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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气候变化挑战
促进绿色低碳发展

解振华

摘 要　 积极应对气候变化， 促进绿色低碳发展， 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

普遍共识。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 《巴黎协定》 的谈判、
签署、 生效以及履约等全过程的工作， 中国政府对 《巴黎协定》 形成的全

过程作出了直接的重要贡献。 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 中国不仅将绿色低

碳发展视为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应尽的国际义务， 更将其作为贯彻落实五

大发展理念、 实现 “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的内在需要。 中国的绿色低碳

发展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 同时仍具有较大发展潜力， 应当抓住应对气候变

化带来的新机遇， 坚持绿色低碳发展， 努力建设美丽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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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９６ 个国家和地区参加了第 ２１ 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

大会 （即巴黎气候变化大会）， 并通过 《巴黎协定》。 《巴黎协定》 提出了全球实现

低碳、 气候适应型和可持续发展的共同愿景， 重申了 ２１ 世纪末将全球升温控制在

２℃以内的长期目标， 同时注意到实现 １ ５℃目标的重要性， 提出了 ２１ 世纪下半叶温

室气体排放和吸收相平衡的中长期目标， 鼓励各国制定到 ２０５０ 年的中长期温室气体

低排放发展战略。 《巴黎协定》 重申了 “公平、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原

则”， 明确了 ２０２０ 年后继续加强公约的实施， 各国根据不同国情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

务。 应对气候变化是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１７ 个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重要一

项， 《巴黎协定》 的未来执行效果也将影响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的实现水平。
目前 《巴黎协定》 和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均已生效， 奠定了全球绿色、 低

碳、 可持续发展的政治共识和制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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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落实 《巴黎协定》 的国际政治进程

《巴黎协定》 在减缓、 资金和透明度等方面都反映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减缓方面， 发达国家继续带头承担全经济范围的绝对量减

排目标， 鼓励发展中国家今后逐步承担全经济范围的减排或限排目标； 资金方面， 发

达国家继续承担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规定的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支持的

义务， 鼓励其他国家自愿出资； 透明度方面， 在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现有

机制安排基础上建立强化的透明度框架， 并对有需要的发展中国家提供必要灵活性和

相应的能力建设支持。 《巴黎协定》 确立了以各国 “自下而上” 地提出国家自主贡献

（Ｉｎｔｅｎｄ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ｙ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ＩＮＤＣ） 目标和行动计划为基础的机制安

排， 规定各国定期提交由国家自主决定的应对气候变化贡献， 并通过相关国内政策措

施来加以落实。 《巴黎协定》 还建立了促进性、 鼓励性的全球集体盘点机制， 每五年

盘点一次， 各方根据盘点结果， 以自主决定的方式更新和加强其 ＩＮＤＣ 目标和行动。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一次峰会 （即 Ｇ２０ 杭州峰会） 在浙江省杭

州市顺利举行。 Ｇ２０ 杭州峰会首次将 Ｇ２０ 峰会的使命从全球金融危机的短期应急政

策协调转向全球经济的长效指导， 将实现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和应对全球气

候变化等长期发展战略问题纳入到主要经济体的宏观政策协调与合作范围， 致力于更

加综合与长远地探索全球经济走出长期衰退、 走向可持续繁荣的发展道路。 Ｇ２０ 杭州

峰会在倡导实现可持续发展、 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挑战和号召创新增长方式等方面取得

了一系列成果， 对指引全球未来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峰会期间， 分别作为世界上最大

碳排放国和最大经济体的中美两国共同交存了参加 《巴黎协定》 的法律文书， 进一

步发出了携手落实 《巴黎协定》、 共同推动低碳发展的积极信号， 带动了欧盟等其他

主要经济体加速批准进程， 使得 《巴黎协定》 在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５ 日达到了 “双 ５５”
生效门槛，① 并于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４ 日正式生效。 《巴黎协定》 的生效速度之快在国际

法领域前所未有， 创造了全球治理的一个奇迹。 这也反映出向绿色低碳转型已成为大

势所趋， 各国都要站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为子孙后代造福的道义制高点， 积极承

担责任， 主动作出贡献。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召开的马拉喀什气候变化大会是 《巴黎协定》 达成和生效后召开的首

