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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摘要 

 中国作为世界上Y⼤的温室⽓体排放国和过去20年间世界排放增⻓的主要来源，其排放轨迹是全球⽓ 
 候⾏动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之⼀。通过对⽐中国既定的排放⽬标和符合《巴黎协定》⽬标的全球路径可 
 以看出，中国不但需要在2030年前达成⾃⼰的⽬标、还要对其进⾏超越，且后⼀点⾄关重要。2030年 
 之后，中国则需要快速减排。 

 为了衡量中国所取得的进展，我们汇总了⼀套由不同国际组织和学术机构发布的⽓候转型情景，并确定 
 了⼀组可以与历史数据进⾏⽐较的指标，⽤这套指标来衡量中国的⽓候变化进程⽐以往的⽅法更细致和 
 具前瞻性。我们将情景数据转换为每个指标的基准，以此评估关键部⻔的排放和能源趋势是否符合⽓候 
 转型情景和《巴黎协定》的⽬标。 

 我们的评估发现，多个指标正按照既定的⽅向发展，包括清洁能源投资、电⽓化、建筑部⻔的排放和电 
 动汽⻋销售。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清洁能源投资持续、快速地增⻓，并正接近1.5度情景下的预 
 测规模。这是⼀个巨⼤的成就。 

 ⾄少在2021年之前，中国的能源和排放趋势之间的基本差距是由能源消费总量的增⻓率造成的，其⽐ 
 转型路径中的增⻓率要快很多。在所有关键的排放部⻔中，能源需求的实际增⻓速度均⽐路径预测的速 
 度更快，因此造成排放量不断增加。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将⼀系列因素进⾏结合，⽐如提⾼能源效率 
 的措施、转变经济增⻓模式或进⾏⽐转型⽅案的预测中规模更⼤的清洁能源投资，以及促使能源系统的 
 管理更趋完善。在⾮⼆氧化碳温室⽓体排放⽅⾯，由于没有正式的量化⽬标或定期的排放报告，我们⽆ 
 法对相关趋势或进展进⾏评估。 

 ⾃2021年夏季以来，中国的排放量和化⽯燃料消费量⼀直在下降。这使总的排放趋势在短期内与转型 
 路径相⼀致。然⽽，即使在2022年，两个关键指标仍然偏离轨道：对基于煤炭的发电产能的投资和对 
 基于煤炭的⼯业产能、尤其是钢铁产能的投资。 

 我们发现，中国的能源和排放数据报告存在重要的缺失和不⾜。电⼒部⻔有良好的数据，其充分可信并 
 且以⾼频率定期发布，但其他部⻔在这些⽅⾯都不同程度地滞后。对⾮⼆氧化碳温室⽓体排放的监测和 
 报告Y不完善。 

 为了深⼊了解对中国政策制定起推动作⽤的观点和愿景，我们对26位中国能源领域的分析师和专家进 
 ⾏了调研。接受调研的专家对2025年前碳排放达峰或⽬前碳排放已经达峰的两项预测均持怀疑态度， 
 ⼀些⼈甚⾄对2030年前碳达峰⽬标能否实现表示不确定。部分受访专家认为，中国在2030年前实现碳 
 达峰应该不是⼀个挑战，但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可能需要做⼤量的⼯作，且这个⼯作量取决于其碳 
 峰值的⾼低。2021年中期，中国的能源消耗量和⼆氧化碳排放量经历了⼀个急转直下的过程，⽽中国 
 的分析师和专家们似乎预测，中国经济的增⻓会回归到这⼀时期之前的模式。这些预测可能在很⼤程度 
 上解释了⼀个不匹配现象，即在⽬前煤炭消费和排放均下降的趋势下，政策和投资决定却导致更多以煤 
 炭为基础的产能正在就位。 

 按照⽬前设想的轨迹，中国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期⽬标与《巴黎协定》的低端⽬标（即把全 
 球⽓温上升幅度控制在2℃以下）⼀致，但与其⾼端⽬标（1.5℃）不⼀致。另⼀⽅⾯，中国的⽓候雄⼼ 
 ⾄少与⼤多数发达经济体的⼒度相当（后者为到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这也是中国政策制定者经常 
 指出并据理⼒争的事实。这⼀点凸显了提⾼所有主要排放国⽓候雄⼼的重要性——这些排放国包括 
 中国，但不仅仅只是中国。 

 中国成功实现并超越其当前的⽓候⽬标可能是全球应对⽓候变化的Y重要因素。 本报告中列出的框架 
 旨在作为CREA定期重新评估和更新中国进展的基础。 



 1  引⾔ 

 2022年夏天的历史性热浪和⼲旱为⼈们敲响了警钟，它警示着全球⽓候⾏动的成功对中国的重要性。 
 ⼏个⽉间，中国各地的⾼温记录被打破，世界Y⻓河流之⼀——⻓江在某些河段甚⾄出现了⼲涸。回顾 
 2021年夏天，河南省发⽣的严重洪涝灾害迫使数万⼈撤离，并导致300⼈死亡，其中很多⼈罹难于省会 
 郑州的地铁隧道。当时，地铁隧道被洪⽔淹没，乘客被困其中。 

 根据世界上Y⼤的再保险集团（Swiss Re）——瑞⼠再保险的评估，中国是受⽓候变化的经济和物理 
 影响Y⼤的国家之⼀，其排名远远⾼于欧盟和北美等国家和地区  1  。同时，中国作为世界上Y⼤的温室 
 ⽓体排放国，其能源和⽓候政策与其⾯临的、由⽓候变化造成的严重影响也息息相关。 

 在过去的20年中，中国的温室⽓体排放量增加了四倍多。这使中国成为这⼀时期全球排放量增⻓的主 
 要驱动⼒。中国在2000⾄2008年间的碳排放量增⻓主要被受外向型经济驱动的⼯业和投资热潮推动。 
 从2009年到2021年，其排放量的增⻓则由房地产业、基础设施业和⼯业的两波扩张驱动。中国的排放 
 量与其国内⽣产总值（以下简称“GDP”）之⽐较⾼，这不仅源于中国重煤的能源结构，也由其严重依赖 
 建筑和能源密集型产业的经济结构所致。 

 中国的排放量在新冠疫情爆发后激增。这是由于其经济复苏政策旨在刺激建筑业和⼯业（包括出⼝⾏ 
 业）的产出。⽬前，该国的排放量正在下降，其主要原因并不是特定的⽓候政策，⽽是旨在化解房地产 
 ⾏业债务和资产泡沫⻛险的经济政策。 

 中国在⽓候⽅⾯采取⾏动的动机 

 由于中国在国内⾯临的环保⽅⾯的挑战，以及⽓候变化对其粮⻝安全、⽔资源、区域安全的⼤环境和其 
 他涉及国家安全的关键⽅⾯的影响，该国在⽓候⾏动中的⾃我利益⾮常明显。⽓候⾏动也与中国⻓期的 
 经济和⼯业⽬标相符，这些⽬标包括成为21世纪核⼼技术上的专业和市场领导者的雄⼼。 

 与此同时，中国已经在利⽤⽓候⾏动和⽓候外交来实现其全球议程。中国希望被看作⼀个稳定的合作伙 
 伴与解决全球环境问题的重要贡献者。⽓候政策和⽓候外交使其能够追求众多外交政策上的⽬标， 
 例如，塑造国际规则、将⾃身描绘成⼀个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和重要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建⽴⼀个多元 
 化世界以及提升其在其他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中的影响⼒和存在感。 

 ⽓候变化对中国的影响包括被削弱的粮⻝安全、加剧的洪⽔和其他极端天⽓事件，如台⻛。中国的部分 
 沿海地区（⽐如位于⻓三⻆的⼤型城市和天津）地势低洼，⼈⼝异常密集。这意味着，对中国⽽⾔，海 
 平⾯上升的代价是巨⼤的。温度的上升也有助于疟疾和登⾰热的传播和传染。 

 根据中国⽓象局的数据，暴⾬和极端热浪在中国的发⽣率已经上升，登陆其海岸的台⻛的强度也在增 
 加  2  。 

 2  中国⽓象局（2021），《中国⽓候变化蓝⽪书（2021）》， 
 http://www.cma.gov.cn/2011xwzx/2011xqxxw/2011xqxyw/202108/t20210805_582404.html 

 1  Swiss Re Institute (2021). The economics of climate change. 
 https://www.swissre.com/institute/research/topics-and-risk-dialogues/climate-and-natural-catastrop 
 he-risk/expertise-publication-economics-of-climate-change.html#chapter-Physical-risks  .  科学出版物 

http://www.cma.gov.cn/2011xwzx/2011xqxxw/2011xqxyw/202108/t20210805_582404.html
https://www.swissre.com/institute/research/topics-and-risk-dialogues/climate-and-natural-catastrophe-risk/expertise-publication-economics-of-climate-change.html#chapter-Physical-risks
https://www.swissre.com/institute/research/topics-and-risk-dialogues/climate-and-natural-catastrophe-risk/expertise-publication-economics-of-climate-change.html#chapter-Physical-risks


 农业与其他⾏业因⼲旱、洪⽔和热浪的增加⽽受到影响。⽓候变暖已经增加了农作物歉收的可能性。发 
 ⽣在主要农业地区的热浪可能会变得⾮常强，强到农⺠可能⽆法在⽩天下地⼯作  3  。 

 保证粮⻝安全是中国的⾸要任务之⼀。因此，⽓候变化对农业的影响是中国决策层关注⽓候变化的⼀个 
 特别重要的原因。 

 根据公众调查，中国⼈是Y关注⽓候变化的国⼈之⼀。欧洲投资银⾏（European Investment 
 Bank）的⼀项调查显示，73%的中国受访者认为⽓候变化是对社会的主要威胁，94%的⼈表示⽓候变 
 化对他们的⽇常⽣活有影响，这两个百分⽐均⾼于在欧盟或美国的调查结果  4  。 

 然⽽，在中国也有反对⽓候⾏动和减少化⽯燃料使⽤的强⼤利益集团，包括⾼度依赖煤炭和煤炭相关产 
 业的省份和国企。 

 国有煤电和钢铁企业持续对基于煤炭的产能进⾏投资。煤电和钢铁是中国⼆氧化碳排放量Y⼤的两个⾏ 
 业。⽬前还没有迹象表明，两者在煤基产能上的投资有所缩减。为使中国能在预期的碳达峰轨道上前 
 进，并避免出现不必要的电⼒和⼯业产能过剩，对煤电和钢铁企业的新投资必须完全转向清洁产能。 

 尽管如此，值得注意的是，中国通过宣布在2030年之前达到⼆氧化碳排放峰值和在2060年之前实现碳 
 中和的“双碳”⽬标、以及⽀持这些⽬标的⼀系列政策，表明了其应对⽓候变化的决⼼  5  。 

 中国的政策和承诺 

 在2021年10⽉11⽇⾄15⽇于中国昆明举⾏的COP15⽣物多样性会议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中国 
 将 “构建起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  6  。 

 “1”指的是应对⽓候变化的⻓期⽅针，这在2021年10⽉24⽇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 
 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作的意⻅》中得到了充分阐述  7  。中国提出了⾮化⽯能源消费⽐重 
 到2025年逐步上升到20%左右、到2030年达到25%左右、到2060年达到80%以上的⽬标。 

 “N”是指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的解决⽅案。2021年10⽉26⽇，《2030年前碳达峰⾏动⽅案》率先出 
 台  8  。  

 8  国务院（2021），《2030年前碳达峰⾏动⽅案》，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1-10/26/content_5644984.htm  ，政策 

