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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progress report of the project, it analyzed the main stakeholders involved in the 

existing residential buildings energy efficiency retrofit in northern heating district, as well 

as their relationship among and interest/benefit relationship barriers, analyzed the major 

financing barriers in the process of public building retrofit from the view of ESCO; 

analyzed the financing patterns and problems in part of the typical energy efficiency 

retrofits in northern heating region. 

 Financing barriers of existing residential building heating measure energy 

efficiency retrofit in northern heating district. 

1 Cost analysis 

To carry out heating metering measure energy efficiency retrofit of the existing 

residential buildings in the northern district, it mainly includes: energy efficiency retrofit 

of building maintenance structure, indoor heating systems measurement and temperature 

control transformation retrofit, and thermal equilibrium reconstruction of the heating 

source and pipe. 

Depending on the actual engineering calculations, the incremental energy efficiency 

retrofit cost of existing residential buildings in northern heating district is about 

250Yuan/m2, to achieve the goal of 0.15 billion m2 retrofit during 2006 to 2010, it 

requires at least 3.75 billion Yuan. In addition, the related data shows that the incremental 

investment of building envelope energy efficiency retrofit is about 150 Yuan/m2, the 

incremental investment of indoor heating systems and temperature control measures is 

about 50Yuan/m2, the incremental investment of thermal equilibrium transformation of 

the heating source and pipe network is about 50 Yuan/m2.And the incremental 

investments of building envelope energy efficiency retrofit can be divided into: 

incremental investments 40 Yuan/m2 for doors and windows retrofit; 55 Yuan/m2 for 

external wall insulation retrofit; 55 Yuan/m2 for roof moisture-proof insulation retrofit. 

The incremental investment of indoor heating measurement and temperature control 

system retrofit can be subdivided as: 10 Yuan/ m2 for temperature control valve; 20 Yuan 

/ m2 for indoor heating systems; and 20 Yuan / m2 for heat meter installation. 
 

 

 
 



 Table 0-1 Cost of existing residential buildings energy efficiency retrofits 

Existing residential buildings 
energy efficiency retrofit 

Building 
envelope 

Indoor  heating 
measurement and 
temperature control 
system  retrofit 

Thermal equilibrium 
reconstruction of the 
heating source and 

pipe 
Unit cost (Yuan/ m2) 250 150 50 50 
Overall fund needed 
(billion Yuan) 37.5 22.5 7.5 7.5 

2 Stakeholders in existing residential buildings energy efficiency retrofit  

At present, the stakeholders (for investment and benefits) involved in the existing 

residential buildings energy efficiency retrofit in northern China include: the central 

government, local governments, heating enterprises, financing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related companies (mainly ESCOs). 

3 Analysis on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takeholders and the main barriers during 

residential building energy efficiency retrofit 

At present, the existing residential buildings energy efficiency retrofit in China 

mainly include building envelope, heating metering systems, and heating pipe network. 

Due to the differences of the specific reconstruction project, the stakeholders and barriers 

are also different. 

(1) Stakeholders and barriers in energy enclosure energy efficiency retrofit  

 

Figure 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vestors and beneficiaries 

in the process of building envelope energy efficiency retrofit 

The investment recovery period of building envelope retrofit is long, the 

energy-saving effect is not so obvious, and the revenue effect is little. Therefore, the 

building envelope energy efficiency retrofit reflected in more social and public benef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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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s, in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 of these retrofits, there is no separate retrofit project 

on building envelope and the investors are led by the Government o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 general. Market-oriented operation needs conjunction with other 

projects. 

Barriers: the problems with financing investors; the difficulties with local 

co-financing; lending difficult in groups or thermal supplier as the main market-based 

body; the envelope energy efficiency retrofit effect evaluation system is imperfect; and 

people work issues. 

(2) Stakeholders and barriers in heating measures retrofit 

 

 

 

 

 

 

 

 

 

Figure 2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vestors and beneficiaries 

in the process of heating measures retrofit under charge with area 

 

Figure 3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vestors and beneficiaries 

in the process of Heating measures retrofit under charge with h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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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vestor and beneficiary during Heating measures energy 

efficiency retrofit: 

Heating metering retrofit is necessary when to request state funds subsidies. Heating 

energy measures retrofits, mainly retrofit in heat meter household, at present are mostly 

demonstration projects. Because the current heating system is not perfect, so residents 

have no will to install heat meter. 

Barriers: China's heat price are not fully reformed, residents have no initiatives; the 

initial investment and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cost of heat meter is too high; thermal 

companies have no reform initiatives; because of charges by area, if ESCO participates in 

retrofit, energy saving can not be reflected in the cost effectiveness. 

(3) Stakeholders and barriers in heating pipe network retrofit 

 

 

 

 

 

 

 

Figure 4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vestors and beneficiaries 
in the process of heating pipe network retrofit 

The composition of the main pipeline network including heat source，thermal 

stations，primary heating network and secondary heating network. The property of 

primary heating network belongs to thermal supplier; with currently a large area 

implemented retrofit and high efficiency. Secondary heating network is generally from 

thermal stations to the residents, mainly includes transmission and distribution system, 

boiler and so on. Due to the property complex, the reform project is few. 

Barriers: The property rights of secondary pipeline network are unclear. From the 

economic benefits view, if heating area can not reach a certain scale, economic efficiency 

is not prominent, and that is unable to attract companies. 

4 Financing barriers causes analysis in existing residential building energy 

efficiency retrofit  

Mainly include: Amount of funds measured in existing buildings energy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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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rofit are inaccurate; The profit market model is not clear; Financing guarantees 

mechanism is unsound; The support from financing institutions is not enough; Lack of 

thinking for overall financing mechanisms thinking to promote existing building energy 

efficiency retrofit. 

 Financing mechanisms barriers of existing public buildings energy efficiency 

retrofit project  
In public buildings energy efficiency retrofits, the financing sources primarily come 

form owners themselves. At the same time, with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ESCO, this 

model has spread a lot in some area of public buildings, such as universities, hospitals, 

the governmental public institutions, and etc. However, in the ESCO retrofit projects, 

there are still some barriers in general. From the view of implementation process, the 

barriers include: 

1 Barriers in the initial phase 

Lack customers’ acquaintance. The owners might know little about energy-saving 

industries and ESCO. 

The public budget system is inconducive to energy-savings sharing. At present, 

under the existing financing accounting system, governmental agencies’ energy costs is 

carried out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expenses. The energy costs saving by the building 

retrofit project can not be directly reflected at the financing accounting book. This makes 

ESCO recycle funds more difficult.  

Others. In the field of energy efficiency retrofit in public buildings, there are 

problems such as information asymmetry, bidding openness incomplete and so on. 

2 Barriers in the financing process 

It is difficult to lend money from commercial banks. ESCO can not provide 

conventional mortgage guarantees, and the procedures of mortgage are complex, with 

high cost of financing. Commercial banks often give ESCO a lower rate.  
Barriers in other ways. In debt financing, there is significant information 

asymmetry between investors and the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SMEs). Also, SMEs 

need relatively small capitals, so the average cost and marginal cost are high. 

Other barriers. Information asymmetries between financing institutions and ESCO 

exist, and financing costs are too high. ESCO also lack of professional financing persons. 

3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retrofit  



Lack relevant standards in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  

Current tax system is inconducive to the development of ESCO. There is not 

separate tax system for ESCO industry, and ESCO service is considered as a general 

equipment vendors. So, in the beginning of ESCO investment, full corporate income tax 

according to the contract must be immediately paid. Therefore, ESCO take the risk for 

customer to do the retrofit, as well as it also must pay tax in advance without any income, 

which increased the amount. 