次缔约方大会， 以落实 《巴黎协定》 为主要任务， 就 《巴黎协定》 实施涉及的机制和

细则、 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支持路线图等进行了密集磋商， 并通过了继续实施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的决定。 马拉喀什气候变化大会是近十年来结束最早的缔

约方会议， 通过了 《马拉喀什行动宣言》， 重申支持 《巴黎协定》， 表明全球绿色低碳

循环发展的大趋势不会改变、 国际合作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的潮流不会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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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即至少有 ５５ 个缔约方批准， 且其排放量占全球总量的 ５５％以上。



二、 中国绿色低碳发展的实践与成效

气候变化问题源于发展， 最终也只能通过发展路径和增长方式的创新来加以解

决。 从工业化的历史进程来看， 发达国家在历史上采用 “先污染、 后治理” 的外延

式发展模式实现工业化， 即主要通过大量消耗化石能源和其他自然资源并投入大量资

本和劳动力来支撑经济增长。 但其经济结构、 产业定位和经济活动等内容在进入中高

收入发展阶段后都发生了规律性的变化： 现代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持续上升并

超过制造业， 能源消费、 局地污染物排放和温室气体排放的行业部门分布也从以重化

工业部门为主逐步转化到建筑、 交通比重大幅上升的格局； 中等收入人群比重大幅增

加， 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显著上升； 经济增长更加依赖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而

不再是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 这也使得资源使用效率持续提高、 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还表明， 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 例如人均 ＧＤＰ 达到 ２ 万 ～ ２ ５
万美元时， 能源相关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将达到峰值。 在人口相对稳定的情况下，
一个国家相应的排放总量也会达到峰值。 但不同发达国家也呈现出不同的路径， 即达

到相似人均收入水平时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差异较大。 例如， 美国达到排放峰值时

的年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超过 ２０ 吨， 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在 １８ 吨左右， 德国接近 １５
吨， 而日本和欧盟在 １０ 吨左右， 法国和意大利则不到 １０ 吨。 这些历史经验表明， 如

果我们构造一个公平有效的全球发展与气候治理体系， 能够在发达国家率先强化减排

并对发展中国家提供充分的资金和技术支持的条件下， 鼓励和支持后起的发展中国家

充分发挥后发优势， 后起发展中国家将可能以相对较低的人均排放水平达到与发达国

家相似的人均收入水平。 如果实现了这一点， 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就实现了发

展路径创新。 从历史的观点看， 发展中国家可以比发达国家做得更好， 这将对全球可

持续发展进程做出历史性贡献。
结合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 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历程

看， 温室气体排放与收入水平具有对应关系。 我们必须在可持续发展的框架下应对气

候变化， 在促进收入不断提高， 特别是加快实现发展中国家消除贫困、 保障粮食安

全、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提升教育和医疗水平等目标的前提下， 探索更为智慧、 更为

高效、 更为环境友好和资源节约的发展路径， 寻求经济增长方式和发展路径的创新。
进入后工业化发展阶段后， 发达国家也面临着通过创新发展路径恢复经济繁荣、 增加

就业机会、 加强经济安全和改善民生的任务。 由此看来， 《巴黎协定》 和 《２０３０ 年可

持续发展议程》 的协同落实十分重要和紧迫， 不但能将发展、 环境和社会有机地结

合起来， 而且还是系统解决全球和区域环境困境的有效方法， 在未来必定会带来全球

经济和主要国别经济的全新面貌， 对于全球经济走出萧条、 确定新的结构调整方向、
形成新的增长动能、 重新走向可持续的繁荣意义重大。

中国的发展战略与世界可持续发展和绿色低碳转型潮流高度一致。 党的十八大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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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中国政府不断加强生态文明建设， 树立并贯彻创新、 协调、 绿色、 开放、 共享的

发展理念， 坚持把绿色、 循环、 低碳作为发展的基本途径。 中国坚持经济社会发展必

须建立在资源得到高效循环利用、 生态环境受到严格保护的基础上， 与生态文明建设

相协调， 形成节约资源、 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 产业结构和生产方式。 同时， 中国也

将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

度重视 《巴黎协定》 的全过程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 应对气候变化是中国

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 也是负责任大国应尽的国际义务， 这不是别人要我们做， 而

是我们自己要做。① 习近平总书记是站在通过参与并引领全球气候治理促进实现中国

“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高度而做出这番论断的。
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断， 就是要把建立和实现应对气候变化目标的过程视

