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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年 

BHKW 
区域热力发电站 

BMU 
联邦环境、自然保护和核安全部（简称：联邦环境部） 

BMWi 
联邦经济和能源部 

CO2 二氧化碳 

CO2eq 
（某种化合物的）二氧化碳当量；用于比较其对温室气体效应相对贡

献度的度量单位 

DIFU 
德国城市科学研究所 

ECORegion 
专为地方政府研发的、基于互联网的、用于计算能耗与二氧化碳排放

均衡的软件解决方案 

EE 
可再生能源 

EEN 
企业能源效率网络 

EW 
居民 

GHD 
手工业、商业、服务业 

GIS 
地理信息系统 

GWh 
吉瓦小时（千兆瓦小时） 

HGT 
采暖度日数 

ICLEI 
国际地方政府环境行动理事会（全球性网络组织，现有 1200 多家对可

持续发展做出承诺的地方政府参与） 

IFEU 
海德堡能源与环境研究所 

IKSK 
综合气候保护方案 

IKT 
信息和通信技术 

IÖ W 
生态经济研究所 

KAP 
气候保护行动计划 

KGT 
制冷度日数 

KMU 
中小企业 

kWh/m2 
千瓦小时/每平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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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瓦小时/每年每平米 

KWK 
热电联产 

LCA 
生命周期评估 

LED 
发光二极管 

MIV 
个人机动交通 

MWh 
兆瓦小时 

NaWaRo 
可再生原料 

Ö PNV 
公共短途客运交通 

PfK 
房产企业气候保护伙伴关系 

PV 
光伏 

RROP 
区域土地规划 

SPNV 
轨道短途客运交通 

SRL 
城市、地区和州规划联合会 

StVo 
道路交通法规 

TPT 
“黑土”技术 

t 
吨 

THG 
温室气体 

VEP 
交通发展规划 

VCD 
德国交通俱乐部 

VKU 
德国地方企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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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前言  

 

2010 年，德国联邦政府公布了到 2050 年将温室气

体排放相比 1990 年减少 80%到 95%的气候保护目标。

汉诺威市和汉诺威地区也承诺将继续制定旨在削减全球

温室气体排放的战略与措施，希望在今后数十年内成为

德国温室气体减排领域的排头兵，尤其是通过本地区的

能源转型来实现气候中和的目标。为此，汉诺威地区代

表大会以及汉诺威市议会通过决议，决定最迟到 2050

年将温室气体排放相比 1990 年减少 95%，同时将能源需求减少 50%。 

 

目标虽已明确，但若想实现整个地区朝接近零排放区域的转型发展，就需要各方齐

心协力：人人——行政管理部门、政府、企业、科研机构及社会各界——都要贡献自己

的一份力量。因此，在编写“汉诺威市和汉诺威地区总体规划/气候保护百分百”的过程

中，我们邀请了各方面的相关人士，共有 240 多位专家分成七个战略小组参与了规划编

纂工作。在此，谨向他（她）们表示衷心感谢。在这份报告中，我们将专家们的建议提

出来供大家探讨，希望所有负责相关工作的人士对其进行审阅和细化，以便最终从中选

出最佳创意并付诸实施。此外，我们还要感谢汉诺威市和汉诺威地区的诸多人士，他们

在过去几个月中积极参与了项目工作，其中包括来自汉诺威地区的 5000 名居民和中小学

生。 

 

现在您看到的这本“气候保护总体规划”中，既有各方在广泛参与过程中提出的建

议，也有非常具体的行动推荐，从而为相关主管机构和个人提供了丰富多样的思路和创

意，并要求他们在实际工作当中不要忘记气候保护的目标。来自汉诺威地区的诸多企业、

城市和乡镇郑重承诺将努力实现气候保护目标并推动能源转型。除州首府汉诺威之外，

本地区中那些在过去几年里已经制订了本辖区全面气候保护行动计划的其他县镇也承担

着特殊的角色，如今他们决定将携手实施总体规划。 

 

我们必须继续整合资源，扩大合作，不断创新。尤其是要做好宣传教育工作，确保

能源转型工作最终获得成功。为此，每个人都必须展现出自己的决心、恒心、勇气和好

奇心。 

 

 

让我们携手前进，共创未来！ 

 

Hauke Jagau     Stefan Schostok 

汉诺威地区地区主席    州首府汉诺威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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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到 2050 年时，一个接近“气候中和的汉诺威地区”将会是什么样子？为了实现这一

目标，需要经历哪些基本步骤？存在哪些可能性？应采取哪些措施？而每个人在自己的

日常工作和生活当中又需要做出哪些改变和调整？在“汉诺威市及地区总体规划/气候保

护百分百总”项目的第一阶段，我们着眼于 2050 年前的地区能源转型工作，针对上述问

题展开了深入探讨。 

 

目前在德国，已有 19 个地方政府（市、县及乡镇）被选为示范项目，他们需要完成

相同的任务：制定出一份到 2050 年使温室气体排放相比 1990 年减少 95%、最终能耗节

约 50%的方案。该项目得到了联邦环境部的资助，项目执行期为 2012 年 6 月至 2016 年

5 月。 

 

州首府汉诺威议会及汉诺威地区代表大会已于 2012 年 6 月通过决议，决定共同制定

上述方案。项目第一阶段已于 2014 年 7 月结束，其成果便是您现在看到的这份总体规划

最终报告。而在 2014 年 8 月到 2016 年 5 月的项目第二阶段，将具体实施项目的各项措

施，负责单位是汉诺威市和汉诺威地区两级行政管理部门。 

 

鉴于该项目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汉诺威市和汉诺威地区从一开始就非常注重项

目的社会和公众参与。前后共有约 240 位来自经济、科研、非政府组织和行政管理部门

的专家以及 5000 多名来自州首府及周边县市的居民以多种形式参与了项目工作。其中，

专家们被分为七个不同专题的战略小组，最初他们都是由汉诺威市市长和汉诺威地区主

席直接负责联络的，每个人都表明愿在相关专题领域内为最终报告的编写工作奉献自己

的专业能力和知识。这不仅意味着他们要投入大量时间参加各种会议，而且还要不计酬

劳和利益地加班加点。从这一点就足以体现本项目的特殊之处，即在实施方法上和其他

项目有所不同：这是第一个放眼 2050 年并在广大区域范围内实现汉诺威地区能源转型这

一雄伟目标的项目。 

 

这份最终报告便是对上述项目合作成果的总结。当地原来已有的气候保护网络组织，

已批准通过的当地气候保护措施计划与方案，还有汉诺威市和汉诺威地区的区域空间规

划及交通发展规划，这些都是报告编写工作的重要基础。总体规划最终报告可以说是一

份初步的战略文件，它展示了汉诺威市和汉诺威地区在假设的总体前提条件下可以如何

实现（接近）气候中和的目标。 

 

未来的行动方法 

 

本报告中所介绍的各项战略和措施的成功实施依赖于社会各界对之取得广泛共识。

每个组织机构、每位居民都必须身体力行，以身作则。 

 

对于未来的行动方法，本文中所介绍的是参与项目的两级行政管理部门——即汉诺

威市和汉诺威地区——职责范围内所采取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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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上来说，汉诺威市和汉诺威地区的行政管理部门都要完成业已通过的 2020 年前

需完成的目标和要求，这也意味着地市两级行政部门将继续实施业已通过的气候保护计

划和气候保护方案。 

 

在 2016 年 5 月之前的总体规划实施阶段，一项重要的基本任务是确定并整合与地市

两级行政部门职责领域相关的战略行动领域中的措施建议，同时，那些已经付诸实施的

方法同样需要进行相应调整。确定了实施计划之后，便可以开发出其他项目并进行相互

协调。 

 

除此之外，在编写实施总体规划过程中所采用过的市民对话形式也应尽量制度化，

并通过示范项目继续开展下去。 

 

除了地市两级行政部门所采取的气候保护行动之外，周边地方县镇的行动方案以及

汉诺威地区和汉诺威市联合企业的环保与可持续发展报告当中的各项措施也应当继续落

实。 

 

过程管理 

未来，汉诺威市和汉诺威地区会定期每两年汇报一次项目进展情况。此外，地市两

级行政管理部门还计划联手定期对原先预定的各种情景进行调整。汉诺威气候保护地区

理事会的职责是作为项目的顾问机构，为政府决策部门提供关于气候保护百分百总体规

划的建议（关于本最终报告的首个决议公告）。 

 

至 2050 年的情景 

从当前的最终能源消耗（以 2010 年为基础）及相关的温室气体排放出发，我们对

2050 年以前的不同发展趋势进行了推算，并在本报告中进行了总结介绍。根据上述推测，

莱比锡能源研究所计算得出不同的发展情景，然后提供给七个战略小组的专家并一同进

行了研究和探讨：其中，“趋势路线图”的假定条件是未来最终能耗及可再生能源仍将

保持目前的发展趋势。 

 

而“目标路线图”则以在提高能效和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方面均取得巨大成功为假

设条件，此外还假定物资、服务自给自足而需求较少1，同时人的行为方式也会发生改变。 

 

在“目标路线图”的假设情景下，总体规划所制定的目标基本上是可以实现的。在

2050 年之前，汉诺威地区的最终能耗和温室气体排放可在 1990 年的基础上分别减少 56%

和 95%。 

 

最终能耗包括用电、供热和燃料消耗量。如能实现“目标路线图”中确定的高能效，

则最终能耗可以从 1990 年的约 31400 GWh 大幅下降到 2050 年的 14000 GWh 左右。 

 

                                                           
1
 所谓自给自足，涉及的是合理适量的问题。生态自给自足是指一种“终止过度消耗物资、从而停止过度消

耗材料和能源的生活方式和生产经营方式”。因此，生态自给自足可以说是对生态效率和持续性的补充（请

见 Linz 2013）。可以通过削减对高资源消耗性物资和服务的需求来实现生态的自给自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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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现平衡后的温室气体排放之中，其主要部分（约 97%）都是必须消耗能源的，

这是由能源载体的分配技术和最终能耗的高低所决定的。在“目标路线图”中，除提高

能效之外，通过加大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力度，尤其是风力和光伏，也可以实现温室

气体减排的目标，即从 1990 年的 1200 万吨二氧化碳当量减少到 2050 年的 66 万吨二氧

化碳当量。 

 

到 2020 年，汉诺威地区的所有可再生能源生产设施可以创造总计 3560 万欧元左右

的价值，人均大约 32 欧元。此外，提高能效的措施以及可再生能源存储技术还可创造更

多价值，但目前为止还无法准确量化其规模。 

 

战略行动领域 

汉诺威地区所确定的项目目标包括以下六大战略行动领域： 

 能源供应 

 空间和交通 

 建筑能效 

 经济 

 区域经济循环/废弃物管理 

 气候中和的日常生活 

 

每个行动领域都建立了相应的战略小组，邀请多方专家（见上文）来研讨和制订该

行动领域的具体内容。战略小组的工作成果成为汉诺威地区今后几十年制订和实施气候

保护措施的基础。作为成果，每个战略小组都编写了一份专题战略文件，其中既描述了

2050 年的发展愿景，也提出了相应的措施建议和必要的框架条件。每份文件均在各自小

组中经过了详细的讨论，当然并非每个观点都必须得到小组全体成员的完全同意。本最

终报告对各小组的工作成果进行了总结介绍。 

 

战略文件的详细内容可到网站 http://www.klimaschutz2050.de 上总体规划过程的翔

实资料记录中查阅。 

 

对于各地区而言，以下三个方面对于实现气候中和以及与之紧密相关的能源转型、

提高效率和实现自给自足具有根本意义： 

 

（1） 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国内，各级政府都必须明确设定实现气候保护目标的发展方向，

为此就必须保证政策的持续性，使之不受党派执政的影响。 

（2） 如想让气候保护的目标和实施得到社会公众的广泛认可，就必须合理规划能源转

型工作，使其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 

（3） 必须在公众心中牢固树立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意识。而这些战略的基础则是统一行

动，包括协调生态、经济、社会需求并吸引公民的广泛参与。 

 

能源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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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行业对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最大。因此，未来如想实现能源供应的气候中和，

首先需要扩大本地区以可再生能源为基础的能源生产，但目标并非是实现能源自给自足。

汉诺威地区依然会接入跨地区的能源供应网络。 

为实现总体规划目标，改造现有能源体系是必由之路。一方面，最迟要从2050年开

始，尽可能完全依靠本地区生产的可再生能源来满足未来的能源需求。另一方面，还必

须继续保证能源供应的安全。因此就要建立一套管理和控制体系，使波动性的风能和太

阳能供应能够依据需求进行灵活调整。为此，需要建立可再生热能和电力的存储系统，

同时坚持发掘和利用能源生产过程中的各种节能潜力。 

尤其对于进一步扩大可再生能源生产而言，汉诺威地区必须马上着手，争取在2020

年前打下坚实的基础。其中，首先要对本地区的风能潜力、风力发电选址以及优先发展

区域进行全面调查，增加建筑屋顶、外立面和地面太阳能发电设施，提高现有工业及生

物流程中热源的利用效率。 

 

空间和交通 

考虑到汉诺威地区的情况，居住区的组成结构及空间分布对于能源基础设施、交通

需求和自然空间利用的规划具有重要的影响。农村区域拥有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所需的

大片土地，而城市则存在巨大的节能潜力，空间规划可以开发其中的部分潜力。此外，

空间结构也极大地影响着本地区的交通发展。 

交通行业是除能源行业之外的另一个温室气体减排重要领域。 

气候保护百分百总体规划依据的是汉诺威地区气候保护框架计划、综合气候保护方

案、2015年地区空间规划未来愿景图、汉诺威地区proKlima（气候保护）交通发展规划

及州首府汉诺威交通总体规划。在这些基础文件中，已经针对2020年/2050年之前的“空
间和交通”战略行动领域制订了内容广泛的措施，这些措施也是本项目成果的一部分。 

此外，还必须从中期和长期角度出发，根据气候保护的要求，对居住区及地区发展

规划进行优化和调整。而交通领域的措施则首先以避免产生交通流量为目标，其次是将

机动车交通方式转换为更加环保的交通组合方式，包括步行、自行车和公共短途客运交

通，最后才是让汽车交通和公共短途客运交通更加环保、排放更低。 

 

建筑能效 

联邦政府所制定的2050年工作目标是，仅仅通过提高能效措施，便使既有建筑的能

源需求相比1990年减少80%2，而剩余20%的室内采暖和用电需求则通过可再生能源来得

到满足。 

建筑能效战略小组（工作重点是既有居住建筑）深入探讨了如何在1990年基础上大

幅降低既有建筑最终能源需求的同时以碳中和方式满足剩余的能源需求。 

如果建筑物建筑部件的预计寿命大约为40年，那么到2050年，目前大多数的既有建

筑都必须对所有关键建筑部件进行（不仅是节能）改造。如能在改造时既充分利用各种

保温隔热及窗户改造建筑技术，又能坚持不懈地完成各阶段的改造率，那么到2050年，

私人家庭的热量需求便能在当前基础上降低一半以上。 

                                                           
2
 环保、可靠和经济合理的能源供应方案（请见联邦经济部/联邦环境部 2010 年相关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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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既有建筑的存量很大，因此本报告所提出的行动建议主要集中在以下领域：提

高既有建筑改造比例，提高改造效率，使用其他能源载体和供能系统来满足剩余的能源

需求，同时提高新建建筑的能效水平。除单体建筑之外，尤其还应关注住宅区的节能改

造，优化区域性的建筑改造和供能方案。 

 

经济 

经济界、尤其是工业企业，在实现气候保护目标方面扮演着关键角色：在开发情景

时，已经确定这些行业具有很高的二氧化碳减排潜力，其中既有组织方面的节能措施，

也包括使用节能技术设备，利用可再生能源来降低能源生产过程中的二氧化碳排放。尤

其在企业的工艺热和工艺冷等环节，存在巨大的减排潜力。 

所有措施都有一个基本出发点，这便是要维持汉诺威地区作为工业基地和经济重镇

的地位，因为企业是本地区价值创造的主要贡献者。 

“经济”战略小组确定了手工业、贸易、服务业及工业等行业大幅降低二氧化碳排

放的重点专题：工商业区以及交通和物流非居住建筑地产、生产物资（投资、采购和绿

色IT）以及教育和宣传等方面的能效优化。 

 

区域经济循环/废弃物管理 

在全球各地的价值创造链中，由于运输途径的多样化和生产条件的差异性，很难做

到可持续地、负责地使用各种原材料和生产工艺。相反，许多产品都可在区域性的经济

循环中进行生产和加工。在废弃物处理行业，也存在巨大的回收利用潜力，而从气候保

护和资源有限的角度出发，更应当尽量充分利用这部分潜力。 

为了既能使生产企业获得经济效益，也能让消费者做出有利于气候保护的购买决定，

需要在供应侧和需求侧分别采取不同的措施。比如说在鼓励销售本地产品方面，除具体

的扶持措施外，为消费者提供咨询服务和开展营养学教育宣传工作也十分重要。此外，

还需引进智能化的区域材料流管理模式，把废弃物变成二次原料，并尽可能用于区域性

的经济循环。 

除此之外，要想大幅降低温室气体排放3，还需在农业领域继续开发可持续的劳作和

生产流程。 

 

气候中和的日常生活 

汉诺威地区制定了雄心勃勃的接近气候中和的发展目标。经过计算情景路线图，我

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仅仅通过技术进步和能源效率是无法实现这一目标的，还需要公

众转变意识，践行气候友好型生活方式：口号是“美好生活在于质量而非数量”。改变

习惯，领会新的行为方式，更改生活方式，这是一个艰难漫长的过程——需要有好的榜

样和推广者。“日常生活中的气候中和”战略小组深入探讨了相关的各种现象和问题，

提出许多具体的设想。 

                                                           
3
 温室气体排放的定义：空气中会影响太阳照射并导致全球变暖的气体物质。《京都议定书》中所确定的气

体包括：二氧化碳（作为参考值）、一氧化氮（笑气）、氢氟碳化合物和六氟化硫。自 2012 年起，三氟化

氮也被列入温室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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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50年，气候中和的日常生活和与我们今天的生活方式有明显不同。为此需要采

取大量的自给自足措施，这些措施涉及到生活中最重要的几个方面，比如住宅、消费、

饮食和教育等，从而影响到本地区的广大民众。 

 

跨地区的政策工具/框架条件 

上述各个战略行动领域的任务表明，我们希望通过总体规划实现全方位的社会转型。

然而，这一转型重任难以只在地区层面上完成，而是迫切需要在政府及经济体系各个层

面采取果断行动。因此，各地区的总体规划应当纳入到联邦政府实现能源转型的长效战

略之中。对于所有专题而言，最为关键且普遍需要关注以下框架条件： 

1) 法律中关于气候保护的各项要求、框架条件及与之相关的资助政策必须可靠且有连

贯性，这是吸引企业投资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首先，各级政府要针对气候保护做

出有约束力的、长效的决议，此外还要适当考虑到政策的社会承受度，比如住宅的

现代化改造以及未来的科技发展。 

2) 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必须在实施各自的气候保护工作当中起到模范带头作用，并确保

措施的持之以恒。 

3) （环境）政策要有丰富多样的用于压制反弹效应4的工具和手段，从而使各项提高能

效的措施能够充分发挥效果。 

4) 避免二氧化碳产生的成本以及气候变迁所产生的外部成本也需要列入到产品价格中。 

5) 联邦和州的层面必须把工作重点放在能源效率上，其中包括针对家庭、企业和公共

机构的激励措施与秩序管理措施。此外，还必须鼓励生产厂家开展能效创新，比如

通过Top-Runner原则5。 

6) 应在整体范围内通盘考虑如何持续推动和促进各个能源转型和气候保护关键专题的

研究和开发。 

 

市民对话 

从2013年春季到秋季，以“气候中和的社会”为主题，为整个汉诺威地区的民众举

办了丰富多彩的的专题研讨会、活动、会议和社区对话。在此过程中，汉诺威市的一些

社区被选作探索公众参与工具和方法以及收集设想和愿景的试验区。这些活动的成果成

为制订其他市民参与行动建议的基础。共有5千多名青少年和成年人参与了系列活动。此

外，“气候保护论坛”还为汉诺威地区的所有20座城市和乡镇提供资金，其中大部分被

用于资助2013年的各项活动。 

另外2013年9月还举办了“气候、艺术、城市”研讨会，目的是探讨如何以文化为基

础打造气候中和地区。 

                                                           
4
 反弹效应：提高能效的措施往往会降低产品或服务的成本，而这会导致使用者的行为发生变化：他们的需

求会增加——这样一来，原本获得的节约效果在部分程度上又被重新抵消了。这种效应被称为反弹。（请见 

UBA2013）。 
5
 Top-Runner（领跑者）原则规定要对（电子）产品进行市场普查。在规定的抽检日，测定各企业的产品能

耗，将效率最高的产品确定为行业标杆，并规定截至未来的某个时间点，市场上的所有产品都必须达到这一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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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管理部门的结构与步骤 

最终报告第一部分 
 

 

在下文中，首先将简要描述项目及其结构，然后介绍项目的初始状况，并说明参与项目

的两级行政管理部门下一步应如何落实总体规划。最后，还将简单描述控制管理体系，

并介绍这一复杂项目结构的各个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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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言 

 

汉诺威市和地区希望成为能源转型工作的先导者：到2050年接近实现气候中和。 

这和欧盟与德国所制订的气候保护目标不谋而合。在国家层面上，联邦政府在2010

年制定的能源方案中确定了气候保护目标，即到2050年将温室气体排放在1990年基础上

降低80%-95%。联邦政府做出这一决议依据的是世界气候理事会所制定的2度目标。 

为了在地方层面上落实国家总体目标，德国联邦环境部在2010年启动了“气候保护

百分百总体规划”资助计划。 

汉诺威市和地区联合申报了该计划。在联邦境内一共选出了19个地方政府（市、县

和乡镇）作为拥有相同目标的示范项目地区。实施气候保护百分百总体规划的地方政府

必须承诺在其政治区划内通过合理的长效生态和经济措施推动气候保护和资源保护工作。

为此，必须充分发掘提高能源效率、节约能源、恪守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利用可再生能

源（尤其是本地生产的可再生能源）以及建立完整的物料循环等方面的潜力。 

2012年6月，州首府汉诺威议会6一致通过决议，并经汉诺威地区代表大会7多数同意，

决定编写一份旨在到2050年将温室气体排放减少95%及最终能耗降低50%的方案。项目执

行期为4年，从2012年6月到2016年5月。项目第一阶段于2014年7月结束，成果便是这份

总体规划最终报告。项目第二阶段为2014年8月到2016年5月，期间将实施第一批具体项

目。 

2011年5月，“能源供应安全”伦理道德专家委员会在柏林强调指出，能源转型的成

功取决于政府、企业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汉诺威总体规划项目的总负责人施万

（Gesine Schwan）教授、博士也强调了开展全社会对话的必要性。这位洪堡-维特林行政

学院院长同时也是“能源转型是集体事业”专题三方对话机构的负责人。该机构由来自

政府、企业、民间组织的代表和科研工作者及媒体代表组成。 

鉴于该项目对整个社会的重要意义，汉诺威市和地区从一开始就非常重视公众参与

工作。先后共有240多位来自经济、科学、非政府机构及行政管理部门的专家以及5千多

名居民参与了本项目。 

为了鼓励大家踊跃参与并积极献计献策，我们明确决定不会要求参与制订总体规划

的专家做出任何承诺或意向声明。 

不过，汉诺威市和地区已经和周边乡镇政府以及市与地区下属企业进行了接触，希

望他们原则上支持项目目标。其中以下政府和单位已经签署了意向声明及承诺书。 

 周边乡镇政府：巴兴豪森市、布格多夫市、布格威德尔市、加布森市、格尔登市、

伊瑟恩哈根镇、黑明根市、拉岑市、朗根哈根市、雷尔特市、诺伊施塔特市（吕本

贝格地区）、塞尔策市、帕腾森市、罗嫩贝格市、施普林格市、乌策镇、韦德马克

镇、伍恩斯托夫市。 

 汉诺威地区下属企业：Avacon公司、aha废弃物管理协会、汉诺威信息技术公司

（HannIT）、HRG 汉诺威地产公司、KRH 汉诺威地区医院、KSG 汉诺威有限责任公

                                                           
6
 请见 市议会公告 DS 1153/2012。 

7
 请见 0392(III) BDs 气候保护百分百总体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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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莱纳赫尔茨广播电台、汉诺威地区巴士有限责任公司、üstra汉诺威交通股份公

司和汉诺威动物园。 

 州首府汉诺威下属企业：汉诺威储蓄银行、汉诺威市政公用事业股份公司、建设与

住房公司（GBH）及汉诺威朗根哈根机场有限责任公司。 

编写本最终报告，并不是要求今后几十年的地区发展规划必须以此为基础。它是一

份战略行动计划，展示整个汉诺威地区在假设的总体前提条件下可以如何实现气候中和

的目标。 

由于项目成果是在广泛参与的过程中获得的，因此本报告分为两大部分： 

 在“行政管理部门的结构与步骤——最终报告第一部分”中，首先将简要描述项目

及其结构，然后介绍项目的初始状况，并说明参与项目的两级行政管理部门下一步

应如何落实总体规划。最后，还将简单描述控制管理体系，并介绍这一复杂项目结

构的各个组成部分。 

 在“战略小组与市民对话成果——最终报告第二部分”中包括了参与过程的各项成

果（战略小组和市民对话）以及科学情景和研究结果。 

各个战略小组的具体成果和工作全部被记录下来，其资料记录以及情景计算的同期

研究成果和完整报告已经汇总并上传到网上，可以在项目主页www.klimaschutz2050.de的

“成果”栏目中阅读。 

  

http://www.klimaschutz2050.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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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汉诺威地区的初始状况  

 

汉诺威在气候保护工作领域拥有多年传统，从历史上看有以下里程碑事件： 

1986年 汉诺威市议会通过决议，确定能源效率和可再生能源为州首府的优先工作重点。 

1990年 州首府汉诺威成为一些重要的欧洲机构的创始成员单位，比如欧洲城市气候联盟

和国际地方政府环境行动理事会（ICLEI）。在国家层面上，汉诺威市和德国城市大会、

下萨克森州城市大会、德国地方企业协会（VKU）以及德国城市科学研究所（DIFU）建

立了密切的合作。同年，汉诺威地区的其前身即汉诺威大区地方政府联合会在地区空间

规划方案（RROP）中确定了节能和气候保护的基本原则。 

1992年 州首府汉诺威成为首批制定地方政府能源计划的德国城市。 

1994年 汉诺威市政府成立了气候保护领导办公室。 

1995年 州首府汉诺威签署了奥尔堡宪章，承诺实现21世纪议程（Agenda 21）的目标。自

此，汉诺威市的21世纪议程办公室便负责本地21世纪议程行动计划的协调工作，强调行

动的参与性，重点是推动可持续发展。其中，增强地方政府对保护气候全球挑战的责任

意识是主导目标之一。 

1996年 汉诺威地区对1990年编制的地区空间规划方案（RROP）进行了修订，增加了发展

能源行业的内容。同年，汉诺威市和市政公司合作，共同开始实施州首府的首个全面气

候保护计划。 

1997年 编写了汉诺威地区二氧化碳减排研究报告。 

1998年 enercity、州首府汉诺威和本地区的另外五座城市共同成立了“proKlima – Der 

enercity-Fonds”（气候保护节能城市基金），其任务是：通过专业知识和政府补贴来帮

助降低供暖能耗和电耗。proKlima的资金大部分来自汉诺威市政公用事业股份公司

（enercity）以及汉诺威市、黑明根市、拉岑市、朗根哈根市、罗嫩贝格市和塞尔策市

（合称proKlima资助地区）。 

1999年 汉诺威县作为汉诺威地区的前身机构，声明将遵循可持续发展理念，并在联合国

21世纪议程全球行动计划的基础上启动了地区21世纪议程计划。作为后续的行政管理机

构，汉诺威地区也制订了自己的地区21世纪议程计划，并与其他实施地区21世纪议程计

划的区域性地方政府合作，而在国际层面上，汉诺威地区自1998年起就成为了欧洲城市

与雨林地区原住民族气候联盟（Alianza del Clima e.V.）的成员。 

1999年 汉诺威县（汉诺威地区的前身机构）加入欧洲城市气候联盟。 

2001年 汉诺威市、汉诺威大区地方政府联合会及其后续机构汉诺威地区联合成立了汉诺

威地区气候保护署。这家公益机构负责协调各单位和部门之间的气候保护工作，并组织

举办了10场不同主题的参与方论坛和专业论坛。除与来自本地区各行政管理部门、企业

和协会的参与方开展沟通联络、支持周边乡镇政府的相关工作之外，气候保护署还制订

和发起了关于节能、能效和可再生能源等专题的方案、项目和运动。气候保护署的一个

重要股东单位是资助方协会，成员单位包括众多企业、协会、联合会和机构。 

自2002年起，汉诺威地区发布自己的资助指导文件，以此为气候保护措施提供支持。该

指导文件最初以广泛资助各种节能技术应用为主，后来经过多次评估，改为资助在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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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方面具有区域性重要意义的单个项目（灯塔项目）。此外在2002年，汉诺威地区还

出台了一份专门资助体育设施节能改造的指导文件。 

2008年12月11日，汉诺威市议会一致通过决议，决定实施州首府气候保护行动计划（现

在的气候保护行动计划），即“2020汉诺威气候联盟”。其中，2006年所确定的“生态

标准”成为汉诺威市开展相关行动的核心要素。2009年初，汉诺威加入市长盟约——一

个欧洲城市气候保护联合机构。 

2009年 汉诺威地区通过了关于实施气候保护框架计划的决议。 

2010年 该决议中又增加了将汉诺威地区打造成可持续行动和气候保护工作模范地区的战

略目标。 

2012年 来自行政管理部门、经济和科研机构的48家成员单位共同成立了汉诺威气候保护

地区理事会，目的是促进各个政府委员会成员单位和其他各界参与方之间定期开展有关

气候保护问题的交流。 

2013年 成立了汉诺威地区气候保护领导办公室。同年，汉诺威地区加入100%可再生能源

地区。 

 

2.1 气候保护方案和气候保护行动计划  

 

