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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政府退出《巴黎协定》能否重振美国能源产业1 

 

  2017年 6月 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玫瑰园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并表示

将开始新的谈判，建立对美国相对公平的标准后再重新进入《巴黎协定》。这份声明即

刻生效，美国将会停止行使一切巴黎协议有关的内容，包括结束美国自主的排放标准，

停止向绿色气候基金支付款项等。这一幕与 16年前新上任的小布什总统以“减少温室

气体排放会影响美国经济发展”和“发展中国家也应该承担减排义务”为由，宣布单方

面退出《京都议定书》如出一辙，都是为了美国本身的经济发展而置全球形成的共识与

不顾。但这样做真的对美国有益，能够拯救美国能源产业吗？ 

退出《巴黎协定》是特朗普能源政策的不断延伸 

    上任伊始，特朗普政府颁布了“美国优先能源战略”作为其能源政策的核心，未来

一系列刺激能源发展的政策都会围绕这一核心展开。“美国优先能源战略”的关键是

废除不必要的规制，最大限度开发美国本土化石能源。通过页岩油和页岩气革命及发展

清洁煤为数百万美国人带来就业和繁荣，并将能源开采收益用于道路、桥梁、学校等

基础设施建设，减少对国外石油依赖，实现能源独立。同时要关注空气、水等环境保护

的基本使命，保护自然栖息地和自然保护区。2 

2017年 3月 28日，特朗普总统签署“促进能源独立和经济增长”的行政命令，指

出美国要清洁和安全地开发能源资源储备，废除一些不必要的限制能源生产、阻碍经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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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发展和减少就业机会的规制。特朗普政府认为此举将开启新的能源革命----在美国

的土地上生产能源。主要内容有两点： 

第一,重新评估清洁电力计划相关法律。要求环境保护署即刻开始评估清洁电力计

划相关法律，内务部重新审核联邦土地煤矿租赁、联邦或印第安土地上石油天然气水

力压裂的规制、非联邦油气权管理、废弃物保护生产权限和资源保护等与国土油气开

发相关的法律和规制，最终确定是否将这些法律悬置、修改或取消，并在 180 天之内

拿出最终方案。 

第二,取消奥巴马政府的多项政策。取消奥巴马政府关于“美国为气候变化的影响

而准备”的行政法令，2013 年的“电力领域的碳污染标准”和“气候变化和国家安全”

的总统备忘录。废除“总统气候行动计划”和“减少甲烷排放的总统气候行动计划战

略”两本报告。解散温室气体排放的社会成本联合工作组，其有关碳排放的社会成本

规制影响分析等系列技术支持文件被取消，不再被作为政府政策的代表。 

此前,特朗普还命令重新评估清洁水法是否妨碍经济发展和就业；签署水域保护条

例,减轻煤炭产业发展的负担；签署总统备忘录，重新开启基石 XL和达科他准入两条输

油管道建设，这两条管道因为空气和水源问题而被奥巴马政府搁置。 

这项行政命令清晰表明美国有意逐步退出清洁电力计划，而清洁电力计划是奥巴马

政府完成《巴黎协定》承诺的核心，这也意味着退出《巴黎协定》的行动从那时已经开

始。特朗普政府经过两个多月的权衡，认为可以在经济发展及创造就业机会的同时兼顾

环境的保护，特别是空气和水资源保护，最终决定正式退出《巴黎协定》。这一决定可

以说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意料之外，主要是指根据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的观点，实际上《巴黎协定》对美国是有益的。一是巴黎协议在美国牵头下，

把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排放标准和美国等发达国家一视同仁，尽管抛弃京都议定

书起初使欧盟、中国和印度等国家极为不满，但最后还是有 195个国家签订了协约，并

于 2016年 11月 4日生效，其实正中美国下怀。二是与京都议定书“关起门来的讨论”

给各个国家直接定下减排任务不同，巴黎协议采取的是“各国自主决定”机制，各国的

减排目标自己决定，大大增加了各国的灵活性。三是经过数十年的技术发展、商业模式

创新和政策进步，美国经济的发展已经和能源消费及碳排放脱钩，处于历史上消费能源

最低的时代。从 2007年到 2016年，美国的 GDP增长了 12%，同期能源消费却减少了 3.6%。

2016年美国的温室气体排放达到 25年的新低，比 2005年水平减少了 11.6%。这使得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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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在巴黎协议中承诺的到 2025年减排比 2005年水平减少 26-28%的承诺几乎达到了一

半。这其实为特朗普政府处理温室气体排放问题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因此大都判断美国