 Projects Cases in the northern heating district 

This report also analyzed the following cases in northern heating area: 

Chao Yang JiaYuan retrofit project in Wuzhong Ningxia Autonomous Region; 

Existing residential building heating measure retrofit project in Tonghua Jilin; 

Existing residential building heating measure retrofit project in Baotou Inner 

Mongolia; 

Helan retrofit project in Yinchuan Ningxia Autonomous Region;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Longquan xincun retrofit project in Jinan Shandong; 

Construction community retrofit project in Jining Shand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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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报告作为项目阶段性成果，主要分析了北方采暖地区既有居住建筑供热计量
及节能改造的相关利益主体，以及主体间的关系和存在的利益障碍；从合同能源管
理模式角度分析了公共建筑节能改造过程中存在的主要融资障碍；同时，分析了部
分典型北方采暖地区既有居住节能改造的融资模式和存在问题。 

 北方采暖地区既有居住建筑供热计量及节能改造融资障碍 

1、北方采暖地区既有居住建筑供热计量及节能改造成本分析 

开展北方采暖地区既有居住建筑供热计量及节能改造，主要内容包括：建筑维
护结构节能改造、室内供热系统计量及温度调控改造、热源及供热管网热平衡改造。 

根据具体的实际工程测算，北方采暖地区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的增量成本约
为 250 元/m2，那么要实现“2006 年~2010 年”期间改造 1.5 亿 m2 的目标，则至少需
要资金：250 元/m2×1.5 亿 m2=375 亿元。此外，据有关数据显示，建筑物围护结构
节能改造的增量投资约为 150 元/m2，室内供热系统计量及温度调控改造的增量投资
约为 50 元/m2，热源及供热管网热平衡改造的增量投资约为 50 元/m2；而建筑物围
护结构节能改造的增量投资又可细分为：门窗改造增量投资 40 元/m2、外墙保温改
造 55 元/m2、屋顶防潮保温改造 55 元/m2；室内供热系统计量及温度调控改造的增
量投资又可细分为：温控阀增量投资 10 元/m2、室内供热系统增量投资 20 元/m2、
安装热计量表增量投资 20 元/m2。 

表 0-1  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成本 

既有居住建筑 
节能改造 

建筑物 
围护结构 

室内供热系统计量及温
度调控改造 

热源及供热管网
热平衡改造 

单位成本(元/m2) 250 150 50 50 
资金总需求(亿元) 375 225 75 75 

2、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相关利益主体 

目前，我国北方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过程中所涉及的投资方与收益方主要包
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供热企业、金融机构、国际组织、相关企业（主要是合
同能源管理公司）。 

3、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相关利益主体关系分析及存在障碍 

目前，我国既有居住建筑节能主要包括对围护结构、供热计量系统以及供热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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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的改造，由于各个具体改造项目的特点、投资方收益方不同，存在障碍也不同。 

(1) 围护结构节能改造过程中投资方与受益方关系及存在障碍分析 

 
图 0-1 围护结构节能改造过程中投资方与受益方关系图 

围护结构节能改造，投资回收期长，节能效果不明显，收益效果不明显。因此，
对于围护结构的节能改造，体现的更多的是社会效益，具有公益性行为。因此，在
既有建筑节能改造过程中，对围护结构项目实施一般没有单独实施，一般投资方由
政府主导或者国际组织的示范项目组织实施，市场化运作过程中需要与其他项目改
造结合进行。 

存在障碍：资金投入主体问题；地方的财政配套资金困难；供热集团或热力公
司作为市场化的主体贷款困难；围护结构节能效果评价体系不完善；群众工作问题。 

(2) 供热计量节能改造过程中投资方与受益方关系及存在障碍分析 

 
图 0-2 按面积收费情况下供热计量节能改造过程中投资方与受益方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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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0-3 按计量收费情况下供热计量节能改造过程中投资方与受益方关系图 
 

供热计量节能改造过程中投资方与受益方关系： 

在争取国家补贴资金的三项改造内容中，必须进行供热计量改造。对供热计量
改造进行节能改造，主要是分户加装热计量表，目前投资以示范项目为主。由于目
前供热体制改革尚不完善，大部分地区仍旧没有实现按供热计量收费，居民没有投
资安装热计量表的意愿。 

存在障碍分析：我国热价没有完全改革，居民没有改造积极性；热计量表的初
始投资和运行维护费用较高；热力公司没有改造的积极性；合同能源服务公司参与
改造，存在按面积收费问题，节能量无法在经济效益上体现。 

(3) 供热管网节能改造过程中投资方与受益方关系及存在障碍分析 
 
 
 
 
 
 
 
 

图 0-4 供热管网节能改造过程中投资方与受益方关系图 

管网的构成主要包括热源、热力站、一次网和二次网。一次网的产权属于热力
公司，目前节能改造已经大面积实施，运行效率较高。二次网一般为热力站到用户
端的部分，主要是输配系统，锅炉房等，这部分能耗大概占到二次网系统以后的 30

％左右，但是由于产权构成复杂，改造项目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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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存在障碍分析：二次管网产权不明晰，改造主体不明确；如果由热力公司或者
ESCO 公司承担，从经济效益看，如果达不到一定规模，经济效益不突出，无法吸
引 ESCO 公司介入，进行市场运行。 

4、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融资障碍存在原因分析 

主要包括：既有建筑节能改造市场资金额度测算不准确；既有居住建筑节能市
场盈利模式不明确；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各参与主体行为关系认识不清晰；既有
建筑节能改造的融资担保机制不健全；金融机构对既有建筑节能改造的支持力度不
够；缺乏对既有建筑节能改造融资机制的整体思考。 

 公共建筑节能改造项目融资机制障碍分析 

在对公共建筑进行节能改造的过程中，融资来源以客户自筹为主，同时，随着
节能服务公司的不断发展，以及合同能源管理模式的不断推广，在一些公共建筑领
域，如大学、医院、政府公共机构等，目前采用节能服务公司进行融资开展节能改
造的项目较多。但是，总体来说，在节能服务公司开展对公共建筑进行节能改造的
项目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障碍。从节能服务公司的改造项目实施全过程角度来看，
在开展初期、融资过程、以及项目实施过程中的障碍主要包括： 

1、节能改造项目开展初期存在主要障碍 

客户认识不足。改造业主决策者对节能工作、对节能服务行业和企业认识不足。  

公共预算制度不利于节能效益分享。目前，我国部分政府机构在现行的财务会
计制度下，能源费用“实报实销”，在进行建筑节能改造后，由项目节约的能源费用，
在机构的财务会计账面无法直接体现，增加了节能服务企业回收资金的难度。 

其他障碍。在公共建筑节能改造领域，还存在信息不对称，招投标公开性不完
全等问题。 

2、节能改造项目融资过程中存在主要障碍 

商业银行对合同能源管理项目融资较难。节能服务公司无法提供常规担保抵
押，抵押融资的程序繁锁，评估费用高，加大融资成本。商业银行对节能服务公司
评级较低。 

合同能源管理项目融资其他融资渠道障碍。在债权融资中，投资者与中小企业
之间存在明显的信息不对称。同时，由于中小企业对资本与债务需求的规模较小，
进行事前审查与事后监督的平均成本、边际成本都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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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障碍。金融机构与节能服务公司之间信息不对称，融资成本大。节能服务
公司缺乏专业金融人才。 

3、节能项目在改造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节能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相关标准缺失。 

现行税收制度不利于节能服务公司业务发展。我国税收制度并没有针对节能服
务公司这一特殊行业设立单独的税收制度，把节能服务公司的服务费视同一般节能
设备销售商的加价，纳入增值税的规范。在节能服务公司刚开始回收投资时，就认
定应立即按合同全额上缴企业所得税。因此，节能服务公司一方面为客户出资做项
目已承担了风险，另一方面还必须为尚未取得的收入提前支付所得税，进一步加大
了节能服务公司的资金用量。 

 北方采暖地区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障碍的案例分析 

分析了以下案例在节能改造融资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障碍： 

（一）宁夏吴忠市朝阳家园改造项目  

（二）吉林省通化县既有居住建筑供热计量及节能改造  

（三）内蒙古包头市既有居住建筑供热计量及节能改造  

（四）宁夏银川市贺兰县某小区  

（五）山东济南市山东师范大学龙泉新村改造工程  

（六）山东济宁市建设小区改造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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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建筑节能改造项目融资障碍分析报告 

一、北方采暖地区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融资机制障碍分析 

我国城乡目前既有建筑面积为 430 亿平方米，其中城镇 150 亿平方米，其中能
够达到建筑节能标准的建筑仅占总数 5%左右，因此，潜在改造的建筑规模巨大，
市场资金需求旺盛。从既有建筑节能改造的状况看，其进展不一，个别城市先行，
到 2007 年底，全国一年既有建筑节能改造量只有 1083 万平方米，相当于数量巨大
的既有建筑而言，改造工作进展仍较为缓慢。 

