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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球能源互联网事业成果丰硕

二、坚守使命谱写可持续发展新篇章



�������全球能源互联网倡议提出六年来，合作组织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

以推动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促进世界能源变革

与人类可持续发展为使命。�

�������合作组织从零开始、艰苦创业，打基础、建
网络、搭平台、促合作，做了大量开创性工作，
全球能源互联网从中国倡议成为全球行动，合作
组织初步建成具有全球话语权、影响力和行动力
的（“一权两力”）一流国际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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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形成了先进的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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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形成了先进的理论体系

�������形成以全球能源互联网推动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思想理
论体系，为破解气候变化、环境污染、资源匮乏、贫困疾病、生物多样性丧
失等全球可持续发展难题开辟新路、提供系统方案



（二）形成了系统全面的顶层设计

全球及各大洲能源互联网研究展望

和清洁能源资源开发投资两个“1+6”体系

全球能源互联网标准体系

和技术装备发展路线图



（二）形成了系统全面的顶层设计

�������首创“电-矿-冶-工-贸”联动发展新
模式，有效破解非洲等地区重大项目开发
面临的缺资金、缺市场等发展难题。

�������创新提出全球电-碳市场，推动电力
市场与碳市场融合发展，引导各国加快
绿色低碳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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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成了开放高效的全球工作体系

��������全球设立7个区域办
公室和65个国家代表处，
建成6个区域委员会和16
个国家委员会，形成总部
统筹、区域和国家委员会
协同、驻外机构支撑的体
系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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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打造了遍布全球的交流合作平台

�������会员总数达到1230家、覆盖134个国家，涵盖能源、电力、交通、信息、
金融、科技、气象、环保等多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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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打造了遍布全球的交流合作平台

•• 经济与社会事务部经济与社会事务部

•• 亚太经社委亚太经社委

•• 拉加经委会拉加经委会

•• 非洲经委会非洲经委会

••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
架架公约秘书处公约秘书处

•• 联合国人居署联合国人居署
•• …………

联合国机构联合国机构

•• 阿拉伯国家联盟阿拉伯国家联盟

•• 非洲联盟非洲联盟
•• G20G20全球基础设施全球基础设施
互联互通联盟互联互通联盟

•• 南美能源一体化委南美能源一体化委
员会员会

•• 拉丁美洲能源拉丁美洲能源组织组织
•• …………

国际组织国际组织

•• 几内亚政府几内亚政府

•• 智利能源与矿产部智利能源与矿产部

•• 巴西矿产能源部巴西矿产能源部

•• 埃塞俄比亚水、灌埃塞俄比亚水、灌
溉及电力部溉及电力部

•• 埃及电力和可再生埃及电力和可再生
能源能源部部

•• …………

政府部门政府部门

•• 葡萄牙国家能源网葡萄牙国家能源网公司公司

•• 韩国电力公社韩国电力公社

•• 英国皇家工程院英国皇家工程院

•• 国际水电协会国际水电协会

•• 电气电子工程师电气电子工程师协会协会

•• 非洲电力公用事业协会非洲电力公用事业协会

•• 西非电力池西非电力池
•• …………

企业机构企业机构

�������与联合国有关机构，100多个国家的政府部门、企业机构，以及重要国

际和区域组织建立合作关系，签署48项合作协议



全球水电基地分布

全球风电基地分布

全球光伏基地分布

10

研究提出200多个清洁能源基地和100多个跨国跨洲联网工程，建立重点项目库

（五）打造了共建共享的项目发展平台



（五）打造了共建共享的项目发展平台

2018年3月，中缅孟电力互联互通部长级
会议启动电网互联项目可行性研究

2016年3月，中韩日俄签署
《东北亚电力联网合作备忘录》

�������我国与周边国家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电力互联互通积极推进，中-韩、
中-缅-孟、埃塞-海湾国家联网等项目取得重要进展和突破