不会轻易退出《巴黎协定》。情理之中，则表现为一是《巴黎协定》的承诺在美国一直

有着争议，始终没有经过国会的批准，特朗普政府认为美国为这一协定作出了过多牺牲，

将会使美国经济减少近 3万亿的产出，失去超过 600 万个产业就业机会和 300 万个制造

业机会，损害美国的竞争力；二是《巴黎协定》从本质上说是一个协调的行动机制，最

后通过汇总各国的承诺来处理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对于没有完成国家承诺或贡献，也缺

乏惩罚机制，不具有较强的约束性3。退出也在情理之中。 

但《巴黎协定》规定禁止在三年内退出，并有一年的通知期，因此，在完成相关的

法律程序后，美国正式退出的时间是 2020年 11月 4日，特朗普的首届任期将满。从这

个角度看，其实这次宣告，更多的是一种政治表态，没有多少法律意义。但作为世界上

排放第二大的国家退出《巴黎协定》，其国际影响是极其恶劣的。法国、意大利、德国

马上发表联合声明,表达欧盟三大国家对这一决定的反对，表示《巴黎协定》对全球社

会和经济发展至关重要,是不能违背、没有协商空间的。美国部分州也表示将会继续执

行《巴黎协定》的承诺。退出《巴黎协定》将严重损害美国在其他国际事务中谈判中的

影响力。尤其是那些需要得到多方支持的国际事务。此举也可能意味着美国的清洁能源

发展有可能离开主流，丧失其在该领域的领先优势，但并不会影响能源转型的全球化趋

势。 

煤炭振兴遥遥无期 

一、煤炭产业持续萎缩。虽然特朗普政府承诺未来煤炭将要使用最清洁的环境友

好技术，同时废除对煤炭的相关管制措施，以重振美国煤炭行业活力。但现实是无

情的。美国的煤炭消费已经从 2005 年的 10.2亿吨下降到 2016年的 7.39亿吨，是近四

十年的最低。同期煤电占电力的比重从 50%降到 25%，表明美国的发电来源已发生了根

本性的转变。煤炭面临的窘境是消费群越来越小、融资困难、大多数企业面临破产。加

之能源结构的清洁化是全球性趋势，国外需求不振导致美国煤炭出口疲软。 

二、就业机会增加无望。从历史上看，美国煤炭从业人员数量 1924年为最高峰达

86.25万人，此后一直处于下降过程，到 2016年 9月份只有 7.6万人。工作机会由于先

                                                             
3
 关于这一点也有争议。有人认为具有强制性，如果美国不能完成其每五年越来越严格的减排目标，就要承担外

交、政治和法律上后果。《巴黎协定》对美国强加了过多的约束承诺，这将明显影响美国的经济和国内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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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的机械、生产效率提高和自动化而逐步失去。2016 年布鲁金斯研究会的一项研究发现，

自动化可能替代一个新矿井 40-80%的工人，而那些老矿井对自动化更加敏感。 

三、清洁煤不具竞争力。2017年初，美国南方公司宣布位于坎帕县耗资 71亿美元

历时 7年建起来的清洁煤电厂将会全部运行。但有关经济分析显示，这个美国最贵的化

石能源电厂却面临着低价的天然气和高于预期的运营成本的挑战，严重影响了电厂的经

济可行性。只有在天然气价格足够高的时候，清洁煤的经济性才能显示出来。如果建一

座同等规模的天然气发电厂，成本只有 7亿美元，是清洁煤电厂的 1/10。密西西比电力

公司的“整体煤气化联合发电”项目也依然前景不明，连续九次延期，穆迪下调等级。

成本从 24 亿美元增加到 70亿美元，管理成本也居高不下。成本劣势使得所谓的清洁煤

应用饱受争议。 

四、替代能源发展迅猛。美国联邦数据显示，从 2013年 5月开始，美国已经关闭

了 246个燃煤电厂。同期，由于天然气价格较低，有 305个燃气电厂开始运营。近几年，

太阳能光伏发电和风电的安装价格大幅下降，风电每百万千瓦的安装价格 2009年为 60

美元，目前不到 30美元。由于没有燃料成本，电网优先发展大规模的风电和太阳能光

伏发电，技术的改进使太阳能光伏发电和风电也可以发挥调峰的作用。美国从事煤炭行

业的人士也开始认为天然气和可再生能源发电是大势所趋和全球性的，对煤电行业的压

力是长期性的。 

特朗普政府确实想重振煤炭产业，短期看，由于规制的放宽，煤炭可能会迎来一个

恢复发展期。未来如果没有清洁煤技术的突破和推广，使成本大幅下降，煤炭需求逐步

下降的趋势不会改变，产业衰退不可避免。即使采取税收减免及补贴这种极端政策，也

可能收效甚微，煤炭产业的前景并不乐观。 

石油和天然气从中获益 

特朗普此前颁布的行政命令意在废除对水力压裂的限制，放宽排放标准，这无疑会

增加油气等化石能源的产量。 

一、有助于美国能源独立。规制的解禁，会进一步刺激美国页岩油和页岩气等非常

规油气产量的增加，不断降低能源对外依存度，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能源独立。能源独立