 
图 4.1-1  2005 年~2010 年中国每年建筑节能改造面积 

数据来源：建设部科技司 

（一）既有居住建筑节能资金需求分析 

1、“十一五”期间改造目标带来的可预见资金需求 

北方采暖地区既有居住建筑供热计量及节能改造是落实“十一五”节能减排任务
的重要内容。目前北方采暖地区集中供热面积约 25 亿平方米，采暖能耗占当地全社
会终端能耗的 25%左右，是建筑能耗的最大组成部分。但我国普遍存在建筑保温隔
热性能差、采暖系统热效率低、供热不按计量收费等突出问题，单位建筑面积采暖
能耗一般比发达国家相同气候条件下高 1 倍～2 倍。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在《关于推进北方采暖地区既有居住建筑供热计量及节能改
造工作的实施意见》（建科[2008]95 号）中将北方采暖地区既有居住建筑的节能改造
作为一个重点工作，明确提出了“十一五”期间改造 1.5 亿平方米的目标。其中，北
京 2500 万平方米（含中央国家机关在京单位既有居住建筑）、天津 1300 万平方米、
辽宁 2400 万平方米（其中大连 500 万平 方米）、山东 1900 万平方米（其中青岛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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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平方米）、黑龙江 1500 万平方米、吉林 1100 万平方米、河北 1300 万平方米、河
南 360 万平方米、 山西 460 万平方米、陕西 200 万平方米、甘肃 350 万平方米、内
蒙古 600 万平方米、新疆 700 万平方米、宁夏 200 万平方米、青海 30 万平方米、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 100 万平方米。全面推进供热计量收费，实现节约 1600 万吨标准煤。
随着改造目标落实，建筑节能已经成为一种实实在在的行动，可预见改造的规模将
逐步越大，需要更多的资金支持。 

2、改造项目市场运作中的资金需求 

开展北方采暖地区既有居住建筑供热计量及节能改造，主要内容包括：建筑维
护结构节能改造、室内供热系统计量及温度调控改造、热源及供热管网热平衡改造。 

根据具体的实际工程测算，北方采暖地区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的增量成本约
为 250 元/m2，那么要实现“2006 年~2010 年”期间改造 1.5 亿 m2 的目标，则至少需
要资金：250 元/m2×1.5 亿 m2=375 亿元。此外，据有关数据显示，建筑物围护结构
节能改造的增量投资约为 150 元/m2，室内供热系统计量及温度调控改造的增量投资
约为 50 元/m2，热源及供热管网热平衡改造的增量投资约为 50 元/m2；而建筑物围
护结构节能改造的增量投资又可细分为：门窗改造增量投资 40 元/m2、外墙保温改
造 55 元/m2、屋顶防潮保温改造 55 元/m2；室内供热系统计量及温度调控改造的增
量投资又可细分为：温控阀增量投资 10 元/m2、室内供热系统增量投资 20 元/m2、
安装热计量表增量投资 20 元/m2。 

表 4.1-1  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成本 

既有居住建筑 
节能改造 

建筑物 
围护结构 

室内供热系统计量及温
度调控改造 

热源及供热管网
热平衡改造 

单位成本(元/m2) 250 150 50 50 
资金总需求(亿元) 375 225 75 75 

（二）既有居住建筑节能资金供给分析 

1、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投资主体 

北方采暖地区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仍然处于起步阶段，其市场前景和利润潜
力无法充分展现，导致相关主体不愿把资金投入到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领域，根
据 2005 年建设部组织的《建筑节能调查问卷》结果显示，愿意承担 10%以下改造
成本的居民占整个被调查对象的比例高达 74%，而愿意承担超过 20％改造资本的比



8 

例仅有 6％（如图 4.2-1 所示）。 

 
图 4.2-1 建筑节能投资意愿 

目前，传统的政府投融资模式仍是北方采暖地区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较多采
取的融资方式，而例如股权融资、债券融资、项目融资、商业性贷款、内源融资等
市场化投融资模式仍然没有在北方采暖地区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领域出现并发挥
作用。 

2、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模式 

建设部在《关于推进北方采暖地区既有居住建筑供热计量及节能改造工作的实
施意见》（建科[2008]95 号）对于北方采暖地区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的资金筹集提
出一些指导。各地建设、财政主管部门应充分发挥组织协调作用，充分调动供热企
业、能源服务公司、产权单位、居民个人及金融机构等各方面力量，通过企业自筹、
受益居民投入、财政支持等方式筹措资金，进行热源及管网热平衡、室内供热系统
计量及温度调控、建筑围护结构节能薄弱环节等方面的改造。总结国内外实施改造
的经验，改造的投资主体和回报方式一般有以下几类： 

供热企业改造模式：供热企业投资供热计量及节能改造，通过降低既有居住建
筑的供热成本，收取新增用户的入网费和采暖费实现投资回报。 

节能服务公司改造模式：节能服务公司投资改造，可从与供热企业协议的热费
价差及改造后节省的能源费用作为收益回报。 

单一产权主体改造模式：产权单位投资改造，可通过改造后节省的能源费用实
现回报。 

居民自发改造模式：居民个人参与投资改造，可通过实施热计量收费降低热费
支出获得收益，同时可改善居住环境。 

国际合作项目改造模式：改造主体通过申请国际政府间贷款、清洁发展机制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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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CDM）等，获得改造资金。 

组合改造模式：以上几种模式的不同组合，例如供热企业、能源服务公司、居
民在政府支持和协调下共同实施节能改造，供热企业负责一次管网的改造投资，能
源服务公司负责室内供热系统的热计量及温度调控改造的投资，居民负责门窗等透
明围护结构节能改造的投资。 

目前，北方的一些大城市例如天津、沈阳、长春、承德等在逐步推进供热体制
改革的进程中，也进行了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的尝试。其中改造资金多来源于国
际组织赠款、中央和地方财政补贴、供热企业投资、产权单位投资和居民个人的投
资，随着建筑节能市场化的推进，在青岛等地也出现了合同能源管理等新型的融资
形式。 

表 4.2-2 各地既有建筑节能改造出资方式汇总表 

 
地方政
府补贴 

国外 

捐赠 

供热 

企业 
居民 开发商 

加层 

收入 

拆除后新建
滚动收入 

合同能
源管理 

唐山 √  √ √     

包头 √ √ √ √     

天津 √  √      

哈尔 √ √    √   

青岛        √ 

3、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的经济激励政策 

为奖励北方采暖地区开展既有居住建筑供热计量及节能改造开展较好的项目，
国家财政安排资金专项用于奖励，并制定了《北方采暖地区既有居住建筑供热计量
及节能改造奖励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财建[2007]957 号），其中具体内容主要包括以
下方面： 

适用项目：北方采暖地区既有居住建筑供热计量及节能改造。 

资金来源：中央财政对省级财政专项转移支付方式，具体项目实施管理由省级
人民政府相关职能部门负责。 

资金使用范围：建筑围护结构节能改造奖励；室内供热系统计量及温度调控改
造奖励；热源及供热管网热平衡改造等改造奖励；财政部批准的与北方采暖地区既
有居住建筑供热计量及节能改造相关的其他支出。 

补助方式、额度：根据气候区、改造工作量、节能效果和实施进度等多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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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相应的权重系数进行修正。按气候区奖励基准分为严寒地区和寒冷地区两类：严
寒地区为 55 元/m2，寒冷地区为 45 元/m2。在启动阶段，财政部会同建设部根据各
地的改造任务量，按照 6 元/m2 的标准，将部分奖励资金预拨到省级财政部门，用
于对当地热计量装置的安装补助。 

管理、申请办法：具体项目实施管理由省级人民政府相关职能部门负责，鼓励
采用合同能源管理模式，创新资金投入方式，应对拟改造的项目进行充分的技术经
济论证。 

（三）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相关利益主体 

1、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的投资方 

中央政府：在推动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的过程中，中央政府通过各项政策给
予了大力的资金支持。每年通过各类科技攻关项目支持节能建筑技术的研究与开发，
利用财政政策对示范工程项目进行补贴。 

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对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的投资多表现为对中央财政资金
的配套投入，也有个别地方政府通过制订节能建筑的相关地方性法规支持既有居住
建筑节能改造，但由于财政资金的专款专用性质和地方财政资金有限，使得对节能
建筑提供的资金支持非常有限，发挥作用也受到一定限制。 

供热企业：供热企业拥有一次管网的产权，因此，在对管网进行节能维护和改
造方面，供热企业具有一定的积极性。同时，在目前的供热体制下，供热企业具有
公益性，享受国家的补贴，属于微利行业，所承担的改造资金十分有限。 

