发放了开发许可，允许
煤矿公司 West Cumbria 启动伍德豪斯煤矿
项目的生产工作，以便为附近钢铁冶炼厂和
其他欧洲国家供应冶金用煤。

这是英国政府 30 多年来首次为煤矿项
目颁发开采许可。 此举一时引发各界批评，
认为已承诺将逐步淘汰煤炭和净零排放目
标的英国政府言行不一。

综合多家外媒报道，此次获得批准的伍
德豪斯煤矿项目位于英格兰西北部坎布里
亚郡的滨海小镇怀特黑文。West Cumbria 公
司早在 2014 年就开始了该项目的生产规
划，但随后因受环保组织批评、政府官员反
对等因素而搁置至 2022 年。在俄乌冲突后，
英国煤炭出现供应中断， 价格一再飙升，为
保障煤炭的正常供应，英国不得不为本土煤
炭生产开绿灯。

对于这一煤矿许可， 英国政府解释称，
该项目生产的煤炭将仅用于钢铁冶炼，不会
用于发电。该煤矿预计将在 2049 年关停，同
时该煤矿生产的煤炭 80%都将出口至其他
欧洲国家。

面对这一罕见的开发许可， 英国煤炭业
界表示了欢迎。 West Cumbria 公司称，该煤
矿项目将为钢铁冶炼项目提供高质量的冶
金煤， 并将为当地提供大约 500 个工作岗
位，有利于当地经济发展，投产后，该煤矿预

计生产年限可达到 50 年。不仅如此，当地议
会成员也对此表示了支持，认为该煤矿的投
产将对当地经济带来前所未有的积极影响。

然而，英国政府早在 2015 年就承诺，将
在 2024 年底完全停止燃煤发电并逐步淘汰
煤炭使用。 2015 年底，英国关停了境内最后
一座深坑煤矿。 2020 年，英国政府更是出台
了《气候变化法案》，承诺到 2050 年实现净
零排放目标。 然而，随着英国能源供应危机
愈演愈烈，英国政府已开始转变态度，多次
对煤炭的使用松口。

英国官方机构 ESO 就曾在近期表示，
在冷空气侵袭的情况下，将要求保留两座目
前处于停产状态的燃煤发电厂作为备用电
源，确保英国本土的电力供应。据悉，这也是
英国政府机构首次以保供为由要求停产的
燃煤电厂待命。

英国政府为伍德豪斯煤矿项目开绿
灯的决定引发了英国环保组织的强烈反对，
多位学者、 环保人士等都对此表示了谴责，
认为英国政府在气候变化议题上言行不一。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可持续资源研究所
资源与环境政策教授保罗·艾金斯在一份声
明中表示，新煤矿的投运不论是在经济上还
是环保上都没有意义。新煤矿的开发将增加
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而目前全球钢铁冶炼
行业都在逐步淘汰煤炭使用、 加速能源转
型，该煤矿很可能在 2030 年后就陷入困境，
甚至不会带来经济发展。 同时，他还明确指
出，英国政府此举颇为虚伪，在劝说其他国
家放弃煤炭的同时，自己却还在坚持开发新
的煤矿。

据英国独立研究机构“气候变化委员
会”估算，该煤矿项目的投产每年可排放
至少 900 万吨温室气体。 该委员会主管罗
德·戴本在声明中强调，英国要达成净零排
放目标，彻底淘汰煤炭是最为明晰的路径
之一，新开煤矿许可的行为不仅将加剧全
球温室气体排放问题，更会损害英国为达
成气候目标做出的努力。

《卫报》援引英国法律从业者劳伦·克
拉克的话称，英国政府新开煤矿的决定“不
可原谅”，这一决定从科学、经济的角度来
说都没有意义， 更可能影响英国实现净零
排放目标。

关关注注

近日， 德国财政部长林德纳公开表
示， 为降低德国乃至欧盟国家的通胀水
平，除了提升可再生能源装机量，提高本
土水力压裂油气产量和核能产出也同样
重要。 事实上，早在 2017 年，德国就对页
岩气开发下达了禁令， 但能源危机的发
酵却让开发页岩油气的呼声不断加大。
不仅德国，2022 年，英国、罗马尼亚等欧
洲国家同样将开发页岩油气提上议事日
程， 已遭禁多年的欧洲页岩业能否就此
获得“重生”？