 7  中共中央、国务院（2021），《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作  的意 
 ⻅》，  http://www.gov.cn/zhengce/2021-10/24/content_5644613.htm  ，政策 

 6  新华社（2021），China to release implementation plans to  achieve carbon goals: Xi， 
 https://english.mee.gov.cn/News_service/media_news/202110/t20211012_956262.shtml  ， 新闻公告 

 5  联合国新闻（2020），‘Enhance solidarity’ to fight COVID-19,  Chinese President urges, also pledges 
 carbon neutrality by 2060，  https://news.un.org/en/story/2020/09/1073052  ，新闻报道 

 4  欧洲投资银⾏（2020），Climate change more feared by the Chinese  than by EU or US citizens， 
 https://www.eib.org/en/infographics/2nd-climate-survey-climate-change-fear-china-eu-us  ，研究报告 

 3  Kang, S., Eltahir, E.A.B. North China Plain threatened by deadly heatwaves due to climate change 
 and irrigation. Nat Commun 9, 2894(2018),  https://doi.org/10.1038/s41467-018-05252-y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1-10/26/content_5644984.htm
http://www.gov.cn/zhengce/2021-10/24/content_5644613.htm
https://english.mee.gov.cn/News_service/media_news/202110/t20211012_956262.shtml
https://news.un.org/en/story/2020/09/1073052
https://www.eib.org/en/infographics/2nd-climate-survey-climate-change-fear-china-eu-us
https://doi.org/10.1038/s41467-018-05252-y


 2021年10 ⽉28⽇，在COP26于格拉斯哥举⾏的前夕，中国正式将“双碳”⽬标添加到其国家⾃主贡献 
 （以下简称“NDC”）⽬标中  9  。 

 2021年11⽉8⽇，中国的中央银⾏，即中国⼈⺠银⾏宣布创设推出碳减排⽀持⼯具，以助⼒国家实现碳 
 中和⽬标  10  。通过此碳减排⽀持⼯具，该⾏将为⾦融机构提供低成本贷款，并引导这些机构在独⽴决策 
 和承担⻛险的前提下、向碳减排领域的重点企业提供贷款。 

 此后，“N”系列⽓候相关政策⽂件相继出台，作为能源、⼯业、建筑、交通运输等重点领域和煤炭、电 
 ⼒、钢铁、⽔泥等重点部⻔的具体政策实施⽅案。这些⽂件还包括在科技、碳汇、财税、⾦融激励等⽅ 
 ⾯的配套措施。  

 2022年9⽉22⽇，中国国家发展和改⾰委员会（以下简称“发改委”）在“双碳”⽬标宣布两周年之际 
 表示，中国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已经建⽴，其中包括分⾏业、分省市的规划  11  。该委员会指出， 
 中国的⽓候⾏动已经扎实推进，同时承诺： 

 ●  促进可再⽣能源发展。中国的可再⽣能源发电装机总量已突破11亿千瓦，中国已成为世界可再 
 ⽣能源发电装机的领导者。 

 ●  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并对⾼耗能、⾼污染的项⽬加以限制。与2012年相⽐，中国的能耗强度 
 （即单位GDP能耗）在2021年下降了26.4%，其碳强度（即单位GDP⼆氧化碳排放）同年下 
 降了34.4%。 

 ●  促进建筑部⻔和交通运输部⻔的转型。2021年，中国新建的绿⾊建筑⾯积达到20亿平⽅⽶。中 
 国新能源汽⻋的保有量占世界总量的⼀半。 

 这些努⼒是否⾜以让中国实现其碳排放⽬标？在本份报告中，我们对国际组织和中国国家研究⼈员发表 
 的⽂献进⾏了审阅，确定了⼀系列反应中国的指标和基准。我们整理了与这些指标相关的历史数据和对 
 未来发展的不同预测，以评估中国的进展。我们还在专家中开展了⼀次调查，评定他们对中国排放前景 
 的信⼼。本份报告的第⼆章介绍中国温室⽓体排放的来源、历史和驱动因素。第三章介绍符合《巴黎协 
 定》限制全球变暖⽬标的不同转型路径，我们把这些路径作为评估中国进展的基准。第四章对中国⽓候 
 转型不同⽅⾯的进展与从转型路径中制定的指标和基准进⾏⽐较。第五章介绍专家调查的结果。该调查 
 收集了能源和⽓候领域中资深权威⼈⼠的观点和愿景，以此了解他们对当前政策和趋势的看法，以及他 
 们对中国这⼗年间排放的期望。我们的调查结果和结论会在第六章中体现。 

 2  了解中国的温室⽓体排放 

 2.1 排放量的⻜速增⻓ 
 中国是当今世界上Y⼤的温室⽓体排放国，也是仅次于美国的第⼆⼤历史累计排放国。2019年，中国 
 的温室⽓体排放量占全球的27%，⽽其⼈⼝和GDP同占世界的18%左右。1990年，中国的排放量在全 

 11  ⼈⺠⽹，2022年9⽉22⽇，《国家发改委：两年来我国“双碳”⼯作实现良好开局》， 
 http://finance.people.com.cn/n1/2022/0922/c1004-32531849.html  ，新闻报道 

 10  Xinhua. (2021). China's central bank rolls out new  lending tool for carbon reduction. 
 http://www.news.cn/english/2021-11/08/c_1310299035.htm  .  新闻报道 

 9  联合国NDC登记库——中国 （2021），中国⾸个NDC（更新提交），  https://unfccc.int/NDCREG 

http://finance.people.com.cn/n1/2022/0922/c1004-32531849.html
http://www.news.cn/english/2021-11/08/c_1310299035.htm
https://unfccc.int/NDCREG


 球总量中的占⽐不到10%，其在此后上升到现今的⽔平。从2010年⾄2019年，60%的全球⼆氧化碳排 
 放增⻓量来⾃中国。中国也是新冠病毒全球⼤流⾏开始后，唯⼀⼀个排放量上升的主要排放国。该国相 
 对GDP的⾼排放量不仅由其重煤的能源结构导致，也源于其严重依赖建筑业和“烟囱⼯业”、能源密集的 
 经济结构。 

 因此，中国排放的Y主要源头为能源和⼯业流程，特别是钢铁、⽔泥和其他建筑材料的⽣产。 

 图 1｜  中国公布的2014年温室⽓体排放量，这也是中国官⽅⾄今Y后⼀次发布此数据 

 ⾃2009年12⽉的哥本哈根⽓候峰会以来，中国就⼀直在⼆氧化碳排放和清洁能源⽅⾯设有⽬标。为实 
 现这些⽬标，中国所采取的⾏动使其在部署可再⽣能源和核电⽅⾯成为全球领头⽺，但这还不⾜以使其 
 化⽯能源消费的⼆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 

 在2014年，在中国主席习近平与时任美国总统奥巴⻢共同发表的《中美⽓候变化联合声明》中，中国 
 ⾸次承诺计划在 “2030年左右”实现⼆氧化碳排放达峰。2020年，习近平主席承诺，中国将努⼒争取在 
 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并且⼆氧化碳排放⼒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  12  。 

 21世纪的第⼀个⼗年，中国加⼊世贸组织以后，全国上下掀起了出⼝和投资的热潮，随之⽽来的⼯业和 
 经济的快速增⻓也促使了的排放量攀升。这股热潮的转折点是全球⾦融危机的爆发。2008年，中国领 
 导层推出了前所未有的、⼤规模的基础设施刺激计划，此举推动了2009年⾄2012年排放量的更快增 

 12  UN Affairs. (2021). China headed towards carbon neutrality by 2060; President Xi Jinping vows to 
 halt new coal plants abroad  https://news.un.org/en/story/2021/09/1100642  .  新闻公告 

https://news.un.org/en/story/2021/09/1100642


 ⻓。这项计划中的⼤部分政府⽀出扶持的是经济结构中能源Y密集的部分：建筑业和重⼯业，特别是钢 
 铁、⽔泥和其他建筑材料⾏业。 

 当经济刺激计划的效果在2013年开始消退时，煤炭、钢铁和⽔泥的消费量开始下降。习近平总书记发 
 起的“反腐战争”加剧了这种下滑趋势，因为它遏制了地⽅政府的项⽬审批和建设的热情。 

 ⾯对⼯业经济的放缓，中国领导层的Y初反应是将这种改变打造成“经济新常态”的⼀部分。在“新常态” 
 下，家庭消费、服务和⾼附加值产业将成为增⻓的主要动⼒。也就在这个时候，中国主席习近平和美国 
 总统奥巴⻢发表了两国的“⽓候协议”，其中不仅包括中国的⼆氧化碳达峰承诺，还有两国为《巴黎协 
 定》铺平道路的合作姿态；与此同时，空⽓污染危机占据了中国国内的头条新闻，它创造了⼀个独特 
 的、⾄少在更发达的沿海地区限制煤炭消费的机会窗⼝。 

 然⽽，随着对关键商品和重⼯业产品的需求和其价格的下降，国有企业在2015年底出现重⼤财务困 
 境。于是，新⼀波的经济刺激措施在2015年底启动。在接下来的⼏年⾥，在刺激政策的推动下，中国 
 的增⻓持续。在新冠病毒全球⼤流⾏之后，政府推出了利于建筑供应侧的刺激措施，以此来抵消疫情所 
 带来的经济影响，于是中国的增⻓随之更为加速。 

 在新冠疫情爆发后，由于政府推出了旨在刺激建筑业和⼯业（包括出⼝⾏业）产出的经济复苏政策，中 
 国的排放量激增。现在，该国的排放量正在下降。降温的主要原因不是定向的⽓候政策，⽽是下列三个 
 因素的叠加效应：为抑制房地产投机和低价值建设项⽬⽽出台的经济政策、严格的疫情防控政策和清洁 
 能源的扩张。 

 图 2  | 中国能源和⽔泥⾏业的⼆氧化碳排放量 



 图 3  |  中国不同⾏业的⼆氧化碳排放量（2019年） 

 中国的⼆氧化碳排放主要由发电和重⼯业这两个部⻔主导，其中，钢铁、⾮⾦属矿物（⽔泥和玻璃）和 
 化学品这⼏个⼦部⻔是Y⼤的⼯业排放源。值得注意的是，交通运输部⻔的总排放量和家庭消费部⻔的 
 总排放量皆低于前述⼏个⼦⾏业的单独排放量（图3）。如果将发电部⻔的排放量分配给消费电⼒的部 
 ⻔（图4），那么有⾊⾦属⾏业（如铝、铜和镍）则成为主要排放者，原因是该⾏业的电⼒需求量很 
 ⾼。 



 图 4  |  中国不同⾏业的化⽯⼆氧化碳排放量；其中，发电部⻔的排放量被分配到了消费⾏业 

 根据卫星数据做出的估值表明，2010-2017年，中国的甲烷排放量以每年约1.5%的速度增加，且所有排 
 放部⻔（煤炭、⽯油和天然⽓、⽔稻和畜牧业以及垃圾填埋场和废⽔）的排放量均在增⻓  13  。然⽽，基 
 于⼀些⼯业⽣产（如煤炭⽣产）的数据⽣成的排放清单表明，2012⾄2018年，当中国的煤炭⽣产发⽣ 
 缓慢或负增⻓时，其甲烷排放的增⻓也可能随之放缓或停⽌。中国甲烷的排放⽔平和趋势存在着很⼤的 
 不确定性  14  。 