金融机构：现今我国商业银行数额较大的贷款较多用于支持房地产业的发展，
其中也间接支持了房地产主要发展方向——节能建筑。对于既有建筑节能改造项目，
在确定改造的实施主体后，如果通过申请和相关程序审核也可获得金融机构的贷款
支持。但目前这方面的实际案例较少。 

国际组织：为推动我国既有居住建筑的节能改造，我国政府积极同联合国计划
开发署（UNDP）、世界银行（WB）、德国技术公司（GTZ）、美国能源基金会（EF）、
欧盟（EU）等国际组织进行技术、政策、管理、资金等方面的广泛合作，其不仅带
来了先进的理念，而且也带来了以资本和技术为基本手段的投资方式，一定程度上
缓解了我国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市场发展初期技术落后和资金紧张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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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企业：目前在我国投资于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的企业主要是合同能源管
理公司（ESCO），他们主要利用自有资金完成节能改造，通过分项节能收益来实现
投资回报。 

居民：目前，在我国实施的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项目中，门窗的节能改造费
用都是由居民来承担的，同时，伴随居民对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的认可程度的提
高，对改造的投入会逐步加大。他们也成为我国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的重要投资
主体。 

2、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的受益方 

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通过实施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能够直接的改善小区
的居住环境和外立面形象，从而能够改善整体社会风貌，让居民安居乐业，创造和
谐社会，具有较大的社会效益；另外一方面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能够减排温室气
体，降低空气中的污染物，具有良好的环境效益，以上两种效益都可为给及政府分
享到。 

居民：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能够有效的改善居民的室内生活环境，提高生活
舒适性，在进行供热体制改革后按计量收费，还能使居民节省供热费用。因此，进
行节能改造最大的受益者将是居民。 

节能服务公司：ESCO 在投资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的过程中，通过与相关利
益主体签订合同，既可以分享节能收益，也可以分享节能量，如果在合同保证的情
况下，节能服务公司可以实现与投资对等的节能收益。 

供热企业：供热企业是另外一种形式上的节能服务公司，通过实施节能改造可
以实现更大的供热面积从而增加供热能力，获得收益。或者说，在按照面积征收采
暖费用的情况下，节能改造带来的直接节能效果利益主要是被供热企业享受了。但
是对于实施的条件有相应的特殊规定。 

国际组织：国际组织通过对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的技术或资金的投资，不仅
可以了解中国的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市场，还能够为国外先进的技术设备产品找
到中国的市场，通过未来的市场预期来弥补现有的投资。 

（四）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相关利益主体关系分析及存在障碍 

通过对我国既有居住建筑节能中的投资方与受益方分析，表面上看投资方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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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也有相应的收益，然而却没有带动我国大面积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的市场，
其中存在的障碍不仅有市场交易关系没有理顺的问题，还包括一些内在的体制机制
问题。 

目前，我国既有居住建筑节能主要包括对围护结构、供热计量系统以及供热管
网的改造，由于各个具体改造项目的特点、投资方收益方不同，存在障碍也不同。 

1、围护结构节能改造过程中投资方与受益方关系及存在障碍分析 

 
图 4.2-2 围护结构节能改造过程中投资方与受益方关系图 

（1）围护结构节能改造投资方与受益方关系 

围护结构节能改造，投资回收期长，节能效果不明显，收益效果不明显。因此，
对于围护结构的节能改造，体现的更多的是社会效益，具有公益性行为。因此，在
既有建筑节能改造过程中，对围护结构项目实施一般没有单独实施，一般投资方由
政府主导或者国际组织的示范项目组织实施，市场化运作过程中需要与其他项目改
造结合进行。 

在围护结构节能改造过程中，直接受益方主要是居民和供热企业或者小区集中
供热的物业公司。但是由于前期投入很大，单纯从经济效益来说，受益方一般不愿
意出资改造。 

（2）围护结构节能改造过程中存在障碍 

资金投入主体问题： 

首先，目前，围护结构主要以政府主导或者国际组织的示范项目组织实施，存
在改造资金投入的可持续问题，如何吸引市场资金来参与，缺乏一个长效的激励机
制。 

政府主导或国际 

组织的示范项目 

业主

围护机构改造 

居民 

供热企业 

小区集中供
热物业公司 

投资

直接经济效益 

间接经济效益 

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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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国家补贴的基础上，地方应该具有相应的配套能力，以保障资金的充
足性，但是，有些地方的财政配套资金比较困难，领导重视程度不够。 

第三，如果供热集团或热力公司作为市场化的主体，由于目前体制下，热力公
司具有一定的公益性，主要靠政府补贴，属于微利行业，无法承担大量的改造资金，
同时，在融资过程中，缺乏相应的担保机制，贷款困难。 

围护结构节能效果评价体系不完善：由于对于围护结构节能效果评价体系十分
复杂，目前，没有科学合理的评价标准，评价办法等，因此，改造投资方短期内无
法看到有效的投资回收效益。 

群众工作问题：由于围护结构节能改造过程中涉及到居民的个体利益，在开展
群众工作过程中，存在群众认识不足和配合积极性不高的问题。 

2、供热计量节能改造过程中投资方与受益方关系及存在障碍分析 

 
图 4.2-3 供热计量节能改造过程中投资方与受益方关系图 

图 4.2-4 按计量收费情况下供热计量节能改造过程中投资方与受益方关系图 
 

（1）供热计量节能改造过程中投资方与受益方关系 

供热企业或集中 

供暖的物业小区 
供热计量改造 

居民 

供热企业 

集中供暖的
小区物业 

投资

直接经济效益 

间接经济效益 

供热企业或集中 

供暖的物业小区 
ESCO

供热计量改造 

居民 

供热企业 

集中供暖的
小区物业 

投资 

直接经济效益 

ESCO 公司 

间接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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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争取国家补贴资金的三项改造中，必须进行供热计量改造。对供热计量改造
进行节能改造，主要是分户加装热计量表，目前投资以示范项目为主。由于目前供
热体制改革尚不完善，大部分地区仍旧没有实现按供热计量收费，居民没有投资安
装热计量表的意愿。 

在供暖费用按面积收取的情况下，供热计量节能改造直接经济受益方主要是供
热企业或者集中供暖的小区物业，居民没有经济效益，但是可以改善室内舒适度。
在供暖费用按热计量收费的情况下，供热计量节能改造直接经济受益方主要是居民
或者参与项目的合同能源管理服务公司。 

如果能够大面积实现供热计量节能改造情况下，由于供热企业能耗降低，成本
也会降低，政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对于供热企业的补贴，节约财政支出，成为
供热计量节能改造的收益方。 

（2）供热计量节能改造过程中存在障碍分析 

首先，由于目前我国热价没有完全改革，居民没有改造积极性。同时，热计量
表的初始投资和运行维护费用较高，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居民安装的积极性。 

其次，热力公司具有供热的收费权，在按面积收费的情况下，如果由热力公司
作为投资主体，加装热计量表对热力公司没有太大的意义，同时，由于热计量表的
运行围护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在政府没有充足专项财政补贴的情况下，热力
公司没有改造的积极性。 

第三，合同能源服务公司参与改造，也是由于存在按面积收费问题，节能量无
法在经济效益上体现，不能实现节能效益分成。因此，合同能源服务公司，一般只
能选择区域集中供暖的锅炉房或者物业进行改造，改造的范围十分有限。 

3、供热管网节能改造过程中投资方与受益方关系及存在障碍分析 
 
 
 
 
 
 
 
 
 
 
 
 
 

热力公司、 

ESCO 公司 
供热管网改造 

ESCO 公司 

热力公司 

政府 

投资 
直接经济效益 

降低补贴 
减少支出 

间接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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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5 供热管网节能改造过程中投资方与受益方关系图 

（1）供热管网节能改造过程中投资方与受益方关系 

管网的构成主要包括热源、热力站、一次网和二次网。一次网的产权属于热力
公司，目前节能改造已经大面积实施，运行效率较高。二次网一般为热力站到用户
端的部分，主要是输配系统，锅炉房等，这部分能耗大概占到二次网系统以后的 30

