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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目标

 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非
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达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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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

 “十二五”期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分别比
2010年下降16%和17%、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达到
11.4%、森林蓄积量增加6亿立方米、森林覆盖率达到21.66%，并
作为约束性指标。（2011年）



一、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目标

 计划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且将努力早日达峰，并计

划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提高到20%左右。

（2014年）



二、中国绿色低碳发展战略规划

 《“十二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2014-2020年）》，围绕实现2020年目
标，就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工作进行整体部署。

 已开始研究中国到2050年的低碳发展路线图。 明确中国2020、
2030、2050年份阶段的中长期低碳发展目标任务、实现途径、政

策体系、保障措施等，以低碳发展的理念和目标统筹经济社会发
展的各方面工作，统筹产业、能源、贸易、空间开发、环境等政
策，从更加宏观的层面推动低碳转型。



三、中国绿色低碳发展重要措施

新型工业化

• 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提出了工业化、信
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

• 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服务业，逐步形成以低碳排放为特征的产
业体系。

• 优化产业发展布局，把产业集群化、园区化发展作为产业发展的主体
形态，推进产业园区低碳化、循环化、生态化。



三、中国绿色低碳发展重要措施

新型城镇化

•中国正处于城镇化加速发展时期，城镇化是扩大内需、实现经济持续
较快发展的重要支撑。

•同时城镇化将成为未来能源资源需求增长和碳排放的主要领域,提出走
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市化道路。

•科学布局城镇体系，优化空间布局，统筹城市产业布局、城市功能区
划、道路系统、能源系统、市政建设。

•节约集约利用资源，发展绿色建筑，大力推进既有建筑节能改造，大
力发展公共交通，推进植树造林，加强城镇环境绿化美化。鼓励发展低
碳商业和低碳社区。



三、中国绿色低碳发展重要措施

 控制能源消费总量

•把降低能源消耗强度、合理控制能源消费总量相结合，形成加快转变
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结构、节约能源和提高效能的倒逼机制。

•统筹经济发展和能源供给，调整存量、控制增量，改善供给结构，加
强能源需求侧管理。

•优化能源结构，加快发展非化石能源。

•节能提高能效。

•做好工业、交通、建筑、公共机构等重点领域节能。强化需求引导。
倡导绿色消费理念和行为。



三、中国绿色低碳发展重要措施

低碳发展试点示范
• 探索符合中国国情和发展阶段的绿色低碳发展模式。

• 推进低碳省区和低碳城市试点。开展低碳园（区）、商业和社区试
点。实施减碳示范工程。在火电、化工、油气开采、水泥、钢铁等
行业中，实施碳捕集、利用和封存示范工程。

• 利用市场机制推动低碳发展。完善节能减碳的经济政策，制定电力、
钢铁、有色、建材、石化、化工、交通、建筑等重点行业主要产品
的温室气体排放标准。探索建立低碳产品标识和认证制度。

• 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目前已在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广东、
湖北和深圳等七个省市开展了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已有5个试点完成
了首年度履约。截至2014年10月底，7试点碳市场共交易1375万吨二
氧化碳，累计成交额突破5亿元人民币。配额拍卖合计成交量1521万
吨，拍卖收入共计7.6亿元人民币。



四、中国绿色低碳发展区域战略格局

 中国根据区域发展不平衡，各地
资源环境生态条件的不同，制定
并实施了主体功能区战略，将国
土分为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
区和重点生态功能区三类。

农产品主产区

生态功能区域

区域经济规划区



四、中国绿色低碳发展区域战略格局

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实施为我国推动低碳发展提供了重要

条件。

按照主体功能区战略的要求，建立分类指导的应对气候

变化区域政策，包括对城市化地区的政策、对农产品主

产区的政策、对生态功能区的政策，每一类地区的政策

目标、重点任务和措施都是不一样的，增强应对气候变

化政策的针对性、有效性。



五、中国绿色低碳能源发展与政策

2013年消耗37.5亿吨标煤，比上年增长3.7%。

预计2020年，中国能源需求将达50亿吨标煤。

能源消耗呈不断增加趋势

1、能源消耗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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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煤炭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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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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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国绿色低碳能源发展与政策

2、中国绿色低碳能源政策

政策发展的主要里程碑

2007

•应对气候
变化国家
规划

•可再生能
源中长期
发展规划

•能源状况
和政策白
皮书

2009

•提出2020
年非化石
能源占能
源消耗的
比例达到
15%

•修改可再
生能源法

2010 

•国务院提
出加快发
展战略新
兴产业

2012

•提出可再
生能源配
额制度

•逐步改善
可再生自
愿价格和
税收制度



五、中国绿色低碳能源发展与政策

2、中国绿色低碳能源政策
过去5年，中国能源政策取得重大发展。中国的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
是一个基于我国实际情况的综合规划体系。

2012 Source:ERI

• 电网公司必须保证可再生能源发电上
网，并购买所有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量。

