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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8 月 12 日，眾議院通過了意義重大的《降通脹法案》，這是美國政府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作出有

史以來最大投資的和解方案。1
 預計拜登總統將很快簽署通過這項立法，有關立法代表著美國在實現關鍵氣

候目標方面的重大發展。該法案撥款近 3,700 億美元支持美國氣候變化緩解和適應、提高能源安全性和降低

能源成本。我們會在本文討論法案的關鍵措施，以及我們認為該等措施可能在氣候相關行業創造具吸引力的

投資機會的原因。 

 

關鍵要點 

 
▪ 《降通脹法案》為美國注入大量資金，以在 2050 年前成為淨零經濟體。其主要目標之一是

加快美國實現 2030 年目標的步伐，將美國溫室氣體淨排放量降低至比 2005 年水平低 40%

的目標。2 

 

▪ 我們預期在各種氣候變化相關主題中出現重大增長機會，包括可再生能源、低碳氫和電動汽

車。 

 

▪ 與法案相關的累計投資預計數以萬億計，為公司和投資者提供參與美國能源轉型並可能從中受益

的短期和長期機會。 

 

法案為實現排放目標、保障美國能源安全開闢了新途徑 

 
《降通脹法案》包含旨在加快美國氣候變化緩解和適應工作的稅收和非稅收措施，促進美國清潔能源生

產、提高能源安全性，並降低能源成本。3,4 通過該等措施，預計到 2030 年，整個經濟的排放量將減低至

比 2005 年水平低 37%至 41%。5 反之，如果沒有該等措施，美國排放量預計 

遠遠低於目標，到 2030 年僅減少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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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法案中有助美國轉向綠色經濟的最重要措施，我們重點列出以下內容： 

 

▪ 生產稅收抵免（PTC）延期和擴展 7,8：《降通脹法案》延長了 PTC，根據現有政策，PTC 目前

正在逐步取消，但法案將符合條件的可再生能源獲得的抵免恢復到每兆瓦時 30 美元。包括風力

發電、生物質發電、地熱發電及將於 2024 年 12 月 31 日前開始動工的若干水力發電項目。從 

2025 年開始，PTC 將為淨零電源變成科技中立，並保持 30 美元／兆瓦時的全額費率，直到 

2032 年或當排放量從 2022 年水平下降 75% 時開始逐步取消。 

 

▪ 投資稅收抵免（ITC）延期 9,10：該法案將同樣被逐步取消的 ITC 恢復至 30% 的全額抵免。合資

格的技術包括太陽能、燃料電池特性及廢物轉化能源設施。ITC 將為淨零電源變成科技中立，並

在與 PTC 取消條件相同的情況下，保持合資格項目享有 30% 抵免。重要的是，開發商可以通過

使用本地材料及在若干低收入或前化石燃料社區內建設項目來獲取額外抵免。各獎勵合共可為受

益機構帶來超過 50%的 ITC。 

 

▪ 直接付款選擇權 11：作為 PTC 和 ITC 的一部分，免稅實體、州和地方政府、田納西河谷管理

局、印第安部落政府、阿拉斯加原住民公司和電力合作社可以選擇直接付款，代替稅收抵免。

太陽能和風力發電行業是直接支付的主要支持者，因為它無需與税收權益投資者合作，並允許

開發商直接獲得抵免。 

降通脹法案可能會加速美國脫碳工作 
資料來源：Global X ETF 資料摘錄自：Mahajan, M., Ashmoore, 0., Rissman, J., 
Orvis, R., & Gopal, A.（2022 年 8 月）。使用能源政策模擬器對《降通脹法案》進行建模。 

Energy Innovation Policy & Technology LLC. 

按情境劃分的美國經濟溫室氣體排放 

二氧化碳排放基

線，5,133 

(-24%) 

低，4,529 

(-37%) 

中等，4,126 

(-39%) 

高，3,987 

(-41%) 

萬
噸
二
氧
化
碳
當
量

 

註：二氧化碳排放基線是業務日常的情景，考慮沒有《降通脹法案》情況下的當前政策工作。低、中等和高排放量情境考慮

了在對《降通脹法案》所含措施的效力有不同假設的情況下，《降通脹法案》產生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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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獨立儲能投資稅收抵免 12：經改革的 30%ITC 將適用於超過 5 千瓦時的新獨立儲能係統。稅收抵

免亦將繼續適用於與太陽能項目共建的儲能系統。 

 