％左右，但是由于产权构成复杂，改造项目较少。 

在产权关系理顺的情况下，潜在改造的投资方包括热力公司、ESCO 公司等，
收益方是热力公司，同时政府可以降低补贴，节省财政支出。 

（2）供热管网节能改造过程中存在障碍分析 

首先，二次管网产权不明晰，改造主体不明确。由于管网构成复杂，一次网产
权基本归属相关的热力公司，而从热力站到用户的二次网产权主体复杂，产权不明
确。例如，有的住宅小区二次网之后的产权属于业主委员会，分摊在每平米房价。
因此，在对二次网进行改造时，首先存在谁投资的问题。 

其次，如果由热力公司或者 ESCO 公司承担，从经济效益看，如果达不到一定
规模，经济效益不突出，无法吸引 ESCO 公司介入，进行市场运行。 

（五）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融资障碍存在原因分析 

通过对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投资方与受益方之间的关系及融资障碍分析，导
致目前融资障碍存在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1、既有建筑节能改造市场资金额度测算不准确 

“十一五”既有建筑节能改造领域形成的市场总量为发展金融服务提供了巨大市
场空间，但是来自各方的数据看来，都是很初步的估计，并无一个准确的测算。建
筑节能任务的落实中，既有居住建筑有多大的发展空间，需要多少资金支持，没有
形成可提供给金融机构投资作为决策参考的基础数据，导致金融机构一方面若隐若
现的看到了潜在的市场，一方面并不知道如何去介入。 

2、既有居住建筑节能市场盈利模式不明确 

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市场盈利模式的不明确，使得对投资者和金融机构没有
吸引力。资本具有逐利性，但投资者的风险偏好不同，在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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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利点、收益点和投资亮点没有被充分发掘的情况下，只有部分具有冒险精神的金
融机构提供资金支持建筑节能。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的盈利模式可为项目的各参
与方创造或提升他们原有的价值，并能平衡多方的利益，具有可预期、可实现、稳
定和合法的特点。 

3、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各参与主体行为关系认识不清晰 

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过程中的参与主体包括政府部门、金融机构、技术支撑
单位、房地产开发商、建筑节能服务企业、各类型业主等等，各参与主体具有不同
目的与行为特征。如果能够深入分析其在不同时期、不同政策引导、不同资金支持
情况下的逻辑关系，则可以为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的建设提供完善主体关系的可
行性融资方案。从现在的状态看来，并没有深入认识这些主体各自利益的关系，政
策部门作为市场规制者，制定政策往往至是提出节能目标，对于市场参与者之间应
该怎么达成目标，并没有很好的指导，在没有明确市场参与者间的利益纽带的情况
下，节能政策的监督成本较高，节能融资渠道也不畅通。 

4、既有建筑节能改造的融资担保机制不健全 

诚信与风险问题是影响建筑节能金融市场发展的关键因素，是合理保护投资者
收益的有效手段和金融服务市场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担保是指法律为确保特定的
债权人实现债权，以债务人或第三方的信用或者特定财产来督促债务人履行债务的
制度。目前在既有建筑节能改造领域缺乏合理的融资担保机制，从而使得改造中的
供热公司、合同能源管理公司以及进行改造的业主因为资金的问题而捉襟见肘，如
具备合理的融资担保机制则可以使改造的资金需求主体争取到更多合理的贷款。 

5、金融机构对既有建筑节能改造的支持力度不够 

金融服务机构对既有建筑节能改造巨大的资金需求不敏感，并且目前未就这一
机遇积极的去创造新的业务模式，国内的金融机构很少关注提供节能改造服务的建
筑节能服务机构。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本身是个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明显的领域，
如果通过有效的合同形式保证对节能量和还款模式设置较均衡的条款，可以实现金
融机构和节能融资方的双赢。但目前金融机构并没有主动性开发适合既有居住建筑
节能改造的金融服务模式。 

6、缺乏对既有建筑节能改造融资机制的整体思考 

从目前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工作的开展来看，多数是立足于单个项目，针对
单个项目去考虑如何取得资金。没有成熟的、适用性强的经验可以借鉴，并且无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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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政府，还是社会都没有形成组织改造主体参与，整合融资方式、技术支撑、法律
保障等配套措施的能力，没有探索出适合我国不同地区实际的供热新体制和改造模
式。这样一些“成功”的节能项目经验并无推广的可行性。从影响程度上看，既有建
筑节能改造的最主要问题就是资金问题，如果不从整体上考虑建立合适的融资模式，
单纯靠政府资金无疑是不可持续的，很难带动市场化节能改造模式的发展。 
 

二、公共建筑节能改造项目融资机制障碍分析 

建筑分为工业建筑和民用建筑，建筑节能主要是对民用建筑而言，为便于统计
建筑能耗及开展节能工作，民用建筑根据使用性质和用能特点的不同，可分为三类，
如图 4.2－1 所示。 

 

 

 

 

 

 

图 4.2-1 民用建筑分类 

从与节能改造融资密切相关的建筑所有权及能源费用支出方式来看，公共建筑
又可分为三大类。（1）政府机关楼宇：财政提供能源费用，而“实报实销”的财务预
算体制是突出问题。由国家发改委、国管局具体负责，并且财政已为节能改造提供
了相关补贴。（2）学校、医院等：即事业单位楼宇及能源系统节能改造。财政提供
能源费用，但同时节能与其自身利益直接挂钩。可能涉及到的部门包括国家发改委、
教育部、卫生部、国管局、建设部等等。（3）商业性建筑：即业主无政府背景的纯
商业化楼宇及能源系统节能改造。其能源费用由业主自身承担。涉及的政府部门非
常广泛，“哪个部门来具体负责推动这一领域的节能改造”尚不清晰。 

在对公共建筑进行节能改造的过程中，融资来源以客户自筹为主，同时，随着
节能服务公司的不断发展，以及合同能源管理模式的不断推广，在一些公共建筑领
域，如大学、医院、政府公共机构等，目前采用节能服务公司进行融资开展节能改
造的项目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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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总体来说，在节能服务公司开展对公共建筑进行节能改造的项目过程中，
还存在一些障碍。从节能服务公司的改造项目实施全过程角度来看，在开展初期、
融资过程、以及项目实施过程中的障碍主要包括： 

（一）节能改造项目开展初期存在主要障碍 

1、客户认识不足 

改造业主决策者对节能工作认识不足。 

目前，我国对能源利用效率低的企业或行为，缺乏先进的行业耗能标准和保证
标准实施的法律、法规，并没有明确的惩罚措施。在大型公共建筑节能改造过程中，
由于大多数节能项目的规模和经济效益在企业经营中并不占重要地位，以及对于节
能技术引入的成本及和投资风险的考虑，多数企业负责人往往把注意力放在扩大生
产和增加产品的市场份额上，除部分高耗能企业从节省成本出发对节能有一定认识
外，大多数企业认为能源占产品成本不是太高，因而没有节能积极性，使节能项目
难以实施。  

改造业主决策者对节能服务产业认识不足。 

部分改造客户对节能服务公司还存在认识障碍，合同能源管理模式还没有得到
广大企事业单位的了解，客户接受程度偏低。同时，由于缺乏相关资质认证，是客
户在选择节能服务公司过程中存在顾虑。 

由于节能产业形成时间短，目前无行业准入标准，存在节能项目实施的监督平
台及节能技术和产品市场信息不对称等问题，造成单位主要负责人在做节能改造工
作决策时很困难。主要担心通过节能技改后是否会影响系统安全稳定运行，是否会
投资后节能效果达不到预期的目标等等。 

2、公共预算制度不利于节能效益分享 

目前，我国公共机构现行的公共预算制度、国有企业财务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制
约了公共机构和国有企业引入合同能源管理的积极性。 

以政府机构为例，在现行的财务会计制度下，对能源费用的财务规定为“实报实
销”，即能源费用的支出是以实际发生为前提。在进行建筑节能改造后，由项目节约
的能源费用，在机构的财务会计账面无法直接体现。而在合同能源管理模式中，不
论是节能量保证型还是效益分享性，都是以项目改造后，运行过程中节约的能源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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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效益为基础的。“实报实销”制度，使得节能服务公司应获得的节能效益款无法
从节约的费用中提取支付，增加了企业回收资金的难度。 