在地方政府气候保护行动计划（KAPs）——也称为综合气候保护方案——当中，有

一份针对地方政府量身打造的、以行动与实施为导向的措施目录。这些措施应当帮助各

个地方政府和地区长期实现气候保护的目标。 

2.1.1 州首府汉诺威：2020 年汉诺威气候联盟  

 

在2020年汉诺威气候联盟中，州首府汉诺威、市政公司和来自城市各阶层、各领域

积极参与项目的伙伴一同制订了第二份汉诺威气候保护行动计划，目标是到2020年，将

汉诺威市区的二氧化碳排放相比1990年减少40%，市民、企业和组织机构、州首府汉诺

威和汉诺威市政公用事业股份公司将携手开展汉诺威市的气候保护和二氧化碳减排工作。

汉诺威市为此荣获2010年联邦环境部和德国城市科学研究所共同颁发的“地方政府环境

保护”一等奖。 

 

2020汉诺威气候联盟的签订为公众参与气候保护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该项目不

仅最终为市政府和汉诺威市政公用事业股份公司制定出相关计划，同时还编写了工业企

业、办公场所、住宅建筑和私人家庭等各领域的行业性计划。2008年12月，汉诺威市议

会一致通过了气候保护行动计划。 

应各参与方的愿望，如今仍有三个网络组织还在继续工作，他们是： 

 针对企业的能源效率网络（EEN） 

 针对房地产企业的气候保护伙伴关系（Pf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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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传播者组织 

在过去五年中，州首府汉诺威举办了80多场网络组织会议，针对各种与气候相关的

专题进行了深入探讨。这些网络组织则利用这些会议的机会展开交流，制订联合行动计

划，比如2012年和2013年举办的多种交通日，共有各个成员单位企业的10万多名员工参

加。 

由此，在本地能源供应商、科研机构、愿意采取行动的企业以及拥有积极意愿、掌

握充分信息并得到行政管理部门和有关机构支持的当地政府之间形成了良好的合作、互

动关系。 

汉诺威市的行政管理部门也制订了自己的二氧化碳减排措施，主要包括2006年批准

通过的建筑生态标准，它已成为政府部门在自身工作中具体实施二氧化碳减排的有力工

具。该项工作目前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果：在过去几年中，已经建成了500栋被动式房屋和

50栋被动式非居住建筑。 

 

2.1.2 周边乡镇政府 

 

目前，在周边的20个乡镇政府当中，已有19个地方政府制订并批准通过了所谓的

“气候保护行动计划”这一综合气候保护方案，如今已经进入实施阶段。方案中的各项

措施都是由当地各参与方根据各地方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制订出来的。具体而言，气候

保护行动计划包括以下里程碑： 

能源和二氧化碳平衡计算潜力估测各方参与措施目录控制方案公关宣传工作

方案。 

这些方案既将参与项目的个人整合在一起，同时又增强了本地网络组织的能力，从

而能够更好地实现气候保护目标。这种由下到上的理念确保了各方可以在实施上述措施

时共担责任，保证了资金到位。 

 

2.1.3 汉诺威地区：气候保护框架计划和综合气候保护方案 

 

2008年，由汉诺威地区气候保护署牵头，在广泛的社会和公众参与下，所有相关的

重要利益群体合作编写了气候保护框架计划，并在2009年经由地区代表大会批准通过。

该气候保护框架计划成为汉诺威地区所有气候保护相关行动的基础，采用了以下传统的

气候保护手段（以重要性先后排列）： 

(1) 资助节能， 

(2) 提高能效，以及 

(3) 扩大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 

气候保护框架计划的目标是：到2020年，将本地区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在1990年基础

上减少40%。气候保护框架计划将地区行政管理部门可采取的各类行动分为八大重点专

题：交通、地区规划、气候保护与环境管理、经济促进、建筑物管理、采购和使用、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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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威信息技术（HannIT）以及社会、健康、住宅与融合。此外，计划中还为废弃物管理

协会和汉诺威地区下属企业提出了各种行动方案。 

目前，有关方面正在修订气候保护框架计划，其中增加了综合气候保护方案

（IKSK）。该方案旨在对在气候保护框架计划范围内已实施的各项气候保护工作进行质

量评估，审核所采用的系统方法和行动领域，对正在实施的措施进行细化和评价，并确

定在地区行政管理部门的工作中还有哪些其他方法和相关建议。通过综合气候保护方案，

预计将在气候保护行动计划中增加新的行动领域，比如一些横跨原有领域的任务，如气
候保护控制、沟通与网络联系、可持续发展教育等。 

2.2 汉诺威地区未来前景  

 

汉诺威地区作为地区规划工作的承担者，分别在2014年和2015年重新编写了地区空

间规划方案（RROP），并于2013年夏天启动正式程序，公布了一般性计划安排。与之前

的2005版地区空间规划方案一样，2015版地区空间规划方案也会首先描绘未来愿景，对

汉诺威地区的未来空间发展做出基本预测。因此，在正式的规划程序开始之前，地区行

政管理部门从2012年初起便开始制订未来前景，在专业人士、地区下属企业、各城市、

乡镇和地区代表大会的广泛参与下，最终制定出本地区到2025年前发展目标所设想的总

体未来前景。 

在这个过程中，一个重点工作是市民的直接参与，即采取了多场市民活动（对话论

坛）和互联网参与的形式8。这种特殊的市民参与形式被联邦交通、建设和城市发展部列

为国家城市发展政策示范项目，并获得联邦的资助。共有12000多人了解或积极参与了互

联网对话和未来前景的编写工作。 

在项目成果中一共设定了七种未来前景。每种前景均首先简要描述现状，然后针对

地区发展的重要专题领域，制订出2025年前的发展目标，并明确本地区有哪些参与方。

此外，为了让人更便于理解，还采用了拼图的方法绘制出未来前景。在这些未来前景中，

充分反映了各方在参与过程中所提出的意见和最终达成的广泛共识。其中，除明确要提

高生活品质之外，还提到了经济结构转型和能源转型所面临的要求，提出进一步扩大风

能产业，克服人口变迁所产生的问题，构建可持续的交通等。我们可以从未来前景中看

到，未来的汉诺威地区将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更加注重生活品质和招商引资质量的、

交通网络发达而便利的大都市区域。该地区将依然是经济迅速增长、居住环境令人向往、

生机勃勃、拥有优越的教育、文化和基础设施的区域，并且已经做好了积极应对未来各

种挑战的准备9。这些未来前景是编制气候保护百分百总体规划过程中确定2050年愿景的

重要基础。 

2.3 交通发展规划  

 

2.3.1 汉诺威地区气候保护交通发展规划   

2009年，汉诺威地区决定在气候保护框架计划的实施过程中制订汉诺威地区的气候

保护（pro Klima）交通发展规划（VEP），其目标同样是到2020年将交通所产生的二氧

化碳排放量在1990年基础上减少40%。 

                                                           
8
 www.hannover.de/zukunftsbild. 

9
 请比较 2013 年 7 月 17 日的 2025 年汉诺威地区未来前景草案，绪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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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为期一年的项目期中，首先制订出了可以采取的措施和行动方法，然后和汉诺威

地区、本地区下属城市、乡镇的行政管理部门以及协会、企业和政府的代表进行了商讨，

并对项目方法所蕴含的二氧化碳减排潜力进行了研究，最终制定出一套包括具体实施方

法的综合行动方案。 

从汉诺威地区角度出发，尤其可以影响本地区客运交通的二氧化碳排放，因此，气

候保护交通发展规划中的措施便以该领域为重点，目的是避免交通流量的产生，将私人

轿车交通转移到更加环保的，包括步行、自行车和公共短途客运交通的交通方式组合上，

并以尽可能环保、低碳的方式，将上述形式之外的机动车交通进行有效组织和管理。从

大量的项目方法和实施设想中，人们遴选总结出11个系列措施，分为四个行动领域，分

别是“居住区开发和短途交通”、“公共短途客运交通”、“交通管理、道路基础设施

与停车场”以及“总体交通管理”。10 

汉诺威地区的这份气候保护交通发展规划获得了城市、地区和州规划联合会（SRL）

与德国交通俱乐部（VCD）联合颁发的“2012年德国交通规划奖”。 

 

2.3.2 州首府汉诺威 2025 交通总体规划  

州首府汉诺威议会于2011年1月通过了2025交通总体规划。在该规划中，汉诺威市描

述了将如何从以基础设施为导向的交通规划向前瞻性的交通模式发展规划转变。 

州首府汉诺威交通总体规划是一份涵盖各种交通方式的整体计划，目的是改善交通

安全性和出行便捷性，同时改进规划的可持续性。通过促进其他替代交通方式的发展，

使各种交通体系形成一个大的网络系统，从而改变原有的交通划分模式，倡导更加环保

的组合交通方式。 

总体规划描述了州首府汉诺威今后15年的交通规划战略目标，并列明了具体的行动

重点。综合行动方案是规划流程的结果，它以现实初始状况为基础，描述了各种可采取

的行动方案的缺点、潜力及其后果影响。 

州首府汉诺威交通总体规划的行动重点包括可行的交通方式、自行车示范项目、内
城交通方案、总体交通管理、交通安全；空气、噪声、气候以及如何保障机动车交通的

便捷性。 

 

2.4 气候适应和气候影响管理  

 

下萨克森州的气候变化情况 

从2009年到2013年，下萨克森研究联合会KLIFF对下萨克森州气候变化的影响后果进

行了研究。针对该地区的特点，KLIFF采用了综合研究方法，同时考虑到当地的三大经济

产业——农业、林业和水利——以及海岸保护。为此，KLIFF 成立了KLIFF/IMPLAN子项目

（“在下萨克森空间规划中实施 KLIFF 研究成果”）。在项目中，汉诺威地区与奥尔登堡

卡尔-冯-奥西茨基大学（空间研究和土地规划学院为牵头单位）合作，对当前研究中与空

间相关的成果进行了分析和评估，目的是有针对性地制定出气候变化适应措施。 

                                                           
10

 来源：汉诺威地区气候保护交通发展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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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气候影响管理 

在2008到2011年间，汉诺威地区参加了汉诺威-不伦瑞克-哥廷根-沃尔夫斯堡大都市

地区的气候影响管理（KFM）/气候二（klimazwei）项目。KFM研究项目的目标是为行政

管理部门、政府和经济界的决策者开展气候影响管理工作提供一套互动性的决策支持系

统（EUS）。该系统一方面可以帮助确定优先的行动需求（“热点”），另一方面则可制

订各种管理这些区域和空间的行动方案，并对其进行评估。在2015年的地区空间规划中，

会尽可能地采纳该项目的成果。11 

本地适应战略 

汉诺威市与汉诺威地区都参加了欧洲INTEREG四的MARE计划，与荷兰、挪威及英国

的欧洲伙伴一起采取气候变化适应措施。MARE（在北海改变洪水风险的管理适应性反应

计划）的任务是全面实施本地适应战略，以便减少洪灾的风险。项目重点是制订出一套

跨国的城市洪灾风险管理方法。而对汉诺威-不伦瑞克-哥廷根-沃尔夫斯堡大都市地区而

言，这意味着未来要扩大汉诺威市的行政管理机构，使之成为洪灾保护能力中心，并长

期掌握相关知识。 

州首府的气候适应战略和气候影响管理 

2012年4月，汉诺威市制订了一套“气候变化适应战略”。12 

该战略主要考虑的是未来因城市温度过高、降雨方式变化以及夏季无雨期而带来的

各种问题，并将适应措施的重点放在对汉诺威市具有特殊意义的八项行动上：洪水保护、

雨水管理、土壤和地下水预防性保护、屋顶绿化、气候适应性绿化、气候适应性城市规

划和气候适应性建筑、气候适应专业地图以及公关宣传工作。 

该适应战略的目的是使决策者了解气候变化可能带来哪些后果、机遇，应采取哪些

适应性方案，从而使他们在未来的各种政治、法律和经济决策过程中更多地考虑这些问

题。通过适应战略，城市应当能够及时采取措施，将气候变化的负面效应降到最低。因

为干预得越晚，后续措施和补救过程就会越复杂，成本也会越高。 

同样在2012年，在适应战略的基础上，汉诺威市启动了“2015-2016实施首批气候变

化适应措施计划”13。 

 

  

                                                           
11

 请见 157（III）IDs（2012 年 1 月）。 
12

 州首府汉诺威：信息通报 0933/2012。 
13

 州首府汉诺威：信息通报 1334/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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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未来行动方法 

 

对于汉诺威市和汉诺威地区的行政管理部门来说，原已批准通过的目标和要求原则

上都必须在2020年前实现，尤其是要继续落实已经批准通过的气候保护计划和气候保护

方案： 

 气候保护框架计划及综合气候保护方案（IKSK）和汉诺威地区pro Klima（气候保护）

交通发展规划 

 州首府汉诺威2008-2020气候保护行动计划。 

此外，战略小组的专家们还推荐了认为各个战略行动领域为实现2050年总体规划目

标所需的措施与工具。其中部分措施归属于汉诺威市和汉诺威地区的职责范围之中。 

因此，在项目资助期内，总体规划实施阶段的一个核心基本内容便是把战略行动领

域中所有与行政管理部门职责有关的措施建议整合起来。已经开始实施的方法同样需要

进行调整，除此之外的其他建议也应检查其合理性，然后依据这些结果，制定一套详细

的实施计划。而在实施计划的基础上，又可以开发出其他项目并进行协调管理。 

此外，还应对总体规划过程中的同期研究成果以及据此向行政管理部门提出的建议

进行分析和评估。 

在下一步的工作步骤中，尤其需要针对总体规划项目深入开展公关宣传工作。比如

应在2014年举办一次广泛参与的项目启动活动，宣布总体规划项目实施阶段正式开始。

而其他工作步骤则包括编写总体规划项目宣传手册、出版专业报告文献等。 

此外，在总体规划过程中使用过的各种市民参与形式还应继续采用。 

除两级行政管理部门所开展的气候保护活动之外，还将继续实施周边乡镇政府行动

计划及汉诺威地区和汉诺威市联合体下属企业环境报告和可持续发展报告中确定的各项

措施。 

下文中还将介绍针对两级行政管理部门所选出的项目，在2016年5月前的项目第二阶

段内，行政管理部门应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分别启动和实施这些项目。其中可分为汉诺

威市和汉诺威地区的联合项目以及两级行政管理部门分别实施的项目。在这些措施中，

有些已被纳入现有的方案/计划中（如综合气候保护方案、pro Klima交通发展规划），同

时也被战略小组的成员们判定为重要措施；而有些措施则来自于战略小组专家所推荐的

措施。有关这些项目的详细介绍，见本文第9章 “战略行动领域”。 

 

3.1 汉诺威市和汉诺威地区的联合项目  

3.1.1 战略行动领域“能源供应”的项目  

 

汉诺威莱布尼茨大学（LUH）在一份调查研究中，对一种针对垂直太阳能外立面能

源产生潜力的新型调查方法的效能进行了检测。其目的是通过示范建筑来检查未来是否

可用这种方法来估测出汉诺威市及周边地区示范建筑的产能潜力。为此需开发一套建模

和模拟方法，根据建筑物的外表面测量值，计算出每年潜在的太阳能输出能力。为了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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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接触到建筑物的外立面，将使用移动式激光扫描仪器进行测量。不同的位置、方向、

周边环境以及建筑物表面的阳光照射强度都会改变能量输出量。 

项目资金：来自总体规划资金。 

 

3.1.2 战略行动领域“经济”的项目  

 

“经济”战略小组主要在行动重点“能源咨询和能源管理”领域为企业在制订方案

时提供全面的咨询和帮助。 

在州首府汉诺威的领导下，Ö KOPROFIT©  Hannover计划已经帮助了汉诺威市和汉诺

威地区的150多家企业和机构系统地开展企业环保工作，从而改善自身的环保水平和经济

效益。到2016年前，还会有其他80家企业也通过Ö KOPROFIT© 开展这一计划。 

后续步骤：Ö KOPROFIT的服务内容还将扩大到以下领域： 

 除已有的 “从Ö KOPROFIT到生态审计”（依据ISO 001或 EMAS 进一步开发环境保护

系统）项目模块之外，Ö KOPROFIT©  Hannover还将举办关于企业依据 ISO 50001筹备

建立能源管理体系的系列研讨会。在研讨会上，多家企业将同时接受外部咨询专家

的培训，从而做好接受能源审计的准备。 

 微型企业将从2014年起获得低门槛的服务。原有的各项计划和咨询服务将在地区范

围内得到更加深入的宣传，比如说汉诺威地区气候保护署应提供更多的能源检查

（在e.coBizz运动的范围内，见下文）。 

除此之外，经济促进署编写了一份环境和气候保护咨询服务目录，其中包括了各种

服务，比如咨询和资助计划以及汉诺威市和地区的网络组织（兼顾了汉诺威地区气候保

护署现有的气候保护指南针目录）。 

项目资金：州首府汉诺威和汉诺威地区分别承担Ö KOPROFIT计划所需资金的一半。参加

项目的各家企业则根据各自的员工人数支付一定的费用。州首府汉诺威经济促进署负责

项目管理。项目领导小组中有汉诺威地区和州首府汉诺威环境部门的代表。 

 

汉诺威地区气候保护署所开展的“e.coBizz-企业能源效率”区域运动旨在提高汉诺威

气候保护百分百/汉诺威市和地区总体规划中相关企业的能效。该运动的服务内容包括免

费能效检查、由德国复兴信贷银行资助的初步咨询和详细咨询等。职业咨询专家对现状

进行分析（能效检查），并给出关于具体后续步骤的宝贵建议（初步咨询），或是制订

出详细措施（详细咨询）。每年约有100家中小型企业通过该运动接受了咨询服务。该运

动的其他内容还包括地方政府气候保护行动计划框架内的乡镇活动以及咨询专家提供的

培训课程。在汉诺威地区经济促进署的企业服务中，还有专为中小型企业提供的能效措

施融资咨询。 

后续步骤：运动中应当加入更多的节能和气候保护专题（比如气候保护署的太阳能检查

运动，热电联产合同管理），而企业服务和气候保护署之间的合作也应当进一步扩大。 

项目资金：该运动由汉诺威地区、proKlima和Avacon公司资助，此外，汉诺威工商大会和

汉诺威手工业协会则是区域性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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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战略行动领域“气候中和的日常生活”的项目  

 

汉诺威地区气候保护署早在2009年就开始和德国博爱协会合作实施该项目以及相关

的“节电检查”服务。节电检查是一个属于联邦范围内的项目，它利用联邦环境部的国

家气候保护倡议行动资金，为140家地方政府和县镇提供资助，由经过培训的节电助手为

低收入家庭提供现场（在其住宅中）咨询服务。咨询的重点是用户行为方式的改变，而

不是建筑措施。接受咨询后，每个家庭平均可节省300公斤的二氧化碳及100欧元左右的

费用，并且这是通过直接方式（通过安装节水、节电产品）获得的。节水节电产品是免

费提供给这些家庭的。 

联邦环境部认定节电检查项目——尤其是实施总体规划的乡镇所开展的节电检查项

目——是极为重要的总体规划实施环节。 

后续步骤：扩大服务内容，资助提供节能冰箱，在城市行政管理部门、城市下属企业及

网络组织中更多地宣传介绍该计划。 

项目资金：在2015年底之前，由联邦环境部/博爱协会和汉诺威地区提供资助。本地资助

方是汉诺威工人慈善团体，协助单位是汉诺威职业介绍中心。 

 

汉诺威地区气候保护署所开展的Klima-CO2NTEST竞赛旨在推动各方面积极参与气候

保护工作。项目于2013年春季启动，首先开始了地方政府竞赛。汉诺威地区的21个城市

和乡镇中有17个参加了五个单元（太阳能、生物质能、风能、热电联产和被动式房屋）

的竞赛。之后又在2014年举办了市民竞赛。为此，有关方面专门开发出一套符合本地区

特点的在线工具，可以让市民在五大领域（住宅、流动性、饮食、消费以及热心参与气

候保护）中填写自家的单位面积能耗数据以及行为方式信息，然后便可在线了解自己的

二氧化碳消耗量。 

 

后续步骤：二氧化碳计算器将上传到网站www.hannover.de上，这样当竞赛结束后，市民

们依然可以随时上网使用这一工具。此外，网站上还会补充相关的窍门知识和其他信息

图片，以帮助市民改进自家在各个评估领域中的二氧化碳平衡水平。 

项目资金：在三年的示范期内，本项目将由德国联邦环境基金会、汉诺威地区、proKlima

节能城市基金（enercity）和 Avacon AG公司联合资助。汉诺威市和地区将和气候保护署

合作，对二氧化碳计算器的功能进行改进和扩展，汉诺威地区的总体规划专项资金将为

该工作提供拨款。 

 

在项目“Veggietag bunt.bio.lecker”（2011-2013）实施经验的基础上，还应在后续

项目中提供长期的、可持续的餐饮服务。实践培训、远足参观、活动日/活动周、美食节、

经验交流座谈会、门户网站等都可以增强市民对本地区产品、生态农业及消费习惯（比

如减少肉类消费）的意识和了解，同时在气候保护潜力方面，还可减少相关的二氧化碳

足迹。其中餐饮业、企业食堂、幼儿园/托儿所和养老服务机构、宴会活动承办者和活动

服务商是重点目标群体。该项目属于汉诺威环境中心、汉诺威地区和汉诺威市共同规划

http://www.hannover.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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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示范项目。此外，21世纪议程与可持续办公室还积极倡导公平贸易，建议不进口那些

在恶劣生态和环保条件下生产的食品。 

项目资金：该联合项目是由联邦生态农业及其他形式可持续农业计划、汉诺威环境中心

（项目申请方）及汉诺威地区预算资金共同资助的。汉诺威市应承担的部分则是由联邦

资金以及21世纪议程与可持续办公室现有预算资金联合资助的。 

 

3.2 汉诺威地区行政管理部门的项目  

 

3.2.1 战略行动领域“建筑能效”的项目  

 

针对今后几年，汉诺威地区政府所属楼宇的经营管理部门已经开始实施大量以既有

建筑更新改造、二氧化碳减排和提高能耗效率水平为目标的措施。 

比如位于葡萄酒大街的卫生局大楼将按照目前的有关要求进行全面整修，并依据汉

诺威地区的相关规定进行节能改造。其中将选择适当的楼宇技术设备和建筑材料，使该

楼的年度能源需求不超过《2009年版可再生能源条例》中规定的类似新建建筑需求的

55%。此外，楼顶还会安装光伏发电设备，为楼内单位供电。葡萄酒大街的改造项目于

2014年夏天开始，计划在两年后完工。 

按照计划，阿勒姆（Ahlem）集中营遗址将扩建改造成一座信息中心，为此将按照被

动式房屋的标准来建造新的配楼，而属于文物保护对象的旧建筑在改造时将采用环保、

高效的能源供应方式，计划安装三层玻璃窗户、加装外墙外保温和采用带热回收功能的

可控式通风系统。此外，大楼还将采用区域供热，由附近一家以沼气为燃料的区域热电

联供装置供热。阿勒姆集中营遗址扩建工程计划于2014年秋完工。 

地区政府下属楼宇不仅将接入现有的、二氧化碳减排效果更加高效的区域供热和集

中供热管网，盖尔霍夫（Gailhof）和瓦尔特霍夫（Waldhof）青少年活动中心以及 BBS 新

城还将建立自己的区域热电联共装置来辅助供电、供热。 

此外，2014年还将在联邦国家气候保护倡议行动的框架内实施一个气候保护项目，

内容是将汉诺威地区所属的12栋建筑物（比如职业学校和特殊学校）中总计约4700盏照

明灯更换为 LED 灯，希望由此节电78%。各项措施于2014年开始实施，预计2015年还将

延续下去。 

项目资金：项目资金主要来自地区的年度预算和专项资金。此外还会使用联邦及州的相

关资金。其中，联邦国家气候保护倡议行动已经批准了“LED照明”项目的资金拨款。 

 

3.2.2 战略行动领域“能源供应”的项目  

 

汉诺威地区多年以来始终资助汉诺威地区气候保护署的各种信息宣传和咨询运动，

希望借此激发市民及企业对气候保护工作的投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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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保护署开发出一种新的工具，取名为“供暖家访”，并在多个乡镇中成功实施。

2014年，该工具还将在其他乡镇进行推广，并增加微型热电联产的试点。 

项目资金：汉诺威地区为该工具及新增内容提供所需资金。 

 

在过去几年中，气候保护署在联邦环境部的支持下，通过太阳能检查发起了太阳能

运动项目，仅在2013年就有将近300位建筑物业主接受了咨询服务。 

项目资金：为了开展居住建筑咨询工作，汉诺威地区大幅增加了拨给气候保护署开展太

阳能运动的预算。 

 

3.2.3 战略行动领域“经济”的项目  

 

工商业区的节能优化工作中存在大量机遇，既可通过各家企业的单个方案，也可利

用跨企业的联合措施来发掘节能潜力。比如说，工业企业用不完的废热可以用来满足相

邻企业、公共建筑或居民区的用热需求。再比如，可以和北威州的“零排放公园”示范

项目结合起来。汉诺威地区周边许多乡镇的地方气候保护行动计划（KAP）都采纳了关于

工商业区气候优化的相关建议。汉诺威地区希望支持地方政府开展示范项目。一方面通

过系统的评估鉴定（对工商业区进行基本情况调查，询问企业的能源平衡和二氧化碳平

衡情况，进行潜力分析，制订目标方案）和牵头成立参与方网络组织（地方政府，当地

企业，能源供应商），另一方面则资助有关方面实施全面深入的（企业自身和跨企业的）

节能措施。目标是每年在地方层面实施1到2个示范项目。 

后续步骤：2014年计划在巴兴豪森市实施首个示范项目。当地有两家企业有余热可以供

应给周边用户。 

项目资金：汉诺威地区将从预算中拨款为地方政府项目提供部分资金，此外还将争取其

他资助款项（比如联邦环境部的地方政府资助准则）。 

 

3.2.4 战略行动领域“空间和交通”的项目  

 

在交通领域计划采取以下步骤，其中部分项目目前已经进入实施阶段： 

 推动多式联运物流园区/绿色物流的项目 

 推动基础设施措施的项目，如充电站，尤其是针对公共短途客运交通（电动巴士） 

 电动自行车停车场（比如公交站+自行车场） 

 自行车快速道 

 信号灯减排智能化控制方案 

 推动其他环保交通工具驱动技术的发展（“拼车”，电动巴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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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诺威地区与üstra汉诺威交通股份公司、汉诺威市政公用事业股份公司和enercity 

contracting公司等项目伙伴一同参与了电动巴士测试示范项目，同时汉诺威地区公交线

路网中的充电基础设施也接受了测试。该项目希望通过使用电动巴士，实现节能50%的

目标；自2015年起，这些电动巴士在行驶过程中将完全不会排放二氧化碳。在示范项目

中，共有3辆电动巴士在100路/200路环线上试运行。为保证供电，将在线路终点站设立

一个充电站，可对车辆进行快速充电。汉诺威地区政府交通处作为专业部门对该项目进

行了跟踪管理。 

 

项目资金：该项目获得了联邦环境、自然保护和核安全部（BMU）的资助。 

 

“汉诺威地区2020物流园区方案”的目标是把汉诺威地区打造成空间规划合理、满

足客户需求的物流基地。为此，既要充分利用物流行业的发展潜力，又需整合资源，更

多利用其他交通载体，并充分考虑气候保护的需求。为此，翁斯托夫市将和一家项目开

发单位合作，建设一个“翁斯托夫多式联运园区”，园区建筑面积约有90公顷，包括连

接附近交通线的转运设施。该园区将公路、铁路和内河航运三种交通方式结合起来，可

创造2500个工作岗位，新岗位以轨道交通企业为主。 

项目资金：为将园区接入轨道网络，同时扩建Mittelland运河码头（分别到2018/2020年

完工），将争取欧盟区域发展基金（EFRE）以及州和联邦的资金支持。 

 

汉诺威地区所排放的二氧化碳有大约21%来自交通行业。“保护气候交通发展规划”

（VEP pro Klima）的数据显示，在汉诺威地区2010年交通行业所排放的约230万吨二氧化

碳中，有四分之一左右（约59万吨）是由卡车货运所产生的（其中23.5万吨由本地区车

辆产生，剩余的35.5万吨则来自过境车辆）。为此，“保护气候交通发展规划”中已经

针对汉诺威地区的公共短途客运交通设定了行动重点领域，下一步则需要确定商业运输

领域二氧化碳减排的行动方法。在2014年秋季即将公布结果的一项方案调查研究（弗劳

恩霍夫物流研究院）的框架内，将制定出适合该地区的行动手段、战略和方案方法，其

中既要考虑到气候保护的目标，也要兼顾促进经济发展的要求，将汉诺威地区打造成气

候保护型商业运输的模范地区。为此计划采取以下步骤： 

 对所有行动领域进行基本情况调查，使商业运输满足气候保护和城市发展的要求 

 确定项目实施需要哪些参与方 

 制订实施相关战略和方案的措施以及适当的组织机构和合作机制 

后续步骤：为了实施该项目，将成立一个长效的、由外部单位主持的“商业运输与绿色

物流合作网络”，并积极争取各方参与（地方政府、同业行会、交通协会）。 

项目资金：来自汉诺威地区的预算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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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 战略行动领域“气候中和的日常生活”的项目  

 

在开展总体规划公关宣传工作的过程中，为了吸引更多汉诺威地区市民的参与，将

制作展示样板，以便更好地向广大公众介绍总体规划项目。计划在已经规划好的汉诺威

地区历史“生态平衡”展中增加这些展示样板。展览经过完善后，还将在汉诺威地区的

各个周边县市中进行巡回展示。 

项目资金：来自地区政府预算资金和总体规划项目资金。 

 

3.2.6 对地区重点项目的资助  

 

