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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和低碳发展已经是全球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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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承受不起不应对气候变化所带来的风险。从IPCC第一次评估报告

（1990）到第五次评估报告（2014），越来越多的科学证据表明，人类活

动特别是化石能源燃烧是导致全球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

•应对气候变化可以带来显著的协同效益。包括发展方式转型、生态保护及

恢复、环境改善、能源结构优化、能源利用效率提升、观念意识转变等等。

•全球气候治理进入新的历史进程。《巴黎协定》生效，形成了“自主承诺+

定期盘点”的新模式，低碳发展已经成为全球大势所趋，这种趋势不会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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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协定》确立了全球长期低碳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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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国定期提交自主贡献实施进展报告，接受专家评审和多边评估

- 各国采取国内自主减缓措施，从2023年起每五年进行一次全球盘点

- 2020年前通报本世纪中叶长期温室气体低排放发展战略

温升目标

把全球平均气温升幅
控制在工业化前水平
以上低于2°C之内，
并努力将气温升幅限
制在工业化前水平以
上 1.5°C之内。

适应目标

提高适应气候变化不
利影响的能力，并以
不威胁粮食生产的方
式增强气候恢复力，
推动适应型社会建设。

资金目标

资金流动应符合温室
气体低排放和气候适
应型发展的路径。

减缓目标

尽快达到温室气体排
放的全球峰值，在本
世纪下半叶实现温室
气体源的人为排放与
汇的清除之间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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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源消费快速增长，已经跃居世界第一。从1949年算起，我国达到消费第一个10亿吨煤炭用了40年的时间，

消费第二个10亿吨煤炭用了14年，而第三个10亿吨煤炭仅仅用了不到5年的时间。

 中国能源消费格局的最大特征仍然是以高碳能源为主，2014年中国消耗煤占消耗一次能源的比例为65.6%，

当前全球超过半数的煤炭消费发生在中国

中国高碳增长的主因----快速增长的能耗和高碳能源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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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发展，就是要破解资源供需矛盾，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应对气
候变化

能源资
源利用

政治经
济秩序

生态环
境改善

产业结
构优化

中国低碳发展：既要低碳、更要发展

5

习近平主席指出：

应对气候变化不是别人要我

们做，而是我们自己要做。

《巴黎协定》的达成是全球

气候治理史上的里程碑。我们

不能让这一成果付诸东流。中

国将继续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

化，百分之百承担自己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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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低碳发展的总体思路 ——分布实施、共同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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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碳排放情景研究结
果（NCSC）

大力推动三个转型：增长转型、能源转型、消费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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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低碳发展的近中期主要政策目标

7

• 单位国内生产总值
能源强度下降20％

“十二五”
• 单位GDP能源消耗降低16%；
• 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降低17％；
• 森林蓄积量143亿立方米。

“十三五”
• 单位GDP能源消耗降低
15%；

• 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降
低18%；

• 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
消费比重达到15%。

• 森林覆盖率提高到23.04
％，森林蓄积量增加14
亿立方米。

2020年

• 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
2005年下降40%~ 45%

• 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
费比重达到15%左右；

• 森林面积和蓄积量分别比
2005年增加4000万公顷和
13亿立方米。

2030年

• 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
达到峰值，且将努力尽早
达峰

• 单位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
放比2005年下降60%~65%

• 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
费比重达到20%左右

• 森林蓄积量比2005年增加
45亿立方米。

“十一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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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低碳发展的工作成效（2005年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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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国家气候战略中心初步测算 来源：统计局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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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中国低碳发展面临的总体形势（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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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发展模式亟需转型

• 工业化：进入中后期，钢铁、水泥、有色等主要耗能工业产能呈现过剩状态

• 城镇化：继续推进，未来将逐步成为推动能源消费和碳排放增长的主要动力

• 能源体系：能源需求增速进入低中增速的新常态，煤炭消费面临多方约束，可

再生能源发展迅速但仍面临不少挑战

• 资源生态环境约束趋紧，需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 环境约束不断增强：面临多重环境问题，需着力提升环境质量

• 碳排放约束不断强化：从强度转向总量，从被动转向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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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扭转碳排放放量快速上升势头

“十三五”是实现碳排放达峰的关键时期，要打好基础，避免高碳锁定

要在实现40-45碳强度目标的同时，逐步由碳强度控制过渡到强度和总量双控

 需大力推动能源结构优化转型

须强化能源总量控制，特别是煤炭消费总量控制

推动可再生能源的规模化和商业化利用，逐步从辅助能源转变为替代能源

 需形成有利于低碳发展的制度体系和政策环境

强化温室气体排放控制的法律支撑和战略地位

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用市场手段推动碳排放控制

“十三五”中国低碳发展面临的总体形势（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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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中国低碳发展的重点任务：推动经济社会的低碳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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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转型

淘汰落后产能

严控高碳产能

大力发展战略型新兴产业和低
碳产业

能源转型

多举措并行，强化节能和提高
能效

严格控制煤炭消费总量，提升
煤炭集中利用效率

强化支撑，提升可再生能源利
用规模和经济性

消费转型

推动城镇化低碳发展

提升低碳意识，加强低碳宣传

推动低碳消费，践行低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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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中国低碳发展的重点任务：推动重点行业和区域率先达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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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北京、广州、镇江 

深圳、武汉 2022 

2025 贵阳、吉林、金昌 

延安 2029 

2030 四川、海南 

率先达峰城市联盟时间轴 

率先达峰城市联盟 (APPC）

我国具备尽早达峰的可能性

• 推动重点耗能工业在2020年前达峰

• 推动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区域率先达

峰，推动中西部地区控制碳排放增

速，各地区应根据自身情况确定达

峰年和峰值目标

• 研究提出中国长期低排放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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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中国低碳发展的重点任务：推动全国碳市场建设

2011                       2012                             2013                          2014                     2017

国家批准7省市
碳交易试点

国家颁布《自
愿减排交易暂
行办法》

实施碳交
易试点

国家发改委发布
《碳排放权交易
管理暂行办法》

启动全国
碳市场

北京市、上海市、天津市、
湖北省、重庆市、广东省、
深圳市是我国批准的碳交
易试点

• 2013年6月首个碳排放权
交易市场（深圳）启动；

• 截至2014年6月19日，七
个试点碳市场均正式启动

截至2015年底，
7个试点碳市

场累计成交排
放配额交易约
6700万吨二氧

化碳当量，累
计交易额约为
23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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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中国低碳发展的重点任务：深化试点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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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标100家低碳省（市）试点，形成具备区域特色的低碳发

展模式和路径
低碳省区和城市试点

• 构建具有示范意义和引领作用的近零碳排放示范区近零碳排放示范区工程

• 探索新城建设中实现低碳发展，推动产城融合和低碳发展低碳城（镇）试点

• 继续开展产业园区试点，探索产业低碳转型模式低碳园区试点

• 探索城市及农村社区创新低碳发展的模式，到2020年前建

立1000家低碳社区试点
低碳社区试点

• 在煤化工、电力、石油等领域推动CCUS的规模化示范项目CCUS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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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中国低碳发展的政策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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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法律支撑

推动应对气候变化立法

修改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建立完善低碳发展三大

制度体系

建立完善温室气体排放

标准体系

做好政策安排

加强财政资金引导，以

及与社会资金的结合

做好低碳政策与能源、

环境政策的统筹协调

推动金融政策与低碳目

标和政策的衔接

强化基础建设

加强温室气体排放统计

核算和报告体系建设

加强科技支撑能力

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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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

刘强 博士

E-mail: liuqiang@ncsc.org.cn Tel: 13621330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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