从国际经验来看,1992 年美国两院议会通过议案要求政府机构与节能服务公司
合作，以合同能源管理模式实施政府楼宇的节能改造，从而达到既不需要增加政府
预算，又取得政府机构带头节能的效果。在这个法案中，允许政府机构在不增加能
源费用的前提下，把合同能源管理项目所节约的能源费用与节能服务公司分享；同
年加拿大政府也通过实施“联邦政府建筑物节能促进计划”（简称 FBI），以合同能源
管理模式推动政府机构的节能。然而，在我国现行的政府机构财务管理制度下，节
能服务公司不可能与政府机构分享节能效益，除非中央财政或地方财政作出适当的
决定，允许政府机构在不增加能源费用的前提下与节能服务公司分享节能效益，或
允许节能改造费用视同能源费用列入政府机构的预算和采购。 

3、其他障碍 

目前，在公共建筑节能改造领域，我国尚未形成统一、权威的的节能项目信息
发布，节能服务公司与建设单位之间信息不畅通，造成招投标公开性不完全。建设
单位在选择节能服务公司及节能产品制造商时，前期准备时间过长，延缓节能工作
进展。 

节能项目一般都是非标工程，目前我国尚缺乏针对性的无责免责制度，造成负
责人及技术人员责任风险过大，影响对节能改造工作的积极性。 

（二）节能改造项目融资过程中存在主要障碍 

资金是节能服务公司拓展业务的主要瓶颈所在，根据“十一五”规划，中国要在
2010 年末实现单位 GDP 能耗降低 20%，潜在节能改造市场规模在 8000 亿元左右。
因此，目前对于节能公司来说，不存在竞争激烈的问题，而在于环境、资金和技术，
其中，资金是最突出的问题。 

1、合同能源管理项目再融资渠道 

采用合同能源管理方式运作的节能改造项目，一般都需要节能服务公司垫付资
金，随着企业实施项目数量的增多，垫付资金量也会越来越多，如果没有外部资金
支持，节能服务公司将难以为继。因此，再融资是合同能源管理公司发展的重要瓶
颈之一。节能服务公司在实施节能改造过程中融资流程如下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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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2 节能服务公司融资流程图 

节能服务公司资金的来源主要有：自有资金、商业银行贷款、风险投资、项目
融资、上市融资等。 

2、商业银行对合同能源管理项目融资较难 

（1）节能服务公司无法提供常规担保抵押 

在合同能源管理公司向银行提出贷款要求时，银行为了规避风险都会希望企业
为其提供类似土地、设备等实体抵押物，而合同能源管理公司一般都是技术型企业，
节能项目不像一般的建设项目能形成抵押物，实物抵押品要求很难满足。尽管我国
的《物权法》已于 2007 年 10 月 1 日生效，但是节能服务公司大量的投资所形成的
资产（设备和合同应收款）都留在客户企业（待分享效益后才能实现），银行等金融
机构往往不承认这种资产的实在性，也不认可把这种资产作为信誉抵押。 

同时，抵押融资的程序繁锁，评估费用高，加大了节能服务公司的融资成本。 

（2）商业银行对节能服务公司评级较低 

目前国内大多数节能服务公司大多数都是节能技术和设备依托型的中小型公
司，规模小、收益不稳定、诚信度偏低、抗风险能力差。同时，合同能源管理在我
国发展的时间不长，银行对其运作模式、业务流程不是很熟悉，银行一般都把合同
能源管理贷款列为高风险贷款项目。尤其是对新成立的合同能源管理公司，由于经
营时间短，还没有建立起商业信誉，金融界对合同能源管理公司的经营方式又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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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合同能源管理要获得贷款还存在一定的困难。 

（3）节能服务公司从商业银行融资成功个案 

如果节能服务公司要从商业银行成功融资，需要让银行相信企业有偿还能力。 

如，某节能服务公司以知识产权质押的方式从某银行贷款 200 万。由于公司没
有固定资产，于是该公司和银行进行谈判，协调否能以知识产权质押的形式贷款给
公司（当时全国各地很少有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出现）。首先，公司拿出与客户签订的
合同，基本都是 8-10 年的长期合同，让银行相信企业具有持续经营的能力；其次，
公司的开户行就是需要融资贷款的银行，所有的结算和现金流银行可以进行及时跟
踪，当时公司的业务发展已具规模，所以银行可以评价公司具有还贷能力，并且公
司的项目每个月和客户进行一次结算，风险控制比较好。第三，公司需要和银行沟
通，如何在目前的金融环境下设计融资办理的合理法律手续。 

但是，一般来说，企业在与商业银行合作的过程中，往往处于劣势地位，只有
能够充分赢得商业银行信任的节能服务企业，才能够融资。 

3、合同能源管理项目融资其他融资渠道障碍 

如，节能公司通过发行债券、股票等方式募集资金。 

中小企业融资难的现实往往使其为获得发债成功而存在设法隐瞒不利信息的
“逆向选择”行为同时也产生损害投资者利益的“道德风险”。在债权融资中，投资者
与中小企业之间存在明显的信息不对称。 信息不对称是金融市场上常见的现象，而
中小企业的信息不对称和道德风险问题比大企业更加严重。因为大企业的公开信息
很多，金融机构获取相关信息的成本比较低；而中小企业的信息基本上是内部的，
具有非透明性，这导致了中小企业在寻求贷款和其他外部资本时很难提供相关的信
用信息。 

同时，由于中小企业对资本与债务需求的规模较小，进行事前审查与事后监督
的平均成本、边际成本都很高，因此金融机构为了避免逆向选择不愿意向中小企业
提供贷款。于是，在正式的债务市场上，中小企业债务融资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市场
失效。 

4、节能服务公司从金融机构再融资的其他障碍 

（1）信息不对称问题 

目前，我国没有权威的节能信息发布单位，金融机构获取节能项目财务风险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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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基础数据困难，信贷风险大，节能服务公司要获得银行资信比较困难，另外，金
融机构通常不熟悉节能投资项目的经济分析，对贷款给节能项目的态度也有所保留。
金融部门、私人投资者等潜在的节能投资方对节能项目的可赢利性不甚了解，节能
市场和节能资金市场存在严重的信息脱节。 

（2）节能服务公司缺乏专业金融人才 

节能服务公司一般没有专业的金融方面的人才，企业对金融产品了解不足，存
在技术障碍，没能充分和银行的工作人员进行沟通，造成融资不畅。 节能减排项目
有自己的特点，相对来说有一定技术和财务风险，往往形不成优质资产，没有抵押
物，所以融资确实有一些实际的困难。另外，企业与银行、担保公司之间存在信息
不对称，造成金融机构对企业风险结构的不信任。 

（三）节能项目在改造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节能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相关标准缺失 

节能方案的设计是由节能服务公司根据原用能系统设备配置、运行数据等编制。
方案设计过程中可依据的具有针对性的国家、行业标准很少，用户不具有审核能力，
没有实行执行三审（自审、审核、审定）制，不能确保设计（含图纸、计算书）的
质量。由于缺乏第三方监督审查机构，同时，能源系统节能诊断、评估的方法、手
段、检测工具不统一、标准不一致，造成项目节能量测算误差很大，增加项目投资
风险，也影响工程质量和节能效果。 

节能项目施工过程中，一般情况下没有监理单位。即使甲方委托监理公司监督
施工，监理工程师的依据实施细则的内容不详细、不具体，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不强。
工作依据大多数是靠经验监督管理。 

上述问题导致一些节能服务公司和客户之间因为项目实现的节能量经常发生纠
纷，影响了更多节能改造项目的实施。 

2、现行税收制度不利于节能服务公司业务发展 

基于市场运作的节能服务公司为客户提供服务，其中也包括通过面向社会采购，
为客户优选节能设备。节能服务公司的收益主要来自于项目投入使用后，节能效益
的逐年分享，即，节能服务公司并不能一次性收回投入，而是要在项目投运后产生
效益的若干年内分次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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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税收制度并没有针对节能服务公司这一特殊行业设立单独的税收制
度，而是将节能服务公司看作是一般的节能设备销售商，即误认为节能服务公司是
通过转卖节能设备从中盈利的，因此把节能服务公司与客户的节能服务合同看成设
备购销合同。当节能服务公司购置了节能设备，并安装到客户后就被认定为设备销
售已经实现，将设备所有权的移动视同销售。结果是就把节能服务公司的服务费视
同一般节能设备销售商的加价，纳入增值税的规范，即，把本应该是服务税的部分
变成了增值税。 