 14  Liu, G. et al. (2021) Recent slowdown of anthropogenic methane emissions in China driven by 
 stabilized coal production  https://pubs.acs.org/doi/pdf/10.1021/acs.estlett.1c00463  .  研究⽂章 

 13  Zhang, Y. et al. (2022). Observed changes in China’s methane emissions linked to policy drivers 
 https://www.pnas.org/doi/10.1073/pnas.2202742119  .  研究⽂章 

https://pubs.acs.org/doi/pdf/10.1021/acs.estlett.1c00463
https://www.pnas.org/doi/10.1073/pnas.2202742119


 2.2  国际背景下的中国排放 
 中国境内因使⽤化⽯燃料⽽产⽣的⼈均排放量在2005年左右超过了世界平均⽔平，在2013年超过了欧 
 盟的⽔平。 

 如果根据商品的消费地、⽽不是⽣产地来分配排放量，那么中国的排放量则会低15%左右。换⽽⾔之， 
 虽然中国⼤规模的出⼝⾏业确实是造成其⾼排放量的因素之⼀，但是它的权重⽐⼀般⼈认为的要低。 

 在2019年、即能找到数据的Y近⼀年，欧盟基于消费⽽产⽣的⼈均排放量仍然⾼于中国，但之后，两 
 者趋同。 

 中国基于消费产⽣的⼈均排放量与其GDP⽔平相⽐较⾼，其原因是中国的能源密集型经济。⼤多数能 
 源Y密集的商品，⽐如钢铁、⽔泥和有⾊⾦属，均为国内⽣产、国内销售。此外，中国也是排放密集型 
 商品的主要进⼝国。暗含在中国贸易中的排放量在2007年全球⾦融危机前后达到顶峰，此后⼀直在下 
 降。也就是说，⾃2008年以来，净出⼝对中国的排放增⻓没有任何贡献。 

 中国⽓候⾏动的重点之⼀是降低其经济的⼆氧化碳强度，即单位GDP⼆氧化碳排放，中国在这⽅⾯取 
 得了快速的进步。然⽽，与其他⾮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non-OECD）国家的平均⽔平相⽐，中国需 
 要降低的起步指数⾮常⾼，与发达经济相⽐差别就更为明显。与其他在过去⼏⼗年中实现快速经济增⻓ 
 的新兴经济体相⽐，由于能源结构中的⾼煤炭⽐例和能源密集型经济，中国⾛的是⼀条⼆氧化碳强度远 
 超其他的增⻓轨迹。从2013年以来，中国⼆氧化碳排放的增⻓放缓，这使中国与其他新兴国家的⼆氧 
 化碳强度⽔平在⼀定程度上趋同，但与⼤多数⼈均GDP⽔平与之相当的其他新兴国家相⽐，中国的⼈ 
 均排放量仍然是它们的两倍以上。 

 图 5  | 中国⼈均⼆氧化碳排放 



 图 6  |  中国、欧盟和全球的⼆氧化碳⼈均排放⽐较 

 图 7  |  不同经济体的单位GDP⼆氧化碳排放⽐较 



 图 8  | 快速增⻓经济体的⼆氧化碳排放轨迹 



 3  中国和世界实现碳中和的路径 

 3.1 概览 
 要实现《巴黎协定》中把全球⽓温升幅控制在2°C以下的⽬标，全球的能源系统、⼯业、农业和⼟地利 
 ⽤等各⽅⾯都需经历⼤幅改造。通过使⽤各种模型，我们可以预测出有哪些⽅式对实现这些改造Y有效 
 并Y具成本效益。这些模型包含了众多信息，⽐如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产技术及其成本，以及可⽤ 
 资源。 

 Y重要的是，这些模型还提供相互连贯的、且在物理和经济上均为合理的路径，这些路径既能满⾜全球 
 经济对能源、货物、服务和商品的需求，同时也尊重《巴黎协定》的⽬标。 

 为了全⾯掌握中国和全球可⽤的路径和解决⽅案，我们汇总了⼀系列由以下研究机构编制的、符合《巴 
 黎协定》的⽓候转型情景：央⾏与监管机构绿⾊⾦融⽹络（The Central Banks and Supervisors 
 Network for Greening the Financial System）、⽓候⾏动追踪组织（Carbon Action 
 Tracker）、国际能源署（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清华⽓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 
 ⺠⼤学环境学院、⽣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环境研究所和电⼒规划设计总院（联合），以及华北电⼒ 
 ⼤学和北京⼤学（联合）。 

 这些⽓候转型情景可以作为框架，以⽀持政策制定者对不同政策⽅向进⾏评估、并分析其对技术选择及 
 能源和排放趋势的影响。 

 我们确定了⼀套指标，其中包括清洁能源的装机容量和交通运输的⽯油消耗量。这些指标不仅有纵向的 
 历史对⽐价值，⽽且可以帮助我们衡量中国当前的进展，且此衡量⽅法的细化程度和前瞻性远远超过对 
 年排放量进⾏分析这⼀简单⽅法。我们将情景数据转换为每个指标的基准，以帮助我们评估该特定指标 
 是否与⽓候转型情景相⼀致。 

 虽然不同的建议和⽅案在细节上有所差别，但它们也有明显的共同点：即在所有⽅案中，中国能源系统 
 脱碳的基本渠道是⽤电⼒取代⼯业、交通和家庭使⽤的⼤部分化⽯燃料，并且这些替代电⼒需来⾃清洁 
 能源。这为⼤举扩张清洁电⼒的⽣产量提出了要求。这种清洁发电的扩张⼤部分通过⻛能和太阳能实 
 现。在所有的⽅案预测中，燃⽓发电量均只有⼩幅增⻓。加强森林碳固存和其他⼟地碳汇在各种⽅案中 
 也具有重要地位。 

 在制定排放⽅案时，对经济增⻓率的假定或预测是⼀个关键的基础假设。本报告包含的所有路径都假设 
 中国从2020到2030年的平均经济增⻓率为每年5.0-5.5%，这使得它们在这⽅⾯具有直接的可⽐性。这 
 ⼀速度略低于中国在2015⾄2019年报告的6-7%的年均增⻓率，但⽐2020⾄2022年的平均增⻓率要快 
 （⽬前世界银⾏  15  对中国2022年经济增⻓率的预测范围是2.8%）。 

 然⽽，不同的⽅案在某些预测上差别很⼤，例如对能源需求总量的增⻓的预测，以及对核电、碳捕集与 
 封存（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以下简称“CCS”）、⽣物质能、化⽯⽓和燃煤发电对碳中和⽬ 
 标所起的作⽤的预估。相⽐其他⽅案，清华⽓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以下简称“清华⽓候院”）的 
 ⽅案对核电占⽐的预测更⾼，⽽华北电⼒⼤学和北京⼤学（以下分别简称“华电”和“北⼤”）联合发表的 
 ⽅案预测了更⾼⽐例的⽕⼒发电。在其他⽅⾯，包括⽓候⾏动追踪组织（以下简称“CAT”）以及由⽣态 

 15  The World Bank. (Sep 2022). The World Bank In China. 
 https://www.worldbank.org/en/country/china/overview  .  ⾦融报告 

https://www.worldbank.org/en/country/china/overview


 环境部环境规划院⼤⽓环境研究所和电⼒规划设计总院（以下分别简称“⼤⽓环境研究所”和“电规总 
 院”）联合编制的路径，均未将CCS看作是⼀个技术成熟且具有成本效益的、⽤以减少⼆氧化碳排放的 
 解决⽅案；相⽐之下，清华⽓候院、华电和⼈⼤环境院等院校机构则都认为，将CCS应⽤于化⽯排放是 
 电⼒部⻔去碳化的途径之⼀，⽽将CCS应⽤于⽣物能源则是实现“负排放”和抵消其他部⻔排放的⼀种⽅ 
 式。国际能源署（以下简称“IEA”）的国际情景和政府间⽓候变化专⻔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以下简称“IPCC”）的背景调研均倾向认为，⼤部分能源效率的经济潜⼒ 
 可以被利⽤，从⽽致使总体能源需求的下降。清华⽓候院的⽅案考虑了经济和能效潜⼒的结构变化，对 
 能源需求总量的预测Y终也处于低端。 

 在⼈⺠⼤学环境学院（以下简称“⼈⼤环境院”）的⽅案中，天然⽓在未来⼗年将在电⼒之外的部⻔发挥 
 重要作⽤；同时，天然⽓的消费量将继续以与过去⼏年相同的速度增⻓，直⾄2030年。相⽐之下， 
 IPCC和IEA则预测，天然⽓消费量的增⻓在本个⼗年将急剧放缓。然⽽，在每个情景系列中，如果某个 
 情景以更低的全球温升值为⽬标，那么它预测出的天然⽓的使⽤增⻓速度会更慢，且其削减的速度也需 
 更快。 

 除了清华⽓候院之外，中国其他院校机构公布的⼤多数⽅案都没有涵盖⼆氧化碳以外的温室⽓体，或Y 
 多只是对其他温室⽓体进⾏粗略的分析。⾄于中国的“碳中和”⽬标是只针对⼆氧化碳还是所有温室⽓ 
 体，⽬前官⽅说法并未⼀致。由于关于排放量以及减排⽅案的可⾏性和成本的数据稀少，对减排潜⼒的 
 预估差异很⼤。然⽽，⾮常明确的⼀点是，如果中和的⽬标针对的是所有温室⽓体，那么其对⼆氧化碳 
 减排要求也将更⾼。这是因为其他温室⽓体的排放不可能减少到零，⽽且也没有可预⻅的解决⽅案来实 
 现其他温室⽓体的负排放，即使其他温室⽓体在⼤⽓中的浓度远远低于⼆氧化碳的浓度（关于⾮⼆氧化 
 碳温室⽓体的内容，详⻅4.2章节）。 

 3.2  全球路径 
 为制定以实现净零碳排放为⽬标的不同路径，世界各地的机构和⼤学进⾏了⼤量的研究和建模⼯作。本 
 报告选择了央⾏与监管机构绿⾊⾦融⽹络（以下简称“NGFS”）、CAT和IEA的研究成果。NGFS的“延 
 迟的转型”⽅案预测中国在2030年后将进⾏快速减碳，这与中国的两阶段发展相似（详⻅3.2.1章节）。 
 CAT和IEA的数据均为它们对中国做出的预测。 



 表 1 |  所含全球情景的概述 

 机构  情景  来源 

 国际能源署  可持续发展（SDS） 
 《2021年世界能源展望》 
 https://www.iea.org/reports/world-en 
 ergy-outlook-2021 

 央⾏与监管机构绿⾊⾦融⽹ 
 络 

 延迟的转型 
 https://www.ngfs.net/ngfs-scenarios- 
 portal/data-resources/ 

 央⾏与监管机构绿⾊⾦融 
 ⽹络 

 2°C之下 
 https://www.ngfs.net/ngfs-scenarios- 
 portal/data-resources/ 

 央⾏与监管机构绿⾊⾦融 
 ⽹络 

 净零2050 
 https://www.ngfs.net/ngfs-scenarios- 
 portal/data-resources/ 

 ⽓候追踪组织  1.5度 
 https://climateactiontracker.org/count 
 ries/china/ 

 ⽓候追踪组织  2度 
 https://climateactiontracker.org/count 
 ries/china/ 

 3.2.1  央⾏与监管机构绿⾊⾦融⽹络（NGFS） 

 NGFS是⼀个致⼒于推动⾦融领域在环境及⽓候⻛险管理⽅⾯的发展的团体。为分析经济和⾦融系统所 
 ⾯临的⽓候⻛险，该机构与⼀个学术联盟⼀道开发了⼀套全球转型路径。该学术联盟⾥的成员有德国波 
 茨坦⽓候影响研究所 (  Potsdam Institute for Climate Impact Research)  、国际应⽤系统分析研究所 
 (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Applied Systems Analysis)  、⻢⾥兰⼤学 (  University of Maryland)  、⽓候分析组织 
 (  Climate Analytics)  、苏黎世联邦理⼯学院 (  ETH Zürich)  和英国国家经济  和社会研究所 (  National Institute 
 of 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这些路径以经济部⻔和地理区域进⾏划  分，通过三个成熟的综合评估 
 模型（IAMs）⽣成。这三个模型为GCAM、MESSAGEix-GLOBIOM和REMIND-MAgPIE。这些情 
 景均被纳⼊IPCC的第六次评估报告（AR6）。 