●德财长呼吁取消页岩禁令

1 月 1 日，林德纳在接受德国本土媒
体采访时表示， 德国作为欧盟最大的经
济体，2023 年经济通胀率可能会维持在
7%左右，与此同时，能源成本高企很可能
成为新常态。 为此，德国需要公正的能源
政策以保障本土工业发展， 他呼吁取消
针对页岩油气的开发禁令， 由私人投资
者决定页岩油气开发是否具有经济性。

据了解，过去几十年里，德国本土油
气产量持续下降， 其主要原因正是禁止
了非常规油气开发， 同时严格的自然保
护法律让油气项目难以获得批准。 但
2022 年俄乌冲突爆发后， 欧盟大幅降低
了从俄罗斯的油气进口量， 德国用能成

本也因此激增。路透社数据显示，2022 年
底，德国经济通胀率最高达到了 11.6%。

为应对不断走高的经济通胀率，德
国除了采取大幅提高 LNG 进口量、重启
燃煤发电、推迟核电退役等措施外，重启
页岩开发的讨论也日渐火热。

●非常规油气开发呼声渐高

在支持页岩油气开发的人看来，欧
洲本土页岩油气相当丰富， 在一定程度
上可以满足欧洲能源需求。 根据德国联
邦地球科学与自然资源研究所的一项研
究， 欧洲已探明的页岩气储量至少有 14
万亿立方米，其中波兰、法国、保加利亚、
德国等国资源储量均颇为可观。

以德国为例，德国 2021 年本土天然
气产量仅为 57 亿立方米，全部来自于传
统天然气资源， 但已探明的非常规天然
气资源在 3200 亿立方米至 2 万亿立方
米。 按照德国每年 900 亿立方米的天然
气消费需求来看， 本土非常规气资源至

多可满足 20 年天然气需求。德国油气生
产商和地热能协会首席执行官就曾表
示，在可预期的未来里，德国每年可生产
100 亿立方米页岩气。 在德国巴伐利亚
州州长马库斯·索德尔看来， 非常规油
气开发将能够帮助欧洲摆脱对俄罗斯
能源的依赖。

能源危机的催化下， 对页岩油气开
发的支持声浪已蔓延到欧洲多国。 2022
年 3 月，英国首相发言人就曾表示，英国
政府有意撤回此前发布的页岩油气开采
禁令；9 月，英国时任商业、能源和产业战
略大臣雅各布·莫格也公开表示，页岩气
将是英国短期内应对能源危机的一大选
项。另外，2022 年，保加利亚天然气协会、
保加利亚能源与矿业论坛等行业机构同
样发出呼吁称， 希望尽快取消针对页岩
油气的禁令。

●页岩业重生的可能性不大

不过，在业界看来，在欧洲国家被禁

多年的页岩油气业， 想要就此获得重生
并不容易。

尽管支持页岩油气的呼声渐起，但
各界的反对声浪也仍然高涨。 欧洲环保
人士指出，不同于传统油气开发，开发页
岩油气需要的水力压裂技术要将大量混
有化学物质的水注入地下， 不仅可能造
成地下水体污染， 稍有不慎还可能出现
甲烷泄漏， 美国页岩油气业正因环保不
力而饱受诟病。

与此同时，页岩油气开发可能引发的
地震活动也同样广受社区反对。 此前，英
国页岩油气钻探开发活动就曾因数度引
发小型地震而频繁停工。 业界普遍分析
认为， 对于德国这样人口更加密集的国
家来说， 页岩开发带来的负面影响更加
不容忽视。 另据德国媒体最新民调来看，
受访的德国居民仅有 27%支持将页岩油
气开发当做短期能源解决方案，绝大部分
民众更倾向于开发风电等可再生能源。

德国媒体 CLEW 援引能源智库机构
E3G 政策顾问马赛厄斯·科赫的话称，与
其依靠页岩油气来保障能源安全， 还不
如更多地利用热泵等技术降低天然气消
费量。 CLEW 进一步分析指出，社会各界
对重启页岩开发大多持有反对态度，页
岩油气开发目前很难在能源政策中占有
一席之地。

欧洲多国重提页岩油气开发
■本报记者 李丽旻

英国逆势批准
煤矿开发惹众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