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方周末记者 谢丹 发自北京

状告政府违宪
如果你是一家公司的决策者，海外投

资时最怕的是什么？
最怕被“忽悠”。但如果“忽悠”你的是

一国政府，该怎么办？中国的新能源投资
者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起诉他们。

2012年10月，三一重工计划在美国俄
勒冈州投资四个风力发电厂，因接近军事
基地被美方拒绝后，将美国政府告上了法
庭（具体参见 2012 年 10 月 14 日南方周末

《三一折戟，状告奥巴马》）。时隔半年之
久，近日三一重工总裁向文波则对媒体称，
其状告美国政府的案子“快成功了”。

几乎在三一起诉奥巴马政府的同时，
正泰太阳能、海润光伏、天华阳光、东方日
升等四家公司在保加利亚投资太阳能发电
厂遇阻后，联合将保加利亚能源监管机构
国家能源和水资源监管委员会（SEWRC）告
上了法庭——这些中国新能源公司认为，
对方政府涉嫌违宪。

2013年3月13日，保加利亚当地法院
做出判决，中国投资者获胜。这意味着中
方公司高达近2亿欧元的损失可能得以挽
回。按规定，保加利亚能源监管机构可在
判决做出两周之内提出上诉，据南方周末
记者获悉，该委员会已提起上诉，二审定于
2013年6月。

事实上，早在2012年，中国、韩国、德
国、法国、意大利等15个国家驻保大使以及
欧盟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国已就“入网费”政
策联名向保加利亚当局表达过异议。欧盟
委员会亦在此期间启动对保加利亚可再生
能源入网费征收决定的调查。

天华阳光董事长苏维利对南方周末记
者说，中国公司和美国、中东等地投资者为
此专门成立了一个投资者联盟，向当地法
院起诉保加利亚当局的行为。

一审胜诉后，多名太阳能行业人士对
最终判决表示乐观，“一审已基本定调，尽
管存在变数，但胜算概率较大”。

突如其来的损失
可以说，“入网费”这一保加利亚的可再

生能源新政给众多中国投资者当头一棒。
2012年9月，保加利亚当局做出向可

再生能源生产商追溯性征收1%-39%不等
比例入网费的决定，这意味着2010年3月
之前建成并网的各类新能源电站，需支付

一笔额外增加的“入网费”。
据业内估计，“入网费”将让进入该国

的太阳能企业营收降低20%-40%，风电企
业营收降低10%。

据不完全统计，中资企业在保加利亚
光伏产业投资总额超过4亿欧元。知名民
企正泰集团、上市公司海润光伏、东方日升
等均在投资者之列。

“这对中国投资者是个巨大的打击，投
资收益直接打了六折。”天华阳光董事长苏
维利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如果政策施行，天
华阳光及其合作伙伴在保加利亚投资
42MW（兆瓦）太阳能电站，投资损失将高达
上千万欧元。

按照此前国家开发银行的专项调研，
保加利亚大部分并网光伏电站（装机容量大
于200千瓦）为2012年上半年并网发电，其间
执行的补贴电价为0.248欧元/千瓦时，征
收并网费约合0.097欧元/千瓦时，占电价
的39%（2012年上半年光伏电站集中投产，征收比
例最高），扣除并网费后，投资者得到的补贴
电价只有0.151欧元/千瓦时。

“按此补贴电价计算，投资者不仅没有
利润可言，连偿还银行贷款的能力都没
有。”国家开发银行的调研报告称。中资企
业对保投资的贷款银行正是国开行。

2013年4月2日，在保加利亚投资的

东方日升亦发布公告称，受保当局
对可再生能源征收“入网费”的影
响，计提相应的资产减值准备金额
7046.35万元。

原计划将在保加利亚北部建
设120MW风力发电场的广东明
阳风电，也正考虑取消这个耗资
1.5亿欧元的项目。

“（入网费）这是违反欧盟推行可
再生能源电力计划的行为，也是违
反保加利亚本国宪法的行为。”苏
维利说。

投资“二类国家”
事实上，自2010年以来，中国

企业在新能源领域的海外投资即呈
逐年增长趋势——欧洲、北美、日本
等地区越来越多的风电厂和太阳能
电厂的投资者变成了中国人。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副理事
长孟宪淦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尽管
暂无统计数据，但近年来中国企业
在绿色能源领域的海外投资热情
确在升高。

在这一轮新能源海外投资热
潮中，捷克、保加利亚、希腊等“二
类国家”成为热门之地（相对于美
国、德国等信用质量较高的国家，保加
利亚等国在标准普尔和穆迪的主权信
用评级中多被评为B类）。