 NGFS根据IPCC的社会经济路径和国际货币基⾦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的Y新经济 
 预测，为六种不同的转型情景提供国家⼀级的数据。由于这些情景在⽬标⾼低上有所不同，所以它们会 
 导致不同程度的全球变暖以及的转型有序度。在⼏个“延迟⾏动”情景⾥，全球从21世纪的第⼆个⼗年才 
 开始减排，且的减排初期速度较慢，因此在该路径下，全球需要在2030年后更快地减排。"延迟转型 
 “这⼀情景与2°C的温度⽬标兼容，但不符合1.5°C的⽬标。由于这⼀路径与中国的碳中和计划Y相似， 
 我们将其作为中国转型的基准参照。该情景假设，全球排放量在2030年之前不会下降；在2030年之 
 后，它则要求全球排放量迅速减少，以此保证全球有50%以上的机会将⽓温升幅保持在2°C以下。在该 
 ⽅案下，在本⼗年的末尾，全球的⽓温升幅预计将为1.6°C左右（90%的置信区间：1.2°C⾄2.4°C）。 
 除了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外，中国没有对达峰后⼏⼗年的减排率做出明确承诺，但若要实现《巴黎 
 协定》的⽬标，全球需要在2030年后进⾏快速且尽早的减排。 

https://www.iea.org/reports/world-energy-outlook-2021
https://www.iea.org/reports/world-energy-outlook-2021
https://www.ngfs.net/ngfs-scenarios-portal/data-resources/
https://www.ngfs.net/ngfs-scenarios-portal/data-resources/
https://www.ngfs.net/ngfs-scenarios-portal/data-resources/
https://www.ngfs.net/ngfs-scenarios-portal/data-resources/
https://www.ngfs.net/ngfs-scenarios-portal/data-resources/
https://www.ngfs.net/ngfs-scenarios-portal/data-resources/
https://climateactiontracker.org/countries/china/
https://climateactiontracker.org/countries/china/
https://climateactiontracker.org/countries/china/
https://climateactiontracker.org/countries/china/


 图 9  | NGFS的排放、浓度和升温路径 

 3.2.2  ⽓候⾏动追踪组织（CAT） 

 根据IPCC在2018年发布的特别报告《全球升温1.5 °C》  16  中的1.5°C情景和国际能源署发表的  2015年数 
 据，CAT于2020年发布了《与巴黎协定兼容的部⻔基准》报告。CAT的报告通过分析电⼒、交通、⼯ 
 业和建筑四个主要部⻔的全球⽔平，确⽴了这些领域在2030年和2050年的⼀系列基准。七个国家被选 
 为进⼀步分析的对象，它们分别是巴⻄、中国、欧盟、印度、印度尼⻄亚、南⾮和美国  17  。 

 2021年10⽉，CAT在其《2021年⽓候⾏动状况》的报告中更新了上述报告涉及的四个主要部⻔的指 
 标，并另增加了在技术碳清除、⼟地和沿海地区管理、农业，以及⽓候融资⽅⾯的⽬标。所有CAT的指 
 标和基准都与将全球升温限制在1.5°C的⽬标相⼀致  18  。 

 18  Climate Action Tracker. (2021). State of Climate Action. 
 https://climateactiontracker.org/publications/state-of-climate-action-2021/  .  研究报告 

 17  Climate Action Tracker. (2020). Paris Agreement Compatible Sectoral Benchmarks. 
 https://climateactiontracker.org/documents/753/CAT_2020-07-10_ParisAgreementBenchmarks_Full 
 Report.pdf  . 分析报告 

 16  IPCC. (2018). Global Warming of 1.5°C.  https://www.ipcc.ch/sr15  .  特别科学报告 

https://climateactiontracker.org/publications/state-of-climate-action-2021/
https://climateactiontracker.org/documents/753/CAT_2020-07-10_ParisAgreementBenchmarks_FullReport.pdf
https://climateactiontracker.org/documents/753/CAT_2020-07-10_ParisAgreementBenchmarks_FullReport.pdf
https://www.ipcc.ch/sr15


 3.2.3  国际能源署（IEA） 

 IEA的评估⽆疑以能源为重点，但其也包括⼯业、交通运输和建筑这三个部⻔。电⼒部⻔是当今与能源 
 相关的⼆氧化碳排放的Y⼤来源。能源系统的去碳化也是实现将全球变暖限制在1.5°C⽬标的关键。同 
 时，通过电⽓化实现其他部⻔的去碳化需要依赖来⾃⽆碳发电源的电⼒。IEA已经出版了⼀系列报告， 
 这些报告研究各国和各地区为实现能源系统的净零排放所需的技术和政策。 

 IEA的旗舰报告——《世界能源展望》（World Energy Outlook）以2050年前全球净零排放为分析 
 ⽬标，解释全球在2030年前需要采取的⾏动  19  。《2020年能源技术展望》（Energy Technology 
 Perspectives 2020）详述了若要解决所有能源部⻔——包括那些技术发展仍⽋缺的部⻔的排放问 
 题  20  ，⼈类所需要的技术。《追踪清洁能源进展》（Tracking Clean Energy Progress  ）系列报告对 
 46个关键能源技术和领域的状况进⾏分析，并就如何使这些技术与领域⾛上净零排放的轨道提出建 
 议  21  。截⾄2021年，该系列已经为电⼒、⼯业、运输、建筑、燃料供应和能源整合部⻔出版了的单独报 
 告。 

 另外，IEA出版的、名为《2050年净零排放：全球能源部⻔路线图》（Net Zero by 2050: A 
 Roadmap for the Global Energy Sector）的报告概述了全球能源部⻔到2050年实现⼆氧化碳净零 
 排放所需要的基本条件，并强调了其在技术、基础设施、投资和政策这些⽅⾯所取得的关键⾥程碑  22  。 
 IEA的2050年“净零排放”情景与IPCC在2018年出版的路径⼀致，在该IPCC路径下，全球的⻓期平均⽓ 
 温上升将被限制在1.5°C，且不会出现暂时的温升超标。 

 我们使⽤《世界能源展望》中的“可持续发展”情景（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cenario）作为衡 
 量中国的基准，因为净零排放情景不包括对中国的分类预测。 

 3.3  中国的路径 
 将全球⽓温升⾼幅度控制在1.5°C这⼀⽬标转化成为各个国家的排放⽬标和路径是⼀个复杂、具有挑战 
 性、且往往会引发争议的过程。不同的国家和研究⼈员强调以各国⽬前的⼈均排放量、经济发展⽔平和 
 ⼈均收⼊、历史责任以及⾏动能⼒作为决定不同国家应承担责任多少的关键因素。鉴于中国的排放量占 
 到全球排放量的近四分之⼀，以及中国在全球排放量增⻓中的主导作⽤，如果要实现全球⽬标，中国碳 
 达峰和碳中和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不⾔⽽喻。 

 在2020年9⽉中国宣布其碳中和的⽬标之后，许多中国的研究机构都发布了帮助中国实现该⽬标的建议 
 和路径。我们汇编了⼀些有代表性的路径，作为本报告的基础，表2整理了所有这些路径，包括它们的 
 全名和出处。我们关注的第⼀组路径由清华⼤学的何建坤教授、张希良教授以及他们的团队在中国的碳 
 中和⽬标宣布不久之后发表。他们的先期研究很可能为中国决策层Y初制定碳中和⽬标与选择碳中和的 
 ⽬标年份提供了信息；⽽中国现任的⽓候特使解振华是该清华研究项⽬的总指导，他在说服领导层采⽤ 
 该⽬标上应该起到了⼀定的作⽤。因此，清华发表的这些路径可以被看作是中国宣布碳中和⽬标时，Y 

 22  IEA. (2021). Net Zero by 2050.  https://www.iea.org/reports/net-zero-by-2050  .  分析报告 

 21  IEA. (2021). Tracking Clean Energy Progress. 
 https://www.iea.org/reports/tracking-clean-energy-progress-202  .  研究报告 

 20  IEA (2020). Energy Technology Perspectives 2020. 
 https://www.iea.org/reports/energy-technology-perspectives-2020  .  研究报告 

 19  IEA. (2021). World Energy Outlook.  https://www.iea.org/topics/world-energy-outlook  .  研究报告 

https://www.iea.org/reports/net-zero-by-2050
https://www.iea.org/reports/tracking-clean-energy-progress-202
https://www.iea.org/reports/energy-technology-perspectives-2020
https://www.iea.org/topics/world-energy-outlook


 接近官⽅层⾯计划的研究。在中国，没有其他研究能像清华⽓候院的研究那样全⾯，且该院的研究往往 
 倾向于关注单⼀部⻔。该院Y近的研究反映的是碳中和⽬标宣布以来、中国在能源趋势和政策环境⽅⾯ 
 的变化。 

 表 2 |  本报告所包含的中国研究⽅案概述 

 机构名称  情景  来源 

 清华⼤学⽓候变化与可持 
 续发展研究院 

 1.5度 
 《中国⻓期低碳发展战略与转型路径研究》 
 https://www.efchina.org/Reports-en/report- 
 lceg-20210711-en 

 清华⼤学⽓候变化与可持 
 续发展研究院 

 2度 
 《中国⻓期低碳发展战略与转型路径研究》 
 https://www.efchina.org/Reports-en/report- 
 lceg-20210711-en 

 ⼈⺠⼤学环境学院  1.5度 

 《1.5℃温升⽬标下中国碳排放路径研究》，王克 
 等著（2021） 

 http://www.climatechange.cn/CN/10.12006/j 
 .issn.1673-1719.2020.228 

 ⼈⺠⼤学环境学院  2度 

 《1.5℃温升⽬标下中国碳排放路径研究》，王克 
 等著（2021） 
 http://www.climatechange.cn/CN/10.12006/j 
 .issn.1673-1719.2020.228 