汉诺威地区的另一个核心行动领域是资助汉诺威地区在气候保护方面具有地区重要

意义的项目和计划。2013年新制定的准则提出，要资助那些在汉诺威地区尚未以这种形

式实现的优秀气候保护项目。申请资助的项目必须要与总体规划项目的目标一致。此外

准则还提出，将来要从财政上支持地区重点气候保护项目的实施。该准则会定期进行评

估。2014年度已经批准下列项目的首批资助款项： 

- 罗嫩贝格市获得财政补贴用于编制能源方案。方案的目的是在玛丽库里学校大楼中

安装一套区域热力电站设备，并将周边汉诺威县住宅公司所属的多户住宅楼接入自

己的区域热网中。 

- 乌策市委托第三方编写一套伊莱内湖/施普雷瓦尔特湖区域节能住宅区方案。该项目

的主要目的是寻找夜间蓄电采暖设备的替代解决方案，改用更加保护气候的能源供

应方式。 

- 韦德马克镇计划对历史悠久的毕森多夫政府办公楼进行改造，将其建成旧建筑能效

示范楼。 

- 2014年，汉诺威地区气候保护署实施了“通过建立本地改造平台，推进风能设施提

前协调改造”项目。通在两个示范地区建立新的本地谈判网络，迅速发掘利用本地

区存在的巨大改造潜力。 

 

3.3 汉诺威市行政管理部门的项目  

 

3.3.1 行动领域  综合项目  

 

汉诺威市政府希望成为气候保护领域的排头兵，因而计划制订一份汉诺威市行政管

理部门气候中和方案。因此，跨部门合作就显得极为重要。为此将成立一个工作组，成

员来自之前已确定参与该项目的各个部门。工作组需在2015年底前制定出方案。该方案

的核心内容包括： 



汉诺威市和地区总体规划|气候保护百分百 

第一阶段：2012 年 6 月至 2013 年 12 月   页码 30 | 121 

 市属地产和设施：编写州首府汉诺威既有建筑气候中和实施方案：采取能效措施，

改用可再生能源载体 

 智能化的能源供应（电、热、冷） 

 工作岗位上的气候中和 

 市政采购和市政企业 

 交通 

项目资金：来自总体规划项目资金。 

 

3.3.2 战略行动领域“建筑能效”的项目   

 

州首府汉诺威从两年前便开始参与由德国复兴信贷银行资助的“节能城市改造”项

目（资助重点：城建资助计划中所列的居住区）。如今，汉诺威市已有五个项目正处于

筹备或方案设计阶段。 

后续步骤：以州首府的节能居住区项目为样板，从中开发并继续完善专门针对汉诺威市

的可借鉴推广的解决方案。其中包括对已经提出的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利用技术设备对

热电联产、集中供热以及发电设施的二氧化碳排放情况进行评估。 

项目资金：方案设计的资金来自德国复兴信贷银行。 

 

3.3.3 战略行动领域“能源供应”的项目   

 

州首府“汉诺威迎向朝阳——2020年百万平米太阳能”太阳能运动的基本内容包括

在线太阳能地图以及为独栋住宅和双户住宅业主提供的免费太阳能咨询服务。 

后续步骤：把咨询服务对象扩大到那些对自行发电感兴趣的企业。为此应积极联络工商

区内的企业以及大型工业企业，重点向其介绍项目提供的优惠条件。 

项目资金：在2008-2020气候保护行动计划的框架内，有专门用于咨询服务的配套资金

（既针对单户和双户住宅，也针对企业）。 

 

3.3.4 战略行动领域“经济”的项目   

 

汉诺威市行政管理部门已于2012年启动了一项专门针对工商业区土地开发和土地增

值的示范项目（Lister Damm/Am Listholze）。其中集中实施了多项以“综合而可持续的

工商业区”为主题的措施。为了实现朝节能环保型工商业区发展的目标，计划编制一份

截至2015/2016年的工商业区气候保护子方案，目的是分析现有企业在可持续经营过程中

开展跨企业气候保护活动与合作的潜力，并确定适合采用的跨企业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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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资金：在发展高能效工商业区气候保护倡议行动的框架内，由各地方政府提交资金

申请。然后利用首批项目所获得的知识和经验，再提出适合其他地区的建议。 

 

3.3.5 战略行动领域“空间和交通”项目   

 

交通领域的战略目标被列入了2011年由州首府汉诺威议会批准通过的2025交通总体

规划。自2011年起，该规划中所确定的行动重点已经逐步得到了落实。 

后续步骤：当前的具体工作步骤包括实施自行车交通示范项目，其目的是在2025年之前

将自行车交通在多元交通方式中的比例提高到25%。通过改进交通管理水平，其中包括

推动汽车共享的发展以及建立电动助力自行车租赁系统，使交通在满足环保和社会发展

要求的同时实现高效。在交通管理的框架下，还需优化信号灯控制系统，保证交通流量

的稳定性。内城交通方案的目标则是实现所有交通方式的改进，因地制宜地采用各种方

案，比如停车场空间管理、改进自行车道规划水平、提高行人行走便利性及公共短途客

运交通道路质量。 

项目资金：2025交通总体规划各项行动重点的资金来自州首府汉诺威每年财政预算中的

专项资金，此外还会使用联邦和州的财政补贴，比如有接受补贴资格的自行车道路网改

进措施和电动汽车示范项目。 

 

3.3.6 战略行动领域“气候中和的日常生活”项目   

 

在项目第一阶段大量活动和经验的基础上（见第11章：市民对话），计划开展具体

的市民参与项目，即“汉诺威北城区的动手吧——一个改善城区气候的邻里（动手）项
目”。 

动手吧主要是想为民众提供一个维修日常物品的地点以及配套工具和零备件。这样，

市民们无需把手中那些有小毛病的器具或衣物扔掉，而是可以拿到动手吧里进行修补。

如果缺乏专业知识，或是需要有人帮忙，那么动手吧团队和其他动手吧的使用者们便会

伸出援手。除此之外，市民在动手吧里还可以自己动手准备餐饮。 

后续步骤：汉诺威科学服务机构（Wissenschaftsladen Hannover e.V.）将受州首府汉诺威

委托制订项目方案，与所有参与者进行商讨和交流，寻找适当的场地，并澄清各自的职

责。项目将持续到2016年5月，然后对已完成的工作进行评估。 

项目资金：方案制订、过程辅导和评估工作由总体规划项目提供资助。而整个项目的资

金来源尚未确定。目前已经和现有的机构、尤其是与位于Engelbosteler Damm的博爱工场

和一些房地产企业进行了初步接触。 

 

在项目第一阶段，2013年9月举办了一场以“气候艺术城市”为主题的研讨会，在此

基础上，应将艺术与文化也纳入项目第二阶段并使之成为重要内容。在这方面计划开展

跨部门的合作：文化局将和气候保护领导办公室及21世纪议程与可持续办公室一起实施

一个联合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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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步骤：汉诺威将与其他伙伴城市共同实施一个国际实践项目，探究艺术和创新性的

参与模式可以对气候保护和城市可持续发展产生多大的积极影响。计划2014年编写项目

方案和进行规划，于2015年具体实施。 

 

教育服务 

21世纪议程与可持续办公室支持并倡议发起有关可持续消费模式和生活方式的各种

项目。其中一项工作重点是自给自足和资源保护。此外还关注各种全球性循环对本地层

面产生的影响，目的是使人们的生活方式更加符合社会和生态发展的需求。 

本项目与各个协会、倡议组织和行政管理部门的合作伙伴合作，计划在今后几年内

陆续推出新的服务内容，其中除了传统的学校和托儿所教育服务之外，还包括其他利用

新的参与形式并针对特殊目标群体的教育服务模式。下一步将实施的一个具体项目是： 

(1) 移民及针对移民的可持续教育 

考虑到移民人数的增加将是大势所趋，因此德国在新公民的融合方面面临着挑战。

德国在垃圾分类与重新利用以及节能节水措施方面制定了内容全面的方案，同时在可持

续的生活方式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然而对于来自其他国家的新居民而言，有时很难

真正理解这些行为方式。 

“21世纪议程移民”协会一直以来和21世纪议程与可持续办公室紧密合作，他们将

这方面做为自己的工作重点，为移民提供关于节能、节水、气候保护、可持续的消费行

为、健康饮食、垃圾分类和可持续交通等重要专题的咨询和帮助。 

后续步骤：本项目旨在按照21世纪议程的设想，推动汉诺威地区的移民更好地融入德国

社会。其中要结合考虑个人需求，比如如何省钱或健康地生活。通过注重对方的文化特

色以及用对方的母语进行交流，可以让对方产生信任感，从而缩短双方的心理距离。由

于这些工作大多数是在居民区开展的，因此还可以借此积累经验，有助于总体规划的实

施。 

 

4 控制和管理体系 

 

州首府汉诺威议会发布了1153/2012号公告，而汉诺威地区代表大会也通过了0392

（III）号决议，都要求行政管理部门制订并实施一套恰当的控制体系和一套制度化的管

理体系，对气候保护百分百总体规划的实施全过程进行跟踪管理。以下介绍的便是这两

个体系的核心要点。 

 

初始状况 

1992年和1997年，汉诺威大区地方政府联合会（汉诺威地区的前身）分别编写了汉

诺威地区最早的二氧化碳减排研究报告。2008年，地区行政管理部门正式公布了汉诺威

地区的首个二氧化碳平衡详细报告，其中的数据来自2005年。2009年，汉诺威地区批准

通过了气候保护框架计划，从而确立了一套控制体系。而根据0273/2011（II）公告，每

隔十年就应当对整个地区的二氧化碳平衡情况进行详细计算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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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州首府汉诺威则已经公布了关于1990年、2005年和2010年的二氧化碳平衡详细报

告。自2011年起，汉诺威市每年都会收集相关数据，编制一份“平衡简报”。在2020气

候联盟的框架内并在各专业外部专家的参与下，汉诺威市分别确定了市行政管理部门、

汉诺威市政公用事业股份公司及其他参与方的二氧化碳平衡计算规则（房地产企业、工

商企业、公共机构可以自愿提供数据；请参见 1688/2008号公告中的2008-2020气候保护

行动计划） 

 

4.1 控制体系  

 

总体规划框架内的控制体系旨在对总体规划的实施进行全程监控和协调。控制结果

将提交给政府相关委员会及公众。未来还计划依据ECORegion的要求将二氧化碳平衡扩大

到能源领域，此外，汉诺威市和汉诺威地区两级行政管理部门还将联手对相关情景（见

第8章）进行更新。不过，两级行政管理部门分别针对自己的职责范围来制订各自的措施

控制体系和气候保护报告。 

 

共同更新能源平衡、二氧化碳平衡和相关情景 

汉诺威地区的详细平衡报告将每十年编制一次，而管网能耗情况则是每年收集。在

编制平衡报告时，最关键的指标是二氧化碳排放量、可再生能源在热电生产中所占比例、

热电联产在热电生产中所占比例以及各个行业分支的最终能耗。州首府汉诺威的数据将

在汉诺威地区的详细平衡报告中单独列出。下一版的汉诺威地区平衡报告将采用2015年

的数据，计划于2017年正式发布。 

趋势情景和目标情景的数据会定期进行调整和更新。 

 

地区行政管理部门的措施控制、项目控制和气候保护报告 

地区行政管理部门会定期发布项目进展报告，目的是将气候保护框架计划及综合气

候保护方案中各项措施的实施进程记录在案。通过有针对性的问卷调查、团队访谈或评

估座谈会，对项目进行连续而透明的审查。措施控制的指标包括： 

- 关于“硬性”措施的可量化指标（如千瓦时/平米，节能量） 

- 关于“软性”措施的特征值（如每次活动的参加人数，每年提供咨询的次数，产生

的投资额等）。 

除行政管理部门的内部措施控制之外，还计划询问汉诺威地区下属企业，了解他们

气候保护措施的进展情况。 

措施控制的另一个方面是问询和了解气候保护行动计划及其气候保护措施的进展状

况。为此计划采用县镇公告函的方式。 

对于被列入经济资助地区重点项目准则及气候保护计划的项目（见第10.2.6），计划

通过项目公告函的形式进行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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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隔五年将编写一份内容全面的气候保护报告。该报告的特点是采用历史视角，关

注发展进程，对现状进行评估的同时对未来进行展望。报告包括能源平衡和二氧化碳平

衡的量化指标以及单项措施的质量和数量控制结果，并介绍各个流程、参与方和相关活

动。第一份详细报告计划于2015年发布。 

 

州首府汉诺威的措施控制和气候保护报告 

汉诺威市行政管理部门从2010年起定期发布关于2020气候联盟措施计划的进展状况，

其中包括市行政管理部门、汉诺威市政公用事业股份公司和各个参与项目的合作伙伴所

采取的各项措施。 

措施控制的另一个方面是问询和了解气候联盟网络中各个自愿参与方所采取的气候

保护措施的进展现状。 

每年都将编写由城市资助的各项措施的实施进展报告。其中既包括完全由城市资助

的计划——如正在实施的“稳定租金下的能源效率”和“热电联产”计划，也包括城市

参与资助的措施计划，比如“proKlima-enercity基金”。 

每五年将编写一份内容全面的气候保护报告。该报告的特点是采用历史视角，关注

发展进程，在对现状进行评估的同时对未来进行展望。报告包括能源平衡和二氧化碳平

衡的量化指标以及单项措施的质量和数量控制结果，介绍各个流程、参与方和相关活动。

最新版的详细报告计划是在2014年春季发布的。 

4.2 制度化的管理体系  

 

在地区行政管理部门中，汉诺威地区气候保护领导办公室除负责气候保护框架计划

和综合气候保护方案以及总体规划的编制与协调工作之外，还要对项目工作进行控制

（包括二氧化碳总体平衡）。部门负责人联席会议负责行政管理层面的各项决策。汉诺

威地区的最高决策机构是地区代表大会，负责审批和通过所有与预算相关的措施及总体

规划战略。 

汉诺威市政府早在1994年便设立了气候保护领导办公室，负责监控、协调2020气候

联盟的计划编制和实施工作，并对实施过程进行监控。这一经过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

机构同时还从专业角度负责总体规划的实施和控制。而对于2016年5月前项目期内的其他

工作，还将任命一名气候保护经理，她在专业和组织机构上都隶属于气候保护领导办公

室。州首府汉诺威的最高决策机构是选举产生的市议会，负责审批和通过所有与预算相

关的措施及总体规划战略。 

重要的咨询和监控任务在地、市两级行政管理部门中都已实现了制度化： 

气候保护地区工作与领导小组中会定时汇报总体规划的工作进展状况。该小组成员

来自汉诺威市、汉诺威地区、proKlima、汉诺威地区气候保护署、汉诺威 Impuls、汉诺威

市政公用事业股份公司以及汉诺威大学和汉诺威应用技术大学等单位。 

汉诺威气候保护地区理事会负责准备向政府决策部门提交的总体规划相关建议。理

事会在2012年成立之初便明确要发挥总体规划咨询顾问的职能。所选出的决策层成员已

对项目第一阶段的规划编写工作进行了跟踪，而在今后的项目实施工作中同样会积极参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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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项目组织结构 

 

本最终报告是2012年6月到2013年11月期间集体工作的智慧结晶。来自汉诺威地区各

个社会领域的代表共同制订了未来发展愿景、战略与措施，然后总结整理成这份总体方

案：“汉诺威市和地区总体规划/气候保护百分百”。 

 

图1为项目组织结构图。 

  

图 1：汉诺威市和地区总体规划项目组织结构 

 

专家/战略小组 

总体规划内容编写工作的核心团队是7个战略专题小组。因此，关键是先要找出具备

专业能力的机构和个人，其中包括各行业的企业、联合会、协会、非政府组织以及科研

机构和汉诺威市、汉诺威地区及周边乡镇行政管理部门的代表。 

汉诺威市市长和汉诺威地区主席负责和相关机构与人员进行第一轮联络，结果反响

很大：最终有240多名具有气候保护相关专题专业能力的人士参与了本项目。 

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成员来自已成立的汉诺威市气候联盟网络组织（经济界能源效

率网络、房地产业气候保护伙伴关系、推广组织）、汉诺威地区气候保护署参与方论坛

以及汉诺威Ö KOPROFIT©  。 

在总体规划的第一阶段，以下战略小组自2012年9月起便定期举办碰头会（最多七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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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各战略小组参与情况一览 

 

各个战略小组充分发挥自己的专业知识和工作热情，针对2050年实现汉诺威地区气

候中和目标的相关核心专题展开了研究和探讨。这既需要现实看待本地区的发展机遇和

存在的竞争，也需要远见和勇气来探索不寻常的道路。下图中描绘的是各个战略小组的

工作流程，在此过程中，气候保护4K联络办公室（6个小组）和人与环境联络办公室（一

个小组）也分别予以了协助。 

 

图 2：战略小组的基本工作方式 

作为工作成果，每个战略小组都要制订一份该专题的战略文件，不仅要描述2050年

的愿景，而且还要推荐措施并提出实施措施所需的框架条件。每份文件均在各自小组中

经过了详细的讨论，当然并非每个观点都必须得到所有成员的完全同意。 

专家参与项目工作所取得的成果总结见第6章“前言”、第7章“愿景”、第8章“情

景 ” 、 第 9 章 “ 战 略 行 动 领 域 ” 和 第 10 章 “ 框 架 条 件 ” ， 同 时 在 网 站

http://www.klimaschutz2050.de的总体规划过程资料记录中有详细阐述。 

 

情景计算/能源平衡和二氧化碳平衡 

作为对战略小组工作的补充，本项目还开发出一套专门用于描述2050年前假定情景

的计算工具。该工具可以为制订项目的实施规划提供支持，因为通过不同情景的模拟，

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适合未来发展的各种途径，然后进行客观的讨论。 

莱比锡能源研究所（IE Leipzig）受委托开发这一工具。他们在各种情景中采纳了单

项研究报告及战略小组和项目顾问委员会（见下文）的推测结论。计算的基础是汉诺威

市和地区的能源平衡和二氧化碳平衡数据。汉诺威的E4-Consult咨询事务所受委托一方面

平衡数据进行更新，另一方面与莱比锡能源研究所合作编写监控方案。情景计算的所有

战略小组 人数 会议次数

能源供应 32 7

建筑能效 40 7

气候中和的日常生活 28 7

空间和交通 69 5

区域经济循环/废弃物管理 19 7

情景 17 6

经济 30 6

http://www.klimaschutz2050.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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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都经过中期平衡，并最终和战略小组的专家进行协商和讨论。情景计算的详细内容

见第8章的介绍。 

 

科研辅导/研究 

由于气候中和与能源转型这两大目标的内容非常广泛，因此本项目从一开始便注重

与当地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合作。汉诺威大学及其2050莱布尼茨能源研究倡议项目“能源

系统转型”和汉诺威应用技术大学不仅参加了战略小组的工作，同时还同期开展了相关

研究，并举办了多场系列报告和相关活动。 

与此同时，还有其他许多科研人员和专家也参加了战略小组的工作，开展了同期项

目研究。下表中的各个研究项目都是他们与相关战略小组紧密合作设计完成的。详细介

绍见第9章。 

 

研究项目 研究机构 

既有建筑的节能潜力 Benedikt Siepe 工程硕士，能源咨询 

可再生热量潜力分析 汉诺威集中供热研究所 

生物质塑料应用潜力分析 汉诺威应用技术大学，生物质塑料及生物

质复合材料研究所（IfBB） 

农业生产和区域营销 下萨克森农业协会 

气候中和的废水与废弃物处理 汉诺威大学，居民区水经济与废弃物技术

研究所（ISAH） 

州首府汉诺威及汉诺威地区建筑物垂直太

阳能外立面 

汉诺威大学，固体物理研究所（FKP），太

阳 能 系 ，地 图 学 与地 理 信 息研 究 所

（ IKG ） ， 气 象 学 与 气 候 学 研 究 所

（MUK），2050 莱布尼茨能源研究中心

（LiFE 2050） 

表 2：总体规划第一阶段同期研究项目一览。 

此外，总体规划中的所有19个乡镇政府都得到一个由Ecologic研究所、海德堡能源与

环境研究所（IFEU）、德国生态研究所、arepo consult公司以及联邦环境部委托的自由咨

询专家Ziesing博士所组成的科研团队的专业咨询和辅导。 

 

 

 

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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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13年春季到秋季，以“气候中和的社会”为主题，为整个汉诺威地区的民众举

办了丰富多彩的的专题研讨会、活动、会议和社区对话。通过这些活动，我们探讨和尝

试了各种公众参与手段和方法，并收集了各种设想和愿景。所有这些活动的成果都成为

制订下一步公众参与行动建议的基础。 

上述活动都是由汉诺威科学服务机构负责设计和实施的，共计吸引到5千多名青少年

和成年人参加。表3为相关活动一览，具体内容见第11章的介绍。 

 

  州首府汉诺威 周边乡镇   中小学校 

方
法

 

未来对话和专题研讨会，比如按愿

望生产，带有社会交往酒吧特色的

花园聚，会，创意工场、戏剧愿景

实验室、角色扮演、在“畅游花

园”中举办的跨文化行动日 

根据各城市和乡镇的具体

要求：行动、运动、竞

赛、信息宣传活动，针对

不同的目标群体和年龄群

体 

  与来自州首府汉诺威和汉诺

威地区周边乡镇的中小学生

共同举办的关于气候保护和

地区能源转型的活动 

影
响
范

围
 约 3000 人参加；8 场活动；3 个城

区/5 个社区  

14 个周边乡镇——2000 多

人参加 

  9 场活动：小组人数从 5 名

青少年到 50 多名中小学生不

等 

表 3：2013 年汉诺威地区开展的市民对话活动一览 

 

艺术与文化 

多年来，汉诺威地区的艺术和文化工作者们一直在从事“文化与可持续性”方面的

工作。2013年9月，气候艺术城市研讨会在汉诺威举行，该活动的主旨是探讨如何以文化

为基础来实现气候中和地区的目标。有120多位市民接受了邀请，其中也包括伙伴城市鲁

昂、波兹南、布兰太尔和布里斯托的代表（见第9.6.3）。 

 

协调团队 

项目流程的控制工作主要由气候保护经理负责，她们在专业上和组织上都分别隶属

于州首府汉诺威和汉诺威地区的气候保护领导办公室。该团队中还有来自曾经参与对话

活动的气候保护4K联络办公室、人与环境联络办公室以及来自汉诺威大学2050能源研究

“能源系统转型”倡议项目的代表。 

 

领导小组 

市与地区两级政府组成的协调团队会定期向州首府汉诺威经济和环境局局长、市议

会议长、汉诺威地区环境、规划与建设局局长和地区议会议长汇报工作进展。领导小组

针对项目进展和报告内容做出原则性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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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问委员会 

“汉诺威气候保护地区理事会”成立于2012年，它承担了“气候保护百分百总体规

划”顾问委员会的职能。因此，经过挑选的决策人负责对规划制订过程进行全程跟踪。

顾问委员会需向政府决策部门提出总体规划建议。汉诺威气候保护地区理事会由州首府

汉诺威和汉诺威地区政府和行政管理部门的代表以及汉诺威地区与气候保护工作相关的

组织机构的代表组成。 

 

活动/中期会议 

在项目第一阶段，共举办了三场大型活动。首先是2012年11月12日举办的“能源转

型——对汉诺威地区的影响”座谈会，有100多人参加，重点是探讨政府和社会必须如何

采取措施来实现汉诺威地区的能源转型。 

2013年2月7日，项目中期评估和总结大会召开。220多参会嘉宾聚集到汉诺威大学的

中庭里，听取关于项目最新进展的汇报。这次“气候保护百分百”活动获得了圆满成功。

当日上午，各个战略小组首先聚在一起，分四个研讨班，对综合性专题展开了探讨，然

后在下午将总体规划中期成果向公众进行了介绍，并通报了项目下一步的计划安排。 

与此同时，在汉诺威大学举办的能源研究展览会上，还召开了项目中期会议，并同

时开展气候保护周活动，安排了各种活动、讲座、展览和导览讲解。 

2013年9月21日，120多人参加了在汉诺威艺术家之家举办的“气候、艺术、城市”

研讨会。在气候保护百分百总体规划的大框架下，州首府汉诺威文化局邀请了多位与艺

术和可持续相关的成功项目的发起人来到艺术家之家作报告和交流，目的是从他们的经

验中找到适合汉诺威及伙伴城市的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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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小组和市民对话的成果 

最终报告第二部分 

 

 

在报告的这一部分中，总结了市民参与过程的结果以及在总体规划过程中委托开展的研

究结果，这些研究结果中包含各战略小组的工作成果，可分为战略行动领域和广泛的市

民对话两个部分。 

 

 

 

 

战略小组 

总体规划的内容核心由七个专题战略小组拟定。这些小组的成员有来自经济企业与

各种联盟、协会、非政府组织的专家、科学界代表以及汉诺威市、地区和周边乡镇的政

府代表。参与过程争取到了约 240 名擅长气候保护课题的专业人士的参加。参与者在参

与过程中耗费了大量的时间精力，而他们事先并无法确认是否能直接受益。 

各战略小组的成果（除情景小组外）各自具现为一份专题战略文件，其中描述了

2050 年的发展愿景，提出了措施建议（战略行动领域）并且列出了必要的框架条件。每

份文件均在各自小组中经过了详细的讨论，当然并非每个观点都必须得到小组全体成员

的完全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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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的第二部分中对全部结果进行了总结： 

 第 6 章前言描述了对于所有战略小组都具有根本意义的总体前提。 

 第 7 章总结了所有小组对于 2050 年实现气候中和地区的愿景。 

 作为对战略小组工作的补充，开发了至 2050 年的假设情景。情景计算的所有结

果都经过中期平衡，并最终和战略小组的专家进行了协商和讨论。其结果在第 8

和第 9 章中进行了阐述。 

 情景战略小组的工作结果直接输入情景计算。这一过程在第 8 章开头进行了描述。 

 根据愿景拟定出的措施在第 9 章的战略行动领域中进行了概括。 

 项目同期研究的方案和内容是在与战略小组密切协商下拟定的。各项研究工作的

总结在第 9 章的相应行动领域中进行了归纳。 

 政治手段和必要的框架条件在第 10 章的行动领域中进行了归纳。 

 

现有的结果完全建立在参与项目的专家们提交的内容基础上，具有建议性质。 

 

市民对话 

从 2013 年春季到秋季，以“气候中和的社会”为主题，为整个汉诺威地区的民众举

办了丰富多彩的的专题研讨会、活动、会议和社区对话。所有活动的结果构成了今后市

民参与的建议基础。 

在周边乡镇也针对不同目标群体开展了各类活动。共有 5000 多名青少年和成人参加

了活动。 

详细内容可见网站 www.klimaschutz2050.de 的总体规划过程资料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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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前言 

 

汉诺威要实现气候中和地区的目标，意味着要减少 95%的温室气体排放，但并非能

源自给自足。战略小组的成员一致认为，如果要实现接近气候中和以及与之相关的能源

转型目标，满足对于效率和适量14的追求，在地区层面上有三个基本点： 

(1)在国际上和德国国内，必须设定实现气候保护目标的政策方针。在此方面，跨党派的

政策连续性不可或缺。要长期保障汉诺威地区社会、经济、行政各界行动主体的规划

确定性，必须做出能源转型的具体方向性决策。 

(2)为了使社会广泛接受气候保护目标及其实现途径，须确保以社会可接受的适当方式部

署能源转型。原则上应将能源政策和社会政策区分开来，但恰恰因此，更需要通过这

些政策领域的密切协调来实现整体性方案。 

(3)可持续发展战略必须在社会中扎根。其中包括： 

 对自己的生活方式承担个人责任——具体即是通过适量等方式实现环保的生活方

式； 

 确立封闭的物料循环，最好是在区域经济循环中确立。技术创新及产品创新必须

以生态质量为目标，使得资源可以进入接近自然循环的经济循环； 

 生态适量，这意味着要在资源投入和有害物质排放尽可能少的情况下，生产出在

价格方面具有竞争力的产品，满足人们需求，确保生活质量； 

 在开发、规划和实施项目时让相关人士、感兴趣者和行动主体全面参与； 

 在审核经济增长需要时考虑气候保护目标。 

各项战略的基础是一种整体性操作，其中囊括了生态、经济、社会利益和公民参与。

这些是实现总体规划目标的基本前提，在此基础上设计出来下面第 7 章中阐述的 2050 年

汉诺威地区实现气候中和的愿景。  

                                                           
14

 适量描述了什么是适当的规模这个问题。生态适量是一种“生活方式和经济运行方式，不再过度消费商品

亦即材料和能源”。因而生态适量辅助生态效率和一致性（比较 Linz 2013）。这可以通过降低对高资源消耗

的商品和服务的需求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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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2050 年愿景 

 

本章重点关注 2050 年。各战略小组的成员以假设、希望和设想的形式描述了如果整

体规划的目标全部得以完美实施，不同主题领域措施在本地区的实施结果。其中不仅有

预 测 或 情 景 ， 而 且 还 有 初 步 的 景 象 和 愿 景 。 完 整 的 愿 景 图 详 见 网 站

http://www.klimaschutz2050.de 上的总体规划过程资料记录。 

 

能源供应 

对于汉诺威地区的能源体系而言，气候保护在决策相关层面上具有很高的优先度。

能源供应的情况应是平常均可了解的，无二氧化碳排放，无核电。本地区的能源需求要

减少至必要的最低值。居民、手工业及商业、工业的能源供应是安全、环保、气候友好

型的并且经济合算。 

在 2050 年主要是通过风力和太阳能进行分布式的能源生产。在热力供应方面，太阳

能热、环境热、生物质和废热的利用非常重要。建筑物将成为微型电站：在大部分屋顶

和合适的外墙立面上将利用太阳能。 

风能设施将作为地区人文景观的组成部分得到了认可，由此得以将该地区所有合适

的土地都列为风能利用优先地区。太阳能发电也有土地可用。总体而言，将通过减少能

源消耗负责任地对待可再生能源利用的土地需求。 

为了保障供应安全，建成了一个功能强大的储能系统，并通过智能方案控制能量流。 

 

 

生活空间 

汉诺威地区是宜居的地区，充满活力的城市和生气勃勃的村庄是其鲜明的特征。人

口变化在过去和现在都得到了积极的布局，保证了所有人的生活质量。 

社区和城区中心的特点是在短距离上良好地混合了居住、工作和供应设施等用途，

并被整合到一个颇具吸引力的公共短途客运交通网络中。街道空间热闹而安全：步行和

骑自行车的人们与其他开车的人们在这里发展出一种互敬互谅的共存关系。周边乡镇中

心也确保了农村小型居民区的基础设施。可持续的土地管理使得透水地面的消耗非常小。

坚持不懈地将公共和休闲空间联网，为气候保护服务，帮助人们适应气候变化的后果，

从而在城市空间中也能够保持生物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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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 