为中国经济不断走向现代化、 不断转变结构、 提质升级、 创新增长方式的可持续发展

过程； 就是要主动自觉地将减缓与适应气候变化的具体举措统筹到当前正不断深入的

生态文明建设、 “一带一路”、 供给侧改革等重大战略部署中去， 通过顶层设计形成

合力而使之成为落实这些重大战略部署的重要抓手和助推器。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和实践清晰地描绘出创新和绿色低碳发展的轨迹和蓝

图。 中国计划在 ２０３０ 年左右达到二氧化碳排放峰值且将努力尽早达峰， 并于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５ 年分别向国际社会承诺了 ２０２０ 年、 ２０３０ 年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行动目标

（见表 １）， 提出以 ２００５ 年为基年， 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量到 ２０２０ 年下降

４０％ ～４５％ ， 到 ２０３０ 年下降 ６０％ ～６５％ ； 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到

２０２０ 年达 １５％左右， 到 ２０３０ 年达 ２０％ 左右； 森林蓄积量到 ２０２０ 年增加 １３ 亿立方

米， 到 ２０３０ 年增加 ４５ 亿立方米等自主贡献目标。

表 １　 中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自主行动目标 （２０２０ 年、 ２０３０ 年）

目标 ２０２０ 年 ２０３０ 年

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量∗ 下降 ４０％ ～４５％ 下降 ６０％ ～６５％

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总量比重 达 １５％左右 达 ２０％左右

森林蓄积量∗ 增加 １３ 亿立方米 增加 ４５ 亿立方米

　 　 注：∗表示与 ２００５ 年数据相比较。

这一系列目标的确定， 实际上建立了中国质量效益型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的倒逼

机制。 为实现这些目标， 中国克服了巨大的困难， 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一是国民经济稳步发展。 就经济规模而言， ２００５ 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为 １８ ７３

万亿元， ２０１０ 年为 ４１ ３０ 万亿元， ２０１５ 年达到 ６８ ５５ 万亿元， 预计 ２０２０ 年将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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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资料来源： 钟声 （２０１５）， 《引领全球气候治理的中国作为》， 《人民日报》 １２ 月 ８ 日， ｈｔｔｐ： ／ ／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 ｃｎ ／ ｎ ／ ２０１５ ／ １２０８ ／ ｃ１００３ － ２７８９８２３２ ｈｔｍｌ［２０１６ － １０ － ２５］。



９２ ７ 万亿元； 就产业结构而言， 第三产业 （服务业） 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在 ２００５ 年为 ４１ ３％ ， ２０１０ 年上升到 ４４ １％ ， ２０１５ 年达到 ５０ ２％ ， 预计 ２０２０ 年将达

到 ５６％ 。①

二是能源消费结构不断优化。 煤炭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由 ２００５ 年的 ７２ ４％逐

步下降到 ２０１０ 年的 ６９ ２％和 ２０１５ 年的 ６４ ０％ ， 规划 ２０２０ 年进一步下降至 ６０％ ， 预

计 ２０３０ 年将下降至 ５５％左右； 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也由 ２００５ 年的

７ ４％逐步增加到 ２０１０ 年的 ９ ４％ 和 ２０１５ 年的 １２％ ， 规划 ２０２０ 年达到 １５％ ， 预计

２０３０ 年将达到 ２０％左右。②

三是资源利用效率持续提升。 据统计测算， ２０１５ 年中国主要资源产出率比 ２０１０
年提高了 ２１ ７％ 以上， ２０２０ 年将比 ２０１５ 年再提高 １５％ ； 每吨主要资源的产出由

２００５ 年的 ４９２７ 元增加到 ２０１５ 年的 ５９９４ 元， 预计到 ２０２０ 年将增加到 ６８９３ 元。 此外，
能源效率的提高同样效果明显。 单位 ＧＤＰ 能耗在 “十一五” 和 “十二五” 期间分别

下降了 １９ １％和 １８ ２％ ， “十三五” 期间将下降 １５％ ， 预计 ２０３０ 年的单位 ＧＤＰ 能耗

将比 ２００５ 年降低 ６０％左右。 建筑、 交通节能方面， 截至 ２０１４ 年底， 全国城镇累计建

成节能建筑面积 １０５ 亿平方米， 约占城镇民用建筑面积的 ３８％ ； 新能源汽车的产量

在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５ 年间增加了 ４５ 倍。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５ 年， 中国以年均 ５ １％ 的能源消费增