同时，节能服务公司的收益来自于节能效益分享，由于税务部门把节能服务公
司的服务看作简单的设备销售，因此把节能效益分享看成了设备销售的分期付款。
根据我国的税收制度的权责发生制，在节能服务公司把节能设备安装到客户后就被
认定为设备销售已经实现，这样，在节能服务公司为客户实施节能项目后还只刚刚
开始分享节能效益（刚开始回收投资）时，就被认定应立即按合同全额上缴企业所
得税。这使得，节能服务公司一方面为客户出资做项目已承担了风险，另一方面还
必须为尚未取得的收入提前支付所得税，进一步加大了节能服务公司的资金用量。 

三、北方采暖地区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障碍的案例分析 

（一）宁夏吴忠市朝阳家园改造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 

吴忠市朝阳家园 2＃楼，6＃楼建于 2001 年，建筑面积约 7787.85 平方米。住宅
楼均为 5 层砖混结构，外墙为 370 粘土多孔砖，屋面为 200 厚的加气混凝土带保温
层，外窗为平开彩钢窗，室内采暖系统为下供下回式，原建筑物耗能指标为 34w/m2。 

2、改造内容 

热源及供热管网平衡改造。计量采用四级计量，即热源出口计量－小区入口计
量－楼栋入口计量－用户计量。对热源厂改造主要是按计算计量，将锅炉房循环泵
或换热站循环泵改造成变频变流量系统，并与气候补偿器相匹配，形成自动调节节
能系统。 

2＃楼、6＃楼进行了室内热计量及温控改造，楼梯间内安装热计量分配系统控
制器，一户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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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1 楼梯间安装的户热计量表 

6＃楼进行了外围护结构改造。具体为：外墙及阳台加贴 50mm 厚聚苯板保温
层，楼梯间贴 20mm 厚 EPS 板，将单层彩钢窗换为塑钢中空双层玻璃窗，屋面在原
有保温的基础上增加 60mm 厚的聚苯板保温层。更换了单元门及楼梯间外窗。 

 
图 4.3-2 未进行外围护结构改造的 2＃楼      图 4.3-3 外围护结构改造后的 6＃楼 

 

 
图 4.3-4 更换后的 6＃楼楼梯间窗 

3、改造模式及投资情况 

朝阳家园 2＃楼、6＃楼的节能改造由吴忠市供热公司作为实施主体。资金来源
为用户出资 15％，供热企业 20％，国家奖励资金 25％，剩余所需的 40％资金目前
由施工单位垫付。改造费用经初步核算，每平方米改造费用约为 250 元，其中外围
护结构改造费用 190 元/m2，室内分户计量改造费用 45 元/m2，小区主干管热平衡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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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 10 元/m2，热源改造 5 元/m2。 

4、改造效果 

6＃楼通过全部三项节能改造后，建筑物能耗量指标由原来的 33.9 W/m2 降低至
20.8 W/m2，已能够达到节能 50％的要求。部分住户由于室内温度高，还需开窗。
通过 6＃楼与 2＃楼的热计量抄表记录对比，可以看出 6＃楼经过外围护结构改造后
住户采暖系统的回水温度明显提高。 

 
图 4.3-5  6＃楼部分住户开窗散热 

 

 
图 4.3-6  6＃楼热计量抄表记录 

（二）吉林省通化县既有居住建筑供热计量及节能改造 

1、基本情况 

通化县城区既有居住建筑 438 栋，总计 176 万平方米。2009 年进行改造前，共
有 332 栋 139 万平方米既有居住建筑未做墙体保温。城区全部实行集中供热，供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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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采取二次换热，分户循环。现有热源锅炉房 3 座、换热站 8 个。 

2009 年，县城规划先行，对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工作进行了全盘部署，决定
当年施工当年竣工，一是热平衡改造 176 万平方米；二是供热计量改造 136 万平方
米；三是外围护结构节能改造 139 万平方米（包括墙体节能改造、屋面保温与防水
处理、更换非节能窗、楼道粉饰等）。 

全县财政收入每年 5 亿多元。通化县采取“向上争一点、县财政投一点、社会筹
一点、居民拿一点”的筹资方式。全年改造概算为 19992 万元，其中国家奖励资金
9398 万元，地方筹集资金 10594 万元，地方资金包括县财政信誉贷款 5100 万元，
供热企业自筹 2237 万元，居民自筹 557 万元，建筑产权人出资 2700 万元。 

2、改造经验 

规模大、参与面广。全县城规模化改造，使得从县领导至具体工作人员均足够
重视，全县城既有居住建筑基本都已经进行了改造，且供电、网通、有线电视等部
门积极配合。 

 

 

 

 

 

 

 
 

图 4.3-7  通化县城区鸟瞰图 

激励产生动力。在改造过程中，更换节能窗式是节能改造工作中遇到的主要难
题。因为居民收入差别大，而节能窗的投入是一定的，难以统一协调。经过充分论
证后，政府每平米补贴 20 元，居民只需要承担 150 元左右，同时物业提供无偿服务，
凡因换窗造成墙体破坏及阳台损坏的，由物业修复。另外，在拆除墙体悬挂物问题
上，县财政给予拆除补助，如拆除太阳能热水器给予补助 100-150 元，对难度较大
的物件可以具体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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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8 更换节能窗式楼效果图 

经过政策鼓励，群众的积极性越来越高，全县只有五栋楼因换窗率未达 70%，
很多楼换窗率已经达 100%。 

3、障碍 

供热企业垫付资金的偿还方式问题。供热企业作为营利性企业，虽然按照政府
要求垫付了资金，但是必须找到有效的偿还方法使之正常运转，并可以促使该模式
可持续化。目前的预案是一部分将因改造管网而增加的热源相应配套费补偿给供热
企业，另一部分逐步研究推行双轨制热价，使热费合理化，节约的能源费用补偿给
供热企业，直到其收回改造成本。但是这一切只是在摸索中，是否能够按照预想的
方式推进，仍然需要进一步观察。 

管网改造效果监测问题。国家拨付的专项资金对一次网和二次网进行了改造，
但是改造的效果目前并没有测量方法，需要进一步在这方面的效益方面进行研究。 

（三）内蒙古包头市既有居住建筑供热计量及节能改造 

1、基本情况 

改造主体：包钢房地产开发公司（隶属于包钢集团公司）。 

改造对象：友谊 13#街坊、少先 20#街坊，共 63 栋住宅，3000 户近万居民，建
筑面积 18.2 万平方米，是上世纪 80 年代建筑，均属于包钢集团公司的产权房。供
热由友谊 13#锅炉房对友谊 13#街坊、少先 20#街坊、少先 19#街坊实行区域集中供
热。锅炉房内设计安装四台 15 吨热水炉。供热面积为 23 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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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时间：2008 年 8 月 25 日进入实施阶段，11 月 5 日竣工。 

改造内容：屋面、外墙、楼梯、门窗、单元门等。改造费用除国家的奖励资金
外，全部由包钢集团公司承担。 

2、改造经验及障碍 

居民支持度问题。居民对节能改造的支持度决定着市场化程度，是决定着节能
改造工作能够持续开展的关键因素。此项目的产权属于包钢集团公司，且改造资金
基本由包钢集团承担，使得居民的反对力度最小化。 

改造成本相对较高。原有建筑属于老式建筑，虽然改造前后效果反差大，但改
造成本相对较高。主要原因是老式建筑施工操作难、面层障碍多。如：强电入户、
有限电视线、网通电话线、太阳能、空调、移动通讯设备及防盗栏杆、鸽子笼等，
违章设施多，难以拆除，且拆除成本较高。 

示范作用明显，但后期工期压力大。由于在改造过程中，开始时居民持观望态
度的人较多，在完成外墙保温工程后，外观和保温效果体现，要求换窗者突然增加，
这说明良好的示范效应是带动市场需求的有效手段，但同时也造成工期内完成任务
的压力骤增。 

不可遇见问题。由于最初的施工方案不完善，在实施过程中，不断出现新的技
术问题，产生技术以及相应的资金争议难以解决。 

（四）宁夏银川市贺兰县某小区 

1、项目基本情况 

银川市贺兰县某小区共 16 栋住宅楼建于 1981 年，建筑面积约 3 万平方米。住
宅楼均为 3 层砖混结构，外墙粘土砖，屋面漏水，外窗为钢窗或木窗，室内无采暖
系统。 