Grid-connected

输入电网

•风力FIT有4个基准线价格，太阳能FIT有3个基准线价
格和一个补贴标准，生物质发电有统一的价格标准

FIT

有限集成技术

• 贫困地区，示范项目，产业发展以及
新能源示范城市、绿色能源示范县

Special funds

专项资金

• 增值税减免

• 所得税优惠

Tax incentives

税收激励机制



五、中国绿色低碳能源发展与政策

项目
目标

(基于2005年水平)
Actual

目标
(基于2010年

水平)

单位GDP能
耗降低

20% 19.1% 16%

单位工业产
出消耗水量

30% 31.3% 30%

COD削减 10% 12.45% 8%

SO2削减 10% 14.29 8%

项目
目标

(基于2010年
水平)

消耗非化石能源 11.4%

削减GDP单位GDP
的CO2排放

17%

战略新兴工业产
生的GDP

8%
(not mandatory)

年能耗
4 billion tce

(not mandatory)

十一五规划 十二五规划

“十二五”规划中的节能减排目标以及
“十一五”节能减排情况



五、中国绿色低碳能源发展与政策

7个战略新兴部门中的3个与绿色技术和清洁能源直接相关

•节能设备, ESCOs, 循环经济节能和环保

•可再生能源，核能，清洁煤新能源

•EV, PHEV, 高能效汽车，先进电池新能源汽车

到2015年可再生能源发电将占电力装机容量的33%，届时水电和风电将占据主导地位。

•装机容量331GW, 2010年为 211GW.水电

•装机容量100GW,5GW的海上风电 2014年为90GW，1GW 为离岸风电

•装机容量35GW, 2014年为3GW .太阳能

•2020年时为30GW，2014年为10GW生物质



五、中国绿色低碳能源发展与政策

优先发展传统的清洁能源

• 页岩气：2015年产量6.5 bNm3，2020年产量60-100

bNm3

• 煤层气：2015年产量 30 bNm3；到2015年投资

CNY116.6bn ($18.5bn用于开采煤层气）



五、中国绿色低碳能源发展与政策

可再生能源附加费，提高至

0.015/kWh, 自2013年9月份开始实施。

每年收取RMB 60 billion(2014)

，

来源于中央财政的专项资金

中国可再生能源发
展基金会

补贴政策——可再生能源附加费



五、中国绿色低碳能源发展与政策

财政补贴——太阳能项目

• 大型光伏项目：先前补贴是1元/kWh，新的规定是，不同的区

域补贴在0.9、0.95和1元/kWh三个不同的地区。

• 分布式光伏项目：一律补贴0.42元/kWh，地方政府可以提供额

外的补贴

• 金色阳光计划：固定资金、资产投入激励机制。

财政补贴——风能项目

• 上网电价0.51-0.61元/kWh，补贴范围在0.09-0.2元/kWh

财政补贴——页岩气

• 每立方米补贴0.4元



五、中国绿色低碳能源发展与政策

可再生能源配额制度

地方政府

消费 T&D 发展

电网企业 大型电力投资机构

在省级的水平上，设定
可再生能源消费的指标/

定额

设定用于被电网企业接
受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量

指标
设置可再生能源电厂的

比例



五、中国绿色低碳能源发展与政策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2014年度报告

（一）调整产业结构

• 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

• 加快淘汰落后产能

• 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 大力发展服务业

（二）节能提高能效

• 加强节能管理及考核

• 加强节能评估审查工作

• 加快实施节能重点工程

• 进一步完善节能标准标识

• 推广节能技术与产品

• 加快发展循环经济

• 推进建筑、交通领域节能



五、中国绿色低碳能源发展与政策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2014年度报告

（三）优化能源结构

• 严格控制煤炭消费总量

• 继续推动化石能源清洁化利用

• 大力发展非化石能源

（四）控制非能源活动排放

• 制订了加速淘汰含氢氯氟烃的管理计划

• 开展非二氧化碳类温室气体和短寿命气候污染物专题研究

（五）增加碳汇

• 落实林业应对气候变化工作方案

• 努力增加森林碳汇



中国绿色低碳发展展望

• 十三五期间将大力发展低碳经济，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具体措施将会
包括：
– 对能源消费总量和碳排放总量实施双控和对GDP的能源强度和碳强度实施

双控
– 进行碳排放峰值的管理：要求东部率先达峰，为中西部发展留出空间；

要求工业率先达峰，为新兴产业发展留出空间；要求煤炭率先达峰，为
非化石能源发展留出空间

– 探索利用市场机制控制二氧化碳的排放，逐步建立全国的碳市场。
– 推动低碳产业发展的技术和机制创新。
– 利用低碳发展和雾霾控制倒逼能源体制机制改革

• 2020-2030年
– 实施碳排放总量的控制，力争2030年二氧化碳排放达峰，
– 推动能源革命，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大力发展非化石的能源，占比提高

到20%，着手构建以非化石能源为主体的新型能源体系
– 构建绿色、低碳发展的经济体系，为2050年左右全面实现现代化做准

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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