速， 支撑了年均 ９ ５％ 的国民经济增长， 万元 ＧＤＰ 能耗由 １ ０８８ 吨标准煤下降到

０ ７２１ 吨标准煤， 累计节能 １５ ７ 亿吨标准煤， 相当于减少了 ３６ 亿吨二氧化碳排放。
四是非化石能源利用快速发展。 ２０１５ 年， 中国的水电装机容量达 ３ １９ 亿千瓦，

比 ２００５ 年增加了 １ ７ 倍； 风电装机容量达 １ ２９ 亿千瓦， 比 ２００５ 年增加了 １００ ８ 倍；
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达 ４３１８ 万千瓦， 比 ２００５ 年增加了 ６１５ ９ 倍； 生物质能发电装机

容量达 ９５０ 万千瓦， 比 ２００５ 年增加了 ３ ８ 倍； 核电装机容量达 ２６４３ 万千瓦， 比 ２００５
年增加了 ２ ９ 倍。 根据 《能源发展 “十三五” 规划》， 到 ２０２０ 年我国水电装机容量

将再增加 ３１００ 万千瓦， 风电装机容量将再增加 ７１００ 万千瓦， 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将

再增加约 ５０００ 万千瓦、 核电装机容量将增加 ３１６０ 万千瓦。③ 根据彭博新能源财经的

最新数据， 中国目前是全球可再生能源产业的最大投资国， ２０１５ 年的投资额达到

１１０５ 亿美元， 接近于同期美国境内清洁能源总投资额 （５６０ 亿美元） 的 ２ 倍。④

五是碳排放强度大幅降低。 中国 ２０１５ 年的碳排放强度比 ２００５ 年下降了 ３８％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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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５ 年数据来自 《中国统计年鉴 ２０１６》， 为采用新核算方法的修订数

据； ２０２０ 年数据来自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ｍ ｃｎ ／ ｌｉａｎｇｈｕｉ ／ ｎｅｗｓ ／ ２０１６ － ０３ ／ １７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３８０５３１０１ ｈｔｍ［２０１６ － １０ － ２５］。

资料来源： 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５ 年数据来自 《中国统计年鉴 ２０１６》； ２０２０ 年数据来自 《能源发展

“十三五” 规划》 （公开发布稿），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ｄｐｃ ｇｏｖ ｃｎ ／ ｚｃｆｂ ／ ｚｃｆｂｔｚ ／ ２０１７０１ ／ Ｗ０２０１７０１１７３３５２７８１９２７７９ ｐｄｆ
［２０１６ － １０ － ２５］。

资料来源： 《能源发展 “十三五” 规划》 （公开发布稿），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ｄｐｃ ｇｏｖ ｃｎ ／ ｚｃｆｂ ／ ｚｃｆｂｔｚ ／ ２０１７０１ ／
Ｗ０２０１７０１１７３３５２７８１９２７７９ ｐｄｆ［２０１６ － １０ － ２５］。

资料来源： 李慧 （２０１６）， 《全球清洁能源投资再创新高》， 《中国能源报》 １ 月 １８ 日。



上； 到 ２０２０ 年， 碳排放强度将比 ２０１５ 年再下降 １８％ ， 比 ２００５ 年下降 ４５％以上； 到

２０３０ 年， 碳排放强度将比 ２００５ 年下降 ６０％ ～ ６５％ ， 二氧化碳排放将争取尽早达到

峰值。
六是主要污染物排放显著减少。 与 ２００５ 年相比， ２０１５ 年全国化学需氧量排放减

少了 ２８ ２％ ， 二氧化硫排放量减少了 ２７ １％ ； 与 ２０１０ 年相比， ２０１５ 年全国氨氮排放

量和氮氧化物排放量分别减少了 １３％和 １８ ６％ 。① 中国的生态环境正逐步得到改善。
七是森林面积扩大、 林业碳汇增加。 ２０１５ 年， 全国森林覆盖率由 ２００５ 年的