2、改造内容 

将整个小区纳入贺兰县东区集中供热系统。每户增加采暖系统。每栋楼加热计
量栋表。屋面加保温层，将原有钢、木窗更换为铝合金中空双层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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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9 每户加装的采暖系统       图 4.3-10 加装的热计量栋表 

3、改造模式及投资情况 

本项目的节能改造由供热公司作为实施主体。资金来源为住户出资 30 元/m2，
用于住户外窗改造，其余部分来自国家奖励资金和地方政府投入。改造费用经初步
核算，每平方米改造费用约为 300 元，这其中包括小区和入户的供热管网费用。 

4、存在问题 

本项目改造后，改变了整个小区的面貌，解决了屋面漏水、无采暖系统的问题。
但小区的改造还存在着一定的问题。 

首先，该小区是建于 1981 年的一个老旧小区，小区容积率很低。据了解存在近
期拆除的可能性。因此该项目是否有改造价值值得商榷。其次，工作过程中缺乏过
程监管，改造费用偏高。小区实际改造内容与原方案相去甚远，外墙未作保温，室
内加装采暖系统未加温控阀，为今后的工作留下隐患。 

（五）山东济南市山东师范大学龙泉新村改造工程 

1、项目基本情况 

山东师范大学龙泉师大新村位于济南市历下区转山西路，2003 年 6 月设计施工，
2005 年 9 月陆续竣工并投入使用。山东师范大学职工宿舍，共有住户 1384 户，建
筑面积 23.3 万平方米，其中 34 栋多层建筑 900 户，7 栋小高层 484 户。设计建造时
已考虑节能的需要，外墙保温已建，双层密封保温塑钢窗和楼梯门已装，是 50%节
能建筑，购买蒸汽自建换热站。 

存在主要问题：没有安装热计量和调温装置，长期无人居住的房间和住户放假
时照常供热，房间温度过高时开窗放热，存在浪费；同时，部分住户供热温度达不
到国家规定的供热温度标准，居民意见较大。所以改造需求为安装热计量装置和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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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热平衡改造。 

2、改造内容 

梯管道井安装智能温控节能计量阀，一户一阀；梯管道井安装智能温控节能计
量阀控制器安装，一户一个；住户卧室暖气计量阀的安装，不带控制器，每一住户
在两个卧室各安装 1 个 DN20 计量阀，顶层住户有阁楼，在阁楼两个卧室各安装 1

个 DN20 计量阀；热平衡管网改造，在全部 111 个单元各安装 1 个压差平衡阀；在
高区、低区供热管路上分别安装 DN250、DN200 热量表各 1 块；换热站节能改造，
安装自动信息采集和反馈系统，安装室外温度采集系统，对 7 部 22KW 的电机和水
泵的安装自动变频装置；安装控制电脑一台，安装节能实时监控系统，安装数字信
息能耗时实显示大屏幕。 

3、投资情况 

项目改造主要由设备材料费和施工安装费用构成，总计 506.4 万元，详细见表
4.2-1。 

 
 

表 4.2-1  山东师范大学龙泉师大新村节能改造相关费用情况 

序号 项目 合计（元） 

1 设备材料费 4,027,677.82 

2 安装费  (根据山东省安装定额取费) 1,036,417.09 

3 系统总造价 5,064,094.91 

4 改造全部成本 21.7 元/平方米 

4、改造模式 

项目由第三方能源服务公司济南雪山节能科技有限公司作为实施主体，该企业
技术支撑单位为山东建筑大学，改造资金由公司垫付。改造后采用“两部制收费法” 

固定热价部分按济南市物价局规定的总热价的 15%收取；计量热价按用户表实际记
录的数据计算。 

5、改造效果 

从 2008 年 11 月 15 日运行至今，项目节能率为 40%，达到了预期改造的效果。 

6、主要经验及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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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动员工作有得有失。由于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对山东师范大学相关领导、
山东师范大学管理处和明德物业公司的相关节能改造的普及较到位，如供热计量及
节能改造基本知识等，因此，在整个施工过程得到了大力配合，如，明德物业公司
同意安装计量表。但项目同时存在对住户的宣传覆盖面不够导致少数住户有疑虑的
问题，项目仅张贴了 2 次布告，在小范围内进行了宣讲，因此，住户安装计量表的
积极性不高，影响了工期。 

物业参与项目施工。为了方便售后服务，项目选用明德物业公司工程部承担计
量阀的安装，漏水维修也由明德物业公司工程部负责，从而保证了施工质量，到现
在安装的 1100 户无一出现漏水的问题。 

固定价定 15%太低，装表后购买的蒸汽少了，但物业公司还是亏损，应提高固
定价的比例。 

（六）山东济宁市建设小区改造工程 

1、项目基本情况 

济宁市“建设小区”2、3、5＃楼建成于 1998 年 7 月，总建筑面积 8625 ㎡，住户
共 48 户，框架结构，层数 4 层，外墙为 200 ㎜厚陶粒空心砌块，外窗采用铝合金单
层窗，外墙、门窗、架空层顶板、屋面、楼梯间均未采取保温措施。本次主要针对
建筑围护结构、室内供热系统计量及温度调控两项进行了改造。 

2、改造内容 

外墙、一层阳台底板、阳台侧栏板粘贴 60 ㎜挤塑聚苯板，屋面、架空层及储藏
室顶板粘贴 30 ㎜挤塑聚苯板，楼梯间安装不锈钢保温、防盗对讲门；外窗采用塑钢
中空玻璃窗（5+6+5 ㎜）；供热分户计量改造，更换水平横管和部分立管，每组暖气
片安装温控阀和热分配器，每栋楼安装一块热流量表。 

3、投资情况 

建设小区围护结构节能改造、供热分户控制及计量改造费用 220 余万元，每平
方米建筑造价约 255 元，加上太阳能安装及改造过程中对住户原有装修、防盗网等
不同物品的损坏赔偿费用等，项目总投资达 250 万元。省建设厅拨付专项扶持资金
30 万元，国家按 40 元／m2 补助（主要考虑资金问题，未实行热源和供热管网热平
衡改造）34.5 万元，住户按照建筑面积不同各自承担部分资金共计 44.4 万元（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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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 m2 住户缴纳 1 万元，120m2 住户缴纳 9000 元），剩余部分从市新型墙体材料专
项基金沉淀资金中进行补助。 

4、改造模式 

节能改造设计由济宁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承担。2008 年 4 月通过省建设厅专家组
论证，设计方案达到居住建筑节能 65％标准。通过招投标，分别选定山东圣大建设
集团和济宁恒诚热力有限公司承担外围护结构和供热分户计量改造施工。为确保改
造工作顺利实施，市建委制定了《关于对“建设小区”进行节能改造的实施方案》，成
立了小区节能改造领导小组，明确责任及分工，保了工程质量。项目于 2008 年 5

月开始实施，8 月整体竣工。 

5、改造效果 

虽然节能改造实施过程中有很多困难，但小区实施节能改造后，通过住户反映
和热力部门对用热量采集数据分析看，实施节能改造后效果比较明显。夏季空调使
用时间比实施节能改造前每天可减少 2-3 个小时。冬季采暖提高了居住舒适度。 

热力公司对前两个月用热量数据进行了采集，用热量为 1648GJ，由于采暖季还
未结束，后两个月用热量暂按前两个月计算，整个采暖季总用热量应为 3296GJ。市
内现行面积热价 21 元/ m2（建筑面积），三栋楼建筑面积 8625 平方米，这样三栋楼
应收费用为 8625×21＝18.11 万元；市内蒸汽吨售价格为 137.5 元/吨，折合热量热价
为 48 元/GJ，所以实际耗热量计算收费应为 3296×48＝15.82 万元，经对比可节省 2.29

万元，折合建筑面积每平方米可以节约 2.65 元。实施节能改造后室温平均提高了 2-3

度，但由于未实行分户计量收费，住户均未进行调节，只是提高了舒适度，所以在
保证室温 18�±2 的前提下，实际耗热量还会减少。 

图 4.3-11  建设小区改造前后对比图 
 改造前 改造后 

分户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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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墙 

  
外窗 

 

 

6、主要经验 

实施节能改造一定要避开雨季施工。由于原有窗户需要拆除，安装后到外墙保
温及涂料施工完毕，才能涂密封胶，在这个过程中窗户容易漏雨，对住户生活及财
产造成损失。整个节能改造实施过程中，由于住户进出比较频繁，一定要注意安全
问题，完善安全设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