 华北电⼒⼤学和北京⼤学 
 多源协同的加速电⽓化 
 （图表中简称“加速”） 

 《电⼒部⻔碳排放达峰路径与政策》 
 https://mp.weixin.qq.com/s/AUXybE5neN-jx 
 Cah7APZoA 

 华北电⼒⼤学和北京⼤学 
 新能源领跑的常规电⽓ 
 化（图表中简称“新能 
 源”） 

 《电⼒部⻔碳排放达峰路径与政策》 
 https://mp.weixin.qq.com/s/AUXybE5neN-jx 
 Cah7APZoA 

 ⽣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 
 ⽓环境研究所和  电⼒规划 
 设计总院 

 基准情景：⾼电⼒需求 
 ，能源结构趋势与“⼗ 
 三五”期间相同 

 《中国电⼒⾏业⼆氧化碳排放达峰路径研究》 

 http://www.hjkxyj.org.cn/en/article/doi/10.131 
 98/j.issn.1001-6929.2021.11.24 

 ⽣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 
 ⽓环境研究所和  电⼒规划 
 设计总院 

 低碳情景：⾼电⼒需求 
 ，Y⼤限度地利⽤可再 
 ⽣能源，降低煤炭消费 

 《中国电⼒⾏业⼆氧化碳排放达峰路径研究》 

 http://www.hjkxyj.org.cn/en/article/doi/10.131 
 98/j.issn.1001-6929.2021.11.24 

 ⽣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 
 ⽓环境研究所和  电⼒规划 
 设计总院 

 强化⽅案：低电⼒需求 
 ，Y⼤限度地利⽤可再 
 ⽣能源，降低煤炭消费 

 《中国电⼒⾏业⼆氧化碳排放达峰路径研究》 

 http://www.hjkxyj.org.cn/en/article/doi/10.131 
 98/j.issn.1001-6929.2021.11.24 



 图 10  |  不同路径对中国2050年能源消费总量的预测 

 图 11  |  不同路径对中国2050年发电装机容量的预测 



 3.3.1  清华⽓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  （ICCSD） 

 从2019年初开始，清华⽓候院与中国国内⼗余家研究机构合作，启动了名为“中国⻓期低碳发展战略与 
 转型路径”的研究项⽬  23  ，其有18个⼦项⽬。该研究项⽬的成果在2021年以综合报告的形式出版。 

 清华⽓候院的研究将中国的⻓期低碳转型之路分为两个阶段。在第⼀阶段，即2020年到2035年，转型 
 的重点是在符合国家社会和经济发展⽬标的前提下，对《巴黎协定》规定的NDC进⾏实施与强化。在 
 第⼆阶段，即2035年到2050年，转型将实现对能源和经济领域的深度脱碳，并在建设⼀个强⼤的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同时，到2050年使国家的减排途径与2℃和1.5℃的全球温升控制⽬标保持⼀致。 

 该报告分析了⻓期去碳化⽬标所驱动的减排路径、技术⽀持、成本和价格。该研究基于四个情景，即政 
 策情景、强化政策情景、2℃情景和1.5℃情景。我们在本报告中选择了该研究的1.5°C情景和2°C情景的 
 数据，它们均符合《巴黎协定》和全球净零⽬标的要求。 

 该研究中提出的2°C情景以将全球变暖控制在2°C以内作为⽬标，同时还将⼈均⼆氧化碳排放量的⽬标 
 设为到2050年不超过1.5吨（相⽐之下，此数值在2020年为8.4吨）。其1.5°C情景则基于将全球⽓温上 
 升幅度限制在1.5°C、同时到2050年实现⼆氧化碳净零排放和其他温室⽓体排放⼤幅减少这⼀⽬标。 
 1.5°C和2°C情景均为“理想”情景，它们要求中国的能源系统和经济发展模式进⾏快速的改变以与近期的 
 减排速率⼀致。考虑到中国⽴即完成碳达峰将⾯临的实际的、经济与政治挑战，清华⽓候院进⼀步设计 
 了在1.5°C和2°C  24  情景下、在“⽬标导向”（即推迟达峰）下的变体路径。它们假设中国的⼆氧化碳在本 
 个⼗年的末期才达到峰值，从⽽为本个⼗年中国的经济发展让道、也让其经济模式可以逐步地进⾏转变 
 （这两步合称为“两个阶段发展”）。在这些变体路径下，中国从现在到2030年将强化实现⾃⼰⽬前的 
 NDC承诺，从2030年开始加速碳减排和能源系统转型，并在2050年实现净零碳排放。 

 3.3.2  ⼈⺠⼤学环境学院（SENR-RMU） 

 根据1.5°C⽬标的深度减排要求和技术特点，⼈⼤环境院的王克等学者对现有的能源系统模型 
 PECE-LIU2020进⾏了修改，对其增加了氢能以及⽣物能源与碳捕获和储存（bioenergy with 
 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以下简称“BECCS”）的能源模块。研究团队再利⽤升级后的模型，对 
 中国在1.5℃和2℃⽬标情况下的⻓期⼆氧化碳减排要求、部⻔贡献和关键减排措施进⾏研究  25  。 

 1.5℃和2℃情景的概念均与IPCC⼀致，但路径的设定基于中国的国情。与清华⽓候院的两阶段转型类 
 似，在⼈⼤环境院的2℃情景下，中国将在现有的NDC的⽬标基础上采取强化减排措施，⼒争尽快实现 
 碳达峰，之后通过加强政策加速减排进程，到2050年实现2℃情景下中国的减排⽬标。同样在此2℃情 
 景下，已经成熟和处于示范阶段的低碳技术，例如电动汽⻋、⻛能和太阳能，将得到快速发展。碳捕 
 获、利⽤和储存（carbon capture, utilisation and storage，以下简称“CCUS”）技术的示范将被加 
 速，以为2030年后的部署做准备。 

 25  Wang, K. et al.(2022). Research on China’s carbon emissions pathway under the 1.5℃ target. 
 http://www.climatechange.cn/CN/10.12006/j.issn.1673-1719.2020.228  .  研究⽂章 

 24  He, J. et al (2022). Towards carbon neutrality: A  study on China's long-term low-carbon transition 
 pathways and strategies.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Ecotechnology. Vol 9. 100134.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2666498421000582  ，科学⽂章 

 23  清华⽓候院（2021），《中国⻓期低碳发展战略与转型路径》， 
 https://link.springer.com/book/10.1007/978-981-16-2524-4  ，学术报告 

http://www.climatechange.cn/CN/10.12006/j.issn.1673-1719.2020.228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2666498421000582
https://link.springer.com/book/10.1007/978-981-16-2524-4


 在⼈⼤环境院的1.5°C情景下，为实现更严格的碳减排⽬标，中国不仅将需要尽早碳达峰，同时还要加 
 快碳减排，使到2050年的累积碳排放量满⾜1.5°C温控⽬标下的中国排放轨迹区间。在这⼀情景下，中 
 国需要加快技术改造和创新、快速发展氢能和BECCS技术、提⾼能源系统效率，并使钢铁、化⼯、公 
 路货运和电⼒部⻔深度脱碳。 

 1.5°C和2°C情景都要求中国加强碳减排，并在2025年前达到碳峰值。参照2005年的⽔平，在该研究的 
 2℃和1.5℃情景下，到2030年中国分别需要分别减少73%和75%的碳排放。 

 3.3.3  ⽣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环境研究所（CAEP-IAE）和电⼒规划 
 设计总院（EPPEI） 

 ⼤⽓环境研究所和电规总院共同建⽴了⼀个预测模型和⼀组影响参数与因素，以研究不同情景下中国电 
 ⼒部⻔实现碳达峰的途径。影响参数包括经济和社会发展、电⼒需求、电源结构和发电的标准煤耗率。 
 该研究阐述了以下三种情况  26  ： 

 在基准情景下，电⼒结构将与第⼗三个五年（即2016⾄2020年，以下简称“⼗三五”）规划期间相同， 
 以满⾜⾼速增⻓的电⼒需求；发电标准煤耗冻结在现有⽔平。 

 在低碳情景下，为了保持发电量的⾼速增⻓，中国必须Y⼤限度地提⾼⾮化⽯燃料能源的发电量，但该 
 ⾮化⽯发电量的提⾼需要考虑到不同发电源的潜⼒、建设周期、能源价格和其他因素的限制；发电标准 
 煤将以与“⼗三五”期间相同的速度下降，即每年减少2克/千瓦时；⽕⼒发电⼚为适应⾮化⽯能源需要更 
 加灵活的运⾏，⽽这往往⼜会降低发电的热效率。考虑到这⼀点，研究团队假定发电的煤炭消耗量每年 
 将下降1克/千瓦时，并从2020年的289克/千瓦时分别在2025年、2030年和2035年降⾄286、280和 
 275克/千瓦时。 

 在强化情景下，燃煤电⼚热效率的提⾼速度与低碳情景相同，⾮化⽯燃料的发电量被Y⼤化；此外，将 
 有措施降低电⼒需求的增⻓速度。 

 3.3.4  华北电⼒⼤学（NCEPU）和北京⼤学（PKU） 

 由华电和北⼤联合开发的转型路径基于以下理解：中国将在2030年实现碳达峰，⽽且电⼒部⻔是完成 
 这⼀任务的关键。袁家海教授和他的团队在结合各种宏观经济指标的趋势后预计，中国在2021年⾄ 
 2035年期间的全国电⼒需求将由电⼒、⼯业、建筑和交通部⻔的电⽓化驱动  27  。 

 为了满⾜不同电⽓化进程下的电⼒需求，该研究设计了三条路径来讨论低碳电⼒系统转型可能⾯临的情 
 况以及电⼒部⻔碳达峰的路径。研究预测了不同⽅案下的碳达峰时间。我们在此报告中选择了该研究的 
 “多源协同的加速电⽓化”和 “新能源领跑的常规电⽓化”两条路径，并在下⽂分别将其简称为“加速”和“新 
 能源”路径。华电和北⼤建议，“加速”路径是进⾏碳达峰的Y有效⽅法。 

 在加速电⽓化的情况下，到2030年，⾮化⽯燃料能源发电量占⽐超过50%，且⻛、光装机量达到12亿 
 千瓦的⽬标。煤炭发电量将在2025年达到峰值，峰值为5.2万亿千瓦时（相⽐之下2020年的煤炭发电 

 27  Yuan, J. et al（2021），《电⼒部⻔碳排放达峰路径与政策》， 
 https://mp.weixin.qq.com/s/AUXybE5neN-jxCah7APZoA  ，  研究⽂章 

 26  Wang, L. et al. (2022). Pathway of carbon emission peak in China′s electric power industry. 
 http://www.hjkxyj.org.cn/en/article/doi/10.13198/j.issn.1001-6929.2021.11.24  .  研究⽂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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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hjkxyj.org.cn/en/article/doi/10.13198/j.issn.1001-6929.2021.11.24


 量为4.9万亿千瓦时）。煤电的作⽤从发电主⼒向辅助⾮化⽯能源的调峰功能转变。在这种情况下，电 
 ⼒⾏业的碳排放将在2025年左右达峰。 



 4  衡量和对标中国的进展 

 本报告所收集的转型路径能帮助我们把中国经济实现碳中和这个艰巨的任务分解为细化⽬标，⽽这些细 
 化⽬标指向的是每个关键排放部⻔所需要进⾏的具体转变。本节将中国的排放、能源结构、发电装机容 
 量、电⽓化率和其他重要指标的发展与不同转型路径所得出的基准进⾏⽐较。我们的⽅法是将每个指标 
 的年度变化与不同路径下、2020年⾄2030年所需的变化率进⾏对照评估，从⽽测评这些指标是否已经 
 符合基准，或正在取得进展并有望达到基准。该评估的设计⽅式使得我们能每年对同样的指标进⾏复评 
 并报告相应的进展。 

 4.1  ⼆氧化碳排放总量 
 为了与1.5°C的⽬标相⼀致，即使假设中国在2030年后采取⾮常强有⼒的减排措施，中国的⼆氧化碳排 
 放量也应在2025年达到峰值。考虑到⽴即碳达峰在中国有实际的经济和政治的挑战，清华⽓候院进⼀ 
 步设计了1.5°C和2°C  28  的“⽬标导向”（即推迟达峰）情景。它们假设中国的⼆氧化碳在本个⼗年的末期 
 才达到峰值，从⽽为本个⼗年中国的经济发展让道、也让其经济模式可以逐步地进⾏转变（这两步合称 
 为“两个阶段发展”）。在这些路径下，中国从现在到2030年将强化实现⾃⼰⽬前的NDC承诺，从2030 
 年开始加速碳减排和能源系统转型，并在2050年实现净零碳排放。 