１８ ２％增加到 ２１ ６３％ ； 森林面积由 ２００５ 年的 １ ７５ 亿公顷增加到 ２ ０８ 亿公顷； 森林

蓄积量达到 １５１ 亿立方米， 比 ２００５ 年增加了 ２８ 亿立方米， 已提前超额完成 ２０２０ 年

的目标。②

八是能源消费总量和二氧化碳排放与 ＧＤＰ 增长逐渐 “脱钩”。 与 ２００５ 年相比，
２０１５ 年中国 ＧＤＰ 增长了 １ ４８ 倍， 同期的能源消费总量和二氧化碳排放量 （不含林

业碳汇） 仅分别增长 ６４ ８％和 ５３ ４７％ 。 能源消费总量和二氧化碳排放的增速要低于

ＧＤＰ， 二者与 ＧＤＰ 增长逐渐 “脱钩”。
综上所述， 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逐步提高， 发展的轨迹逐渐绿色

化、 低碳化。 为促进绿色低碳发展， 中国政府也制定了一系列财政、 税收、 价格、 金

融、 投资政策支持 “组合拳”， 仅 ２０１５ 年的一般公共预算节能环保支出就达到 ４８１４
亿元。③ 只要坚持优化产业结构、 能源结构， 不断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 降低碳排

放强度， 减少主要污染物排放， 其结果必然是碳排放与 ＧＤＰ 增长逐渐 “脱钩”， 在碳

排放达到峰值后实现脱碳发展。

三、 中国绿色低碳发展的挑战和机遇

尽管中国的绿色低碳发展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 但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 仍具有

一定的差距和较大的发展潜力。 据世界银行报告， 虽然近 ２０ 年来中国的累计节能量

占全球的 ５２％ ， 但 ２０１４ 年中国单位 ＧＤＰ 能耗仍是世界平均水平的 １ ７ 倍， 远高于发

达国家。 中国燃煤工业锅炉能效水平和电机系统平均运行效率比世界先进水平低 １０
个百分点以上。 中国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已居世界第一位， 接近美

国、 欧盟和日本等国家和地区排放量的总和， 人均排放量也已超过世界平均水平。 中

国虽然是全球可再生能源利用规模最大的国家， 但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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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历年 《中国环境状况公报》，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ｅｐ ｇｏｖ ｃｎ ／ ｈｊｚｌ ／ ｚｇｈｊｚｋｇｂ ／ ｌｎｚｇｈｊｚｋｇｂ ／ ［２０１６ － １０ －
２５］。

资料来源： 历年 《中国环境状况公报》，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ｅｐ ｇｏｖ ｃｎ ／ ｈｊｚｌ ／ ｚｇｈｊｚｋｇｂ ／ ｌｎｚｇｈｊｚｋｇｂ ／ ［２０１６ － １０ －
２５］。

资料来源： 国库司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５ 年财政收支情况》， ｈｔｔｐ： ／ ／ ｇｋｓ ｍｏｆ ｇｏｖ ｃｎ ／ ｚｈｅｎｇｆｕｘｉｎｘｉ ／ ｔｏｎｇｊｉｓｈｕｊｕ ／
２０１６０１ ／ ｔ２０１６０１２９＿１６６１４５７ ｈｔｍｌ［２０１６ －１０ －２５］。



为 １２％ ， 而欧盟和一些发展中国家已有 ２５％ 的能源消费来自于非化石能源。 中国的

主要资源产出率与先进国家相比也有很大差距， 水资源产出率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

６２％ 。 此外， 中国的环境污染问题仍比较严重。 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 随着中国的城

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发展， 建筑、 交通、 农业、 消费等领域的节能减排任务仍然艰巨。
资源环境是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短板， 必须坚持创新， 走绿色、 低碳、 循环

发展之路， 才能补齐这一短板， 实现可持续发展。 作为发展中国家， 中国应把发展经

济、 消除贫困、 保护环境和应对气候变化作为长期坚持的重要任务。 要在确保经济长

期稳定增长的前提下， 加快转型升级， 继续深化节能减排、 提高能效、 优化产业结

构、 发展非化石能源、 发展循环经济、 加强生态建设等政策措施， 最终实现绿色低碳

循环发展。 中国已经确定了自主贡献目标， 实际上建立了质量效益型绿色低碳可持续

发展的倒逼机制， 这也为绿色低碳产业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发展机遇， 主要体现在以下