▪ 低碳氫生產稅收抵免 13：潔淨氫生產稅收抵免是一項新的 10 年期抵免措施，自合資格生產設施

開始營運當日起，每公斤潔淨氫可享高達 3 美元的抵免。終生排放率低於每公斤 0.045 公斤二氧

化碳當量的氫氣將可獲得全額清潔氫生產稅收抵免。排放量大於 0.045 公斤至 4 公斤的氫將可獲

部分抵免。清潔氫生產商亦可以選擇直接支付，代替稅收抵免。 

 

▪ 電動汽車稅收抵免延期和擴展 14,15：《降通脹法案》延長新電動汽車的 7,500 美元聯邦稅收抵

免，並為二手電動汽車提供高達車輛價值 30%的稅收抵免，最高可達 4,000 美元。重要的是，

相關抵免不再限制每個製造商出售的車輛數量，因此使用了之前計畫所有抵免的製造商（包括

特斯拉及通用汽車）的車輛均符合資格。然而，延期的包括客戶收入和車輛價格限制，以及嚴

格的國內材料和製造要求。政府計劃在年底前發佈完整指引。 

 

▪ 提高能源效率的稅收優惠 16：該法案為消費者提供稅收抵免和退税，透過採用熱泵、屋頂太陽能

系統、高效暖通空調和熱水器系統等科技提高家庭能源效益。 

 

▪ 高級製造生產抵免 17：高級製造生產抵免預計於 2032 年完結，旨在激勵潔淨科技組件的生產商，

有關組件包括薄膜和晶體光伏（PV）電池、PV 晶圓、太陽能模組、電池、電池模組、逆變器、

扭矩管和風能組件。 

 

▪ 研發資助 18：該法案包括額外的撥款和資金，以促進國內潔淨科技研究和生產。這包括約 3 億美

元的撥款，用於研發和生產氫氣等可持續航空燃料的競爭性資助計劃。措施還亦包括 20 億美元

的轉換資助，用於電動汽車生產，包括氫燃料電池電動汽車。 

 

稅收抵免可推動可再生能源和潔淨科技的增長 

 
過去 15 年，美國風能和太陽能的強勁增長就是說明稅收抵免如何有助能源轉型的例子。根據太陽能

產業協會的數據，自 2006 年太陽能 ITC 實施以來，太陽能產業已增長了 10,000%以上。19
 

 

普林斯頓大學的一項研究認為，《降通脹法案》可在 2025 年之前將公用事業規模的太陽能發電能力從 

2020 年的每年 10 吉瓦提升至每年 49 吉瓦。風力發電量的增加可從 2020 年的每年 15 吉瓦在相同時間

內增加至每年 39 吉瓦。20 未來十年的強化增長可能幾乎相當於風能和太陽能總投資量翻倍，從目前政策

下的 1,770 億美元增加至 3,210 億美元。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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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氫，稅收抵免可能有助加速美國新興低碳氫工業的發展。低碳氫是減少精煉過程、化肥生產、長途

和重工業運輸等難以脫碳領域的排放的關鍵潛在途徑。潛在的低碳氫方法包括使用由可再生能源驅動的

電解槽產生的綠氫，以及使用與碳捕獲和儲存系統相配的天然氣所生產的藍氫。重要的是，這些抵免可

能使可持續採購的綠氫和藍氫與灰氫相比具成本競爭力，灰氫源自碳密集型過程，幾乎佔當前供應的全

部。生產灰氫的成本約為 1 美元至 2 美元／公斤，而藍氫的成本為 1.5 美元至 2.5 美元／公斤，綠氫則

為 3 美元至 8 美元／公斤。22 此外，可再生能源行業的潛在增長和成本效益亦可能在整個氫氣價值鏈中

產生效益，因為可再生能源在綠氫生產中扮演著重要角色。 

 

對於電動汽車領域，《降通脹法案》的影響在短期內可能更加有限。收入和材料採購要求意味著，目前在

美國市面上可找到的電動汽車型號中，很少合資格享有 2023 年開始的新稅收抵免。23 長遠而言，該法案

希望鼓勵本地電動汽車電池供應鏈的發展，並改變對中國的依賴。法案中一項關鍵規定是，電動汽車電池

中至少有 40% 的關鍵材料必須從美國或其指定貿易夥伴處採購。24
 

 