由于过去两年这些国家为发
展可再生能源提供了颇为慷慨的
资金补贴，来自中国、美国、中东的
大量投资者开始涌入这些小国掘
金新能源。

以保加利亚为例，其传统能源
贫乏，油气基本靠进口，政府为此
将可再生能源列为重要发展方向，
目前可再生能源在保加利亚能源
供给中约占12%。保加利亚部分
地区年均日照时间达1500-1700
小时，东北地区风力资源较好，年
发电时间可达2300-2400小时。

为吸引外国投资者，从2011年5
月起，保加利亚政府制定了一系列针
对新能源企业的税收、信贷优惠措
施。比如，推行电价补贴、签订长期购
售协议、全额收购电量等。

海润光伏曾对外表示，其在保加
利亚共投资建设了90.68MW规模的
太阳能电站，未来可获得保加利亚政
府给予的上网电价补贴共4.98 亿欧
元，约合41.43亿元人民币。

中资企业在上述“二类国家”的高
额投资收益可见一斑。

变卦的政策
高回报的另一面是高风险——中资

企业与该国能源政策变化之间的博弈。
相对于油气、矿业等其他传统领

域的海外投资，中国企业在新能源投
资方面仍是新手——目前这类投资仍

以民营企业为主，少量具有开拓精神
的央企也有涉足。

不过，在过去两年的海外新能源
投资实战中，这些新投资者已私下总
结出一些不成文的“理论”。

比如“新能源政策不规则变化定
律”，它指一些国家在开始给予可再生
能源生产商高额补贴，迅速吸引大量
外国投资者进入，当局发现政策过于

“宽厚”，再迅速“变脸”修改政策，引发
投资者损失和一片反对——这一“定
律”已经在多个“二类国家”应验。

事实上，在保加利亚能源监管部
门“变卦”之前，西班牙、捷克政府已
有“变卦”先例。2012年年底，希腊政
府释放风声，宣布“拟对现有光伏发
电站征收25%至35%的税率”，从而
削减清洁能源赤字，甚至作为“一类
国家”的日本，也在2013年进行了类
似的政策修正。

“这反映了这类国家的立法水平，
极左和极右的思想都在左右新能源政
策的制定。”一位长期跟踪新能源的分
析师称，捷克、保加利亚等国的共同点
是在新能源立法上缺乏经验。

拿起法律武器
海外投资国家可再生能源政策的

变化，挑战着中国投资者的应变能力。
“事实上，我们在进入保加利亚之

前就预料到他的能源政策可能变化。”
苏维利说，但考虑到保加利亚还是属于

“可以说理的国家”，因此只需控制好投
资规模和节奏，“千万不要做孤胆英雄，
不要做投资最多的那家外国公司，要跟
其他国家的投资者抱团在一起”。

这种信心来自海外投资者与捷克
政府官司的胜利。2010年底，捷克政
府突然宣布对太阳能发电商征收26%
的税。为此，包括天华阳光在内的中资
企业与多国投资者组成的投资者团体
进行了一场对抗太阳能征税的战斗，以
证明太阳能税违背了捷克宪法。捷克
政府为此面临一场高达400亿捷克克
朗（约合24亿美元）的法律索偿。

尽管中资企业均不愿向南方周末
记者透露所花费的律师费，但经过两年
的诉讼，官司最终获胜。捷克官司给苏
维利的经验是，尽管这些国家的政府信
用程度相对较低，“但只要有理，且肯花
时间打官司，至少是讲道理的”。

最新表示可再生能源政策可能
生变的国家是希腊，这将直接影响中
国企业的投资收益。目前，近十家太
阳能企业在希腊进行了投资，风电领
域的华锐风电此前也宣布，将在希腊
建设一个装机容量200-300MW的
风电场以及一个海上风电场。

多家投资者均对南方周末记者
表示，如果希腊政府真的对可再生能
源生产商征税，“一定会起诉他们”。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投资者
说，学会跟各国不断变化的能源政策
相处，已经成为新能源投资者最基本
的生存技能。而一个成功的新能源
投资者，往往是各国新能源政策的成
功利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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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夺两亿欧元风光“路费”

◤从西班牙、捷克，到
保加利亚，再到希腊，
精明的中国新能源商
人敏锐地捕捉着每一
个商机。不过，要在各
国政府新能源政策的
“擒纵”之间，赚取丰厚
利润，不仅要拿起法
律的武器，而且要善
于利用各国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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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海外投资国家可再生
能源政策的突变,中国新
能源投资者不约而同拿起
了法律的武器。