对美国具有重大意义，不仅减少对外部石油的依赖，还可以使特朗普政府在处理相关地

缘政治问题上更具灵活性。随着石油出口禁令解除和液化天然气出口设施建设加强，美

国能源信息署预测到 2026 年美国将成为能源净出口国，天然气和石油的出口会不断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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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煤炭的出口则会逐步减少。行业数据显示，到 2020年，美国原油日产量将比不解

禁前多 130 万桶至 290万桶，年均带动美国新增就业岗位 20万个。液化天然净出口量

2020年达到近 700亿立方米，2030年达到 1400亿立方米。 

二、石油天然气获益颇多。页岩气革命的成果仍在发酵，美国的天然气产量自 2005

年以来一直保持稳步增长。这一增长势头在 2016 年戛然而止，由于低价和管制的加强，

使得天然气产量自 2005 年以来首次下跌。但特朗普的新政策有可能使石油天然气行业

重现光明。许多分析认为管道建设、页岩气开发和和非常规油气将受益最多。尤其是作

为相对清洁能源的页岩气开发会带来大量的机会，其下游的化工产业也会相对受益；天

然气在发电领域的比重会继续增加；液化天然气出口可以凭借较低的价格满足亚洲市场

巨大的需求，在欧洲市场也可以和俄罗斯天然气竞争。 

三、不确定性仍存。尽管政府的规制放宽会利好油气产业，但石油天然气的复兴，

价格是关键。只有价格上涨，才能激励油气公司提高产量，创造就业机会，而不是放松

政府的规制。不利的是，美国国内石油和天然气产量的上升，会给全球油价带来下行压

力。同时由于自动化的发展，创造的就业机会可能低于预期。因为几乎各项技术都在自

动化，原来需要 20个人的油井，现在只需要 5个人就够了，有些石油钻井工作再回不

来了。 

可再生能源平稳发展 

尽管退出《巴黎协定》，但美国表示将会继续保持其在可再生等清洁能源领域的领

先地位。特朗普政府对待可再生能源的政策是在市场中去充分竞争,但因为两党都有人

支持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不会因为支持化石能源复苏就撤销对风能及太阳能的税费减免

制度。这项制度在 2016 年由国会发起，将分别延续到 2020年至 2021年。 

一、可再生能源可以提供大量就业。奥巴马政府对可再生能源发展的重视，创造了

大量的就业机会。到 2016 年 11月，美国太阳能光伏领域创造了 26万个就业岗位（另

有 11万左右的兼职人员），同比增长 25%，连续 4年以超过 20%的比例增长，而同期美

国劳动力市场只增长了 1.45%。2016年美国每 50 个新的工作中就有 1个是在太阳能销

售或安装领域。目前美国的太阳能产业雇佣的工人数量已经超过天然气产业，比煤炭行

业雇佣工人的 2倍还多，已经和石油产业雇佣的人数差不多。风电涡轮技术人员同样

也是美国劳动力市场发展最快的部分。风电和太阳能光伏已经成为美国经济发展和

创造就业机会的成熟和重要的市场力量。美国劳工部的预测显示，从 2014 年到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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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风电涡轮技术人员就业岗位将增加 108%，太阳能光伏安装就业岗位将增加 24%，远

高于 7%的平均工作岗位增加比例。特朗普政府不太可能阻碍太阳能和风电这些相对

成熟的产业的发展。但如果特朗普要把公司税减到 15%的话，太阳能税收减免政策可能

会受到冲击。 

二、大型公司极力支持可再生能源。美国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得到了苹果、谷歌、亚