至 2050 年，居住区和基础设施的发展将与公共短途客运交通密切协调，后者将得到

进一步扩建并不断增加灵活的新式交通服务：自行车、汽车共享、大巴和火车通过智能

交通管理相互衔接，人们可以根据需求进行选择。 

气候友好型交通形式具有十分正面的形象：人们更喜欢自行车和步行以及公共短途

客运交通。自行车交通明显增加，使用的是非常好的自行车交通网及一体化的自行车快

速路。公共短途客运交通的车辆实现无排放，可以被当作电力储存设备。在备用驱动方

面建成大范围的基础设施，社区边缘的建筑和停车空间被作为充电站使用。 

在货运交通中，全德国都增加了对轨道交通、内河船舶和道路的组合利用，尤其是

轨道上的运输部分显著增加——这是本地区促进相应基础设施建设的结果。 

 

建筑 

汉诺威地区的公共建筑是可持续建筑管理的榜样。2050 年将在建筑物中以可承担的

费用在冬夏两季实现舒适的温度和良好的室内空气。 

总体上，建筑领域的能源需求与本世纪初相比将大幅降低。这是因为建筑物具有最

佳的能源效率和最低的采暖和制冷需求。此外，居民的适量行为趋势将显著节约能源。 

供电和供热将采用可再生能源并且实现社区联网。所有新采用的建筑材料均可以在

很长的使用期限之后被回收并以新的利用形式继续使用。 

 

经济和物料循环 

在 2050 年，汉诺威地区的经济将由多种行业混合而成，在很大程度上阻止了企业转

移到其他州。除了手工业、商业和服务业，工业也仍将保留一个相当大的比例，尤其是

信息技术、物流和交通运输服务以及“生命科学”的重要性将增加。能源密集型企业也

会在本地区落户——所需要的能源几乎完全以碳中和方式生产。 

每家企业均致力于充分利用所有经济实用的节能潜力。通过在汉诺威地区大范围和

专门针对目标群体的咨询服务支持，企业或是已经实现“气候中和”或是执行了主要措

施。企业能够实现能源自给自足或者被纳入能源联盟体系。所有的投资均会注意物质流

和能量流成本15。诸如设备等的能源效率发挥着重要作用。在进行筹资咨询和贷款发放时，

均会审查能源效率和可持续性。 

对于本地区生产的产品，生产和使用方面的能源效率体现了一个横向标准，产品的

寿命在其中发挥着主要作用。根据“从摇篮到摇篮”理念16，生产出来的所有产品均要

纳入一个——尽可能区域性的——物料循环中，为此要注明产品的材料和成分。通过分

别统计和回收所有材料以及坚持不懈地避免废弃物，垃圾将几乎不再产生。 

鉴于气候保护的范式转变，形成经济体系以公共福祉为导向，将全球的跨代公正标

准作为所有行动的基础。尊重自然本身的价值是经济行为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汉诺威地区的日常生活 

                                                           
15
物质流和能量流成本会计主要分析并评估物质流和能量流及由此导致的成本，有助于经营性成本会计的透

明化和资源效率的提高。其他信息：ISO 14051 标准。来源：巴登-符腾堡州环境部，企业环境保护

www.umweltschutz-bw.de。 
16
通过“从摇篮到摇篮”（Cradle-to-Cradle）理念，利用自然系统智能开发新产品，以实现经济和自然的和

平共处。其遵循的基本思路是废弃物与食物同样重要。消费品应进入一种生物养分循环，而耐用消费品则应

在工艺循环中进行组织。（比较 Springer Gabler 出版社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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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诺威地区的生活质量很高：大部分人对在这里的生活感到满足、在这里生活得很

好，喜欢在这里生活。如今，气候变化的后果在日常生活中也十分明显。民众在过去几

十年中逐渐在思想上和实际上适应了这一点。了解情况的民众为自己地区的生活环境负

责：他们在民主的程序中通过个人行为以及在参与过程中在自己的周围安排将共同生活

的原则和框架条件付诸实践。 

地区基本供应以“美好生活在于质量而非数量”的座右铭为准绳。有利于气候的丰

富多样的过程和产品支持着气候友好型行为。食物有很大比例由本地区的有机种植食品

供给。本地区或跨地区出产的农产品对气候的影响让消费者一目了然，因而也是重要的

决策辅助。 

居住形式适应人口变化，满足新的需求。在城市和农村中均提供灵活的跨代居住方

案。此外还重新打造教育系统。新的学习空间非常接近社区。在业余时间安排方面，地

区旅游业和社交会面将占据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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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至 2050 年的情景 

 

上一章描述的愿景画面实际上明确了战略行动领域的框架，下面将阐述作为行动领

域基础计算出来的情景。这些情景一方面说明了各个行动领域的规模，另一方面是多方

计算的综合结果。 

今后三十年的地区气候保护情景分析是总体规划第一阶段的基本组成部分。此项任

务由莱比锡能源研究所（IE 莱比锡）负责。 

在简短介绍拟定过程的参与者以及阐述工作方式之后，本章还介绍了计算方法。其

中介绍了以假设趋势为出发点的情景路线图设定。反映项目目标的结果体现在所谓的

“目标路线图”中。此外还介绍了计算工具本身以及计算和未来研究的边界条件。 

最后，将对情景计算的总体结果以及与实施相关的区域价值链进行总结。计算是以

不同产业部门作出的假设为基础的，其中，该假设的出发点为趋势假设。随后是目标路

线图的假设，通过目标路线图可以实现项目目标。。本章最后将给出汉诺威地区 2050 年

将供电和供暖全部转换为可再生能源供给的几种可能模式。 

 

8.1 情景拟定过程的参与者  

 

进行至 2050 年的地区气候保护情景分析需要与本地区已经存在的研究密切协调。出

于这一原因，除了六个内容专题战略小组，还另成立了一个情景战略小组，由来自学术、

经济和行政等各界的约 20 位专业人士组成。他们的职责主要是确定情景、需研究的目标

状态和可能的情景路线图。该战略小组也规定应如何处理情景计算的一般性框架条件，

如人口发展、经济增长、价格发展等。 

 如框架条件在现有地区研究中已经得到了界定，则优先使用这些框架条件。 

 若本地区没有数据或数值，则采用联邦政府主导情景的框架条件。 

 其他未界定的所有数据或数值根据地区现状使用，不做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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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春，莱比锡能源研究所（IE 莱比锡）获得委托，制定计算工具并拟定情景路

线图。莱比锡能源研究所采用一种自主开发的计算工具。现有的所有数据和数值以及专

题战略小组提出的措施和建议被拼合成一个总体画面。情景战略小组审查情景结果内容

的一致性和矛盾性。此外，在各个战略小组中分别介绍、讨论并反馈了行动领域的特定

假设（见图 3）。 

 

图 3：过程中的工作方式：战略小组工作和情景的交织 

 

8.2 计算方法介绍  

 

从目标开始考虑 

如何能够在汉诺威地区实现 2050 年的项目目标，即相较于 1990 年，能源消耗减少

50%，温室气体（THG）排放量减少 95%？为此在节约终端能源以及扩建可再生能源方面

需做出哪些假设？ 

从目前的能源消耗（基准 2010 年）和与之相关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出发，假设至

2050 年有不同的发展情况，反映在不同的情景路线图中（图 4）。下面进一步阐述此处

概览中所描述的情景路线图： 

趋势路线图认为既要在终端能源消耗也要在扩建可再生能源方面继续保持现在的发

展趋势。后续所有路线图均建立在这一路线图的假设基础上。 

在乡镇行动计划（KAP）路线图中，考虑了现有的区域性目标，除了适当的效率17，

还根据乡镇行动计划的潜力计算假设了可再生能源的扩建情况18。 

在可再生最大化和效率最大化两条发展路线图中，一种情况是假设最大限度地扩建

可再生能源方面，另一种情况则假设最大限度地实施能效措施并以适量行为作为补充。

对两种最大化路线图假设进行权衡，便导致中庸的目标路线图。 

目标路线图既考虑了高效率，也考虑了高度发展可再生能源。此外，高效率导致了

商品和服务的需求更小。 

                                                           
17
在乡镇行动计划路线图中假设的效率被称为“适度”，因为其处于趋势路线图的效率和假设的最大效率之

间。建筑能效战略小组的专家们就此进行了讨论并在资料记录的情景计算资料记录中进行了详细阐述。 
18

 2009-2013 乡镇行动计划。在乡镇行动计划中，与乡镇行动计划路线图不同，框架条件（人口发展、居住

面积等）假设为恒定不变。因此，将乡镇行动计划中假设的效率提升应用于乡镇行动计划路线图预测的框架

条件，并不能准确得出相同的结果。不过假设的效率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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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情景路线图的开发19 

 

对于州首府汉诺威和汉诺威地区而言，自 2005 年及 2008 年以来便使用全德国通用

的计算程序“生态地区”（ECORegion）分别编制能源平衡和碳平衡作为计算的依据。然

而“生态地区”计算工具却无法估算假设对于未来平衡的影响。为此，莱比锡能源研究

所使用了一种自己的计算工具，并针对项目进行了相应的进一步开发。2010 年对两种工

具进行了协同比较，亦即对能源平衡和碳平衡的调整。 

 

委托：“气候保护百分百总体规划”项目的能源平衡和二氧化碳平衡 

执行：Dedo v. Krosigk，e4-Consult 执行时间：2013-2014 

内容： 

研究的目标是为汉诺威地区及其下属乡镇编制与更新能源平衡和二氧化碳平衡此

外，对过去所使用的方法在现在追求全德国统一的背景下进行评估并且搜索必要的数

据。另外一项工作内容是莱比锡能源研究所将 2010 年地区平衡更新至 2013 年的最新可

用状态，以及确保拟定总体规划情景的接口协调。此外，汉诺威地区还作为 13 个测试区

域之一，参与开发气候联盟新制定的计算与情景工具“气候保护规划师”，并在研究的

范围内获得了指导。 

结果：（删减版；详细阐述参见网站 www.klimaschutz2050.de 上的“能源平衡及二氧化
碳平衡研究：项目方法总结描述”） 

迄今所使用的计算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与今后全德国统一拟定的建议兼容。差异

主要存在于地区混合供电的计算和应用方面。在本地区经营的十一个电网运营商可以根

                                                           
19
来源：莱比锡能源研究所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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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要求，按照乡镇和消费行业分别提供电、气的销售量和（如在汉诺威市政公用事业公

司的情况下）集中供热的销售量。通常却并不可能按照消费行业进行细分，而仅是划分

为家庭和工商业消费者。燃料油和固体燃料的消费则只能从可用的排放报告统计中计算

出工业消费者的情况。对于家庭和小手工业，可以从烟囱打扫同业公会的数据以相对较

为复杂的方式推算出来。可再生能源及化石能源热电联产机组的发电上网量可以通过电

网运营商获取。然而，随着自用比例增加，数据可能较难收集。尤其是过去已经表明风

力设施的空间划归有时是错误的。借助气候保护机构的设施地籍册，准确度将会得以明

显改善。 

对于总体规划过程的主要建议： 

建立监测系统，定期更新终端能源消耗和可再生能源比例以及由此导致的温室气体

排放量。方法和结果阐述参考气候联盟的指导方针以及数据可用性。 

 

根据总体规划的目标，与 1990 年的初始状况做对比，计算各种假设的影响。除了现

有的平衡表，还参考了各种不同研究的假设。与情景战略小组成员协调后，首先使用了

本地区已有的全部研究。如果此处没有，则参考公认的联邦研究。 

拟定的趋势路线图构成了情景路线图的基础，即维持现有趋势，“一切照常”的方

式。其假设是所有其他发展路线图的基础，也就是说，目标路线图的假设将会按照趋势

进行界定。在制定情景路线图时，首先考虑了现有的地区目标。借由乡镇行动计划路线

图指明已经能够实现的汉诺威地区现有目标。乡镇行动计划中界定的地区所有乡镇已经

决定的目标均纳入考虑。这既与扩建可再生能源也和提高能效的潜力有关（比较脚注 17

和 18）。 

下一步是利用两条发展路线图努力达到 2050 年的总体规划目标。其中分别研究一个

重点：一条路线图研究最大能源效率与适量结合的影响，另一条路线图则研究大规模扩

建可再生能源对于能源平衡和二氧化碳平衡的影响。结果：有可能接近（可再生最大化）

或完全（能效最大化）实现 2050 年的总体规划目标，亦即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 95%并且

节约终端能源 50%。 

随后，各主体战略小组对作为基础的假设就实施的可能进行深入讨论并反馈。从中

以及从总体规划项目顾问委员会（汉诺威气候保护地区管理委员会）的建议中并且在与

所有总体规划项目的全德国同期研究团队讨论后，制定出最终的目标路线图。 

通过目标路线图阐明的情景，原则上可以实现汉诺威地区的 2050 总体规划目标。情

况表明，所做出的假设的确目标远大，但也是现实可行的。目标路线图的所有假设均又

向各专题战略小组进行了介绍和最终协调。 

 

 

计算工具及其边界条件 

情景应明确核心限制、关联、过程和决策，及适合未来的处理方法，而不是首先说

明应验概率是否正确。从这个角度来说，情景并非预测。然而，为了实现 2050 总体规划

目标，目标路线图应是切实可行的（见下文）。 

如同上文已经描述过的，莱比锡能源研究所开发出一种计算工具，既可以考虑已经

掌握的结果和研究，也能够模拟至 2050 年的不同发展路线图。该计算工具对于具体的实

施规划至关重要，因为通过模拟不同情景，可以透明地阐述发展路线图及其假设并客观

地展开讨论。 

为了编制能源平衡表，按照私人家庭、工业、手工业、商业和服务业（GHD）以及

交通等产业部门的划分，借助消费数据和专项指标计算能源消耗。众多能效措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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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直接计算得出，例如建筑围护结构改造措施会导致室内采暖需求减少，或者降低轿

车的行驶里程比会使得燃料消耗更少。 

此外还统计了能源供应中的能源类型分配情况。其中一方面考虑能源终端消费，如

供暖系统的分配（从化石能源转换为使用热泵和太阳热能）。另一方面考虑供应端的情

况（区域性的供电和供热），这样便可以直接从二氧化碳排放上看出可再生能源扩建的

影响。 

按乡镇行动计划路线图分配的终端能源消耗和能源载体会产生能源活动二氧化碳排

放，作为对其的补充，工具还统计非能源活动温室气体排放量20。其中包括农业、废弃物

和废水以及自然水域等领域。 

从可发掘的节能潜力和可再生能源潜力以及非能源活动温室气体排放量发展情况中，

可以推导出温室气体的减排潜力。 

此外有些假设无法被整合入计算工具，因为其影响无法计算。终端能源消耗以年终

端能源的形式表示。负荷曲线21和储能设备没有进行考虑。反弹效应22也无法量化，因而

不能加以分析。 

其他假设则是得到了间接的考虑，例如紧凑型居住区结构有利于减少轿车的行驶里

程，对建筑领域的采暖需求产生影响。 

  

                                                           
20

 非能源活动温室气体排放量统计了二氧化碳、甲烷和一氧化二氮并转换为二氧化碳当量。 
21

 负荷曲线（也称负荷概况）系指一段时间内所用电量的时间变化。通常在一天的时间内有巨大的波动，并

且和工作日有关，各季节也有所不同。 
22

 效率的提高往往会降低产品或服务的成本，而导致用户行为发生变化：他们消耗得更多——原本节约的部

分时常被抵消了。这种效应被称为反弹效应（来源：德国联邦环保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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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情景计算的结果  

 

8.3.1 总体规划目标  2050：减少能源消耗 50%23 

总体规划目标在目标路线图的假设下，原则上是可以实现的。至 2050 年，汉诺威地

区的终端能源消耗可能会比 1990 年减少 56%。 

终端能源消耗是由电、热和燃料的消费量决定的。在目标路线图中假设的高效率导

致能源消耗明显降低，从 31400 吉瓦（1990 年）将至 14000 吉瓦（2050 年）。与之相

比，趋势及 KAP 情景的节能假设则不足以实现总体规划所追求的减排量（见图 5）。 

 

图 5：各个消费部门的终端能源消耗
24

 

 

各个消费部门均为目标路线图发展终端能源消耗做出不同贡献。为了实施目标，终

端能源消耗必须在 2050 年之前与 2010 年相比在交通部门中 68%，在私人家庭中 63%，

在手工业、商业和服务业中 54%，在工业中 44%。 

 

  

                                                           
23

 Gegenüber 1990.与 1990 年相比。 
24

 Quelle: Leipziger Institut für Energie 2014 来源：莱比锡能源研究所，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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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2 2050 总体规划目标：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 95%25 

总体规划的第二个目标在目标路线图的假设下原则上也是可以实现的。至 2050 年，

汉诺威地区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可以比 1990 年减少 95%。 

如同在图 7“不同消费部门的温室气体”中可以看出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的极大部

分（约 97%）是与能源有关的，即是在能源（如石油、煤炭和天然气）燃烧中产生的，

其他与能源无关的或零散的排放则主要是在废弃物和废水、农业、工业过程等领域中以

及从自然水域中释放出来的。 

用能相关的能源温室气体排放量是由终端能源消耗和能源类型的分配情况（见图 6）

决定的。在扩大可再生能源方面，目标路线图中预设的发展情况在所有消费部门中的能

源类型分配中也清楚地体现了出来。可以认为至 2050 年，化石能源如煤、燃料油、天然

气、集中供暖、热电联产和电力完全由可再生的天然气（电制气）、可再生的区域供暖

（其中包括沼气和污泥气热电联产供热以及废木材和废秸秆供热）和其他可再生能源取

代。余下的化石能源主要存在于交通部门（煤油、柴油和汽油），总体上必须减少为占

终端能源消耗 14%的比例。 

 

图 6：按能源类型划分的能源消费情况26 

 

除了高能效，目标路线图中，高比例的可再生能源也导致温室气体从近 1200 万吨二

氧化碳当量（1990 年）减少至 66 万吨二氧化碳当量（2050 年）。相反，趋势路线图和

行动计划路线图中关于可再生能源的措施并不足以实现总体规划目标（见图 7）。 

                                                           
25
与 1990 年相比。 

26
 Quelle: Leipziger Institut für Energie 2014 来源：莱比锡能源研究所，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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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各消费部门的温室气体排放量27 

 

2050 年，在全部温室气体排放量中占比最高的将是交通领域，约为 50%。供电和供

热可能会完全依靠可再生能源，同时在燃料领域还会有（少量）化石能源部分。 

所指定的宏伟规划目标也可以从居民相关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中显示出来，这一

数字必须从 12.0 吨二氧化碳当量（1990 年）降低至 0.6 吨二氧化碳当量（2050 年，目

标路线图）。 

 

 

8.4 假设 

 

8.4.1 平衡计算方法  

汉诺威地区的能源平衡表和二氧化碳平衡表以地区特有的数据为基础。其中包含各

消费部门和按照能源种类划分的终端能源消耗情况。计算边界尽可能地按照属地原则确

定。于是消费量和排放量通常均在产生的地方本地计算。仅仅是在交通领域中和发电方

面，有一部分是按照归因原则进行计算的。例如航空交通抑或是铁路交通，是根据汉诺

威地区的人口按照来源比例分摊计算的，即便有些旅行路段位于研究区域之外。在发电

方面，必须区分平衡表中列出的终端能源消耗——即“在插座处”的消耗——和为此必

要的资源消耗——即在发电站中为发电而必须投入的燃料。其中在本地区以外发出的电

量和可再生能源也会产生二氧化碳排放。通过所谓的 LCA 因素28纳入上游生产链29，便可

以将在制备终端能源中所产生的“灰色排放”也考虑进去，（例如发电站中的能源损耗，

                                                           
27
来源：莱比锡能源研究所，2014。 

28
 LCA（Life Cycle Assessment）：生命周期评估，即统计在产品的生产、使用阶段和处置期间的所有环境影

响。 
29
在考虑上游生产链时，既关注设施建设，也注意燃料的开采和运输。与之相反，“不含上游生产链的”排

放则是单纯的能源载体使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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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木材供应或生物柴油生产过程中的耗能等）。 

 

8.4.2 所有情景路线图的假设  

有一些结构性的假设对于所有情景路线图同样适用。这些假设在至 2050 年的趋势路

线图中做出了规定并被视为所有进一步的情景路线图的基础。这对于结果的可比性是一

个重要的前提条件。对于结构性假设，首先参考了区域性研究，然后通过全德国的研究

加以补充。 

 

人口和住房 

对于 2011 年至 2050 年这一时间段，假设了州首府汉诺威的人口将减少 2.6%，周边

乡镇则是 14.8%。对于汉诺威地区，人口将减少 8%30。其中，汉诺威市在 2030 年以前将

有 3.6%的人口增长（见表 4）。 

在居住面积发展方面，在 2050 年以前的这段时间中，采用了以下的全德国趋势31： 

 家庭规模持续减小的趋势； 

 人均使用居住面积增加； 

 年龄结构大幅变化（人口变化）； 

 住房质量需求进一步细分化； 

 回归城市的趋势。 

对于汉诺威地区，至 2050 年假设的人口和住房发展状况在表 4 中进行了总结。 

  

                                                           
30

 来源：汉诺威地区和州首府汉诺威 2012，Bertelsmann 基金会 2013，LSKN 2011，RH 2011。 
31
来源：Prognos、EWI 和 GWS 2010，海德堡能源与环境研究所（IFEU）、弗劳恩霍夫系统与创新研究所

（ISI）、Prognos、GEWOS 2013，GWS et al. 2011，Prognos 和生态研究所 2009，联邦环保局（UBA）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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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数值 2010 2050 ∆ 2010 至 2050 

人口 1.103.773 1.020.312 - 8 % 

  

住宅单位 592.463 553.472 - 4 % 

居住面积，单位：100 m
2
 521.000 522.000 0 % 

Ø 每套住宅的居住面积，单位：m
2
 90,3 95,0 + 5 % 

Ø 人均居住面积，单位：m
2
 47,0 51,5 + 10 % 

每个住宅单位的居民 1,92 1,84 - 4 % 

表 4：关于人口和住房发展的假设 

年平均温度的上升一方面造成了平均采暖度日数32（HGT）下降，另一方面则是制冷

度日数33（KGT）的增加。在基础研究34中认为，每年的采暖度日数到 2050 年将减少

18.4%，从而使得维持所需室内温度的能源需求也会降低。 

 

从业人员和工作 

对于工业以及手工业、商业和服务业领域，汉诺威地区采用了全德国的普遍趋势35： 

 老年抚养比36变化； 

 发展成为服务和知识社会的长期趋势（从能源密集型变为知识密集型产品和行

业）； 

 手工业、商业和服务业的一些领域中高于平均水平的增长率；（例如卫生/兽医/

福利事业或者服务企业） 

 在工业中进一步降低能源强度。 

                                                           
32

 采暖度日数为采暖期的所有采暖日中每天的平均室温 20°C 和低于某个特定极限值（15°C）的平均室外

温度之间度数差总和。 
33

 制冷度日数为一天平均室外温度和制冷极限温度之间每天的度数差总和（见上“采暖度日数”）。 
34

 来源：Prognos 和生态研究所，2009。 
35

 EWI、GWS 和 Prognos 2010，海德堡能源与环境研究所（IFEU）、弗劳恩霍夫系统与创新研究所（ISI）、

Prognos、GWS et al. 2011，Prognos 和生态研究所 2009，联邦环保局（UBA）2010。 
36

 退休年龄人数和劳动年龄人数的比。 

Tabelle 1: Annahmen zur Bevölkerungs- und Wohn-

entwicklung 

汉诺威市 周边市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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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所有行业，均认为汉诺威地区在 2010 年至 2050 年期间，就业人数将减少 6%。

在同样的时间段内，假定总价值创造一共将增加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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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 

针对交通部门假定的发展情况适用于趋势情景并在目标路线图中略作变化。假设建

立在全德国的研究37基础上并在表 5 中进行了总结。 

 

结构数值 ∆ 2010 年至 2050 年 

每 1000 人拥有的机动车数量 + 14 % 

机动车保有量 + 4 % 

个人机动交通旅客总运输量 - 11 % 

货物总运输量 + 78 % 

公共短途客运交通旅客总运输量（有轨电车、公共汽

车、地铁） 
- 12 % 

铁路旅客总运输量 - 2 % 

燃料消耗减幅 约- 20 % 

航空交通总运输量 + 7 % 

表 5：情景计算趋势路线图中交通部门的假设 

人均拥有轿车数量在 2020 年以前将大幅增加，之后将继续略有增加。轿车和载重汽

车的单位运输量燃料消耗将下降。至 2050 年，估计货物总运输量38将增长一倍以上。由

于人口数量减少，公共客运交通旅客运输量39将下降。航空交通总运输量40在 2050 年以

前则呈上升态势。 

补充：在此情景计算中，由于全德国航空交通的计算界限和假设，只能笼统地按人

均进行计算（见表 5）。这主要考虑了德国航空交通的总周转量的方方面面以及德国航

空公司的效率（联邦平均）。根据此项研究，汉诺威的二氧化碳污染在 2011 年为

151000 吨二氧化碳。通过汉诺威-朗根哈根机场的起飞和降落造成的纯所在地相关的二氧

化碳排放量在 2011 年为约 53000 吨二氧化碳。据此，这一领域的平衡空间与机场自我考

察的平衡计算是不可比的。 

 

8.4.3 目标路线图假设 

为了达到汉诺威地区 2050 总体规划目标，必须追求能源效率的显著提升，可再生能

源的迅速扩大以及适量成果。下面列出了为了实现目标所做出的假设。 

 

 

                                                           
37

 [Prognos, EWI und GWS 2010], [Prognos und Ö ko-Institut 2009]【Prognos、EWI 和 GWS 2010】，【Prognos 和

生态研究所 2009】 
38

 货物总周转量是在所考察时间段（年）中运输的货物总量（吨）和所运输的距离（千米）的乘积计算所得。 
39
旅客总周转量是在所考察时间段（年）中运送的旅客人数和所运输的距离（千米）的乘积计算所得。 

40
航空交通总周转量是在所考察时间段（年）中运送的旅客人数/货物总量和所运输的距离（千米）的乘积计

算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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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生产 

在供电领域，假设长期而言将完全改为使用可再生能源。表 6 显示了目标路线图与

趋势情景及行动计划情景的假设对比。 

发电量，单位：GWh 1990 2010 
2050 趋 势

路线图 

行动计划路

线图
41

 
目标路线图 

风能 0,6 319 1.372 1.372 3.244 

光伏 0 31 1.090 1.214 3.143 

生物沼气 0 67 196 323 323 

表 6：目标路线图中的可再生能源供电假设42 

 

根据潜力，重点是扩建风能和光伏发电。假设汉诺威地区的风能装机容量必须达到

1150 兆瓦。 

对于屋顶光伏（PV）的利用，此处认为会有比乡镇行动计划中的估计更高的潜力。

这里假定的是，在 2050 年可预期的经济边界条件下，可以利用 360°的屋顶平面。另外，

改进技术可以提高组件效率，从而提高发电量。地面（闲置土地）（目标路线图中为

200 公顷）光伏电站的潜力涉及已有建筑的区域，也就是用途转换区域、高速公路和铁

轨边缘区域以及规划法规定的工业和手工业区域（比较《可再生能源法》EEG 第 32 条）。

在假设平均满负荷时数的情况下，目标路线图中所有光伏设施的发电量相当于 3170 兆瓦

的装机容量。 

汉诺威地区可以在 2050 年完全实现可再生能源供电（见图 8）。如果比较电力需求

（3870 吉瓦时）后可知，约 3300 吉瓦时的电力可以被用于其他用途，例如用可再生天

然气（电制气43）进行供暖（见第 8.5 节）。 

                                                           
41
来自乡镇行动计划（KAP）的潜力 

42
来源：莱比锡能源研究所，2014。 

43
借助电转气可以将可再生能源发电转化为氢或合成天然气并储存在天然气网络中。这是长期大量储存可再

生能源电力并在其他地方用于供暖的一种可能性。在将电力转化为合成天然气时，首先通过电解产生氢，然

后进行甲烷化。（比较德国能源署，www.powertogas.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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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不同能源类型的供电发展情况
44

 

 

对于热力领域，也假设供暖和热水制备至 2050 年几乎完全改为使用可再生能源（见

图 9）。这主要是根据在乡镇行动计划中计算的潜力（由沼气和污泥气、剩余木材、剩

余秸秆生产的可再生热电联产热力）扩大区域供暖的贡献。此外，计算中还认为私人家

庭会进一步扩大太阳热能和热泵的利用（环境热）。以约 7350 吉瓦时的热力需求来衡量，

本地区的热力生产潜力并不足以完全用可再生能源覆盖。为了汉诺威地区实现减少温室

气体排放量的 2050 总体规划目标，必须完全将天然气、热电联产和集中供暖改为使用可

再生能源。与潜力相比，多出的热力需求约为 3700 吉瓦时。这可以通过不同组合方式来

减少，例如通过电制气（电热）生产的可再生天然气或者工业废热等（见第 8.5 节）。 

                                                           
44
来源：莱比锡能源研究所，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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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不同能源类型供热发展45 

* 假设多出的需求通过可再生能源满足 

**沼气和污泥气、剩余木材、剩余秸秆生产的热电联产热力 

 

私人家庭 

私人家庭约有 70%的终端能源消耗被用于提供室内采暖46。即使近年来这一比例有所

下降，但措施的重点仍是室内热量的高效利用和提供以及电器的用电量等领域。 

以下假设为目标路线图的基础并会减少室内采暖需求： 

 将建筑围护结构的节能改造率提高至每年 2%（比较趋势情景：每年 1.5%）； 

 提高改造效率； 

 提高新建建筑标准（比趋势的室内采暖需求低 10%至 20%）； 

 按比例控制的通风以及热量回收。 

 此外还假设使用节能的电器，以降低用电量。 

 将目前以化石能源为主的供暖系统能源类型分配转换成以使用热泵（比例 38%）、

可再生天然气（32%）、可再生区域供暖（14%）以及太阳能热作为二次系统

（仅热水）的系统，以促使高效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 

如果要达到 2050 总体规划目标，另外还需要关于适量的假设： 

 与趋势相比，将平均舒适温度减少 1°C，减少室内采暖需求 6%； 

 不增加平均居住空间（从 2020 年起）； 

 将每套住宅的电器配备率比趋势降低 5%； 

 通过用户的节能行为（利用日光、避免待机损耗），将电器的用电量比趋势减少

5% 。 
 

工业/手工业、商业、服务业 

                                                           
45

 Quelle: Leipziger Institut für Energie 2014 来源：莱比锡能源研究所，2014。 
46

 [DESTATIS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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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和减排目标在工业/手工业、商业、服务业领域中结合产业部门及行业的特性可