 表 3 |  清华⽓候院的1.5°C、1.5°C“⽬标导向”和2°C路径下的⼆氧化碳排放量 (He et  al., 2022) 

 2020  2025  2030  2035  2040  2045  2050 

 ⼆氧化碳排放量（单位：10 
 亿吨⼆氧化碳） 

 1.5°C  10.2  9.3  7.4  6  4.2  2.7  1.5 

 1.5°C⽬标导向  10.2  10.4  10.4  7.7  5  3  1.7 

 2°C  10.2  10.1  9.4  8.1  6.4  4.3  2.9 

 单位GDP⼆氧化碳排放量 
 的年度下降（单位：%） 

 1.5°C  4.3  7.1  8.9  8.5  10.3  11.3  14.3 

 1.5°C⽬标导向  4.3  4.1  4.1  8.2  9.3  10  10.4 

 2°C  4.3  5.5  6.1  7.2  8.4  10.7  10.1 

 与2005年相⽐的下降幅度 
 （单位：%） 

 1.5°C  50.6  65.8  78.5  86.2  92  95.6  98 

 1.5°C⽬标导向  50.6  60.3  68.4  81.3  90  95  97.6 

 2°C  50.6  62.8  72.8  81.2  87.9  93.1  96 

 与清华⽓候院的1.5°C和2°C情景相⽐，该院提出的“⽬标导向”路径在未来⼗年内的⽬标相对较低。 
 例如，在1.5°C“⽬标导向”情景下，中国的⼆氧化碳排放量到2025年达峰，且其排放量从2020年的102 
 亿吨上升到峰值时期的104亿吨，并在2030年前保持在同⼀⽔平，到2050年急剧下降到17亿吨。在此 

 28  He, J. et al (2022). Towards carbon neutrality: A  study on China's long-term low-carbon transition 
 pathways and strategies.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Ecotechnology. Vol 9. 100134，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2666498421000582  .  科学⽂章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2666498421000582


 情景下，中国的⼆氧化碳排放在达峰后的⼏⼗年⾥⼏乎与符合1.5°C⽬标的路径趋同，但累计排放总量 
 更⾼（表3）。在“理想的”1.5°C和2°C情景下，中国的⼆氧化碳排放量应在2020年以102亿吨达峰，到 
 2030年分别下降到74亿吨和94亿吨，并在2050年分别降⾄15吨和29吨。在CCUS和农林碳汇的帮助 
 下，该组路径将使得中国到2050年实现⼆氧化碳的净零排放。 

 4.1.1 对标基准的趋势 

 图 12  |  中国⼆氧化碳排放的年度变化（实际趋势与转型路径的对⽐） 

 中国的⼆氧化碳排放量从2015年⾄今每年都在增⻓，虽然其增速要远低于2013年之前。同时，从2016 
 年到2021年，排放增⻓加速。然⽽，⾃从2021年夏天以来，⼆氧化碳排放量⼀直在下降。所有的转型 
 路径都要求中国的排放在2020年⾄2030年期间下降。这意味着排放量必须在2030年之前⼏年就实现 
 达峰，且在达到峰值后就开始下降。 

 我们对中国2022年⼆氧化碳排放增⻓率的预测与2℃温控路径所要求的年度减少率⼀致。在我们研究的 
 所有转型路径中，只有清华⽓候院的1.5°C途径要求以更快的速度减排。然⽽，所有的路径也显示，相 
 ⽐2020年⾄2030年间的预测减排速度，2030年后中国的减排⾏动需要急剧加速才能达到这些路径的 
 相应⽬标。 



 4.1.2 现⾏政策 

 ⽬前，⼆氧化碳排放量的增⻓受限于多重因素，包括2025年和2030年的⼆氧化碳强度和⾮化⽯能源⽬ 
 标、2025年的能源强度⽬标和⼆氧化碳排放⼒争于“2030年前”达峰的承诺。然⽽，这些指标也为⼆氧 
 化碳排放在2020年⾄2030年的⼤幅增加留出了余地。假设这个⼗年中国的年平均GDP增⻓率为5%， 
 那么它的⼆氧化碳排放在这⼗年间将可以增⻓15%。到本⼗年末期，排放量可能增加得更多，随后下降 
 以达到预期峰值⽬标和2030年的⽬标。由于中国对碳达峰之后的减排速度没有任何量化⽬标，这使得 
 其从达峰到在2060年前的某个时间点实现碳中和期间的排放轨迹变得⼗分不可预测。这使得我们很难 
 估计中国未来⼏⼗年的累计排放量与该国是否正在实现碳中和⽬标的轨道上。 

 图 13  |  中国的指示性排放路径 

 中国⽬前的⽓候承诺可导致⾮常不同的⼆氧化碳排放结果。上图中，“⽬标所要求的Y低限度（ 
 minimum required by targets  ）”路径表示的是中国在同时满⾜其2025年和2030  年⼆氧化碳强度⽬标以 
 及在2030年前碳达峰的承诺前提下、排放量将达到可能Y⾼值的路径。在该路径下，中国的排放量在 
 2030年后缓慢地、逐渐地下降，但需要在21世纪的第四和第五个⼗年进⾏⾮常快速下降。虽然该路径 
 不违反中国的现⾏承诺，却可导致了⼤量的累积排放，且不易于为实现未来20年⻓期⽬标树⽴信⼼。 
 “⻓期努⼒”（consistent effort）路径显示了为实现碳中和的⽬标、排放量在2025年前达峰并经过平 
 台期，在此之后开始下降。该路径避免了达峰后⼏⼗年间所需的急速减排过程。实现图中的“1.5度”（ 
 1.5-degree）路径将极具挑战性，但这是中国和其他国家在《巴黎协定》基础上应该努⼒的⽅向。 



 “三线⼀单” 

 污染物排放控制是中国环境治理的另⼀条战线。中国⽣态环境部印发的《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 
 案》  29  将碳达峰碳中和要求纳⼊该部⽤于⽣态环境治理  30  的“三线⼀单”分区管控体系。“三线⼀单”指⽣态 
 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上线和⽣态环境准⼊清单。 

 碳汇 

 除了控制排放，中国也在寻求通过造林计划和探索海洋碳汇来增加碳汇。 

 ⾃2012年以来，造林计划已经成功地、持续地提⾼了中国的森林覆盖率。到2021年，全国森林覆盖率 
 达到24%，森林蓄积量达到195亿⽴⽅⽶  31  。 

 根据中国政府的计划，到2030年，全国的森林覆盖率将达到25%左右  32  。为实现这⼀统领⽬标，《全国 
 国⼟绿化规划纲要（2022—2030年）》要求，在第⼗四个五年（即2021⾄2025年，以下简称“⼗四 
 五”），全国规划完成造林种草等国⼟绿化5亿亩（3330万公顷），治理沙化⼟地⾯积1亿亩（670万公 
 顷），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提⾼到43%，村庄绿化覆盖率提⾼到32%。该纲要还要求，到2030年⽣ 
 态系统碳汇增量明显提升  33  。同时，中国政府还颁布了《林业碳汇项⽬审定和核证指南》等配套⼯ 
 具  34  。 

 虽然中国的⼗四五规划要求“提升⽣态系统碳汇能⼒”，但是中国政府⽬前还没有发布进⼀步的详细政 
 策。Y近，《海洋碳汇经济价值核算⽅法》已经被提交报批，这⼀举动预示着政府在碳汇领域可能有所 
 动作  35  。虽然⽬前中国还没有国家层⾯的碳汇政策发布，但沿海省市已经制定了地⽅性政策。例如，根 
 据《海南省海洋⽣态系统碳汇试点⼯作⽅案（2022—2024年）》  36  ，该省将在2024年前基本摸清全省 
 的海洋⽣态系统碳汇底数，并开发碳汇试点项⽬五个。⼭东省则将滨海湿地蓝碳本底的调查⼯作、⽣态 
 系统的修复和若⼲个其他调研项⽬纳⼊了该省的《“⼗四五”应对⽓候变化规划》  37  中。 

 37  ⼭东省应对⽓候变化领导⼩组办公室（2022），《⼭东省“⼗四五”应对⽓候变化规划》， 
 http://www.scio.gov.cn/xwfbh/gssxwfbh/xwfbh/shandong/Document/1722588/1722588.htm  ，政策 

 36  海南省⾃然资源和规划厅（2022），《海南省海洋⽣态系统碳汇试点⼯作⽅案（2022—2024年）》  ， 
 http://www.gov.cn/xinwen/2022-07/30/content_5703578.htm  ，政策 

 35  ⾃然资源部（2022），《海洋碳汇经济价值核算⽅法》， 
 http://gi.mnr.gov.cn/202202/t20220221_2729149.html  ，⾏业标准 

 34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2021），《林业碳汇项⽬审定和核证指南》， 
 https://std.samr.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D4BEFFF4EA85B241E05397BE0A0AF581  ，国家标准 

 33  全国绿化委员会（2022），《全国国⼟绿化规划纲要（2022—2030年）》， 
 http://www.gov.cn/xinwen/2022-09/13/content_5709591.htm  ，政策 

 32  中共中央、国务院（2021），《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作的意 
 ⻅》，  http://www.gov.cn/zhengce/2021-10/24/content_5644613.htm  ，政策 

 31  ⼈⺠⽇报（2022），“解振华：⼗年来我国绿⾊低碳转型取得显著成效”， 
 http://www.ncsc.org.cn/xwdt/gnxw/202210/t20221011_995936.shtml  ，新闻报道 

 30  ⽣态环境部（2021），《关于实施“三线⼀单”⽣态环境分区管控的指导意⻅（试⾏）》， 
 https://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3/202111/t20211125_961692.html  ，政策 

 29  ⽣态环境部等（2022），《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案》， 
 https://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3/202206/t20220617_985879.html  ，政策 

http://www.scio.gov.cn/xwfbh/gssxwfbh/xwfbh/shandong/Document/1722588/1722588.htm
http://www.gov.cn/xinwen/2022-07/30/content_5703578.htm
http://gi.mnr.gov.cn/202202/t20220221_2729149.html
https://std.samr.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D4BEFFF4EA85B241E05397BE0A0AF581
http://www.gov.cn/xinwen/2022-09/13/content_5709591.htm
http://www.gov.cn/zhengce/2021-10/24/content_5644613.htm
http://www.ncsc.org.cn/xwdt/gnxw/202210/t20221011_995936.shtml
https://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3/202111/t20211125_961692.html
https://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3/202206/t20220617_985879.html


 碳交易 

 中国⾃2010年起就⼀直在发展碳交易，Y初以区域试点项⽬的⽅式进⾏。2021年，全国碳排放权交易 
 系统正式上线，⽬前涵盖发电⾏业。该交易系统的原则与欧盟等国家地区使⽤的“总量控制和交易”（ 
 cap and trade）的原则不同。具体⽽⾔，中国的系统没有对发电⾏业的⼆氧化碳排放总量进⾏限制， 
 ⽽是⼒图通过提⾼热效率来降低燃煤和燃⽓发电⼚的排放强度。在设计上，中国的系统并不⿎励⽤清洁 
 能源取代化⽯燃料，甚⾄不⿎励⽤天然⽓取代煤炭。因此，如果中国希望该系统能在其去碳化过程中发 
 挥重要作⽤，那么它的设计必须进⾏重⼤修改。然⽽，只要中国的决策层下定决⼼去做，这样的修改可 
 以很快完成。 