几个方面。
一是资金规模。 据相关研究机构初步估算， 要实现 ＩＮＤＣ 目标和任务， 中国在

２００５ ～ ２０３０ 年大约需要投入 ４１ 万亿元人民币。①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中国已投入 １０ ４ 万

亿元， ２０１６ ～ ２０３０ 年还将投入约 ３０ 万亿元。 其中， 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年均投资将达

美国的 ４ ４ 倍左右。 放眼全球， 绿色低碳产业的市场空间更大。 据有关研究机构估

计， 到 ２０３０ 年， 全球需要绿色低碳化的新建基础设施投资将达 ９０ 万亿美元。 世界银

行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发布的 《气候变化行动计划》 提出， ２０２０ 年之前将帮助发展中国家增

加 ３０ＧＷ 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 气候融资额到 ２０２０ 年可能达到每年 ２９０ 亿美元。② 全

球风能理事会 （Ｇｌｏｂａｌ Ｗｉｎｄ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ＧＷＥＣ） 发布报告称， 全球风能市场的

装机容量将由 ２０１５ 年的 ４３３ＧＷ 增长到 ２０２０ 年的 ７９２ＧＷ， 五年间增长近一倍。③ 麦

肯锡公司 ２０１５ 年发布的研究报告认为， 占全球能源使用量近一半的制造业通过管理

创新和节能技术投资每年可减少 ６０００ 亿美元的能源支出。④

二是产业发展。 从就业规模来看， 中国绿色低碳产业目前的就业人数约为 ２４００
万人， 预计到 ２０３０ 年还将吸纳就业人数 ４５００ 万人。 全球层面， 为实现 《巴黎协定》
的减排目标， 绿色低碳产业将迎来巨大的发展机遇。 欧盟可再生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

的比重将从 ２０１４ 年的 １６％提高到 ２０３０ 年的 ２７％ 。 欧盟委员会发布的 《２０５０ 年能源

路线图》 提出， ２０５０ 年欧盟的可再生能源占比将至少达到 ５５％ 。⑤ 此外， 奥地利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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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按 ２０１０ 年价格计算。
资料来源： 《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Ｇｒｏｕｐ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ｃｔｉｏｎ Ｐｌａｎ 》， ｈｔｔｐ： ／ ／ ｐｕｂｄｏｃｓ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ｅｎ ／

６７７３３１４６００５６３８２８７５ ／ ＷＢＧ⁃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ｈａｎｇｅ⁃Ａｃｔｉｏｎ⁃Ｐｌａｎ⁃ｐｕｂｌｉｃ⁃ｖｅｒｓｉｏｎ ｐｄｆ［２０１６ － １０ － ２５］。
资料来源：《Ｇｌｏｂａｌ Ｗｉｎｄ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ｗｅｃ ｎｅｔ ／ ｗｐ⁃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ｖｉｐ ／ ＧＷＥＣ⁃Ｇｌｏｂａｌ⁃Ｗｉｎｄ －

２０１５ － Ｒｅｐｏｒｔ＿ Ａｐｒｉｌ － ２０１６＿ ２２＿ ０４ ｐｄｆ［２０１６ － １０ － ２５］。
资料来源： 《Ｇｒｅｅ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Ｎｅｗ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ｔｈａｔ Ｃｏｕｌｄ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 Ｈｏｗ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Ｕｓｅｓ Ｅｎｅｒｇ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ｃｋｉｎｓｅｙ ｃｏｍ ／ ～ ／ ｍｅｄｉａ ／ ＭｃＫｉｎｓｅｙ％２０Ｏｆｆｉｃｅｓ ／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 ＰＤＦｓ ／ Ｇｒｅｅｎｉｎｇ％２０ｔｈｅ％２０ｆｕｔｕｒｅ ａｓｈｘ［２０１６ －１０ －２５］。
资料来源： 《Ｅｎｅｒｇｙ Ｒｏａｄｍａｐ ２０５０》， ｈｔｔｐｓ： ／ ／ ｅｃ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ｅｎｅｒｇｙ ／ ｓｉｔｅｓ ／ ｅｎｅｒ ／ ｆｉｌｅｓ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２０１２＿ ｅｎｅｒｇｙ＿