以实现。以下假设是目标路线图的基础，其中节约终端能源涉及的时间段为 2010 年至

2050 年： 

 通过建筑改造减少 60%的室内采暖和热水用终端能源； 

 通过过程优化节约 41%的工艺热和 22%的工艺冷； 

 通过优化控制技术（回收过程机械能量，根据需求确定发动机和驱动装置的大小）

节约 40%的机械能； 

 通过高效的办公设备/信息及通信技术设备，减少 80%的电力需求； 

 通过高效的照明减少 60%的电力需求。 

相反，年平均温度的上升和高温日子出现概率的增加，导致对于制冷和通风的需求

不断提高47。为了满足需求，能源需求（用于制冷和通风）要比 2010 年高 100%。 

在工业/手工业、商业、服务业领域中，目标路线图假定会采用适量行为，将其影响

与趋势情景进行了对比： 

 通过在采暖期中减少室内平均温度 0.5°C，将消费量比趋势减少 2%； 

 通过在高温期中提高室内平均温度 0.5°C，将消费量比趋势减少 2%； 

 通过照明方面的用户节能行为（如避免待机损耗，利用日光等），将消费量比趋

势减少 5%。 

 

 

交通 

交通部门的措施应促使节约燃料（减少终端能源）或者改变燃料配比（减少二氧化

碳排放量）。目标路线图假设是与趋势情景对比描述的： 

 改变轿车（可再生电力、插电式混合动力、混合汽油和混合柴油、可再生天然气）

和货运交通（可再生电力和可再生天然气）的燃料配比； 

 将轿车的单位运输量燃料消耗降低 20%； 

 将轿车的行驶里程比降低 20%； 

 将个人机动交通（MIV）的 10%转移至公共客运交通（Ö PV）； 

 将道路货运交通的 5%转移至轨道货运交通。 

如果要达到 2050 总体规划目标，还必须在目标路线图中与趋势路线图相比（见表 7：情

景计算趋势路线图中对交通部门的假设）做出以下关于适量的假设： 

 与趋势相比，减少车辆保有量 20%； 

 与趋势相比，减少航空交通 15%； 

 与趋势相比，减少进口商品 25%。 

 

 

8.5 满足热力需求超出部分的选项  

 

                                                           
47

 [Prognos、EWI 和 GWS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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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节中阐明了在所描述的假设下，不断更新如今已知技术，原则上能够实现总体

规划目标，即汉诺威地区的气候中和——即至 2050 年，温室气体减排 95%，终端能源节

约 50%（与 1990 年相比）。 

为了实现 2050 总体规划目标，必须几乎完全通过可再生能源满足本地区的电力和热

力需求。在汉诺威地区，可再生能源发电潜力是足够的（见图 8），而在可再生能源供

热方面则有 3700 吉瓦时的多余热力需求（见图 9）。为了满足这一部分需求，在计算中

已经考虑到了更高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可再生能源电力过剩约 3300 GWh）。基于做出

的假设，这却仍不足以满足需求。 

有一些方法可以用来满足剩余采暖需求，虽然现在还无法做出具体的预测，但可按

照以下方法进行。： 

 

汉诺威地区内部解决方案（属地） 

整个规划所参考的界限原则上指汉诺威地区这一范围。对于满足汉诺威地区内部多

出的采暖需求，可以考虑以下方法： 

 将区域中过剩的可再生能源电力用于电制气 （可再生天然气）。按照预测的转换损

耗为 50%计算，在目标路线图中将有 1650 吉瓦时的过剩电力能够被转化为热力。另

外作为副产品，还会产生 811 吉瓦时的可再生集中供暖热力。通过此项措施，将可

满足剩余采暖需求的 67%。 

 加大对工业和手工业、商业、服务业中的废热利用力度。 

 在集中供暖研究所的同期研究中确定的汉诺威地区现有尚未被利用的废热源（见第

9.1.3 节），可在 2050 年提供每年约 305 吉瓦时的热力，满足剩余采暖需求的 8%。 

 在汉诺威大学 ISAH 研究所的同期研究中进行了描述（见第 9.5.3 节），提到了可以通

过下水道网络中的热交换器利用废水中的废热，这样可以提供 144 吉瓦时的热力。

这将满足剩余采暖需求的 3.9%。 

 深层地热将作为对地表地热的补充加以利用。 

 此外，一部分采暖需求可以通过转移来避免，即将一部分需求通过利用手工业、商业、

服务业/工业部门的直接电暖加以满足。 

 

跨地区的解决方案（共同负责的） 

假如在汉诺威地区的人口密集地带生产的货物远远多于当地的消耗，在应用属地方

法时可能会有对于目标实现而言过高的障碍。48出于这一原因，未来此处也可以讨论跨地

区的方案。 

 根据本地区的居民人数，一部分离岸风电潜力在计算时被折算为电制气的用途。对于

离岸风力发电潜力，至 2050 年有不同情景，其结果也大相径庭。如考虑到联邦环保

局的情景49，汉诺威地区的部分根据其人口可以估计为 2535 吉瓦时。如果这部分再

被转化为可再生天然气，那么（在转化损耗为 50%的情况下）可以提供 1267 吉瓦

时的热力以及 330 吉瓦时的集中供暖，满足剩余需求的 43%。 

 此外，可再生电力生产方面，也可以将与汉诺威地区毗邻的农村地区纳入进来。 

 

迄今还未知的未来科技还可以为可再生能源生产贡献尚不可估测的一部分。 

                                                           
48
奥斯特法利亚应用科技大学供应技术学院地区能源方案专家 Hans-Heinrich Schmidt-Kanefendt 的见解。 

49
 联邦环保局（UBA）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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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对于可再生热力的剩余需求可以如同示例所述从其他领域加以满足。这

将导致对可再生电力的需求可能会减少。继续关注这一点并进一步制定解决方案将是调

整情景计算的一项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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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地区创造的价值  

 

地区创造的价值包括地区企业在可再生能源产生和利用的整个过程中（规划/发起，

生产，建造，运营/维护）的劳务以及由此对于乡镇产生的效益。 

对于汉诺威地区而言，通过生态经济研究所（IÖ W）的网上价值创造计算器计算出

了地区创造的价值50。据此，可再生能源设施的全部价值创造效应在 2020 年约为 3560

万欧元（3260 万欧元为发电设施，300 万欧元为发热设施），人均约为 32 欧元51。 

通过节能措施和可再生能源的储存，产生了其他价值创造效应，然而迄今尚无法进

行相应地计算。此外，在目前的框架条件下，无法有根有据地对 2020 年以后的效应进行

估算，因为例如成本和价格的发展在到 2050 年的时间段中是不可预料的。 

除此之外，可以估算出 2020 年在整个汉诺威地区，居民和手工业及工业为电、热和

燃料支出了约 26 亿欧元，相当于人均约 2300 欧元。地区生产的比重越大，供汉诺威地

区投资用的预算比例也就越高。 

 

 

  

                                                           
50

 生态经济研究所 2013。该计算器是在该所广泛的前期科学工作的基础上产生的。计算以全德国典型的可再

生能源设施平均值为基础。价值创造效应反映了 2011、2015 和 2020 年的情形。 
51
这是一个粗略的、在数量级上保守的估算。网上价值创造计算器指出，地区效应可能会明显更高或更低。

对于汉诺威地区，所有价值创造等级均简单化地假设参与价值创造的企业/个人有 50%在本地区定居。目前

没有地区的具体数据。 



汉诺威市和地区总体规划|气候保护百分百 

第一阶段：2012 年 6 月至 2013 年 12 月   页码 65 | 121 

9 战略行动领域 

 

上一章中阐述的情景深刻地表明 2050 年的总体规划目标设定与哪些要求相关。 

总体上，这既需要对于本地区的机会和竞争的现实认识，也需要对于非常规道路的

前瞻性勇气。为了将第 7 章中所描述的 2050 年愿景在 2050 年变为现实，必须要有多种

多样的战略和措施。因为由此导致的结果和气候影响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各战略小组建

议，尽可能快地开始实施工作。由于在每一个行动领域中都有为数众多的行动主体参与

过程，大量的协调工作也是必不可少的。 

为了将汉诺威大都市和地区转型为一个气候中和的社会，所有居民以及地方组织和

企业的积极参与具有决定性意义。出于这一原因，在拟定总体规划时，从一开始便确定

了一个广泛参与过程。 

在总体规划过程的开始，确定了六个战略行动领域： 

 能源供应 

 空间与交通 

 建筑能效 

 经济 

 区域经济循环/废弃物管理 

 气候中和的日常生活 

对于每一个行动领域均建立了一个战略小组，邀请专家进行内容方面的探讨（参见

第 5 章）。在 2012 年 9 月和 2013 年 11 月期间，共举行了 39 次会议，参与者达约 240

人次：空间与交通小组五次会谈，经济小组六次会谈，其他战略小组各七次会谈。此外，

还专门为情景路线图的开发及基本讨论设立了一个战略小组。该小组在上述时间段内会

谈了六次。 

战略小组的工作过程基于规定的时间终点线 2050 年。地方和地区层面上的所有战略

和措施都以此终点线为准。此外还针对地区、州、联邦及欧盟层面起草了对于切实落实

目标有利或必要的框架条件。在这种分组工作中，一个主要的新方法是首先与成员们拟

定一幅 2050 年的愿景画面，该愿景并不以从如今的视角认为可以实现的为导向，而更多

地是要设想出在 2050 年实现接近气候中和地区的景象。 

在下面的章节中，首先阐述了每一个行动领域情景计算的具体假设。所有对情景结

果的基本假设均在战略小组中商定。随后概括性地描述了所拟定的措施，即被专家们认

为是实现气候中和的必要措施。同期研究概览对其内容进行了补充（参见第 5 章）。所

有研究内容均分别在各个战略小组中商定。 

战略小组工作过程的结果是汉诺威地区今后数十年制定和实施气候保护措施的基础。

此处提出的所有措施均完全由战略小组的专家们拟定并具有建议性质。通过 2050 总体规

划时间范围，故意与已经决定或将要决定的气候保护计划的行动领域和具体措施形成主

题上的交叉，例如汉诺威地区的交通发展规划（VEP）“pro Klima”或者气候保护综合方

案（IKSK），并尽可能地考虑到了这些交叉。 

战略小组的成员共享基本信念，认为必须在地区和跨地区层面上做出决定性的改变，

以便在 2050 年实现地区气候中和的目标。下文中阐述的战略小组的成果是共同拟定并通

过的。不过成员们指出，并非每个见解都被全体出席者完全接受。 

下面的章节只是总结，各个战略小组的具体成果在网站 www.klimaschutz2050.de 的

资料记录中进行了详尽的汇总。 

  



汉诺威市和地区总体规划|气候保护百分百 

第一阶段：2012 年 6 月至 2013 年 12 月   页码 66 | 121 

9.1 能源供应  

 

能源在平衡计算方面在城市和地区层面都和温室气体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安全

的供电和供暖对于我们的社会是一个重要的基础。在规划制定过程中，未来气候中和的

能源供应体系是基于大部分由本地可再生能源供应。但汉诺威地区始终是跨地区能源市

场的一部分，并不追求在地区内实现自给自足。 

在图 10 和 11 中显示了至 2050 年情景计算目标路线图中假设的不同能源形式供电和

供暖的发展情形。 

 

图 10：2050 年不同能源形式供电发展情况 

 

 

 

图 11：2050 年不同能源形式供暖发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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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 2050 年能源供应的（主要）假设情景 

莱比锡能源研究所和能源供应战略小组之间商定了能源领域的具体假设，用于计算

情景路线图（见第 8 章），。下表中显示了可再生能源电力和热力领域的重点假设： 

发电，单位：GWh 1990 2010 
2050 趋势

路线图 

2050 目标路

线图 

风能 0,6 319 1372 3244 

光伏 0 31 1090 3143 

生物沼气 0 67 196 323 

发热，单位：GWh 1990 2010 
2050 趋势

路线图 

2050 目标路

线图 

可再生区域供暖（沼气、

污泥气、剩余木材、剩余

秸秆） 

4 112 462 921 

太阳能热 1 22 513 1159 

热泵 0 34 400 1045 

表 7：与 1990/2010 年相比，2050 年趋势更新和 2050 目标路线图的情景计算结果：电力和热力领域的假设
52

 

 

表中将基准年 1990 年和平衡年 2010 年与可预期的德国 2050 年总体趋势进行了对比。

最后一列显示了汉诺威地区如果遵循总体规划目标的设定，需要分别达到哪些目标。具

体以风能发电为例就是：1990 年发电 0.6 吉瓦时，2010 年已经达到了 319 吉瓦时；如果

汉诺威地区遵循全德国的趋势，则在 2050 年预计将会是 1372 吉瓦时——根据汉诺威地

区的总体规划目标，风能发电却必须在 2050 年达到 3244 GWh。 

 

9.1.2 措施建议  

下面是对主要措施及其示范实施手段的总结。各个战略小组的具体成果详见网站

www.klimaschutz2050.de 的资料记录。 

为了实现总体规划目标，改造现有能源体系是在所难免的。一方面最迟要从 2050 年

开始完全以尽可能本地区的可再生能源满足未来的能源需求；另一方面，也必须继续保

证供应安全。与之相连的是要有一种调节及控制系统，可以灵活地调整波动性的风能和

太阳能以适应需求。需要可再生热力和可再生电力的储存系统。能源生产方面的所有节

能潜力均要坚持不懈地加以利用。 

尤其是对于扩大可再生能源生产，必须在今后几年至 2020 年中采取区域性基本步骤。 

 

发电 

在发电方面，最大的扩建需求是在太阳能和风能领域。相反，对于生物能几乎没有

计划增长，因为如今的建设已经被视为足够。下面将对此做进一步阐述。 

 

                                                           
52

 来源：莱比锡能源研究所，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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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能 

本地区的风电产能必须在今后数十年中大幅提高。设施功率大小方面技术的不断发

展为现有电站的更新改造提供了很好的机会。此外，本地区必须有更多地点建设新的设

施。下文列举的方法是实施道路上的重要起始步骤。 

首先需要全面研究和利用至 2050 年这段时间的风能潜力，包括放宽风机高度和利用

森林地区、景观保护区、休闲地区和特殊土地的资格标准。对于老旧装置更新，应对现

有优先地区的格局及取消建筑总体规划对于风力设施的高度限制进行重新审核。 

根据潜力研究，必须在地区土地规划（RROP 2015 及以后）中增加风能利用优先位

置的面积比例。2015 地区土地规划（RROP）应在气候方面进行优化。与之相连的是由汉

诺威地区以环保而社会可接受的方式调控风能扩建。具体要将风能设施集中在一定空间

内，以减少对于景观保护和物种保护的负面影响。 

提高政治界和民众对风能利用的接受度，需要通过在过程中开展信息宣传、主持、

甚或是调解提供支持和鼓励。在地区内和地方上具有良好关系网和专业知识的中立机构

尤为适合此项工作。 

 

太阳能发电 

在屋顶和建筑立面上的太阳能发电必须在本地区全面扩建。此外，空地也为太阳能

设施提供了巨大的安装潜力。特别需要支持的是建筑物中太阳能电力的自用——此处可

以由公共机构开展示范项目。 

这里也有必要在第一步开展对公共建筑和中小企业太阳能电力自用设施潜力以及地

区屋顶潜力的研究，从而得出出短期实施措施的依据。 

利用公共建筑屋顶和外墙立面面积相关的试点项目具有示范性质。其项目成果将会

被广泛交流。 

 

概况 

应与地方电网运营商共同开发波动性发电上网的解决方案。在地区层面上，首先以

下面列举的技术措施为重点。 

地方电网将根据需求配备可调节的变压器，如此便可以更加灵活地对波动发电上网

做出反应。另外可通过建筑物储电系统提高个人自发自用的太阳能电力。 

此外，地方电网运营商应认可总体规划目标并按照现行标准和法律将对于可再生能

源设施并网的限制减少到最低限度。 

 

产热 

为了实现总体规划目标，优化供暖结构以及对现有工业或类似工艺热源的高效利用

（污泥气）具有决定性意义。必须显著扩大对太阳能热和地热等可再生热源的利用。应

通过以下手段将地区内产热引导至气候中和的道路上。 

对于所有的工商业区以及住宅区都应编写能源供应方案，以便更快地将节能技术引

入市场。经济促进机构应鼓励具有冷力/热力需求的企业落户在其他工艺热力过剩的地点

（包括来自发电和制冷的热力）。 

通过能源相关的建筑总体规划，将本地区在接近消费处生产热力和冷力的企业集中

起来。可以通过区域性的热力/冷力地籍册掌握已有的供应源和现有需求对此提供支持。 

定期检查 Lahe 垃圾焚烧厂的热力利用情况，对其潜力进行最佳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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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能源系统 

可再生能源生产和能源效率必须通过智能的控制和调节密切关联在一起，从而使所

生产的可再生能源电力得到最佳利用，尽可能无损耗地用于需求。在地区层面上，为此

要将发电设施（供应侧）、可控负荷（需求侧）和能源系统中的储存设备相互联网（虚

拟电站）。沼气设施主要用于满足残留负荷53，因为这是可以临时控制的。年使用时间长

的所有大型发电站和区域热力发电站将尽量以热电联产（KWK）方式运营。 

汉诺威地区发起了一项潜力研究，研究本地区的中小企业和其他机构的可控电力、

热力和冷力负荷（需求侧管理54）。在此基础上，可以制定出利用相应节能潜力的技术和

资费手段。 

乡镇和地区及乡镇层面上的电网运营商应制定能源供应方案，以此为基础，可以做

出相关决定，确定未来推广程度如何和此前可能具有竞争性的网络系统的地理分拆（气/

集中供暖）。目标始终应是现有地方资源的最佳利用，例如工业废热、太阳、地热或热

电联产。 

 

储能 

将能源系统转变为使用可再生能源进行能源供应，需要性能优秀的热力和电力储存

系统。因此，一项重要措施便是建设中型和大型蓄热设备，用于在供热网络中平衡日、

周和季节性的负荷波动。另外也需要建立经济可行并且具有生态意义的蓄电设备，以平

衡生产和消耗中的时间波动。可再生能源的过量发电应被转化，以气和热的形式被用于

交通、工业、商业和手工业，并进行季节性的暂时存储，以在“缺能”时间中加以利用。 

 

辅助措施 

上述的措施和手段只有在通过公关工作和资助得到积极支持的情况下，才能成功地

广泛实施。资助计划、联网以及宣传和咨询活动可以加快实施提高能源效率、节约能源

和使用可再生能源，因此未来必须进一步加强。 

联络：行动主体在地区背景下被聚集起来，维持定期的经验交流。他们相互协调项

目，在信息宣传和增强民众接受度活动中开展合作。 

                                                           
53
在减去可再生能源发电上网和供暖为主的热电联产设施后必须通过常规发电站满足的负荷。 

http://www.effiziente-energiesysteme.de/glossar/glossar/r/residuallast.html 
54

 需求侧管理（DSM）=以需求为导向控制能量流。DSM 既是指电力需求随时间的变化，也是指有针对性的

影响需求量（主要是减少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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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成立：乡镇经济促进的一个新重点是支持并辅助设立致力于可再生能源或能源

效率的企业和项目。如有可能，应将其与区域性的公民参与结合起来。 

 

 

 

9.1.3 同期研究概览 

下面阐述了“可再生热力对于气候中和的汉诺威地区的潜力分析”以及“州首府汉

诺威和汉诺威地区中的太阳能垂直立面——垂直表面上太阳能发电量潜力估算”等研究

项目的研究内容与成果。可再生热力潜力分析结果被纳入了关于满足目标路线图中采暖

需求超出部分情景计算的考虑中（见第 8.5 节）。 

研究（1）：可再生热力对于气候中和的汉诺威地区的潜力分析现有供热网络和可再生潜
力概览 

执行：FFI——汉诺威集中供暖研究所； Matthias Kahle 工程硕士，André Liebermann 工程

硕士（应用科技大学），Julia Rohrsen，Matthias Würz 工程硕士研究生（应用科技大学）

执行时间：2013 年 3 月—2013 年 11 月 

内容：“热力”课题对于能源转型和相关必要措施具有重要原因。供暖、集中供暖和可

再生热力生产在城市密集空间里和分散的农村居住结构中同样重要。在本项研究中，阐

述了通过汉诺威地区的供热网络利用废热的基本可能性。为此统计了供热网络和大型废

热源，并结合蓄热设备揭示了热力利用的可能性。 

为了不局限创意和贡献，专家们有意识地没有要求奉献 / 意向书。然而市政府

和地区政府已经与周边乡镇和集团子公司商量，原则上要支持项目目标（参见

第 1 章）。 

下面示范性地阐述了一个能源供应商的目标： 

 

在至 2030 年气候联盟的更新范围内，enercity（汉诺威市政公用事业股份公
司）意欲在汉诺威 2020 气候联盟的现有依据和框架条件的基础上，做出如下
贡献： 

目标 

(1) 进一步降低电力自生产的二氧化碳排放比，从 1990 年的 953 g CO2/kWh

降至 2030 年的 600 g CO2/kWh。 

(2) 在 1990 至 2030 年期间，减少供应侧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供水和供暖）每
年 120 万吨。这相当于汉诺威 1990 年二氧化碳总排放量的约 25%。 

(3) 汉诺威热电联产所发热力在汉诺威热力市场上的份额应从 1990 年的 16%

提高至 2030 年的 35%。 

(4) 提高可再生能源发电量，供应 enercity 费率和工商业客户，从 1990 年的
0.003 TWh 至 2030 年的 1.5 T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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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删减版；详细介绍参见网上 www.klimaschutz2050.de 的“成果”栏目） 

在汉诺威地区，目前存在着远远超过 100 多个供热网络，分散在周边乡镇中（例

外：Pattensen）。这些供热网络的大部分长度在 10 千米以下，最大热功率不超过 10 兆

瓦（区域供暖网络）。另外，供热网络的主要部分是以 90°C 以下的始流温度运行的。 

在这个州首府城市中，确定的废热源（数据已获确认）如今已经达到了在始流温度

为 90°C 时，最大功率为 31.8 兆瓦至 33.0 兆瓦，提供年热量超过 270 GWh。其他最大功

率达到数兆瓦的热源估计是存在的，然而迄今尚未得到运营商的证实。根据现有废热

量，在 2050 年或许可以满足约 20%的供暖和饮用热水的热力需求。 

在周边也得以统计到了其他低温废热源。数据已获确认的四个工业废热源和三个乡

镇废热源的最大功率为 4 至 5.5 兆瓦。 

  

研究（2）：州首府汉诺威和汉诺威地区中的太阳能垂直立面 

垂直表面上太阳能发电量潜力估算 

执行：汉诺威大学， 

 固体物理研究所（FKP），太阳能处 

地图学和地理信息技术研究所（IKG） 

气象学和气候研究所（MUK） 

 2050 莱布尼茨能源研究中心（LiFE 2050） 

内容： 

本研究旨在尝试垂直的太阳能外墙立面具体的发电量潜力的一种估算方法。其中

尝试了一种方法，用一台移动式激光扫描仪捕捉建筑表面，据此建立包括屋顶、外墙

立面结构和窗户的 3D 模型，通过光线跟踪计算建筑物的太阳能发电量（分辨率为约

一平方米）。此外还说明了太阳能发电量根据光伏模块的朝向而发生的季节性和日间

时间性的变化。为了确认这个方法，在汉诺威地区选出了三座建筑物及建筑群作为范

本进行研究，它们的表面具有不同程度的复杂性。 

除了使用关于未来调整总体规划目标路线图的结果，这些建筑也可以被用于

“3D 太阳能地籍册”。 
 

结果：（删减版；详细阐述参见网站 www.klimaschutz2050.de 的“成果”栏目） 

此项研究最重要的结果如下：通过 3D 点云自动化的详尽捕捉建筑表面，直至生

成 3D 模型，对于大城市也是可能的，只要可以用移动式测量车或者可比的系统可以

达到建筑表面即可。光线跟踪程序（Raytracer）可以凭借足够的速度和高度的准确性

结合每日时间和季节性的太阳位置计算建筑物的太阳能发电量，从而与个性化的负荷

概况相协调。 

建议： 

继续将程序自动化，以便将其作为经过验证的工具用于城市地区发展，例如用于

细化到每日时间和季节性的太阳能地籍册或者既有建筑中太阳能设施的个性化规划。 

研究是否可以利用新方法确定太阳能设施的新地点，例如在噪音大的地带或者工

业闲置土地上与隔音屏障结合。 

研究周围环境温度对于光伏设施发电量的影响，以准确说明季节性发电量等。 

研究不同垂直放置的太阳能电池，考虑散射光对于发电概况的影响等。 

为光线跟踪研究出一个功能强大的光线模型，结合光伏模块的朝向掌握太阳能发

电量的每日不同时间变化。 

在掌握建筑物表面情况时需要一般性的明确数据保护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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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空间和交通  

 

在区域性考察中，居民区结构及其在空间中的分布是重要数据，对于能源基础设施、

交通需求和自然空间利用均有影响。农村空间拥有对于利用可再生能源极为必要的土地

面积。在城市范围内有着可观的节能潜力，其中一部分也可以通过空间布局加以发掘。

空间结构对于地区交通也有着根本性的影响。 

交通部门是除了能源领域之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的一个主要着眼点。图 12 显示了

情景计算目标路线图中假设的交通部门能源消耗发展情况。 

 

图 12：2050 年交通部门能源消耗的发展情况 

 

9.2.1 2050 年空间和交通的（主要）假设情景 

下面列举的假设情景是在莱比锡能源研究所和空间和交通战略小组成员之间商定的。

下表显示了空间和交通领域的决定性假设： 

 

表 8：与 1990/2010 年相比，2050 年趋势更新和 2050 目标路线图的情景计算结果：能源

生产领域的假设55 

 

  

                                                           
55
来源：莱比锡能源研究所，2014。 

能源生产 1990 2010 2050趋势 2050目标路线图

电力假设：
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MW]
风能 0,2 1 112 1 400 1,146

太阳能发电
屋顶：
外墙立面：
地面：

0 32 1  1.014
       50
       36

2.730
    130
    310

生物沼气 0 10 1 28 46

GWh 

私人个人交通 

货运交通 

公共客运交通 

消耗总量 

目标路线图 



汉诺威市和地区总体规划|气候保护百分百 

第一阶段：2012 年 6 月至 2013 年 12 月   页码 73 | 121 

可再生能源设施需要的土地面积由每个设施可用的装机容量计算得出。鉴于近年来

这一领域技术的长足发展，表 8 的内容仅限于风电、太阳能发电和沼气设施的功率需求。 

 

 

表 9：与 1990/2010 年相比，2050 年趋势更新和 2050 目标路线图的情景计算结果：能源

消耗/交通领域的假设56 

 

表 9 清楚地显示出交通部门的假设，分为个人交通、货运交通和航空交通几行，揭

示了通过行为改变而变化了的燃料分配以及能源节约的假设。具体即是：1990 年还有 89%

的轿车使用汽油，2010 年就仅有 74%了；全德国的普遍趋势是在 2050 年还有 17%使用

汽油的轿车。而在本项目的目标路线图中，到 2050 年，汉诺威地区以汽油驱动的轿车比

例将接近于零。 

 

9.2.2 措施建议  

下文描述的措施以上面阐述的 2050 目标路线图假设为导向。这里仅列举了特别重要

的措施及其示范实施手段。各个战略小组的具体成果在网站 www.klimaschutz2050.de 的

资料记录中进行了详尽的汇总。 

 

“气候保护百分百”总体规划建立在气候保护框架计划、新的地区土地规划未来景

象的结果和汉诺威地区 proKlima 交通发展计划及州首府汉诺威的交通总体规划的基础上。

这些基础在空间和交通方面已经为 2020/2025 时间段采取了广泛措施，这也是本总体规

划的组成部分。 

                                                           
56

 Quelle: Leipziger Institut für Energie 2014. 来源：莱比锡能源研究所，2014。 

消费部门：交通 1990 2010 2050趋势 2050目标路线图
对于轿车的假设

燃料分配 [%] 1

汽油 89 74 17 0

柴油 11 26 20 0

汽油混合动力 0 0 23 18

柴油混合动力 0 0 4 10

天然气（可再生天然气） 0 0 4 10

液化气（液化石油气LPG） 0 0 3 6

电 0 0 13 30

插电式混合动力 0 0 13 25

燃料电池 0 0 2 3

与2050趋势相比的假设 [%] 2

降低轿车的燃料消耗比 - - 0 -20

降低轿车的行驶里程比 - - 0 -20

将个人机动交通转移至公共客运交通 - - 0 10

对于客运交通的假设

燃料分配 [%] 1

汽油 28 4 0.7 1

柴油 72 96 96.5 11

天然气（可再生天然气） 0 0 1.9 40

液化气（液化石油气LPG） 0 0 0.7 5

电 0 0 0 43

与2050趋势相比的假设 [%] 2

将道路货运交通转移至轨道货运交通 - - 0 5

2050与2050趋势相比的对于航空交通的假设

降低航空交通总周转量 [%]3 - - 0 -15

1

2 2050趋势根据莱比锡能源研究所的假设。
3 2050趋势根据空间和交通以及气候中和的日常生活战略小组的假设。

2050趋势根据Prognos和生态研究所：《德国模式。至2050年的气候保护：从目标开始考虑。德国世界自然基金会委托研究》。巴塞尔/柏
林，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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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中期和长期而言还应考虑空间规划和交通方面的其他战略。 

 