 按照计划，全国碳交易的范围将扩⼤⾄发电以外的其他⾏业，并可能包括碳汇。中国⽣态环境部近期发 
 布的⼀份通知暗示了计划纳⼊碳排放交易的企业范畴  38  ，即温室⽓体排放量每年达2.6万吨⼆氧化碳当量 
 及以上的⽯化、化⼯、建材、钢铁、有⾊、造纸、⺠航⾏业的重点企业。另⼀份名为《关于建⽴健全⽣ 
 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意⻅》的中央⽂件也强调，需健全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和探索碳汇权益交易试 
 点  39  。 

 4.1.3 数据披露 

 ⽬前，中国政府每年都会报告国家在⼆氧化碳强度上的改善。通过该数据与中国政府报告的当年的 
 GDP增⻓，我们可以计算出其⼆氧化碳排放量的年度变化。然⽽，这是⼀种⾮常初级和不透明的报告 
 ⽅式，因为它不包括碳汇或⾮能源领域的⼆氧化碳排放。 

 中国政府通过向《联合国⽓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提交的国家信息通报披露其实际的温室⽓ 
 体排放数据，其Y近的数据为2014年数据。中国国内已经有声⾳提议需建⽴⼀种控制年度总排放量的 
 机制，⽽这正是确保⼆氧化碳峰值⽬标能够实现的⼀个重要步骤。同时，这样的机制也会涉及到更详细 
 和及时的排放量信息披露。 

 4.2  ⾮⼆氧化碳温室⽓体 
 除了迅速减少⼆氧化碳的排放，符合1.5℃⽬标的转型路径对⾮⼆氧化碳温室⽓体（以下简称”⾮⼆温室 
 ⽓体“）的控制⼒度提出更⾼的要求。在1.5℃的路径中，⾮⼆温室⽓体的减排总量在2030年需达到其 
 2014年排放⽔平的30%（即20亿吨⼆氧化碳当量），该百分⽐在2050年则需达到34%。 

 在清华⽓候院提出的1.5℃路径中，中国⾮⼆温室⽓体的排放在2025年之前达峰并降⾄2020年⽔平以 
 下。根据该路径，2025年，中国的⾮⼆温室⽓体排放量为23.8亿吨⼆氧化碳当量，2050年下降到12亿 
 吨⼆氧化碳当量。清华⽓候院的2°C路径预测，中国⾮⼆温室⽓体的排放将在2025年达峰，峰值为25.1 
 亿吨⼆氧化碳当量，这意味着，从2020年到2025年，中国的⾮⼆温室⽓体排放平均每年增加1.5%。该 
 路径同时预测，中国的⾮⼆温室⽓体排放在2050年下降到17.6亿吨⼆氧化碳当量，年下降率为1.4%。 

 甲烷是中国继⼆氧化碳之后、以⼆氧化碳当量为单位计算、排放Y多的温室⽓体。在清华⽓候院的2°C 
 路径中，中国的甲烷排放在2025年前达峰，峰值为12.2亿吨⼆氧化碳当量，并且排放在2030年降⾄11.8 

 39  中共中央办公厅 、 国务院办公厅（2021）《关于建⽴健全⽣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意⻅》， 
 http://www.gov.cn/zhengce/2021-04/26/content_5602763.htm  ，政策 

 38  ⽣态环境部（2022），《关于做好2022年企业温室⽓体排放报告管理相关重点⼯作的通知》 
 https://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6/202203/t20220315_971468.html  ，政策 

http://www.gov.cn/zhengce/2021-04/26/content_5602763.htm
https://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6/202203/t20220315_971468.html


 亿吨⼆氧化碳当量。在清华的1.5°C情景下，中国的甲烷排放在2015年左右达峰，峰值与其2°C路径相 
 同，然后排放以更快的速度下降到2030年的7.9亿吨⼆氧化碳当量。 

 清华⽓候院的1.5°C路径预测，中国的⼀氧化⼆氮（N2O）排放量将在2020年左右达到峰值5.8亿吨⼆ 
 氧化碳当量，到2030年下降⾄4.2亿吨⼆氧化碳当量。在该路径下，中国的含氟⽓体（F-gas）排放量 
 将在2030年达到峰值7.3亿吨⼆氧化碳当量，到2050年降⾄4.4亿吨⼆氧化碳当量。 清华⽓候院的2°C 
 路径则认为，中国的⼀氧化⼆氮排放量将在2020年左右达到峰值6.5亿吨⼆氧化碳当量，在2030年下 
 降到5.7亿吨⼆氧化碳当量；⽽其含氟⽓体排放量与1.5°C路径同年达到相同的峰值，但到2050年将下降 
 ⾄5.1 亿吨⼆氧化碳当量。 

 4.2.1 现⾏政策 

 中国已经对控制⾮⼆温室⽓体开始采取措施。早在2016年印发的《“⼗三五”期间控制温室⽓体排放⼯作 
 ⽅案》就提及了这⽅⾯的⼯作，⽽“⼗四五”规划则进⼀步提出“加⼤甲烷、氢氟碳化物、全氟化碳等其 
 他温室⽓体控制⼒度”。然⽽，这些政策没有给出任何量化⽬标，中国对⾮⼆温室⽓体排放的报告⽬前 
 也处于空⽩，因此我们⽆法评估2014年（即中国官⽅Y后⼀次公布排放清单的年份）之后中国⾮⼆温 
 室⽓体的排放趋势。 

 ⽬前我们也不清楚中国的”碳中和“⽬标是针对所有温室⽓体还是仅包括⼆氧化碳，⽬前官⽅说法并未⼀ 
 致。 

 2014年，甲烷占中国温室⽓体排放总量的10.4%  40  ，⽽由煤矿开采排放的煤层⽓（coalbed 
 methane，⼜称煤矿瓦斯）占中国能源部⻔甲烷排放量的90%以上。国家能源局在2020年发布的⼀ 
 份通知中规定，在甲烷体积浓度⼤于等于8%的矿井中抽采的煤炭瓦斯，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应”进 
 ⾏综合利⽤。该通知同时“⿎励”对甲烷体积浓度在2%（含）⾄8%的矿井抽采瓦斯  41  。其余的甲烷排放 
 规定受到由前环境保护部与前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联合发布的《煤层⽓（煤矿瓦斯）排放标准》 
 的约束  42  。另⼀项现⾏政策是2002年发布的《城镇污⽔处理⼚污染物排放标准》  43  。 

 在2021年11⽉的⼀次的新闻发布会上  44  ，中国⽣态环境部承诺，中国将推动出台甲烷排放控制⾏动⽅ 
 案，并建⽴煤炭、油⽓、废弃物处理等重点领域甲烷减排的政策、技术和标准体系。⽣态环境部还强调 
 将⽀持具备条件的甲烷减排项⽬参与温室⽓体⾃愿减排交易。与此同时，重点领域甲烷排放的监测、核 
 算、报告和核查体系建设与能源领域的排放清算也有望在⼗四五期间得到完善。 

 44  ⽣态环境部（2021），《⽣态环境部召开11⽉例⾏新闻发布会》，2021年11⽉， 
 https://www.mee.gov.cn/ywdt/zbft/202111/t20211125_961825.shtml  ，新闻 

 43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等两部⻔（2002），《城镇污⽔处理⼚污染物排放标准》， 
 https://www.mee.gov.cn/ywgz/fgbz/bz/bzwb/shjbh/swrwpfbz/200307/t20030701_66529.shtml  ，国家标 
 准 

 42  环境保护部等两部⻔（2008）,《煤层⽓（煤矿瓦斯）排放标准（暂⾏）》， 
 https://www.mee.gov.cn/ywgz/fgbz/bz/bzwb/dqhjbh/dqgdwrywrwpfbz/200804/t20080414_121137.sht 
 ml  ，国家标准 

 41  国家能源局（2020），《关于进⼀步加强煤炭资源开发环境影响评价管理的通知》， 
 http://www.nea.gov.cn/2020-12/03/c_139560035.htm  》，  政策 

 40  ⽣态环境部（2018），《中华⼈⺠共和国⽓候变化 第⼆次两年更新报告》， 
 https://www.mee.gov.cn/ywgz/ydqhbh/wsqtkz/201907/P020190701765971866571.pdf  ，报告 

https://www.mee.gov.cn/ywdt/zbft/202111/t20211125_961825.shtml
https://www.mee.gov.cn/ywgz/fgbz/bz/bzwb/shjbh/swrwpfbz/200307/t20030701_66529.shtml
https://www.mee.gov.cn/ywgz/fgbz/bz/bzwb/dqhjbh/dqgdwrywrwpfbz/200804/t20080414_121137.shtml
https://www.mee.gov.cn/ywgz/fgbz/bz/bzwb/dqhjbh/dqgdwrywrwpfbz/200804/t20080414_121137.shtml
http://www.nea.gov.cn/2020-12/03/c_139560035.htm
https://www.mee.gov.cn/ywgz/ydqhbh/wsqtkz/201907/P020190701765971866571.pdf


 在2021年的COP26上，中国和美国发布了《中美关于在21世纪20年代强化⽓候⾏动的格拉斯哥联合宣 
 ⾔》  45  46  。该联合宣⾔特别认识到了甲烷在⽓候变化中的⻆⾊，并同意强化甲烷测量和减排具体事宜， 
 包括通过标准减少来⾃化⽯能源和废弃物⾏业的甲烷排放，以及通过激励措施和项⽬减少农业甲烷排 
 放。宣⾔称中国计划制定⼀份全⾯、有⼒度的甲烷国家⾏动计划。 

 表 4 |  与⾮⼆氧化碳温室⽓体排放有关的部分政策 

 政策名  发布⽇期  2025年⽬标  2030年及之后⽬标 

 《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 
 案》  （⽣态环境部等） 

 2022年6⽉17⽇ 

 2025年，电弧炉短流程炼钢 
 （EAF-based secondary 
 steelmaking ）占⽐提升⾄ 
 15%以上；2025年，再⽣铝 
 产量达到1150万吨；到2025 
 年，新增⼤宗固废综合利⽤ 
 率达到60%。 

 2030年，电弧炉短流程炼钢占⽐提 
 升⾄20%以上；2030年，电解铝使 
 ⽤可再⽣能源⽐例提⾼⾄30%以上 
 ；到2030年，⼤⽓污染防治重点区 
 域新能源汽⻋新⻋销售量达到汽⻋ 
 新⻋销售量的50%左右。 

 《⾼耗能⾏业重点领域节能 
 降碳改造升级实施指南 
 (2022年版)》  （国家发改委 
 等） 

 2022年2⽉11⽇  -  - 

 《“⼗四五”节能减排综合⼯ 
 作⽅案》  （国务院） 

 2021年12⽉28 
 ⽇ 

 到2025年，全国单位GDP能 
 源消耗⽐2020年下降13.5% 
 ，能源消费总量得到合理控 
 制，化学需氧量、氨氮、氮 
 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排放 
 总量⽐2020年分别下降8% 
 、8%、10%以上、10%以 
 上。 

 - 

 4.2.2 数据披露 

 ⾮⼆温室⽓体排放的披露仅以向《联合国⽓候变化框架公约》提交国家信息通报的⽅式进⾏，⽽Y新的 
 数据为2014年的数据。这对于跟踪排放趋势和政策效果，以及提⾼中国为这些⽓体制定排放⽬标的能 
 ⼒⽽⾔都是⼀个重⼤缺陷。 

 4.3  能源供应和需求总量 
 在⼤多数转型路径中，实现碳达峰主要依靠能源效率措施和经济结构的变化来减缓能源需求增⻓，且总 
 的能源需求增⻓率需控制在0⾄2%之间。只有⼈⼤环境院的⽅案对能源需求增⻓率的预测超过2%。例 

 46  US Department of State (2021) U.S.-China Joint Glasgow  Declaration on Enhancing Climate Action in the 2020s. 
 https://www.state.gov/u-s-china-joint-glasgow-declaration-on-enhancing-climate-action-in-the-2020s/  . 