ｒｏａｄｍａｐ＿２０５０＿ ｅｎ＿０ ｐｄｆ［２０１６ － １０ － ２５］。



分州已经实现了 １００％绿色供电， 非洲计划大幅提高太阳能使用量， 印度建立了国际

太阳能联盟， 巴西提出大力发展生物燃料， 等等。 绿色低碳转型已成全球共识， 只有

抢占低碳产业发展先机， 才能占领未来科技和产业发展的制高点。
三是碳交易市场。 中国计划 ２０１７ 年启动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 该市场将覆盖

石化、 化工、 建材、 钢铁、 有色、 造纸、 电力和航空等八个主要工业行业年能耗 １ 万

吨标准煤以上的企业约 ７０００ 家， 总排放占当前全国化石能源燃烧碳排放总量的 ４０％
以上。 全面建成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将需要较长时间， ２０２０ 年后将视市场建设运

行情况做相应的调整完善。
四是技术积累和制度保障。 通过引导绿色发展、 鼓励技术创新， 中国在新能源发

电技术、 化石能源利用清洁低碳技术、 智能电网、 碳捕集利用和封存技术、 节能和新

能源交通工具、 现代综合交通运输系统、 绿色建筑、 低碳城镇化等方面也积累了大量

的实用技术和管理经验， 为实现绿色低碳发展奠定了技术基础； 在制度建设方面， 中

国已经制定了 《中国落实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国别方案》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

划》 《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 等引领绿色低碳发展的顶层设计和一系列配套实施政

策， 从立法、 规划、 标准、 财政金融政策、 公众参与和法律法规监管等多个角度， 保

障绿色低碳发展的实施。

四、 坚持绿色低碳发展， 努力建设美丽中国

《巴黎协定》 鼓励各方制定到 ２０５０ 年的中长期温室气体低排放发展战略， 对能

源基础设施和相关部门提高能效的技术发展方向选择与长期投资决策具有重要意义。
在提交 ＩＮＤＣ 文件的过程中， 包括中国在内的主要经济体对 ２０３０ 年之前的减排部署

大多进行了比较充分的论证， 但对２０３０ 年之后尤其是到２０５０ 年的更长远战略部署， 仍

需进一步抓紧研究论证。 这与在长期投资决策中克服固定资产投资的锁定效应并降低沉

没成本密切相关， 对保障未来三四十年中国的国民经济发展效益和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必须发挥制定长期发展战略和规划的制度优势， 未雨绸缪， 及早统筹布局。

以能源结构的长期低碳化转型为例， ２０５０ 年的长远愿景是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消

费中具有更高的占比。 中国非化石能源的占比目前仅为 １２％ ， 未来的 ３０ 多年如何实

现长远愿景， 实现的步骤和可行性如何？ 这涉及对现有消耗约 ５０％煤炭的 ９ 亿多 ｋＷ
煤电装机在几十年大时间尺度内的配置， 涉及以什么样的碳强度、 在什么时间框架内

替代目前占煤炭使用 ５０％的散煤， 涉及在多大范围、 以多快的速度提高可再生能源、
核能和天然气的占比， 还涉及未来电网的战略布局及能源供应与使用系统在集中使用

模式和分布式使用模式之间的布局。 再以国民经济各主要部门的能效改善为例， 在农

业、 工业、 交通、 建筑等领域， 支持能效改善将涉及采纳包括互联网技术在内的新技

术、 新商业模式和系统优化的问题。 这些战略选择和部署都与长期发展决策有着密切

的联系。 此外， 从实现 ２℃温升目标的长期要求看， 在农业和制造业等部门控制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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烷、 氢氟碳化物等非二氧化碳类温室气体排放任务的重要性将不断上升， 也将形成相

应的投资潜力。 因此， 深入研究、 综合论证国家中长期低温室气体排放发展战略， 对

于给中长期投资者和技术研发者发出稳定明确的战略政策信号、 确保其投资回报预期

前后一致、 支持其做出投资与研发决策具有重要意义。
总之， 转变传统发展方式、 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 实现绿色低碳发展已成为国际

社会的广泛共识， 也是中国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的内在要求，
更是坚持以人为本、 促进社会和谐的必然要求。 应当按照党中央、 国务院的决策部署，
不断推进绿色低碳发展， 努力建设蓝天常在、 青山常在、 绿水常在的美丽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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