空间及地区规划 

以气候友好和适应气候的方式部署居住区和空间发展，是实施可再生能源、交通和

建筑能效领域总体规划目标的一个重要基础。确定了以下基本的规划措施。 

优先在内圈和 Ö PNV（公共短途客运交通）和 SPNV（轨道短途客运交通）的轨道系

统站点发展居住区。在乡镇中，加强现有居住区核心作为较短距离的途经点，应避免外

围区域的新地点，或是只批准公共短途客运交通连接的新地点。在基础设施走廊中，整

合如交通网、电网、气网、风能设施等的用途。 

可持续的土地管理是地区和乡镇规划的首要任务，其目标是避免进一步消耗土地，

至 2050 年至少在外围区域达到平衡计算的零土地占用。城市建设一体化的闲置土地将优

先被用于新的用途，尽量减少空地消耗。坚持不懈地加强公共空间和休闲空间联网。通

过地区土地规划，今后也可以落实汉诺威地区的气候保护目标。 

这些措施可以示范性地用以下手段支持实施： 

审查基础设施措施的建造和运营时的二氧化碳效率。原则是：改造优先于新建。 

进一步开发持续有效的居民参与机制和现有方法，通过经济和精神的鼓励加强和补

充。 

 

交通：客运交通 

交通领域措施的首要目的是避免/降低交通出行。。其次，将车辆交通转移至由步行、

自行车和公共短途客运交通组成的环保交通体系；第三是以可承受和低排放的方式进行

载重汽车交通和公共短途客运交通。示范性描述的手段有助于此。 

为了加强短途交通，提升步行的吸引力，主要是要加强照顾步行交通在（道路）空

间设计和基础设施方面的需求。 

更新并实施地区自行车交通方案和乡镇自行车交通方案。建设保证自行车快速行驶

安全性的基础设施。优化自行车交通和公共短途客运交通服务之间的连接。 

通过改善服务、资费和营销将公共短途客运交通打造得更具吸引力，通过较短时间

汽车司机就可换乘公共交通。其中包括符合最新技术水平的利于应用的销售形式，新的

公共短途客运交通成本回收负担方案和火车站与公共短途客运交通之间的良好衔接，避

免短距离航空交通。 

电动汽车由于与内燃机机动车相比，在本地无排放（空气和噪音）、高能效以及有

助于气候保护而更受喜爱。这既适用于交通规划，也适用于采购乡镇车辆。大面积扩建

电动交通工具（电动汽车、电动自行车、电动滑板车等）的充电基础设施。 

载重汽车交通要尽可能实现低排放。智能交通控制可以实现环保的畅通交通，提高

道路上的行程质量。 

 

深化鼓励首选环保型交通工具的启蒙项目——例如选择无需乘坐飞机即可抵达的休

假目的地。 

 

战略小组无法就以下主题达成一致： 

1. 在市镇内部推行 30 公里/小时的最高规定速度，相对的是 50 公里/小时的规定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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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平等对待所有环保型交通工具，促进环保型个人机动交通；相对的是原则上将个人机

动交通转嫁给步行、自行车和公共短途客运交通组成的环保交通体系。 

 

 

交通：商业交通 

最大的挑战之一是发展货运交通。趋势路线图（见第 8 章）估计货物总量到 2050 年

将增长近 80%。鉴于汉诺威地区的核心交通位置，其中只有一小部分是直接在地区影响

范围内的。因此，措施的主要着眼点在于从燃料改为使用可再生电力和天然气。 

另外，工商业区和载重汽车供应结构方面的基础设施措施也很重要。其中包括扩建

联合货物运输（道路—轨道—水路）的多式联运中转设施和交通枢纽，实现智能衔接。

地区与乡镇联手协调新的工商业区与德铁网络的轨道交通网的连接。新的工商业区应争

取具备公共短途客运交通连接。乡镇和地区与企业、运输企业和物流服务商协商制定方

案，探讨整合运输的可能性和供应工商业区和市中心的方法。 

由于已有的交通发展规划之前完全只考虑汉诺威地区和州首府汉诺威的客运交通，

关于商业交通的措施（货运交通和工商业客运交通）应尽量在中期就被纳入发展规划。 

此外还有各种不同手段，可以支持发展低排放的商业交通。本地区可以促进低排放

供应结构基础设施（例如充电站和加氢站）的建设，鼓励企业开展商业交通汽车共享合

作项目。乡镇的低排放车辆特权化措施（例如在停车场经营和通行权方面）有助于提高

对于低排放车辆的接受度。 

作为战略基础，本地区在“保护气候交通发展规划”中增加了商业交通方面的目标

和措施，该项规划此前仅涉及客运交通。其中的目标包括减少并以气候友好的方式实施

货运交通。各商会、各乡镇、下萨克森州货运交通协会、各环境协会和其他具有影响力

的行动主体均参与了进来。 

在地区交通管理的框架下，在载重汽车控制网络中确保畅通的货运交通，照顾到污

染防护，特别是住宅区的污染防护。 

避免经济促进中有害于气候的错误激励。 

 

交通：航空交通 

减少航空交通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同样构成了气候保护目标设定的一个重要基石，

这些目标设定早在 1996 年就在《汉诺威市地方气候保护计划》中通过潜力和措施建议进

行了描述。将德国境内的航空交通转移到轨道上（如果确实能够更好地保护气候）是一

条核心措施。 

由于“气候保护百分百总体规划”的区域性导向，专家们并没有明确地进一步拟定

这一方面的工作。然而在气候中和的日常生活战略行动领域中作为适量措施得到了体现

（见第 9.6.1 和 9.6.2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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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建筑能效  

 

建筑部门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德国联邦政府57为 2050 年拟定的目标是通过节能措施，

将既有建筑的能源需求比 1990 年降低 80%。届时如果在室内采暖和电力方面还有剩余的

能源需求将通过可再生能源加以满足。 

建筑部门的措施针对不同目标群体： 

 私人家庭业主、 

 私人家庭租户、 

 有组织的住宅产业、 

 非住宅建筑的业主和用户。 

 

图 13 显示了情景计算的目标路线图所假设的 2050 年私人家庭领域能源消耗的发展

情况。 

 

 

 

图 13：2050 年私人家庭领域能源消耗的发展情况 

 

9.3.1 2050 年建筑能效的（主要）假设情景 

对于情景路线图的计算（见第 8 章），在莱比锡能源研究所、Siepe 能源咨询办公室

和战略小组的成员之间商定了建筑能效领域的具体假设。下表中显示了私人家庭在建筑

领域的决定性假设： 

 

                                                           
57

 实现环保、可靠、可支付的能源供应的能源方案，比较联邦经济部/联邦环境部 2010。 

室内采暖 

电器 

烹饪 

消耗总计 

目标路线图 

热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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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与 1990/2010 年相比，2050 年趋势更新和 2050 目标路线图的情景计算结果：建

筑能效领域的假设58 

 

在表 10 的计算中，各项假设均有两种建筑类型的区分：单户或双户独栋屋以及多户

独栋屋。对于既有建筑，研究了如何提高改造率以及如何提高改造效率即改造措施的质

量，并针对相关建筑构件进行了细分。在新建建筑中，仅仅探讨了如何提高建筑标准和

与之相关的室内采暖需求。这些假设的具体意味着一栋单户独栋屋的室内采暖需求比平

均可以降低 74%：从 1990 年的每平方米 147 千瓦时降至 2050 年目标路线图的每平方米

35 千瓦时。 

表 11 包含了关于建筑物供暖的假设。从表中可以看出对于改变建筑供暖系统结构的

假设：如果说平衡计算年 2010 年时仅有 1%的家庭利用环境热，亦即热泵，根据一般趋

势假设，2050 年这个比例将会是 13%。不过为了实现项目目标，必须将热泵的份额扩大

到 38%。 

 

                                                           
58
来源：莱比锡能源研究所，2014。 

2010 趋势 2050目标路线图 2010 趋势 2050目标路线图

假设

提高改造率1

部分改造：窗户 2.7 2.7 2.9 2.1 2.1 2.8
部分改造：屋顶 2.4 2.4 2.4 2.2 2.2 2.4
部分改造：外墙 1.3 1.3 1.7 0.7 0.7 1.5
部分改造：地下室楼板 0.7 0.7 1.6 0.3 0.3 1.4
等同于整体改造 2 2 2 1.3 1.3 2

提高改造效率2

窗户 12 12 12 22 22 22
屋顶（阁楼） 32 32 25 19 19 14
外墙 41 41 31 49 49 35
地下室（楼板） 15 15 12 10 10 8

0 0 20 0 0 21

提高新建建筑标准3

2016至2050年新建建筑的室内采暖需求  
[kWh/m²]

- 27 - 13 23 -10 - 20 - 9 17 - 5
2050年室内采暖需求比 
[kWh/(m²*a)] 147 54 35 113 49 23

1

2 趋势假设的改造效率来自[Siepe 2013]，为所有房龄级别的平均值
3 [EWI GWS和Prognos 2010]，[ifeu 2011]，[生态研究所和Prognos 2009]，[联邦环保局 2010]

消费部门 
私人家庭 2050

[%/年]

2050
多户独栋屋单/双户独栋屋

[%/年]

趋势假设来自于[Siepe 2013]，基于2005年到2008年的最后一次调查统计时间段的实施率

建筑构件占改造效率的百分比[%]

带热回收的有控制的通风

按所有房龄级别平均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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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与 1990/2010 年相比，2050 年趋势更新和 2050 目标路线图的情景计算结果：供

暖系统分配结构的假设59 

 

9.3.2 措施建议  

下文列举了私人家庭领域的主要措施及其示范实施手段。各个战略小组的具体成果

在网站 www.klimaschutz2050.de 的资料记录中进行了详尽的汇总。 

战略小组的成员深入地研究了一个问题：如何使既有建筑的终端能源需求比 1990 年

减少数倍并且以碳中和的方式满足剩余的能源需求。 

鉴于本地区的既有建筑数量庞大，新建建筑比例较低，对必要的行动建议按照目标

路线图假设进行了划分：提高改造率，提高改造效率，能源载体使用和新建建筑。除了

个别建筑物，下面也将着重探讨社区，大面积地优化建筑改造和供应方式。 

 

提高既有建筑改造率 

为了到 2050 年时，将汉诺威地区的建筑能源需求显著降低，必须在这一时间点之前

对大部分既有建筑进行全面的节能改造。按照现在每年的改造数据，这一目标是无法实

现的。改造数量必须翻番。应努力在地区内将改造率提高为所有建筑平均每年百分之二

（等同于全面改造）。下面描述了这些措施的一些手段。 

针对汉诺威地区的既有建筑改造制定一份至 2050 年的改造时间表，作为给建筑物业

主的行动建议。 

地区租金水平将根据节能和气候中和的手段进行调整。 

仍有必要针对租房家庭以及房屋所有者开展广泛有效的区域性宣传活动，以拓展新

的目标群体，广泛深入落实小投资以及综合性的建筑能效措施。除了就实施措施进行咨

询和动员，活动的主要目标还有克服感情障碍。要检查整个汉诺威地区现有的咨询服务

和资助资金是否存在重复，并应在宣传方面将其整合。 

在地区公关工作中，将公布各个层面的创新型改造理念，表彰私人主动落实的示范

措施，加强企业以及公共机构积极实施措施的形象。 

 

 

                                                           
59

 来源：莱比锡能源研究所，2014。 

趋势 目标路线图
2050 2050

煤炭 0 0 0

木材 1 4 4

天然气（可再生天然气） 66 49 32

燃油 24 14 0

储热式电暖 2 2 0

集中供暖 6 5 2

区域供暖 0 4 14

环境热（热泵） 1 13 38

热电联产 0 9 9

太阳能热 1 19 34

改变的供暖系统分配结构

按照所使用的能源载体划分的一级系统[%]：

2010

按照所使用的能源载体划分的二级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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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改造效率 

与减少建筑物能源需求密切相关的是节能改造措施的质量。因此在 2050 目标路线图

中假设对建筑能效措施会坚持不懈地应用各种可能的建筑技术。为了在改造时做到很好

地全面执行建筑保温措施和建造技术设施，下文中描述了一些区域性的手段。 

为了提高能效措施的执行质量，本地区和乡镇的公共发包方以气候中和地区的目标

设定为导向，制定质量标准，用于进行公开招标资格预审。 

足够高的咨询和执行质量特别对于私人业主有着重要意义，这能通过区域性的标准

和对合格咨询师的奖励体现出来。 

和汉诺威地区的各商会、高校及继续教育机构共同改善能效及质量方面专业人才培

训和深造的教学大纲。 

建筑改造资助资金的发放始终与措施监测和进一步技术指导相结合。 

和制造商及专家一同努力简化高效解决方案，既在建筑技术和建筑围护结构方面，

也在针对所有目标群体的用户友好型使用方面。 

 

供暖系统使用的能源形式 

即便在改造后，大多数建筑物依然需要采暖。为此必须不断将现有的供暖系统改装

为使用可再生能源。在许多情况下，可以进行社区相关的研究方式，正如以下手段示范

性地展示的。 

社区计划今后将融入联网的能源供应和主要为可再生的能源设施和储能设备。通过

全体相关行动者的直接参与，形成节能社区。将对节能社区解决方案进行激励。目前由

德国复兴信贷银行资助的州首府节能社区项目将作为可移植的解决方案。 

进一步在地暖管密集地带扩建集中供暖网。 

中期而言，将对汉诺威地区建筑部门的所有激励措施规定一个现实的终端能源限。

然后只要经济可行，供暖将完全依靠可再生能源或者使用热电联产过程的余热。 

 

节能的新建建筑 

通过欧洲建筑能效指令，现在已经有了法定指标，将对 2020 年以后的所有新建筑实

施，可以满足总体规划的规定目标。必须在本地区支持法定指标。这可以通过乡镇建设

规划进行。对此要鼓励能源优化的建筑方式，防止成本高昂的实施。悬而未决的是，立

法可以在多大程度上考虑本项目中假设的节能潜力。或许必须在地区层面上进行讨论，

汉诺威市从 2006 年以来实行的建筑业“生态标准”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再行调整（参见第

2 章）。 

 

辅助措施 

只有通过在用户行为中坚持不懈地转变思想，技术节能措施才可能达到计算或计划

的成果。据此，这里同样有一个核心行动领域，与战略行动领域“气候中和的日常生活”

紧密相关（见第 9.6 节）。下面示范性地列举了两种从这方面开始的手段。 

汉诺威地区通过激励体系管理建筑物的土地需求，同时兼顾民众的需求情况，以避

免居住领域的反弹效应。 

与教育机构共同开发项目，从儿童开始合理综合践行节能行为方式，在周边乡镇、

州首府以及汉诺威地区的所有学校、幼儿园和类似机构中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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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3 同期研究概览 

下面将介绍“在汉诺威建筑类型的基础上估算既有住宅建筑能效潜力”的研究结果。

此项研究的结果构成了这一领域假设情景的依据。此处查明的所有潜力和相关假设均在

事先与建筑能效战略小组进行过讨论与反馈，并且也进行了调整。 

研究：在汉诺威建筑类型的基础上估算既有住宅建筑能效潜力 

执行：Benedikt Siepe 工程硕士，能源咨询 

执行时间：2013 年 7 月—11 月 

内容：为了莱比锡能源研究所的情景计算（见第 8 章），准备了关于既有住宅建筑能效

潜力的数据，这些现成的数据来自为 enercity 网络进行的研究。其中也包括关于当前既

有住宅建筑保温标准的一个代表性抽样调查。首次调研的时间直至 2020 年，现在将更新

至 2050 年。在当前的研究中，在两个情景中阐述了未来的采暖需求发展情况： 

1. 趋势 = 一切照常，也就是更新呈现出的趋势； 

2. 效率情景 = 充分利用技术可能性进行节能改造，包括带有热回收的按比例有控制的通

风。 

汉诺威地区的既有住宅建筑被根据建筑种类划分为独立的单户独栋屋，连排房屋和

多户住宅。每种类型再分为不同的建筑年龄等级：建造于 1918 年以前，1919—1948，50

年代，60 年代，70 年代，1977 年、1982 年、1995 年的保温条例第一版、第二版、第三

版，2002 年代节能条例。 

对于每种建筑类型都确定了一座参照建筑，该建筑具有该建筑年龄等级平均的建筑

几何形状以及典型的建筑构件和材料。然后为这些建筑类型计算所有建筑构件上不同保

温质量的节能改造措施。 

结果：（删减版；详细介绍参见网上 www.klimaschutz2050.de 的“成果”栏目） 

在考虑到这些框架条件后，趋势情景中 2050 年住宅建筑类型平均室内采暖需求比值

为 39 – 72 kWh/(m²*a)，在效率情景（见上文）中是 11 – 37 kWh/(m²*a)。此处已经考虑

了文物建筑保护要求和装饰立面的内保温。比如今的需求值大幅减少是现实的。 

建议和结论 

重点关注效率情景的标准，对于气候保护是必不可少的。这要求坚持不懈地充分利

用建筑技术在保温及窗户改造方面的可能性以及加快提高改造率。建筑物中的建筑构件

具有大约 40 年代使用寿命，因此，到 2050 年将现在的大部分既有建筑中的主要建筑构

件全部改造一次（不仅是节能方面），是可信的。这样一来，2050 年的采暖需求与现状

相比将减少超过一半。 

9.4 经济 

 

经济，尤其是工业，在实现气候保护目标方面具有支柱作用：可以确定这里对于减

少二氧化碳排放有着巨大技术和经济潜力。这包括组织性节能措施、采用高能效技术和

通过应用可再生能源进行低碳能源生产。所有措施都有一个基本出发点，这便是要维持

汉诺威地区作为工业基地和经济重镇的地位，因为企业是本地区价值创造的主要贡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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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显示了情景计算的目标路线图所假设的 2050 年经济部门能源消耗的发展情

况 。

 

图 14：2050 年经济部门（工业和手工业、商业、服务业）能源消耗的发展情况 

 

9.4.1 2050 年经济的（主要）假设情景 

对于情景路线图的计算（见第 8 章），在莱比锡能源研究所和战略小组成员之间商

定了经济领域的具体假设。 

这一方面包括由于技术进步而下降的能源需求，另一方面却也包括基于更高的气候

意识而改变行为的适量假设。这种适量假设与气候中和日常生活战略行动领域密切相关

（见第 9.6 节）。 

下表中显示了工业部门和手工业、商业、服务业（GHD）部门的决定性假设： 

GWh 

工艺热 

机械能 

照明 

信息和通信技术 

目标路线图 

室内采暖 

过程降温 

气候降温 

合计 

热水 



汉诺威市和地区总体规划|气候保护百分百 

第一阶段：2012 年 6 月至 2013 年 12 月   页码 82 | 121 

 

表 12：与 1990/2010 年相比，2050 年趋势更新和 2050 目标路线图的情景计算结果：经

济方面的假设60 

 

在经济部门中，对工业企业以及手工业、商业和服务业企业进行了区分。总体规划

在两个领域中都以与一般趋势假设相比的节能减排潜力为基础：在工业方面，2050 年的

趋势是减少 5%的室内采暖需求，相反，在本地区工业企业中，室内采暖需求应比 2010

年减少 50%。此外还假设，用户行为的改变有助于将室内平均温度降低 0.5°C，由此将进

一步减少 2%的室内采暖需求（适量假设）。 

 

9.4.2 措施建议  

经济战略小组的成员们针对各个行动重点确定了措施，可以有助于使得经济行动领

域中的二氧化碳排放有值得称道的下降。在内容方面确定了工商业区和建筑领域的能源

优化，生产资料（投资、采购和绿色信息技术），交通和物流以及教育和激励等重点。 

下面是对主要措施及其示范实施手段的总结。各个战略小组的具体成果在网站

http://www.klimaschutz2050.de 的总体规划过程资料记录中有详细阐述。 

 

能源优化的非住宅建筑 

非住宅建筑有着很高的节能潜力，通过采用效率最高的技术，尤其是在建筑围护结

构和楼宇技术方面。特别是新建建筑有很大机会可以经济而高效地实现减少室内采暖和

                                                           
60
来源：莱比锡能源研究所，2014。 

消费部门：经济 1990 2010 2050趋势 2050目标路线图

工业：与2010年相比的节能减排潜力比假设[%]

室内采暖需求1 - - -5 -50

热水需求2 - - -5 -40

工艺热需求2 - - 10 -18

气候降温需求2 - - 80 30

工艺冷需求2 - - 16 -18

机械能需求2 - - 45 -9

信息通信技术能源需求2 - - 14 -50

照明能源需求2 - - 26 -45

手工业、商业、服务业：与2010年相比的节能减排潜力比假设[%]

室内采暖需求1 - - -45 -66

热水需求2 - - -35 -50

工艺热需求2 - - -16 -24

气候降温需求2 - - 300 100

工艺冷需求2 - - -16 -24

机械能需求2 - - -25 -36

信息通信技术能源需求2 - - -50 -80

照明能源需求2 - - -20 -40

工业/手工业、商业、服务业的适量假设[%]
用户在室内采暖方面的节约行为：-0,5°C - - - -2

用户在气候降温方面的节约行为：+0,5°C - - - -2

用户在照明方面的节约行为： - - - -5

1 经济战略小组的结果
2 Prognos和生态研究所：《德国模式。至2050年的气候保护：从目标开始考虑。德国世界自然基金会委托研究》。巴塞
尔/柏林，2009。

http://www.klimaschutz2050.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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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水需求的解决方案。在手工业、商业、服务业部门，重要的还有照明和空调技术方面

的节能方法。下面描述的手段显示了发掘潜力的出发点。 

必须为企业提供更多的关于能效标准和资助机会的信息服务，其中既包括低门槛的

信息宣传活动，也要通过各种网络进行交流。地方政府的不动产要发挥榜样作用，参与

经验交流。 

通过推行工商业房地产的地区基准（例如设立一个“房地产奥斯卡”），也可以促

使企业主动为自己的既有建筑负责。 

坚持在建筑物中利用日光的方案，阐明了节能潜力和必要的措施。通过专业人士指

导试点项目，可以对文物保护和改造之间的矛盾重新进行评估。 

必须向企业公布合同能源管理以及参与模式方面的优秀实施范例。 

 

能源咨询和能源管理 

能源管理系统和能源方案构成了企业短期和长期规划其全部措施的核心依据。 

在汉诺威地区，已经存在许多针对中小企业（KMU）的咨询服务。然而，这些服务

目前还不能辐射所有企业，因此需要通过更多的实施辅助。 

必须使咨询服务更加一目了然并对目标群体有针对性。服务应配合企业的需求进行

开发，涵盖所有企业领域和企业规模，包括微型企业。 

在贷款发放中应增加在企业中提高能源效率的咨询服务（例如 EcoBizz 或者汉诺威

Ö KOPROFIT© 计划）。咨询对于贷款人是强制性的。 

与银行、工商会、经济促进机构和其他机构合作，在各种联络网（例如 2020 气候联

盟的能源效率网或者汉诺威 Ö KOPROFIT© ）中扩大区域性的经验交流。已经存在的网络

将发挥传播者的作用。此外，缔结互帮互助关系也十分有意义：有经验的企业支持中小

企业（可以考虑通过市政府/地区政府、企业协会等网络进行组织）。 

企业引进能源管理制度，支持指标系统（以商业和产品碳足迹为导向）。每家企业

都查明自己的能源消耗和能源活动二氧化碳排放量，实施能源控制方案。 

 

工商业区能源结构优化 

工商业区为能源供应的优化提供了良好的前提条件，因为在这里，能源需求和能源

过剩的企业可以相互联网，互通有无。战略小组推荐了实施这种措施的手段。 

在对工商业区行业结构、能源需求和能源供应（现状/规划）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应

筛选出第一批试点工商业区，并为其指定气候保护方案。 

企业咨询将与资助相结合，为相邻企业的能源交换提供新的激励。 

由第三方接管供暖或区域供暖的组织工作，现场生产并供应可再生电力，在风能和

地热以及蓄热设备的利用方面建立合作关系，优化能源供应结构。 

 

交通和物流 

对于货物运输、企业车队以及通勤和公务旅行，节能都是一个特殊挑战。货物运输

的特点是由于本地区的地理位置以及与跨地区交通网络的连接，拥有很大比例的跨地区

货运和转运交通。因此，战略小组示范性地推荐了一些手段，推动企业内部的使用节能

车型和改变员工交通行为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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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企业就其车队和职工交通措施的调查，可以查明专门的交通需求，同时也能

推广气候友好型公务旅行。 

对企业的信息和咨询服务扩大到企业内部车队和行为改变的措施建议（例如工商业

车辆共享、驾驶集体、为自行车建设基础设施）。 

针对中小企业，提供集中的视频会议室。 

为了改善货运交通，要扩大“绿色物流”合作网络。 

 

采购和投资方面的气候保护/“绿色信息技术” 

在购买机器和技术系统时，重点关注的是投资成本，对于中小企业尤其如此。使用

成本（例如热力/电力成本）往往被忽略了，虽然这经常占到总成本的一大部分。长期的

经济潜力并没有完全被挖掘：除了在拥有不同管辖权限的企业中，投资者/用户进退两难，

缺乏信息、不确定感和例行公事，也是造成这样的原因。在信息技术领域中，台式机、

服务器和计算中心具有极大的节能潜力，这是可以通过企业的决策发掘出来的。下面描

述的手段应该有助于改变这种现况。 

企业中的主管人员获得关于环境导向投资计算的一般方法/效应的信息；组织前往本

地区和地区以外的“最佳实践”案例考察。 

发起一个机器投资规划方面的跨企业合作试点项目。 

可以示范性地尝试通过地区虚拟市场，在企业之间结成地区采购联盟。 

产品使用寿命在采购时被作为效率因素进行确定和评估。 

至少汉诺威市和汉诺威地区的政府计算中心应按照“蓝天使”的要求或者其他节能

计算中心的标准进行考核、调整。 

还有一个步骤是要在行政部门和企业中树立 2030 效率目标。 

 

教育和激励 

要提高气候意识，长期调动积极性，职工们对于具有气候意识的行为的接受度和支

持相当重要。职工们可以作为“气候保护推动力”发挥作用。 

用户行为的影响对于每个企业都各不相同（例如规模、行业），因此，节能技术与

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使用相结合十分重要。支持性活动主要集中于对企业和职工的信息和

激励服务。 

调动员工积极性的良好案例，将企业中的气候保护措施效果具象化，可以起到宣传

作用，在气候保护公关工作的范围内加以推广。通过对汉诺威地区的企业和机构的员工

项目进行地区环保奖悬赏，可以让这一主题获得更多的关注，调动实施的积极性。 

必须在职业教育（学校/企业）确立气候保护和能源效率；为此要加强职业学校和企

业培训师之间的交流。职业教育学校要将环境保护作为必修课。支持对“激励教练”的

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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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不对想法和贡献形成束缚，专家们有意识地没有提出承诺/意向书的要

求。市政府和地区政府却向周边乡镇以及集团子公司提出原则上要支持项目目标

（见第 1 章）。 

以下是汉诺威市/地区集团下属一家企业的目标举例： 

 

汉诺威市集团下属汉诺威-朗根哈根机场通过以下具体目标、活动和项目支持
“气候保护百分百”总体规划： 

 使用环保型区域热力发电站技术 

 使用最新、最节能的照明系统 

 在空调领域使用创新型技术 

 促进替代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应用 

 利用 1 号多层停车场屋顶上的德国北部最大的光伏设施 

 持续优化设施和过程 

 使用替代驱动技术 

 可能使用深层地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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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3 同期研究概览 

下文阐述了“经济界的能源效率”研究成果。这一概览是经济战略小组对这一行动

领域中的各种假设展开讨论的基础，与结果直接相关。 
 

关于“汉诺威地区的经济”初始状况的研究概览 

执 行 ： Michael Danner ， 人 与 环 境 联 络 办 公 室 

执行时间：2012 年 8 月—2012 年 9 月 

结果：（删减版；详细介绍参见网站 www.klimaschutz2050.de 的“成果”栏目） 

在汉诺威地区生活着120万人。根据2013年的经济报告，汉诺威是约5万家企业的所

在地，共拥有约40.5万就业人口。大部分企业是员工少于10人的微型企业：共4.4万家企

业。214家拥有超过250名职工的大型企业，则雇用了本地区进40%的就业人口。中小型

企业（10名至250名职工）共有约5800家，在全德国范围内低于平均水平。 

在汉诺威地区确定了以下主要行业： 

 

行业 职工人数 

（必须参加社保的） 

卫生行业/生命科学 约65000 

物流产业 约52800 

汽车产业 约30000 

手工业 约27500 

金融服务和保险 约24000 

基于知识的企业服务 约23900 

信息和通信产业 约23000 

创意产业 约18900 

生产技术 约12900 

科学研究 约7900 

能源产业 约4600 

会展行业 约1100 

表 13：汉诺威地区的主要行业（来源：《趋势与事实》。汉诺威。2013） 

 

在跨地区研究中，经济，特别是工业在实现气候保护目标方面具有支撑作用。各项

战略的出发点是阐明哪些领域需要能源的应用平衡：在工业中，66%的能源需求是用于

工艺热，21%是用于机械能。在手工业、商业和服务业中，55%的终端能源是室内采暖所

需，仅有 31%是工艺热所需61。这些数字还可以针对各个行业进一步细化，有时有着极大

的差异。 

 

在证明能源效率潜力时，细分为跨行业的横向技术和过程特有潜力：75%的工业用

电量可归因于使用横向技术。在燃料领域，由于独特的技术，各个行业中的潜力各有不

同。总体而言，最大的相对节能潜力主要在能源密集度较低的行业中。这是因为能源密

集型产业在过去已经出于成本原因而在高能效的工艺中进行了投资。 

  

                                                           
61

 来源：能源平衡工作组（2013）：《德国 2010 年和 2011 年终端能源部门的应用平衡》。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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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区域经济循环/废弃物管理  

 

在全球价值链中，由于运输途径和不同的生产条件，可持续、负责任地对待产品和

工艺几乎无法完成。相反，众多产品同样可以在区域经济循环中生产或加工。即使在处

置部门，也还有大量二次利用的方法可用，为了保护气候和有限的资源，应尽可能广泛

地利用这些方法。 

在图 15 中的情景目标路线图中假设的 2050 非能源活动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发展情

况。。 

 

图 15：至 2050 年的非能源活动温室气体排放量发展情况 

 