我們認為，此政策支持供應鏈的進一步發展，有利美國經濟及整體電動汽車領域。此外，收入要求、購買價

格限制和二手車的稅收抵免可能使更多美國消費者更容易購入電動汽車，並加速採用情況。 

革新的清潔能源稅收抵免帶來大幅支持美國風能和太陽能增長 
資料來源：Global X ETF 資料摘錄自：Jenkins, J.D., Mayfield, E.N., Farbes, J., Jones, R., Patankar, N., Xu, 0., & Schivley, 

G.（2022 年 8 月）。初步報告：2022 年《降通脹法案》對氣候和能源的影響。零碳能源系統研究與優化實驗室，REPEAT 項

目，普林斯頓大學；美國能源資訊管理局。（2022 年 3 月 10 日）。[電力年度數據][數據集]；美國能源資訊管理局。（2022 年 

8 月 9 日）。[短期能源展望][數據集]。 

公用事業規模太陽

能 
陸上風 海上風 

註：來自 EIA 的 2015-2021 年歷史增長數據。就 2021 年而言，e = 估計。 

來自 REPEAT 項目的 2022-2035 年模擬年均產能增加。 

每
年
吉
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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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可能耗資數萬億美元的氣候行動 

 
據估計，《降通脹法案》在其 10 年生效期內可推動 3.5 萬億美元的氣候變化相關活動的累計投資。25 關

鍵的是，我們認為，隨著重要的排放截止日期臨近，這種穩健的投資有可能從根本上幫助美國轉為綠色經

濟。有望從此次轉變中受益的是可再生能源開發商和生產商；風能、太陽能、電池和儲能組件製造商；整

個氫和電動汽車價值鏈的公司；能源效益和綠色建築公司；以及鋰等關鍵礦物企業。無論如何，美國政府

都通過了一項歷史性氣候行動，我們預期有關行動將在各個行業產生反響，並在短期及長期內創造具吸引

力的投資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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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涉及風險，包括可能損失本金。基金可能進行投資的可投資公司範圍可能有限。狹窄的專注投資和小型公司投資波動性可能較高。 

本基金所投資的公司可能會遭受科技的日新月異、激烈的競爭、產品和服務迅速被淘汰、知識產權保護的喪失、不斷演變的行業標準和頻

繁出現的新產品生產以及商業周期和政府法規的變化影響。潔淨科技、太陽能和氫公司可能會受到能源價格和可再生能源供需波動、稅收

優惠、補貼以及其他政府法規和政策的重大影響。 

房地產和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受經濟狀況、信貸風險和利率波動的影響。 

投資基本金屬和貴金屬以及其各自的採礦業還存在其他風險。 

國際投資可能會涉及因貨幣價值的不利波動、一般公認會計原則的差異或其他國家的社會、經濟或政治不穩定而帶來的資本損失風險。新

興市場涉及與相同因素相關的更高風險，以及更大的波幅和更低的交投量。 

太陽能公司可能會受到商品價格波動、匯率變化、進口管制的實施、生產所需某些投入和材料的提供、資源枯竭、技術發展和勞資關係的

不利影響。 

風能公司可能高度依賴政府補貼、與政府實體簽訂的合同以及新技術和專有技術的成功開發。季節性天氣狀況、能源產品供需波動、能源

價格變化以及國際政治事件都可能導致此類公司業績波動。 

能源行業公司發行證券的價值可能會由於許多原因而下降，包括但不限於能源價格變化、國際政治、節能減排、勘探項目的成功、自然災

害或其他災難、匯率、利率或經濟狀況的變化、能源產品和服務需求的變化以及稅收和其他政府監管政策。 

非分散化基金。ETF 的股票以市場價格（而非資產淨值）進行買賣，並且不會從基金中單獨贖回。經紀佣金將減少回報。 

投資前請仔細考慮本基金的投資目標、風險、費用和支出。此資訊及其他資訊載於基金摘要或完整的招股章程，可於 globalxetfs.com 獲
取。投資前請仔細閱讀基金章程。 

Global X Management Company LLC 擔任 Global X 基金的顧問。以上基金由 SEI Investments Distribution Co.(SIDCO)分銷，該公司不隸

屬於 Global X Management Company LLC 或未來資產環球投資。Global X 基金並非由 Indxx 或 Solactive AG 贊助、認可、發行、出售或

推廣，Indxx 或 Solactive AG 也不就投資 Global X 基金是否明智作出任何陳述。SIDCO、Global X 與未來資產集團均不附屬於 Indxx 或 

Solactive 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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