马逊、道氏化学和 3M等大型跨国公司的支持，纷纷购买风电和太阳能光伏发电，这已

经成为当下一个时髦的新现象。2009年企业购买风电数量只有 100兆瓦，2015年超过

2000兆瓦，2016年达到 3440兆瓦。谷歌在全球购买了 2548兆瓦的风电合同和 141兆

瓦的太阳能光伏合同，并有望在明年实现其 100%可再生能源的目标。如果能够克服筹资、

合同安排和理解电力行业管理规则等方面的障碍，那么会有更多企业的购买可再生电

力。 

三、商业模式不断创新。微软已经做到利用现有的风电和太阳能光伏系统比让电力

公司增加其电网电量的投资要便宜。预计大商场等商业连锁公司太阳能光伏的装机容量

到 2020年将会增加近 3 倍，达到 38亿美元的规模。此外，社区太阳能也是发展迅猛的

新模式。谷歌、苹果、Patagonia 等公司通过申请获得联邦售电许可，他们与太阳能公

司合作，出资在居民屋顶铺设太阳能板或建造小型太阳能光伏电场为周边的社区服务。

居民可以购买这些项目的股份或者签订长期的协议购买太阳能电力，多余的电量通过当

地电网销售。这种做法可以为居民每月节省 150美元的电费，居民只为电力交钱，不拥

有这些太阳能光伏板，也不必为维修等操心。未来社区太阳能会增加数倍，原因在于越

来越多的州颁布法律，允许这种做法。许多著名公司也都在进行谈判，共同开发这一领

域。 

四、各州对发展可再生能源兴趣大增。尽管共和党有支持化石能源发展的传统，但

资料显示，在美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大增的州，多数都是属于共和党执政。风电和太

阳能光伏能够创造就业机会是无法辩驳的事实，这尤其适应于那些特朗普特别关注的衰

退地区，有些煤炭采掘业的失业人员在太阳能光伏的制造、零售和安装领域重新找到了

工作，那些对生产和安装优惠幅度大和刺激程度大的州就业机会更多。太阳能安装工资

中位数为 21美元/小时，工厂生产为 18美元/小时，均高于美国平均工资中位数 17.04

美元/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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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于可再生能源的兴趣更多的是基于对经济发展的诉求，甚至超过了对气

候变化的要求。因此，包括伊利诺伊州、密歇根州、俄亥俄州、佛蒙特州的共和党

政府正在考虑刺激可再生能源发展而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目前美国共有 29 个州及

哥伦比亚特区拥有可再生能源组合目标，还有 8 个州有自愿计划。由于各州把再能

源组合标准置于优先地位，这也使得各州支持可再生能源发展政策与联邦政府的政

策割裂开来，而不必管是谁在白宫执政4。尽管存在共和党在各州有权对可再能源组

合标准进行否决的风险，但仍有许多共和党立法者支持可再生能源分布，这是大势

所趋。 

结  语 

特朗普政府秉承美国第一的原则，颁布“美国优先能源战略”，签署“促进能源独

立和经济增长”的行政命令，退出《巴黎协定》，意在推动美国化石能源产业的复兴，

实现能源独立目标，并从中创造工作机会。但受制于美国能源行业发展状况和地方政府

意愿，退出《巴黎协定》后的能源政策实施效果如何，尚有待观察。特朗普能源新政的

一系列举措，收益最大的是石油天然气行业，尤其是废除过严的规制以后，页岩气革命

会持续，页岩气和页岩油的产量会大幅增长，出口份额增加。但煤炭产业的复苏尚待时

日。尽管特朗普政府对可再生能源政策并不感兴趣，但由于其在经济发展和创造就业中

的重要作用，预计未来的发展会稳步推进。 

对中国来讲，应密切关注其能源政策对中国能源供应和结构调整的影响，积极采取

应对措施，趋利避害，保障能源安全。首先要稳步推进能源清洁化进程。发展清洁能源

是世界潮流，不会以美国总统的意志为转移。中国能源政策还是以自我需求为主，立足

调整能源结构，减少环境污染。我国清洁能源发展迅猛，风电、太阳能光伏、水电的装

机容量列世界前茅，积累了大量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在全球清洁能源发展中起着举足轻

重的作用。美国退出《巴黎协定》，欧盟已经表加强和中国的合作共同致力于清洁能源

的发展。这无疑会增加中国在清洁能源领域的话语权。其次要通过政策引导，保持油气

行业的健康稳定发展。提高油气勘探、生产及加工的技术创新能力，对我国能源安全及

能源结构调整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第三，引导我国石油企业在做好项目评估和风险防

                                                             
4
Peter Maloney,“As Trump takes office, job growth is pushing GOP governors to embrace 

renewables”,http://www.utilitydive.com/news/as-trump-takes-office-job-growth-is-pushing-gop-governo

rs-to-embrace-renew/433991/，2017 年 1 月 17 日 
 

http://www.utilitydive.com/editors/pmal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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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的前提下，加强与美国石油公司在页岩气和液化天然气领域的投资与贸易合作，积极

拓宽油气的进口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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