9.5.1 2050 年（主要）假设情景 

区域经济循环/废弃物管理战略行动领域的假设情景，在结构上和其他行动领域都不

尽相同。这里仅考察汉诺威地区的非能源活动温室气体排放。这一行动领域中的所有能

源活动温室气体排放，例如通过农业交通、建筑和生产场所的采暖等引起的排放，都相

应归属于其他行动领域。在情景计算中同样考虑到了这些数据，不过按照产业部门进行

了划分。例如农业中使用拖拉机和拖车的排放便计算在交通部门中。 

以下提出的假设是在莱比锡能源研究所和战略小组成员之间商定的。 

 

 

表 14：与 1990/2010 年相比，2050 年趋势更新和 2050 目标路线图的情景计算结果：关

于非能源活动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假设62 

                                                           
62
来源：莱比锡能源研究所 2014。 

非能源活动温室气体排放量  2050趋势 2050目标路线图
假设，与2010年相比的变化
通过进一步的（技术）措施避免各来源组的温室气体排放：

农业 -57 -71

废弃物 -78 -92

废水 0 -30

水域 0 0

[单位：%]

GWh 

农业 

废水 

水域 

目标路线图 

废弃物 

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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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中区分了四个排放非能源活动温室气体的来源组。在农业方面，全德国的假设

预定在 2050 年主要通过技术措施使得温室气体排放量比 2010 年减少 57%。相反，汉诺

威地区的 2050 目标路线图则假设农业部门有可能减排 71%。 

计算中未考虑森林、沼泽和工业过程，因为森林在国家的平衡计算中未被认可为碳

汇。沼泽相关的数据并不确定。在汉诺威地区由于如今采用低排放工艺只有少量的工业

过程排放。 

 

9.5.2 措施建议  

为了使生产者和消费者能够以经济的方式经营以及做出气候友好的购买决策，必须

从供需两个方面采取不同措施。除了具体的支持措施，例如在地区营销领域，信息宣传

和教育也发挥着主要作用。另外还必须进行智能的区域性物质流管理。废弃物将成为二

次原料，尽可能地进入地区循环。 

此外，要使温室气体排放量显著减少，还需要坚持不懈地进一步将农业发展成为可

持续的劳动及生产过程。 

以下列举了食品、营养、地区市场和废弃物等重点课题的主要措施及其实施的示范

性手段。各个战略小组的具体成果在网站 www.klimaschutz2050.de 的资料记录中进行了

详尽的汇总。 

 

汉诺威地区的食品生产和分配 

大量食品都已经是在本地区内生产，但却跨地区销售。下文中列举的手段示范性地

阐明了今后如何能够通过这一领域中的优化而避免不必要的运输路途。 

为了优化本地区生产的食品在当地的销售情况，将制定一份食品中心建设方案。这

些食品中心将场地农产品的部分加工和物流。在集中供应战略中，将有针对性地创建未

销售食品细分市场，并辅以加强意识的宣传活动。 

汉诺威地区的农业企业和园林企业将获得咨询服务，包括弱点分析和改进建议。企

业能源优化将被纳入建筑物管理并加以实施。 

通过建立一个生产者和消费者对话，列入本地区的所有农产品，为销售举措提出想

法。 

诸如“黑土技术”（TPT）等新工艺可以为优化物料循环提供解决方案。 

 

营养教育 

很少有人知道营养和气候保护之间的关联性，必须在这方面促成大人和小孩形成新

的行为方式。 

在公立中小学中，将在各级各类学校中开设关于日常经济和生活经济的一门课程。

特别要支持烹饪课程，重点为本地区产品和素食烹饪。 

在所有行政机关的食堂（例如市政厅食堂）中推行素食日。此外，中期而言，乡镇

和地区政府厨房采购的全部食品都将改为本地区的产品，尽可能是公平贸易产品以及有

机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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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市场 

生产商和经销商以及消费者都需要合适的框架条件和激励，尽量在当地销售本地区

的产品和服务。以下手段适合于确立地区市场上的供需。 

为了促进地区内循环和梯级利用，将创设可持续性标准和评估框架，并应用于工商

业区。 

通过示范项目和竞赛公开鼓励企业和大型机构引进区域性可持续采购和供应制度。

对于大型供应商，围绕可持续的地区采购以及伙食发起专门主题的网络。 

必须根据评估网格证明是否在公共采购中应用了可持续性标准。 

开发一种区域性气候保护产品和服务标签。对汉诺威地区的零售业采取激励措施，

其目标是为具有地区标签的产品提供固定比例的销售面积。 

 

废弃物：回收、升级再造和原材料 

在汉诺威，早在 2000 年，便通过“汉诺威设计原则” 63制定了新的环保、可持续、

负责任地对待资源的新标准。应从这些原则着手，为此要在今后数年内制定必要措施，

将相关伙伴组成网络。 

追求的目标是促进并建设原材料和升级改造能力中心。该中心探讨地方区域内物料

循环在理论和实际上的实施，向汉诺威及其周边的企业阐明循环经济的经济优势。 

建设一个区域性物料循环交易所和剩余材料收集交易所，将所有已经存在的方法和

企业都纳入其中。对于建筑部门，在物料循环方面，要坚持积极促进建筑构件及元件以

及高品质建筑材料的再利用。实施与推广均通过建筑师商会、手工业商会和建筑构件交

易所等进行。 

构建网络和宣传活动，对于创新型维修服务和设备租赁服务提供需求支持。 

汉诺威地区将制定地区碳排放证书自愿交易方案。通过这种证书交易，在无法避免

排放的温室气体排放源和农场主之间打造排放平衡。 

  

                                                           
63

 “汉诺威设计原则”是 William McDonough 和 Michael Braungart 为 2000 年世界博览会开发的环境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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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3 同期研究概览 

下面阐述了三项研究的研究状态和结果，内容是生物塑料、农业以及废水和废弃物

处理。 

 

研究（1）：汉诺威地区生物塑料使用潜力分析 

执行：IfBB——汉诺威应用科技大学生物塑料和生物复合材料研究所，作者：Hans-Josef 

Endres 教授，Torsten Schmidt 

执行时间：2013 年 5 月至 2014 年 2 月 

内容：当前生物塑料开发的重点是利用可再生原料，为各种不同应用和产品生产寿命长

短不一的高分子聚合材料。 

研究对 2012 年单单州首府汉诺威以及整个汉诺威地区的私人家庭塑料消耗量进行了

估算。 

石化塑料需求与替代性的生物基塑料进行了对比，计算出生物原料所需要占用的土

地面积。 

石化和生物塑料对气候的影响也进行了对比。以地方政府采购为例，除了石化和生

物基塑料的使用量计算，还分别考察了其与气候相关的影响。 

 

结果：（删减版；详细介绍参见网站 www.klimaschutz2050.de 的“成果”栏目） 

如果在汉诺威地区以生物塑料取代石化塑料，将需要约 14722 吨可再生原料，相当

于需要占用土地面积 2944 公顷。 

如果对生物塑料进行能源性利用，其热值为 19 MJ/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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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2）：从气候角度考察农业生产和地区营销 

执行：下萨克森农会汉诺威行政专区办事处，Stefanie Niemeier 和 Rainer Gerlinger 

执行时间：2013 年 4 月至 5 月 

内容：本地区生产的农产品概览，考察示范性产品的气候相关性。探讨产品生产对于地

区市场的重要意义，提出可能的气候保护措施出发点。 

结果：（删减版；详细介绍参见网站 www.klimaschutz2050.de 的“成果”栏目） 

首先要明确二氧化碳平衡和碳足迹之间的区别。在汉诺威地区，农业占温室气体排

放量的比例为 1.5%。农业在汉诺威地区总排放量中比例很低，这是牲畜数量少和种植产

量高的综合结果。 

相反，碳足迹是整个生产链上的排放量，从生产资料的生产到食品加工，包括运输

和包装等所有过程。示范性地阐明了二氧化碳当量（缩写为 CO2-eq），亦即对于以下产品

的所有影响气候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的换算结果 

 1 kg 猪肉：3 kg CO2-eq 

 1 l 牛奶：1 kg CO2-eq 

 1 kg 小麦：0.34 kg CO2-eq 

 1 kg 马铃薯：0.2 kg CO2-eq  

碳足迹可以用于推导尽量减少农场排放量的战略，也可以用于对消费者进行宣传教

育。 

汉诺威地区的农产品的花色品种丰富多样，在西北、东北和南部三块地区中各有不

同。重点生产小麦、甜菜、马铃薯和蔬菜。玉米的种植比例在 10%，本地区目前的 35 个

沼气设施的占地需求约为 5%。与邻县相比，这一比例相对较低。就土地面积而言，汉诺

威地区饲养的牲畜相当少（0.5 个大牲畜单位/公顷）。畜牧业以牛奶和猪肉生产为主。 

在农业生产方面，优化种植和管理，特别是可持续达到的产量以及肥料和饲料的高

效利用对于每千克产品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具有决定性作用。从气候保护的角度看，应优

先将有利的、产量稳定的土地用于跨地区市场。 

加强消费者对区域性和季节性食品的购买。运费按距离和运输量计算。主要是空运

造成了最大的排放。 

 

以下研究的结果被纳入了关于满足目标路线图中采暖需求超出部分的情景计算考虑

（见第 8.5 节）。 

研究（3）：汉诺威市和地区气候中和的废水和废弃物处理——改变利用方式的减排潜力

估算 

执行：汉诺威大学城市水资源管理和废弃物技术研究所（ISAH）；2050 莱布尼茨能源研

究倡议；Dirk Weichgrebe 博士，Ralph Zwafink 

执行时间：2013 年 9 月至 2014 年 10 月 

内容：回答了以下问题：各个处置领域在发展气候中和地区的道路上可以做出哪些贡

献？有哪些潜力可以跨行业利用？可以发掘哪些减排潜力？目标是揭示汉诺威地区乡镇

废水和废弃物处理的适当措施和潜力，以在 2050 年实现处置产业气候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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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删减版；详细介绍参见网站 www.klimaschutz2050.de 的“成果”栏目） 

汉诺威地区的乡镇废水处理在 2012 年造成的二氧化碳排放当量为约 42000 吨 CO2-

eq/年。随着措施的落实，2050 年预计将产生二氧化碳排放当量约 24000 吨 CO2-eq/年。

汉诺威地区的废弃物处理在 2012 年造成排放约 153000 吨 CO2-eq/年。通过实施以下措

施，2050 年的二氧化碳排放当量将是负数，约为-5000 吨 CO2-eq/年。 

废水处理方面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当量的措施： 

 对所有污水处理设施进行污泥厌氧处理和沼气利用，获取能量； 

 适当进行遮盖和废气处理，避免温室气体产生； 

 对产生的全部水处理污泥进行加热利用，产生能量； 

 利用污水管网的废热。 

废弃物处理方面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当量的措施： 

 填埋场表面完全密封； 

 建设“零垃圾”社会； 

 生物垃圾发酵处理，利用生物沼气。 

通过将废水及废弃物处理中的物质流和能量流相结合，还有进一步减少二氧化碳排

放当量的潜力。可以考虑的措施有： 

 利用废热干燥水处理污泥； 

 将生物甲烷输送入燃气网络； 

 特殊废弃物在空闲的发酵池中共发酵； 

 对氮和磷的营养物质联合回收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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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气候中和的日常生活  

 

汉诺威地区制定了雄心勃勃的接近气候中和的发展目标。经过计算情景路线图（见

第 8 章），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仅仅通过技术进步和能源效率是无法实现这一目标

的，还需要公众转变意识，践行气候友好型生活方式：口号是“美好生活在于质量而非

数量”。 

改变习惯，领会新的行为方式，更改生活方式，这是一个艰难漫长的过程——需要

有好的榜样和推广者。 

 

9.6.1 2050 年的（主要）假设情景 

对于情景路线图的计算（见第 8 章），在莱比锡能源研究所和战略小组的成员之间

商定了气候中和的日常生活方面的具体效率和适量假设。下表中显示了决定性假设： 

 

表 15：与 1990/2010 年相比，2050 年趋势更新和 2050 目标路线图的情景计算结果：私

人家庭生活中的效率和适量假设64 

 

表中区分了技术进步（=效率）和行为改变（=适量）所导致的节能效果。一般趋势

假设认为，人均居住面积平方米数将不断增加，在 2050 年达到 51.7 m2。在这一目标路

线图中，对汉诺威地区的假设是，这一稳步增加的趋势将在 2020 年达到最高点并在此后

保持稳定，因此到 2050 年，这里的平均居住面积只有人均 48.1 m2。 

  

                                                           
64
来源：莱比锡能源研究所 2014。 

消费部门：私人家庭 2050趋势 2050目标路线图
效率假设

节能电器1
比例适中的最

佳设备2 仅最佳设备

适量假设
用户在室内采暖方面的节约行为：-1°C [单位：%] - -6
无可比的居住空间增加（2020年起）
[单位：qm/EW]

51.7 48.1

减少电器配备[单位：%] - -5
用户在电器方面的节约行为[单位：%] - -5

1 Prognos和生态研究所：《德国模式。至2050年的气候保护：从目标开始考虑。德国世界自然基金会
委托研究》。巴塞尔/柏林，2009。

2 最佳设备在能效评估中取得了最佳分数（例如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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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与 1990/2010 年相比，2050 年趋势更新和 2050 目标路线图的情景计算结果：交

通领域的适量假设65 

 

对于交通部门同样考虑了行为的改变。2050 目标路线图的假设是，与全德国的 2050

年趋势假设相比，汉诺威地区购买的进口商品，如热带水果等，可以减少 25%。 

 

9.6.2 措施建议  

2050 年气候中和的日常生活将与现在的生活方式有着明显的不同。这需要实施大量

的适量措施，这些措施应涉及住房、消费、饮食和教育等生活中最重要的领域，并能够

对本地区民众产生广泛的影响。 

下面是对主要措施及其示范实施手段的总结。各个战略小组的具体成果详见网站

www.klimaschutz2050.de 的资料记录。 

 

住房 

日常生活的很大一部分都是在自己家里的活动。每个私人家庭都可以自己实施具体

的气候保护措施。扩大和新开发出针对私人家庭的咨询宣传活动和训练指导服务将对此

提供支持。重要的是促进可再生能源的接受度和高效利用。 

在现有促进机构提供的服务中，未来要加强确立适量观点。未来的资助方案和气候

保护方案更要做到只对基本标准或基本需求进行激励（例如只对每个居民最大的居住面

积）。在普通住房建设中，集体空间将成为标准，以减少人均居住面积，支持人们构建

社交网络。 

在向着新的适量及协作生活方式发展的运动中（特别是在一个老龄化社会中），社

区邻里关系具有决定性意义。要在新建建筑以及现有的社区中，发起并支持创建有全职

人员照看的会面空间和社区邻里网络。 

要以合适的措施、咨询、制度支持及资金支持促进有针对性地支持并培养社交能力

的居住形式。 

 

消费 

每个消费决策都有生态影响。只有很小一部分消费是用于满足基本需求。这方面的

措施要开始通过加强共同使用产品和服务而帮助避免消费。产品的二次利用/回收利用和

多次利用有助于气候保护。业余时间的安排，例如体育、旅行和出游活动，必须是可持

续而具有吸引力的。这些措施通过以下示范性列举的手段得到支持。 

要资助子方案，如工具交换、维修咖啡馆、村庄小店、集体花园、集体住宅、市民

太阳能设施等。地方政府方面要提供汽车共用需要的停车位，优先使用以合作社或公益

方式组织的系统。 

                                                           
65
来源：莱比锡能源研究所 2014。 

消费部门：交通 2050趋势 2050目标路线图

个人机动交通车辆保有量减少 0 -20

减少的航空交通 0 -15

进口商品减少 0 -25

适量假设，与2050趋势相比的变化幅度[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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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资助“公平购物”方案（上门收取家具而不是作为大型垃圾）。针对开放回收站

作为市场要拟定一个方案。 

非政府组织与乡镇政府合作开展共同资助项目。公众和志愿参与将获得更高的公开

认可，成为“理所当然”。 

如果每个人都能计算并改善自己的个人碳足迹，可以支持具体的气候友好型消费决

策。 

通过地区空间中附近的休闲服务和良好的逗留质量促进可持续的休闲活动。 

在一项研究中搜寻气候中和生活方式的积极范例，审查其在本地区实施的可能性。

继续开展关于良好生活的对话，并转化为规划愿景。 

 

营养 

将饮食转变为气候友好型的生产和烹饪，需要教育领域中的不同措施并且与本地区

食品生产密切相关（见第 7.5.2 节）。因此，战略小组提出了手段建议，在城市周边有针

对性地支持当地的气候友好型食品生产。地方政府促进并扩大城市和社区支持农业。促

进并扩大接近自然的园林工作。 

食堂、餐馆、高校和零售业获得培训服务。在市政厅食堂和学校食堂的试点项目中，

展示如何将大厨房服务改为提供有机膳食（尤其是素食/绝对素食）。 

在商业和私人家庭领域，计划的措施旨在减少食品垃圾，减少对具有严重气候影响

的食品消费，如奶制品、肉类和冷冻产品。 

 

教育 

教育必须优选减少和适应：其中包括减少气候损害（可持续性）和适应不可预料和/

或不再可变情况的能力（弹性）。为了培养这些能力，儿童需要很强的自我价值观，这

可以通过积累能够改变一些东西的经验来发展（自我效能感经验）。 

中小学校促进各代人和各种文化之间的共存，例如通过（跨文化小组的）老年人和

年轻人的会面活动。 

对于中小学校、地方政府、大学和其他教育机构，由非政府组织、教育机构、师资

力量和教育学家、中小学生、科学界、文化部等等拟定服务学习方案66。 

由传播者做出加强气候意识的榜样，支持在社会上确立气候友好型的态度和行为。 

通过建立社区学校打造出一个新的学习环境，使学习者坦然接受各种解决途径。通

过“点对点法”（对等通信）减轻“师资”负担，让他们自己成为学习者。学校是在其

内部和与所在片区的其他机构是跨专业联网的。 

为了接触到成年人，要采取措施提高他们对此课题的重要性和自身行为的意义的意

识。另一方面，要对行为做出具体的鼓励。这些鼓励应调动积极性，克服现有的惯例，

尝试并巩固新的气候友好型行为方式。 

 

参与 

                                                           
66
服务学习基于理论和实践的交叉，使得创造性的问题解决策略成为可能。这种理念注重在问题情况下拟出

之前完全不知道的解决方案。服务学习是一种经验导向的教育理念，培养人们的自信心和自我价值观，使人

们学会为自己和他人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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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改变了的日常世界的要求是极为巨大的，要求民众付出一些代价。因此，不让

民众产生一种感觉，自己被“上面”要求了不切实际的东西，具有核心意义，而是要让

他们自己参与必要变化的发展、布局和实施。对于社会作为整体，如果许多人都贡献出

自己的不同的能力、经验和视角，就是一个巨大的胜利。通过共同承担责任，形成一个

可以信赖的集体。 

在一个多级过程中，与感兴趣者共同从总体规划的规定中开发并推动可行的方案与

项目。 

 

 

 

9.6.3 气候、艺术、城市——2013 年 9 月 21 日的一场研讨会  

依照战略行动领域“气候中和的日常生活”的课题，在编制方案时将焦点聚集在

“文化和可持续性”方面。为了接近课题范围和相关专家，和汉诺威市文化办公室举办

了一场为期一天的研讨会，下面将对此进行介绍。 

对于在 2050 年实现气候中和社会这一目标，呼吁所有社会领域——其中也包括文化

领域，提出自己的想法和项目。近年来，文化领域在全德国实施了众多项目、展览、教

育计划和系列讲座，获得了巨大的社会反响，探讨了可持续性课题的文化和美学维度。

在“气候保护百分百”总体规划的范围内，汉诺威市文化办公室于 2013 年 9 月 21 日邀

请报告人到艺术家之家参加会谈和报告。 

来自汉诺威艺术和可持续发展领域的 120 多人以及专题战略小组的成员与所邀请的

嘉宾共同就与可持续性和气候保护相关的文化领域潜力、前景和“最佳实践”案例进行

了讨论。同时，此次研讨会也启动了一个艺术合作项目，并推动“文化和可持续性”主

题在国际层面上形成网络：在汉诺威及其伙伴城市（预计有布里斯托、波兹南和鲁昂）

之间。之后，国际伙伴汇聚一堂，为 2015 年的一个招标项目确定主导思想。长期目标是

促使形成一个关于文化和可持续性课题的伙伴城市网络，促进在伙伴城市中和伴城市之

间开展关于文化多样性和 21 世纪议程等主题的交流。 

  

行动主体目标举例： 

福音路德派教会参与直至 2050 年的改变过程，以和其他社会政治行动主体，如非
政府组织和地方政府合作和对话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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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跨区域政策措施/框架条件 

 

战略小组制定了 2050 汉诺威气候中和区域愿景，包括地方和区域性的实施措施及构

想（见第 7 章）。其实施所必需的很多框架条件在区域层面无法解决，需要区域、州、

联邦甚至欧盟层面的协同决策。 

本章将按照战略行动领域的分类（见第 9 章），对这些跨区域的政策措施和框架条

件加以阐述。文中制定了和各行动领域直接相关的措施，并提出“要达成目标，实施这

些措施，我们需要做什么？” 

有些框架条件适用于所有行动领域，因此在主题段落之前加以阐述。专题战略小组

定义了下列通用和必需的框架条件： 

(1) 法定的气候保护要求和框架条件的可靠性、可持续性及相关的促进措施是经济投

资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首先包括所有层面对气候保护有约束性的、长期的政策

决议，也须适当考虑到社会兼容性的特定方面，如居住空间的现代化及未来技术

的发展。 

(2) 为实现各自职权范围内的气候保护目标，联邦和州政府应以身作则、坚持不懈。 

(3) （环境）政策需要一个完善的措施遏制反弹效应，保证提高能源效率的措施能发

挥其最大效力。 

(4) 二氧化碳减排成本和气候变化的外在成本应计算在产品和服务的价格中。 

(5) 联邦和各州层面应该重点着眼于能源效率，包括鼓励和规范家庭、企业和公共机

构的措施。通过应用诸如领跑者原理，鼓励生产者进行能效方面的创新。 

(6) 全面综合部署、持续促进所有关于能源转型及气候保护的主题研究及发展计划。 

 

关于其他通用框架条件的具体要求，本章将就各个行动领域（见第 9 章）做出相应

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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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能源供应  

欧州和联邦政府应针对能源市场制定国家级的框架政策，以实现气候保护、能源供

应安全和提升宏观经济效益的目标。优化能源网络的具体工作由地方政府负责。同时明

确国家和地方层面对能源转型这一国策所承担的不同责任。能源转型中大量的资金投入

不可或缺，需要一个至少 20 年不变的计算依据。对储能、电网等基础设施的投资，对新

能源的投资以及对能源安全的保障都需要按国民经济原则进行分析，并引进新的市场机

制来配合。为此，必须建立一套高效的二氧化碳控制机制。 

能源转型的成本（如目前的电价组成部分，包括可再生能源附加费和电网过桥费）

分摊需要重新调整。新的成本分摊需要让相关能源生产和使用单位参与承担，协调社会

各阶层和经济各领域，保障公平公正。 

在可再生能源扩建的配套工作中，要保证电网接入和系统整合的可持续性。使用可

再生能源的电力供应系统（包括能源生产、电网、储能设备和电力控制）应具备提供系

统服务的能力，才能成为未来能源系统的领导者。 

网络扩建和运营方面，应保证所有输电网运营商跨州、跨企业紧密合作。监管部门

应出台政策，促进电网更新。 

在联邦政府层面需要创建可持续的框架条件，促进替代燃料的使用，如混合动力、

沼气和氢气等。 

 

10.2 空间和交通  

为打造地区和城区的宜居空间，需要联邦和各州层面出台坚定的保护气候的国土规

划和建筑法。需要制定有约束力的指标（如配额），优化国土使用和优势地区的发展。 

可持续的国土管理需要财政支持，如新的资助政策或税收优惠。同时需要避免不良

的补贴/优惠（如公车特权）。荒地修复和提升内在发展潜力方面的咨询和资助同样不可

或缺。 

为推进汽车共享的普及，须在公共空间建造停车位。须取消自有地产上建造停车位

的义务。需要在道路交通法和建筑法中加入鼓励汽车共享的框架法规。 

为促进电动交通，须建立相应的法律保障，如提供税收优惠或带有充电装置的优惠

停车服务。 

交通基础设施投资是发展绿色交通至关重要的框架条件。无论客运还是货运条件都

需要得到改善。联邦交通线路规划应完善相应的既定目标。换而言之，消除既有的联邦

层面、内河航运（船闸）及轨道交通（实现客运和货运网络的优化设计、加强其他运输

方式与港口的对接）方面的限制，并提供足够的财政支持。尽量避免新建。在展开扩建

交通线路的工作中，应优先整合现有基础设施，而不是新建。 

轨交网络运营商应会同相关方面拓展思路，尝试在轨道扩建、轨交与其他运输方式

对接方面新的融资模式。比如：开放新的企业参与到区域交通的运营。轨交网络尤其需

要规划方面的保证。应在不牺牲公众参与的情况下尽量缩短规划和新运营商准入的时间。 

 

10.3 建筑能效  

唯有长期有效、简单易行的节能条例及相关标准才能提供规划方面的保证。法规应

促进既有建筑到 2020 年实现部分和全部翻新改造的目标，节能法规和相应标准应兼顾原

有建筑风貌的保存和新建筑的需求。为达到既有建筑节能改造的基本要求，必须开发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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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的实施方法来实现节能改造的要求和规定。对于新建非住宅建筑，须提供技术规范，

并优化审批流程，以实现这些非住宅建筑的气候中和目标。 

对既有建筑改造必须实行税收减免政策。 

联邦、各州及德国复兴信贷银行（KfW）应提供持续、长期的资助并简化申领程序。

下萨克森州将住房促进部门和城市发展部门的职权联系起来是一个很好的典范。另外，

住房资助应尽量划拨给既有建筑的改造工程。对业主联合会所属的住宅楼来说，州政府

应该会同复兴信贷银行共同制定简化通道方便这部分业主的建筑改造工作，因为目前业

主只有通过复杂的土地证抵押才能获得复兴信贷银行的贷款资助。 

针对灵活的合租房和其他形式的合住，政府需要出台新的有关社会福利房建设、资

助机构（如下萨克森州投资促进银行及复兴信贷银行）的框架政策，以支持合作社和其

他集体住房项目的建筑节能改革。住宅项目中涉及老年公寓的部分，应修改当前下萨克

森州住宅法(NheimG)以符合老年人住房的要求。 

另外还需研究如何将经济调控的方式引入到建筑节能改造中。比如建立一个能效措

施促进基金，此基金可通过征收化石能源初级和终极消费税筹措资金。 

楼宇技术的标准一般由标准委员会制定。为避免利益操纵，未来应推广独立制定标

准的做法。此标准应包含气候保护的目标定义及可持续的生命周期计算值，标准内容应

进一步简化。 

楼宇技术的使用允许用户有操作错误—这种设计概念是今后研究和发展的方向。它

能显著提高节能措施的实际应用效果和推广程度，比如：对用户来说简单易懂的楼宇技

术手册。 

 

10.4 经济 

企业能源咨询和采用能源管理系统需要联邦和州政府额外的资助和鼓励。 能效措施

需要额外的税收刺激。企业自愿建立的经济效益联盟、ISO5000167的应用以及复兴信贷银

行的优惠贷款必须固化并推广。所有企业都应强制实施环境管理或能源管理系统。 

应进行全国范围的节能咨询和宣传，强化企业进行利于气候保护的采购和投资意识。

固定资产、生产设备及配件的能效应通过标识系统/能效标签进行标识。应简化耐用品的

折旧规则及公共采购政策。 

换而言之，对企业/企业各部门的经营（经营碳足迹）和产品价值链环节（产品碳足

迹），应强制导入标准化的碳足迹标识系统。应采用激励模式，给予耐用品一定优惠。 

 

10.5 区域经济循环/废弃物管理  

应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产品信息的透明化，如通过建立透明的计算模型实现（全球）

产品“生态背包”68的可追踪化，让消费者对购买的产品了如指掌。食品业的循环和梯级

使用应当予以立法。同时加强循环经济法的执行力度，加强区域的物料循环。制造商在

挑选建筑材料、制造产品和选择物料时有义务检验其后续使用条件和材料的可分离性。 

                                                           
67

 ISO 50001 是全球通用的资助社会组织建立能源管理的标准。能源管理系统的导入原则上是自愿

的，法律上没有认证的义务。但在德国，获得 DIN EN ISO 50001 认证是企业，特别是高能耗企业

获得部分豁免分摊税（依照德国的可再生能源法）的先决条件。 

68生态背包是代表在生产、使用和处置某个产品/某项服务时所消耗资源数量的一个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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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诺威设计原则69应成为每个产品设计的基本原则，从而实践从摇篮到摇篮模式。 

可持续农业需要有效资助。只有符合全体社会群体的利益，才能给予补贴。这些利

益包括社会层面、生态层面和动物健康/正确的动物饲养各个方面。农业家畜饲养要符合

伦理标准，尤其要保证家畜的安康。 

为降低食品的抛弃率，避免不必要的包装垃圾，需要修改卫生条例。终端客户应该

利用大包装及补充装。应审查新鲜食品外观标准体系。 

 

10.6 气候中和的日常生活  

个体在日常生活中实现气候中和需要社会的变革。需要尽早从小学开始，建立互补、

合作的社群文化，相互学习，对此承担更多的责任。 

每个地区居民总的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应尽量透明化并及时公布。 

实施四天工作制及无条件获得基本工资的制度，为实现气候中和的志愿工作打开新

的时间窗口。 

应从学校开始，将可持续发展的教育原则作为基础概念加以贯彻。幼师和教师培训

应增加全面气候中和的思考方式（遵循可持续发展教育原则）。首先要培养老师的实践

动手能力，而不是单单传授知识。 

下萨克森州文化部应在 1 至 10 年级增加“日常和营养经济”学科，从而将营养意识

和营养知识尽早贯彻在教育之中。 

  

                                                           
69汉诺威设计原则是 William McDonough 和 Michael Braungart 为 2000 年世界博览会开发的环境准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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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公众对话 

 