何籽❘漫画

为了根治烟雾，英国政府实行了
严格的“无烟区”和“禁烟区”政策。
在重典强治的同时，也开始给家庭燃
料转型提供资金补助，体现了伦敦空
气治理刚柔并济的一面。

“很难想象，50年前的许多伦敦
人居然意识不到不烧煤是多么正确的
政策。这和今天很相似。”2002年12
月，在伦敦大烟雾事件50周年的纪念
活动上，前伦敦市长肯·利文斯通称，
不愿改变的局面在今天依然存在。

当伦敦需要对抗由机动车排放
造成的新型污染时，2008年低排放
区的设立就曾遭到汽车工业协会等
部门的强烈反对。反对者的理由是，
低排放区以收费和罚款为核心的政
策，严重打击了污染严重的大卡车、
工程车的利益。

在伦敦东区Old Street 附近
的一间咖啡馆里，汤姆·莱维特回想
起现任市长竞选曾许下的空气治理
承诺，觉得很多没有实现。

“伦敦之所以没有实行更严格的
低排放区限制，淘汰高污染的车辆，
部分因为‘白色面包车男’的不情
愿。” 汤姆·莱维特说。

在英国的语境中，“白色面包车
男”特指开着一部小型商用面包车工
作的人，他可以是管道工、锁匠甚至
专业货车司机和任何中下阶层人
士。设置低排放区而导致的罚款显
然冲击着他们的切身利益。

所幸政府并不是唱着独角戏。
环境保护机构、议会和市政府一边调
动政治和商业资源治理空气，一边不

厌其烦地向民众灌输“空气污染，人
人有责”的观念。

如今，少开车、搭地铁、选择更高效
清洁的车辆，对住宅做节能改造，这些
措施存在于政府的宣传口号、学校教
育和伦敦市民日常生活的每个方面。

如今，当伦敦仍因空气污染饱受
批评，英国政府又在面对着第二次艰
难的选择，伦敦的民众亦一样面临选
择，就像1952年的伦敦大烟雾时的
情形一样。

空气数据在此，取用自便
对DEFRA的公务员而言，仅仅

在办公室里应付空气污染远远不够。
由于欧盟要求成员国必须向公

众公开空气中的污染物浓度，DE-
FRA为此制定了专门的信息公开战
略和商业计划。

早在社交媒体出现之前，DEFRA
和其他的英国政府部门就试过电邮、
电话热线等公布方式。现在则是电
话、电邮、网站、社交媒体齐上阵。

“政府必须公开数据给公众，因
为公众是纳税人。”艾米莉说。DE-
FRA在自己的网站上也鼓励市民多
访问这些辛苦得来的数据，让数据发
挥更大价值。

目前艾米莉和她的同事们的一
大职责，是在一个叫UK Air的网站
及推特、脸书等社交媒体上向公众发
布空气污染信息并给出健康指导。

比如，为了让普通人理解抽象的
污染指数意味着什么，UK Air用
颜色标注出了从1到10不等的空气

质量指数。颜色越深表示污染越严
重，指数10就指向紫色区域。

和以颜色标注的空气污染指数
相对应的，是来自政府健康专家小组
的出行建议。在中国访问团到达伦
敦的前一周，因为“污染严重”，UK
Air曾警告敏感人群减少户外活动以
及室内需要费力气的活动。这个建
议甚至会细致到提醒哮喘患者多喷
两次哮喘喷雾。

与很多公司、机构禁止员工在工
作时间上社交媒体不同，发推特是艾
米丽的正经工作内容。

2012年5月，DEFRA在推特上
开通了官方账号。周一到周五，DE-
FRA会在推特上每天三次发布当日
空气污染指数，周末则改为一天两次。

大半年过去了，这个账号只有大
约500个粉丝。知名度赶不上伦敦
清洁空气组织。为了解决粉丝量少
的问题，DEFRA正在考虑把空气污
染指数放在天气预报里，后者是人人
必看的内容。

除了推送数据，UK Air这个网
站还根据污染程度，向政府提出公共
政策建议。

“我们公开空气污染数据之后，
其他人就不用再做同样的事了，我们
以政府颁发许可的方式，让其他人也
能使用政府的数据。”艾米莉解释说，
利用社交媒体开放数据给公众和行
业是DEFRA的一大目标。他们相
信，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动员起每一
个伦敦市民，共同应对可能会变得更
加糟糕的空气。

“雾都”治理童话：奢侈的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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