2019年1月，合作组织与海合会电管
局、埃塞电力部签署三方合作协议



（五）打造了共建共享的项目发展平台

�������借鉴“互联网+”模式，建成世界首个聚焦全球能源电力发展，集项目
推动、交流合作、信息服务等功能于一体的“能联全球”数字平台

专业的项目推动能力
一期遴选163个大型项目信息，�

涉及80多国家和地区

丰硕的研究成果
全球知名研究机构在能源规划、低�
碳发展、技术创新、市场机制等方�

面重要成果

海量的资讯数据
精选能源电力、经济社会、环境保

护等领域资讯和数据

健全的国际合作体系
7个驻外办事处，11个国家委员会和
6个区域委员会，65个合作办公室

庞大的会员网络
遍布134个国家，1230家的会员网络，包括�
能源电力、装备制造、工程建设和信息通信�

等类型企业机构

“能联全球”数字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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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建成了能源电力领域高端智库

�������组建经济技术研究院，成立由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组成的咨询（顾问）
委员会和技术（学术）委员会，打造了一支高水平研究团队。

咨询（顾问）委员会和技术（学术）委员会于2017年9月25日正式成立，成员来自中、美、
英、德、俄、日等十余个国家的政府部门、国际组织、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企业，是各领
域的权威专家和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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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建成了能源电力领域高端智库

�������面向全球发布80多项创新成果，出版发行50多本中、英文专著和报告，
在政府、企业、学术界、社会公众中的影响力快速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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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建成了能源电力领域高端智库

15

�������英文期刊创办不到四年，被中国科技核心期
刊和EI收录，成为近10年我国能源领域唯一新晋
EI的科技期刊，创下国内期刊以最短时间进入国际
权威期刊论文数据库的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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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会议品牌

全球能源互联网高端论坛 全球能源互联网联合国高级研讨会

非洲能源互联网发展论坛东北亚东南亚能源互联网
发展论坛

阿拉伯国家能源互联网暨
“一带一路”建设论坛

全球能源互联网大会

�������合作组织在联合国总部等举办50多场重要国际会议，形成了以全球
能源互联网大会为标志，重要区域性和专题会议为支撑的会议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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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打造了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会议品牌

�������2017年11月，合作组织与联合国经社部在纽约共同举办高级别论坛，联
合国秘书长和3位副秘书长以及59个国家的300多位代表参会，开启了合作组
织与联合国的全方位合作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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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全球正面临着气候、环境、资源、生物多样性等领域重大挑战。

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对破解全球挑战、促进可持续发展具有全局性、根本性

作用，发展前景光明、空间广阔



牢记使命，推动中国倡议在世界范围加快落地

�������积极推动全球能源互联网纳入更多国际合作机制和有关国家能源电力规划，加

快清洁能源开发和跨国电力互联，让清洁发展、互联互通成为各国的共同道路

水电基地

风电基地

太阳能发电基地



与时俱进，持续引领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

�������始终保持创新思维，围绕能源、气候、经济、社会等领域重大问题，

持续拓展研究深度和广度，在理论、技术、机制等方面持续创新



深化合作，凝聚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强大合力

�������发挥合作组织平台作用，促进各国政府、国际组织、行业企业、社会团

体、研究机构加强合作，在推进全球能源互联网事业中实现共同发展



加快发展，全面建设“一权两力”国际组织

�������坚定不移推进“三建设一提升”，进一步增强合作组织的全球话语权

和影响力，在推动世界能源变革和可持续发展中发挥引领和带动作用

• 加强总部和驻外机构统筹，优化区域
和国家委员会管理模式，建立一套更
开放高效，更具辐射力的工作体系。

体系架构建设

• 培养一批具有影响力的专家和领军人
才，打造专业化、国际化、多元化的
优秀队伍

能力素质建设

• 不断丰富完善“能联全球”平台功能，
广泛开展项目推介、咨询和洽谈，推动
更多项目突破。

发展合作平台建设

• 发挥合作组织专业和平台优势，拓展技
术咨询、信息服务、会展、捐赠等收入
来源，推动成立全球能源互联网基金

经济实力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