2050 汉诺威地区“气候中和社会”是怎样的一幅远景？为实现 2050 气候中和区域，

每个人的日常行为应该做出什么改变和调整？有哪些机会和措施？为使汉诺威地区民众

接受这些日常生活方式中的改变并坚持贯彻执行，我们需要做什么？ 

带着这些疑问，2013 年春季到秋季组织了丰富多彩的专题研讨会、会议、社区对话

等活动。在此期间讨论和尝试了公众参与的手段和方法，也收集了民众的想法和愿景。 

 

11.1 州首府汉诺威  

为践行公众对话，州首府举办了一系列大会、小型研讨会和公众对话，探讨和实践

了公众参与的方法。本系列活动获得了将近 3000 名民众的积极参与。实施本次公众对话

项目的承办单位是汉诺威科学协会。此公众对话项目选择了 3 个城区的 5 个片区作为示

范项目。 

项目举办了 8 场活动，部分活动和既定的片区大会结合在一起。专题研讨会包括在

北城区、南城区、东城区、利摩尔（Limmer）和黑格豪森（Herrenhausen）举办的梦想

生产、造型桌游、创意研讨、社区活动，未来设想研讨会以及交友泡吧花园晚会。还有

戏剧幻影实验室、莱比锡大学举办的学习项目、在“迁徙公园”组织的迁徙文化庆典以

及丰富多彩的跨文化活动日。另外还有一系列青少年研讨会，举办了幻影实验室和角色

扮演活动以及源于 2013 年世博会创意的板式家具实验室活动上的主题演讲。 

所有研讨会的主旨是实现和既定规划及活动的广泛对接。这样可以避免开展和总体

规划无关的孤立活动。执行总体规划关键是后续的访谈，权衡当前的活动中哪些需要政

府出台政策，哪些可以由市政管理者解决，而哪些又是城市即公民面临的挑战。研讨会

结束后需要与那些热衷环保的市民和市政人员共同立项并确认各自职责，才会真正将谈

话内容落实。邀请城市内大量的活动团体，将他们组织起来参与决策，并跟进他们提出

的倡议是决定成败的重要因素。 

公众对话探讨的都是非常具体的实施点子，如利摩尔（Limmer）和黑格豪森

（Herrenhausen）区开展了未来城区生活相关项目的对话。在这些对话的基础上大家收

集了很多想法和创意， 而这些想法也可以为今后其他项目提供素材。 

各种研讨会、会议和活动得到了广泛参与，期间积累的经验将在北城区首个具体示

范项目中得以应用。此项目涉及生活方式、营养、共享、交换、修理和整合/包容等主题。

项目不仅关注循环经济中如何避免产生垃圾、保护资源的问题，而且也在探讨城市人口

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活动中积累的很多经验无法在此一一展开。总而言之，所有活动的参与者，尤其

是汉诺威科学协会、城区管理者及各个机构的热情参与和积极协助是此次活动取得巨大

成功的坚实基础。 

活动的汇总报告详见网站 http://www.klimaschutz2050.de 的资料记录。 

 

11.2 周边乡镇  

争取周边乡镇民众的参与没有统一的模式，更多是取决于各个城市及乡镇的实际需要。

有些乡镇采用了既有乡镇气候保护行动纲领的机制，以便更好地对接和执行既有的行动。

其他乡镇则决定锁定新的行动范围及目标群体。乡镇民众的参与促成了针对各个年龄段

的丰富多彩的行动、宣传、竞赛及信息交流。 

http://www.klimaschutz2050.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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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活动都采用了大规模应征模式，期间市长、能源和环境企业及气候保护管理者和

民众直接对话，发送电邮、信件和明信片，制作新闻通告、海报、传单，甚至在互联网

上公布了 YouTube 视频。各乡镇举办了下述活动： 

 

布格多夫市（Burgdorf） 

布格多夫市政委员会通过并颁布了自己的气候保护行动纲领，积极促进被动式住房标准

的新建工程，推行被动式房屋标准。有针对性地为热衷环保的民众、管理者及政要组织

了关于被动式住房的学术活动，包括演讲、经验交流和信息分享等。 

 

布格维德尔市（Burgwedel） 

“布格维德尔之光”行动在周末集市中央举行。协同参与优质气候项目的师生，通过有

吸引力的展示板鼓励民众以书面方式确立自己的气候保护目标和计划。作为鼓励民众的

“启动资金”，向他们赠送了 LED 灯及“气候保护在行动” 宣传手册。超过 50 名学生

参与了此次活动。这些知识传播者，吸引了多数路人对“节能”主题的兴趣。 

 

戈尔登市（Gehrden） 

戈尔登市中心大部分是老建筑，有些是文物保护建筑，对建筑节能改造提出了特殊的挑

战。业主报名参加了“节能及文物保护”信息晚会，有针对性地了解了相关要求（权利、

技术、费用、资助、协调及整建途径）。这个信息晚会是“良好咨询开始啦”咨询宣传

活动的一部分。 

 

伊森哈根乡（Isernhagen） 

为支持气候保护行动纲领的实施，伊森哈根乡邀请著名的电视记者和作家 Franz Alt，以

吸引更多的民众参与区域气候保护行动。讲演活动跨区域举办，全程媒体报道，有 120

多名市民出席。 

 

拉岑市（Laatzen） 

拉岑市在市中心放置了一个一米见方的立体冰块，以引起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注意。要求

民众估计放置 14 天后冰块的剩余体积，为“冰块竞猜”最接近的答案颁发有吸引力的奖

品（冰箱、冷冻盒和太阳能充电器等）。活动共收到了 263 个答案卡，也有众多未参与

竞猜的路人积极咨询了“气候变化”方面的信息。媒体大量报道了此次活动。 

 

雷尔特市（Lehrte） 

为鼓励雷尔特市民积极参与“2050 气候中和区域汉诺威”进程，演讲晚会邀请了

Leukefeld 教授（企业主及能源专家）。60 多名市民了解到，如何高明地通过太阳能，在

电能、供暖及交通方面实现自给自足。众多与会者利用会后的时间，和演讲人进行了深

入的讨论。 

 

吕本山前诺伊施塔特市（Neustadt am Rübenber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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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同自然和气候保护、艺术和文化、能源经济、管理、教育和体育领域的专业人士，鲁

本博格新城市举办了一场气候保护研讨会，聚焦执行阶段，即鼓励积极分子实施重点项

目。研讨会展示了本市“100 棵树行动”。除了约 60 名受邀嘉宾，众多热衷环保的人士

也参与了研讨。 

 

罗嫩贝格市（Ronnenberg） 

罗嫩贝格市在其地方气候保护行动纲领框架内组织了一场公开的、现代化的气候保护研

讨会及气候保护展。主题是面向未来的建筑和现代化，使用可再生能源（尤其是太阳

能）、热电联供、能效、交通和环境建设。展望未来，制定了罗嫩贝格 2050 愿景。 

 

希尔则市（Seelze） 

响应“如何打造明天的交通方式”的口号，希尔则市 Goerge-Buechner 中学约 20 名青少

年参加了题为“青少年和交通”的未来研讨会。年轻人首先共同甄别并批判性地思考了

当今交通方式所带来的问题，然后和政界人士共同讨论了服务未来、可持续的替代交通

方式，最后在家人、老师、专业人士和市长面前汇报了未来研讨会的成果。 

 

森德市（Sehnde） 

在森德市中心广场举办了题为“电动自行车”的行动日活动。电动自行车充电站落成仪

式成为本次活动的亮点。活动吸引了众多积极分子参与和骑行有关的各类活动，有 100

多名嘉宾到场助兴。部分活跃的地方政界人士利用本次机会，和市民一起沿固定路线在

内城骑行。此次活动在当地媒体中引起了热烈反响。 

 

维德马克乡（Wedemark） 

约 500 名五年级到九年级的小学生参加了“印上生态的足迹-美好未来”活动。这个活动

的主题和重点是对正在运行中的、为期三年的名为“维德马克能源狐狸”的环境保护项

目的完美补充。此项目的目标是通过改变用户行为、教育及低额投资措施降低乡办学校

和幼儿园的电能消耗。 

 

维尼森乡（Wennigsen） 

通过“维尼森的太阳能孩子”行动，进一步呈现了太阳能从生产到消耗的过程。其中包

括为学生们购买了太阳能试验套装。师资力量跨校调配。此试验套装后来还作为“世界

遗产维护”展的内容在下萨克森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学校展出，呈现在更多的公众面前。 

 

于策乡（Uetze） 

在附近的疗养区伊莉恩湖（Irenensee）及与之相连的施普雷林湖（Spreewaldsee）居住

区，夜间电能-存储供暖是当地重要的供暖方式。通过计划实施的“伊莉恩湖/施普雷林

湖节能型社区方案——社区框架下有利于气候的能源供应”项目，尤其是结合建筑外墙

改造工程，找出示范性节能方案。没有公众的参与和投资，此项目将无法取得成功，因

此本活动开展了对 500 多个家庭的问卷调查，收集了他们的愿望和需求。在接下来的信

息交流活动中，有针对性地提出可行的下一步行动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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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斯托夫市（Wunstorf） 

文斯托夫市政府会同 IGS 和涂鸦艺术家 Ole Görgens 在教堂前的广场上发起了一个气候保

护共同行动。行动目标一方面是对 IGS 的移动气候保护办公室做艺术改造，另一方面是

介绍“良好气候团队”的气候保护行动以及推介宾恩股份公司。活动由当地媒体全程报

道，文斯托夫市所有学生应邀参加。由于选择中心地段，除了学生这个目标群体，还额

外吸引了 300 多名路人的参与。 

 

通过丰富多彩的活动，共吸引了 2000 多名市民参与其中。尤其令人欣慰的是，人们跨乡

镇申请和出席活动。最后要强调的是，不只直接参与活动的人员关于气候保护和变化方

面的意识得以提高，而且他们将来会向其他人群进行进一步的知识传播。这些活动将是

后续行动和规划的起点。 

 

11.3 中小学生 

2013 年共在汉诺威的学生中举办了 9 个不同层次、关于气候保护和地区气候变化的活动。

活动的高潮是来自挪威和格陵兰岛的同龄气候见证者报告，讲述他们国家的气候变化。 

活动的核心问题是，实现向气候中和区域汉诺威转型过程中，目标群体青少年应以何种

形式参与其中。受汉诺威市政府委托，和不同类型的学校，如完全中学、高级中学及职

校等举办了青少年研讨会。讨论小组从人数较少的 5 人小组到约 60 人的大组，就以下主

题做了深入的讨论和梳理： 

- 迄今为止未达成气候保护目标的原因 

- 地区发展回顾 

- 未来愿景 

- 线上民主的可能性 

- 通过角色扮演，讨论虚拟的政策方针 

- 测试二氧化碳计算器的结果并做出严格评估 

- 制定个人二氧化碳减排计划 

- 向汉诺威地区提出的要求清单 

显而易见，除了节约能源和资源、推广可再生能源，青少年非常关心的话题还包括：为

节能放弃或改变舒适的消费模式、能源自给、线上民主及在社会和全球范围内的公正性。

此外，青少年们深入研究了公共客运短途交通、生态产品及可再生能源的高昂成本，并

对气候保护目标提出了质疑。 

活动显示，青少年对未来进行设想时超越不了自己的实际生活。因此他们很难提出愿景

和未来方案。另外，他们也不了解消费与气候保护或营养与气候保护之间的联系。 

 

11.4 建议 

结合汉诺威市民参与会议、研讨和对话的经验，我们的建议如下： 

必须培养和保持参与文化。不言而喻，在重大进程中应认真听取公众意见。 

政策和管理机构应采用相应的工具和审查方式制定参与流程，使之制度化。应推行无等

级化参与，并认真对待民众参与。对参与者的信任不可或缺，同样也要权衡利弊，推进

转化活动成果，从而赋予民众部分自主活动权。 

相反也需要民众有积极参与的意识，并接受民主决议。 

创建框架条件，强化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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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一个在制度框架内可以管控的公共空间，以承载生活方式转变及相应价值讨论等主

题。 同时要树立榜样和良好示范（共同承担对公共财产的责任、为自己的行动负责等方

面的社会实践），撰写“碳中和社会转型”绿皮书。促进实施过程中广泛的地方和区域

交流，提供固定活动场所，如公开的学习场所。在公共机构的支持下建立可持续的教育

机制，如开创名为“责任”的校园项目。区域和地方可持续发展的教育蓝图可通过一个

服务代理机构建立平台。 

根据周边乡镇在总体规划制定进程中针对气候保护所开展的活动，提出如下建议： 

持续推进各项行动是众望所归。合办活动、彼此互评、共同宣传对节省时间、降低费用

多有裨益。这需要启用中间机构（如汉诺威地区气候保护机构）及熟识当地实际情况的

个人。多地推行的 21 世纪议程大有裨益，也可设立乡镇气候保护经理，作为当地的“管

理员”。 

青少年参与的结果显示，活动要有创造力，尤其是涉及不同年龄段的，建议采用精彩对

话形式引起青少年的兴趣。最好将学生自己的生活环境和气候保护联系起来。原则上讲，

持续在青少年中开展气候保护活动是现实生活中学以致用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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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除了战略小组成员名录，还附有一份词汇表和文献目录。 

各战略小组详细结果的全面资料记录，同期研究以及关于情景测算的完整报告被集中放

在网上，可通过项目网站 www.klimaschutz2050.de 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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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小组成员名录 

 

 

机构 姓，名 

情景战略小组 

e4-Consult 工程师事务所 von Krosigk, Dedo 

汉诺威集中供暖研究所 Kahle, Matthias 

汉诺威集中供暖研究所 Würz, Matthias 

hannoverimpuls 经济促进公司 Hagemann, Gernot 

建筑研究所 Böhmer, Heike 

汉诺威地区气候保护机构 Dietrich, Christiane 

汉诺威地区气候保护机构 Scheerer, Udo 

州首府汉诺威，选举和统计 Schaper, Frauke 

2050 莱布尼茨能源研究倡议 Schöber, Volker，博士 

汉诺威大学，开放空间发展系 Prominski, Martin，教授 

奥斯特法利亚应用科技大学 Schmidt-Kanefendt, Hans-
Heinrich 

汉诺威地区政府，环境专业处 Meinecke-de Cassan, Hendrik 

汉诺威地区政府，经济促进处 Meyer, Rainer 

Siepe 能源咨询 Siepe, Benedikt 

  

能源供应战略小组 

alfasolar 有限公司 Denz, Martin 

AS Solar 有限公司 Pommerien, Gerd 

AS Solar 有限公司 Walkling, Michael 

Borderstep 创新和可持续发展研究所 Clausen, Jens，博士 

市民自发环境保护协会 Strobach, Ralf 

Avacon 股份公司 Gross, Thorsten 

Avacon 股份公司 Simon, Fran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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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W 废弃物能源有限公司 Bösing, Rüdiger 

汉诺威集中供暖研究所 Kahle, Matthias 

汉诺威集中供暖研究所 Mölle, Matthias 

汉诺威地区气候保护机构 Müller, Eike 

汉诺威地区气候保护机构 Sahling, Udo 

2050 莱布尼茨能源研究倡议 Schöber, Volker，博士 

LENPower 有限公司 Niescken, Nils 

汉诺威地区自然能源合作社 Walter, Christian 

proKlima——enercity 基金会 Halfpaap, Harald 

罗嫩贝格市（Ronnenberg） / 罗嫩贝格供电供水公司 Unterricker, Andrea 

汉诺威市政公用事业股份公司 Andresen, Thomas 

汉诺威市政公用事业股份公司 Scheloske, Stefan 

森德（Sehnde）市政公用事业有限公司 Jankowski-Zumbrink, Frank 

施普林格（Springe）市政公用事业 Rohmann, Helmut /Michallik, 

Jörg 

Windstrom Stölzel, Sven 

Windwärts 能源公司 Schulze, Lothar 

  

  

  

机构 姓，名 

空间和交通战略小组 

下萨克森/萨克森-安哈特德国汽车俱乐部（ADAC） Mohr, Thomas 

德国自行车俱乐部（ADFC） Erbstößer, Peter，博士 

空间研究和土地规划学院（ARL） Hülz, Martina，博士（第 1+2

次会议） 

下萨克森建筑师商会 Seidel, Oliver 

B.A.U.M.协会汉诺威办事处 Brübach, Die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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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ms!（“不开车，享福利”项目） Pudimat, Elisabeth 

德国环境与自然保护联盟（BUND）汉诺威地区协会 Dahl, Silke 

市民自发环境保护协会（BIU） Schwartz, Thomas，博士 

德国交通守卫汉诺威市协会 Leonhard, Marion（第 1+2 次

会议） 

汉诺威-朗根哈根机场有限公司 Vehling, Stefanie 

于策（Uetze）乡 Gerberding, Markus 

维德马克（Wedemark）乡 Schultz, Oliver 

大汉诺威交通有限公司（GVH） Hannak, Eva 

汉诺威手工业商会 Colberg, Rosemarie 

hannoverimpuls 经济促进公司 Hagemann, Gernot 

ifbb——公民参与研究所；汉诺威大学法学院 Stender-Vorwachs, Prof. Dr. 

Jutta ，教授 

汉诺威工商会 Bebek, Christian 

汉诺威工商会 Wagner, Frank 

“气候变化后果研究——下萨克森州气候适应情景”

（KLIFF），“KLIFF 项目成果在下萨克森州空间规划中的实施”

（IMPLAN），转 ARL 

Franck, Enke 

汉诺威地区气候保护机构 Söhnholz, Heiko 

州首府汉诺威，规划和城市发展专业处 Leidinger, Thomas 

州首府汉诺威，环境和城市绿化专业处 Kirscht, Elisabeth 

州首府汉诺威，环境和城市绿化专业处 Kuczma, Norbert 

下萨克森州交通守卫协会 Zieseniß, Cornelia（第 1+2 次

会议） 

汉诺威大学，社会学系 Hieber, Lutz，教授 

汉诺威大学，社会学系 Wohler, Ulrike ，博士 

汉诺威大学，设计与城市建设系 Mlecek, Miriam 

汉诺威大学，环境规划系 Scholles, Frank，博士 

生态城市协会，拼车项目“teilAuto” Meiseberg, Cheryl A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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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诺威警察总局 Buchheit, Thoma / Trinks, 

Peter 

汉诺威 RegioBus 地区巴士有限公司 Niemann, Gertrud  

汉诺威地区政府，经济与就业促进专业处 Meyer, Rainer 

汉诺威地区政府，地区规划团队 Janssen, Solveigh，博士 

汉诺威地区政府，地区规划团队 Wegner, Christiane 

汉诺威地区政府，交通专业处 Geschwinder, Klaus 

汉诺威地区政府，交通专业处 Göbler, Tanja 

汉诺威地区政府，气候保护指挥中心 Busch, Katja 

SRL——城市、地区和州规划联合会 Schroeder-Baumgart, Reinhart  

朗根哈根（Langenhagen）市 Löbermann, Sandy 

  

  

  

机构 姓，名 

雷尔特（Lehrte）市 Hübner, Lara 

吕本山前诺伊施塔特（Neustadt a. Rbge.）市 Nülle, Kai 

施普林格（Springe）市 Leyers, Claudia 

文斯托夫（Wunstorf）市 Pfadenhauer, Peter 

üstra 汉诺威交通企业股份公司 Ambrosius, Christa 

üstra 汉诺威交通企业股份公司 Ernsting, Jens 

VCD——德国交通俱乐部 Ganseforth, Monika 

  

  

建筑能效（GEE）战略小组 

下萨克森建筑师商会 Blencke, Angelika 

德国联邦自由不动产及住房企业联合会（BFW）下萨克森/不来

梅州协会 

Huber, David Jaco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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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TA 能源有限两合公司 Ibrügger, Eva 

DMB 德国租房者联盟汉诺威协会 Lohoff, Stephan 

DMB 德国租房者联盟汉诺威协会 Fries, Randolph 

建设与住房公司（GBH）Vahrenheide 租房者服务有限公司 Schneider, Dierk 

GMW 工程师事务所 Grundt, Jens 

Gundlach 有限两合公司 Gerbens, Franz-Josef 

汉诺威手工业商会 Ahlers, Frank-Peter，博士 

房屋和土地所有权 Bergmann, Matthias 

汉诺威应用科技大学，能源和气候保护系 Andres, Sven  

Frederic 建筑研究所 Böhmer, Heike 

汉诺威地区气候保护机构 Felten, Christoph  

州首府汉诺威，建筑管理专业处 Schiemann, Norbert 

州首府汉诺威，规划和城市发展专业处 Schonauer, Juliane  

州首府汉诺威，环境和城市绿化专业处 Kirscht, Elisabeth 

2050 莱布尼茨能源研究倡议 Schöber, Volker，博士 

proKlima——enercity 基金会 Unverzagt, Anke 

汉诺威地区政府，建筑服务部 Kis, Gerd 

Siepe 能源咨询 Siepe, Benedikt 

储蓄建房协会 Probst, Norbert 

汉诺威市政公用事业股份公司，enercity 合同能源管理有限公司 Wellhausen, Sven  

汉诺威大学生服务部 Wente, Wolfram 

vdw 住房和不动产经济联合会 Berens, Jörg 

私人业主联合会 Blumenbach, Tilo 

私人业主联合会 Leukefeld, Dieter 

自有住房协会 Gerlach, Ulrich 

汉诺威市附加养老保险公司（ZVK） Stein, Benja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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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 姓，名 

经济战略小组 

alfasolar 有限公司 Martin Denz 

Bahlsen 有限两合公司 Sascha Hennig 

德国展览股份公司 Detlev Rossa 博士 

汉诺威-朗根哈根机场有限公司 Stefanie Vehling 

汉诺威手工业商会 Frank-Peter Ahlers 博士 

汉诺威 Impuls 有限公司 Hagemann, Gernot 

汉诺威再保险股份公司 Kaetel, Christine 

矿业、化工、能源工业工会 Troglauer, Karl-Hubert 

汉诺威工商会 Bebek, Christian 

江森自控（Johnson Controls）电力解决方案 EMEA Weber, Franziska 

Wahrendorff 医院 Pöser, Günther 

州首府汉诺威，经济促进 Zingsheim, Gabriele 

梅克伦堡保险集团 van Almsick, Werner，博士 

北德意志银行（NORD/LB） Kuhlmann, Catrin，博士 

北德意志银行（NORD/LB） Siemers, Frank 

Herrenhausen 私酿有限公司 Schubert, Sebastian 

诺伊施塔特（Neustadt a. Rbge.）赖夫艾森-大众银行合作社 Muhsmann, Otto 

汉诺威地区政府，经济促进 Meyer, Rainer 

德国理光有限公司 Thies, Kerstin 

汉诺威储蓄银行 Fuhler, Berthold 

汉诺威储蓄银行 Schimmel, Jörg-Peter 

TRW 汽车有限公司 Bronstering, Detlev 

üstra 汉诺威交通企业股份公司 Ernsting, J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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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dsack 出版公司 Krause, Stefan 

汉诺威 VGH 保险公司 Temmen, Uta 

汉诺威 VGH 保险公司 Härke, Ulrike 

Wilkhahn Wilkening und 和 Hahne 有限两合公司 Remmers, Burkhard 

   

  

  

机构 姓，名 

区域经济循环/废弃物管理战略小组 

aha 汉诺威地区废弃物管理专门联合会 Franssen, Astrid  

汉诺威建筑部件交易所，Glocksee Bauhaus 协会 Hentschel, Reiner 

教育及项目生物工坊（成立中） Preißler-Abou El Fadil, Andrea 

德国环境与自然保护联盟（BUND）汉诺威地区协会 Dahl, Silke 

德国环境与自然保护联盟（BUND）汉诺威地区协会 Maurer-Wohlatz, Sibylle 

hannoverimpuls 经济促进公司 Hagemann, Gernot 

IfBB——生物塑料和生物复合材料研究所 Endres, Hans-Josef，教授 

IfBB——生物塑料和生物复合材料研究所 Schmidt, Torsten 

州首府汉诺威，经济专业处，经济促进 Weißenberg, Sven  

农会 Gerlinger, Rainer 

2050 莱布尼茨能源研究倡议 Schöber, Volker，博士 

汉诺威大学，城市水资源管理系 Weichgrebe, Dirk，博士 

汉诺威大学，城市水资源管理系 Zwafink, Ralph  

回收利用缝纫工坊 Kötting, Tanja 

Wandelwerte 协会 Böhm, Birgit 

Wandelwerte 协会 Schmidt, G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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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中和的日常生活战略小组 

Avanti——非教条左翼人士项目，汉诺威地方小组 Eßer, Marten  

bams!（“不开车，享福利”项目） Kreynhop, Nils 

bams!（“不开车，享福利”项目） Pudimat, Elisabeth 

社会学习与交际沟通教育协会 Möhle, Gerald  

德国环境与自然保护联盟（BUND）汉诺威地区协会 Kühnel, Katharina 

德国环境与自然保护联盟（BUND）汉诺威地区协会 Gahrib, Mona，博士 

汉诺威城市发展市民办公室 Fels, Mira  

Ecolog——社会生态学研究与教育研究所 Leist, Jürgen，博士 

Deister 山边能源和环境中心 Walther, Wilfried 

汉诺威市区福音路德派教堂联合会 Ahlers, Botho，博士 

汉诺威自由个人联盟（FAU）地方联合会 Vogelsang, Ingmar，博士 

哲学研究所 Manemann, Jürgen，教授 

汉诺威全球伙伴关系协会 Biedenkapp, Anke  

汉诺威福音路德派州教堂教会服务之家 Menne, Heike 

汉诺威地区气候保护机构 Saudhof, Kathrin  

州首府汉诺威，环境和城市绿化专业处 Wildermann, Susanne 

州首府汉诺威，文化办公室 Millan, Janika 

州首府汉诺威，文化办公室 Siedliska, Agata 

州首府汉诺威，环境和城市绿化专业处 Büsing, Udo 

2050 莱布尼茨能源研究倡议 Schöber, Volker，博士 

德国自然保护联盟（NABU）加布森（Garbsen）市协会和德国自

然保护联盟（NABU）汉诺威地区协会 

Wachtel, Waldemar 

生态城市协会 Meiseberg, Cheryl Ann 

proKlima——enercity 基金会 Weidenhausen, Arndt，博士 

汉诺威过渡乡镇协会 Hadem-Kälber, Daniela 

科学协会 Meiseberg, Thom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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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汇表 

 

老年抚养比 退休年龄人数和劳动年龄人数的比。 

  

从摇篮到摇篮理念 通过“从摇篮到摇篮”理念，利用自然系统智能

开发新产品，以实现经济和自然的和平共处。其

遵循的基本思路是废弃物与食物同样重要。消费

品应进入一种生物养分循环，而耐用消费品则应

在工艺循环中进行组织。 

  

航空交通总周转量 航空交通总周转量是在所考察时间段（年）中运

送的旅客人数/货物总量和所运输的距离（千米）

的乘积计算所得。 

  

货物总周转量 货物总周转量是在所考察时间段（年）中运输的

货物总量（吨）和所运输的距离（千米）的乘积

计算所得。 

  

汉诺威设计原则 汉诺威设计原则是 William McDonough 和 Michael 

Braungart 为 2000 年世界博览会开发的环境准

则。 

  

采暖度日数 采暖度日数为采暖期的所有采暖日中平均室温

20°C 和低于某个特定极限值（15°C）的平均室外

温度之间每天的度数差总和。 

  

制冷度日数 制冷度日数为一天平均室外温度和制冷极限温度

之间每天的度数差总和（见上“采暖度日

数”）。 

  

负荷曲线 负荷曲线（也称负荷概况）系指一段时间内所用

电量的时间变化。通常在一天的时间内有巨大的

波动，并且和工作日有关，各季节也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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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周期评估（LCA） 生命周期评估（生命周期分析或生态平衡分析）

是对产品在整个寿命中的环境影响进行系统分

析。分析对象包括产品生产、使用阶段和处置期

间的所有环境影响，以及与之相关的上下游过

程。 

  

物质流和能量流成本 物质流和能量流成本会计主要分析并评估物质流

和能量流及由此导致的成本，有助于经营性成本

会计的透明化和资源效率的提高。其他信息：ISO 

14051 标准。 

  

非能源活动温室气体排放 非能源活动温室气体包括 CO2、CH4 和 N2O。此

处列举的温室气体在项目范围内进行了计算并换

算成二氧化碳当量。 

  

生态背包 生态背包是代表在生产、使用和处置某个产品/某

项服务时所消耗资源数量的一个象征。 

  

旅客总周转量 旅客总周转量是在所考察时间段（年）中运送的

旅客人数和所运输的距离（千米）的乘积计算所

得。 

  

电转气 电转气指的是利用可再生能源（EE）所发电力通

过水的电解及下游有时进行的甲烷化生产燃气的

化学过程。 

  

反弹效应 效率的提高往往会降低产品或服务的成本，而导

致用户行为发生变化：他们消耗得更多——原本

节约的部分时常被抵消了。这种效应被称为反弹

效应。 

  

服务学习 服务学习基于理论和实践的交叉，正是这种交叉

才有可能产生创造性的问题解决策略。这种理念

注重在问题情况下拟出之前完全不知道的解决方

案。服务学习是一种经验导向的教育理念，培养

人们的自信心和自我价值观，使人们学会为自己

和他人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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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量 适量描述了什么是适当的规模这个问题。生态适

量是一种“生活方式和经济运行方式，不再过度

消费商品亦即材料和能源”。因而生态适量辅助

生态效率和一致性（比较 Linz 2013）。这可以通

过降低对高资源消耗的商品和服务的需求来实

现。 

  

领跑原则 领跑原则规定了（电子）产品市场的概况。在规

定的日期之后，消费最节能的设备将提高为行业

标准，并要在未来的某个规定时间达到这个标

准。 

  

温室气体排放 温室气体（THG）排放是空气中加剧全球变暖的辐

射影响的气态物质。在《京都议定书》中限制的

气体有：二氧化碳（CO2 作为参照值），甲烷

（CH4），一氧化二氮（笑气，N2O），氢氟碳化

物和六氟化硫（SF6）。自 2012 年以来，三氟化

氮（NF3）也被作为温室气体进行限制。项目计算

了以下几种温室气体：二氧化碳（CO2 作为参照

值），甲烷（CH4）和一氧化二氮（笑气，N2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