 45  ⽣态环境部（2021），  《中美关于在21世纪20年代强化⽓候⾏动的格拉斯哥联合宣⾔》， 
 https://www.mee.gov.cn/xxgk/hjyw/202111/t20211111_959900.shtml 

https://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3/202206/t20220617_985879.html
https://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3/202206/t20220617_985879.html
https://www.ndrc.gov.cn/xwdt/tzgg/202202/t20220211_1315447.html?code=&state=123
https://www.ndrc.gov.cn/xwdt/tzgg/202202/t20220211_1315447.html?code=&state=123
https://www.ndrc.gov.cn/xwdt/tzgg/202202/t20220211_1315447.html?code=&state=123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2-01/24/content_5670202.htm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2-01/24/content_5670202.htm
https://www.state.gov/u-s-china-joint-glasgow-declaration-on-enhancing-climate-action-in-the-2020s/
https://www.mee.gov.cn/xxgk/hjyw/202111/t20211111_959900.shtml


 如，根据清华⽓候院的1.5°C路径，到2025年中国的⼀次能源消费总量将进⼊53亿吨标准煤（⼜称“煤 
 当量”）的平台期，⽐2021年的52亿吨标准煤略有上升，该数字然后逐渐下降到2050年的五亿吨标准 
 煤。清华的1.5°C路径同时指出，中国⾮化⽯能源在⼀次能源结构中的⽐例从2021年的16.6%分别上升⾄ 
 到2030年的38.7%和2050年的86.1%，煤炭的⽐例则从2021年的56%下降⾄到2030年的35.4%和 
 2050年的5.4%。 

 4.3.1 对标基准  的趋势 

 图 14  | 中国能源消耗总量的年度变化（实际趋势与转型路径的对⽐） 

 在过去的五年⾥，中国的能源需求总量以平均每年3.5%的速度增⻓，其中，2021年的增⻓速度超过 
 5%。这个增⻓速度远⾼于转型路径中的预测值。它也解释了⼀个现象，那就是为什么即使中国的清洁 
 能源投资处于世界领先⽔平，其与能源有关的⼆氧化碳排放量仍不断增加。在2022年，中国能源需求 
 总量的增⻓速度放缓到⼤约1%。经济结构的变化、对建筑业和重⼯业等增⻓⾼驱动⾏业依赖度的减少 
 以及整体经济增⻓速度的放缓有望使中国能源需求总量的增⻓速度在本个⼗年减慢。同时，更快地提⾼ 
 能源效率也可能成为⼀个驱动因素。然⽽，如果中国能源需求增⻓恢复到2022年之前的⽔平，那为了 
 实现碳排放达峰并下降，其清洁能源增⻓的速度就需要⽐转型⽅案中预测得更快。 



 图 15  | 中国煤炭消费的年度变化（实际趋势与转型路径的对⽐） 

 图 16  | 中国⽯油消费量的年度变化（实际趋势与转型路径的对⽐） 



 图 17  | 中国天然⽓消费的年度变化（实际趋势与转型路径的对⽐） 

 所有转型路径都要求中国在本世纪第⼆个⼗年减少煤炭消费。在过去的七年⾥，中国的煤炭消费量只在 
 2016年和2022年分别出现了下降，且消费量在其余年份均有明显的增⻓。即使在煤炭消费量出现下降 
 的年份，其下降的速度也没有达到转型路径的要求。以可持续的⽅式让煤炭的使⽤量达峰并下降仍然是 
 中国Y⼤的挑战。 

 在所有情景中，中国的⽯油消费增⻓都会在本世纪第⼆个⼗年放缓，但只有部分情景要求该⼗年间出现 
 ⽯油消费量的绝对减少。然⽽，从2016年到2021年，中国每年的实际⽯油消费增⻓速度都要⽐转型路 
 径中的快，包括2020年，即疫情爆发的第⼀年。中国的⽯油消费量仅在2022年因疫情的防控措施⽽下 
 降，但其很可能在防控措施放松后上扬。 

 所有转型路径都预测中国的天然⽓消费量会增⻓⾄2030年，但在增⻓率的预测上却不尽相同， 从⼈⼤ 
 环境院⽅案⾥的6-8%到IEA和IPCC路径的下的2-3%，差别甚⼤。过去五年，中国天然⽓需求的总体增 
 ⻓完全在转型路径的范围之内，2022年的下降速度甚⾄快于所有路径的预测。然⽽在未来⼏年内，中 
 国的天然⽓消费有可能出现反弹。 



 图 18  | 中国⾮化⽯能源⽣产量的年度变化（实际趋势与转型路径的对⽐） 

 从2016⾄2021年，中国⾮化⽯能源发电量的平均增⻓率都在转型路径的低端预测值之下。从2021⾄ 
 2022年，由于⻛电和太阳能发电的强势增⻓和⽔电在部分时间段⾥的良好运⾏状况，中国⾮化⽯能源 
 发电量的平均增⻓率⾸次达到了这些路径的低端预测值。 

 然⽽，从2016年⾄2021年，⾮化⽯能源仅满⾜了中国能源需求增⻓量的35%，这是由于中国能源需求 
 总量的增⻓速度远远超过了转型路径的预测。⼆氧化碳排放的达峰和下降要求⾮化⽯能源满⾜能源需求 
 增⻓这⼀⽐例上升到100%以上，也就是说清洁能源增⻓率需要提⾼三倍；或者能源需求增⻓率需要下 
 降到原来的三分之⼀；或者是能达到相同效果的两者之间的任何组合。 

 中国⽬前所计划的、到2025年的清洁能源扩张步伐⾜以满⾜每年4%的电⼒需求增⻓和每年2%的能源 
 需求总量的增⻓。如果实际电⼒需求和能源需求总量的增⻓率低于这些⽔平，那么电⼒部⻔和整个经济 
 的排放量将会达峰。 



 图 19  | 中国电⽓化⽐率的年度增幅（实际趋势与转型路径的对⽐） 

 在转型⽅案中，中国电⼒部⻔在Y终能源消费中的⽐例从2020年的25%上升到2030年的30%。中国实 
 际的电⽓化进展⽐⽅案的预测快得多——每年快⼀个百分点以上。虽然超预期的电⽓化发展为中国的减 
 排创造了条件，但是这个条件也有前提，即电⽓化使⽤的必须是⽤清洁能源发出的电。⽬前，中国对电 
 ⼒需求的增加不但没有减少排放，更是驱动了其电⼒部⻔排放的增加。其背后的原因是，该国清洁能源 
 发电的增⻓还不⾜以满⾜其电⼒需求的增⻓，即使其⻛能和太阳能发电装机的增⻓迅速。 

 分析：为何中国能源需求增⻓快于预期 

 在2021年之前，中国的⼆氧化碳排放量经历了持续增⻓，其主要原因是中国整体能源需求量的增⻓⽐ 
 转型路径中预测的要快，所以分析中国能源需求增⻓“超标”的原因⼗分重要。 

 在2015⾄2019年期间，中国报告的年GDP增⻓速度略⾼于转型路径对2020⾄2030年期间中国年GDP 
 增⻓的假设速度。然⽽，中国2020⾄2021年的年平均GDP增⻓率低于转型路径中的预测增⻓率，但其 
 能源消耗和排放增⻓速度率仍然⾼于转型路径中的预期，这意味着GDP增⻓率不是驱动能源消耗和排 
 放增⻓的原因，或者⾄少不是唯⼀的原因。 

 能源需求增⻓“超标”可以归因于⼯业和建筑业对能源需求的快速增⻓。这些部⻔在电⼒消费量上的增⻓ 
 也导致了发电⽤煤的增加（⻅图Z）。在⼯业部⻔，能源需求的Y⼤增⻓点为钢铁业和化⼯及⽯化⾏ 
 业。⼯业部⻔的能源需求增⻓快于预测的原因是能源密集度Y⾼的⼯业部⻔的产出快速增⻓。 



 图 20 |  从2017年到2020年，按部⻔和燃料划分的能源消费量增⻓，以及按⼦部⻔划分的⼯业增⻓  的分解。其中，电 
 能已经⽤燃煤发电的平均热率转换为⼀次能源。数据来源：《世界能源平衡2022》（World Energy Balances 2022） 

 虽然电⽓化的快速发展的确导致了电⼒部⻔煤炭使⽤量的增加，但这不能解释整体煤炭使⽤量的超预期 
 的快速增⻓，这是因为电⽓化只是将煤炭消费从其他部⻔转移到了电⼒部⻔，但并没有增加煤炭消费总 
 量。 



 4.3.2 现⾏政策：绿⾊和低碳能源转型的⾏动 

 中国政府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所发布的顶层⽂件中的纲领性意⻅  47  将能源利⽤效率的提升和对⾮化⽯能 
 源的消费同时列在“主要⽬标”之下。该意⻅的总体⽬标在“⼗四五”规划中已先期设定，分别如下： 

 ●  到2025年， 

 ○  单位GDP能耗⽐2020年下降13.5%； 

 ○  单位GDP⼆氧化碳排放⽐2020年下降18%； 

 ○  ⾮化⽯能源消费⽐重达到20%左右 

 ●  到2030年， 

 ○  单位GDP⼆氧化碳排放⽐2005年下降65%以上； 

 ○  ⾮化⽯能源消费⽐重达到25%左右 

 中国各领域和各⾏业为表示对这些“顶层⽬标”的⽀持，在其各⾃的细化政策中反复提及它们。 

 《“⼗四五”现代能源体系规划》  48  是指导能源系统发展的总体政策。除了采⽤已有的顶层⽬标外，该规 
 划还对能源系统提出了额外的⽬标（下⽅表格只罗列了该规划涉及能源效率和能源转型的⽬标）。 

 为了提⾼能源效率，煤炭领域将不可避免地被不断审查和监管。《煤炭⼯业“⼗四五”⾼质量发展指导意 
 ⻅》  49  对煤炭领域提出了预期：到“⼗四五”末，全国煤炭消费量控制在42亿吨左右，年均消费增⻓1%左 
 右。在全国为⾼耗能⾏业的重点领域进⾏节能降碳和改造升级推出的实施指南  50  的基础上（本报告下⽅ 
 的⼯业部分中将对其进⾏详述），2022年版的煤炭清洁⾼效利⽤指标  51  在今年4⽉制定。该套指标为煤 
 炭开采、煤炭加热炉和煤⽓化⾏业划定了“标杆⽔平”和“基准⽔平”。 

 51  国家发改委等（2022），《煤炭清洁⾼效利⽤重点领域标杆⽔平和基准⽔平（2022年版）》，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tz/202205/t20220510_1324482.html?code=&state=123  ，政策 

 50  国家发改委等（2022），《⾼耗能⾏业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改造升级实施指南(2022年版)》， 

 https://www.ndrc.gov.cn/xwdt/tzgg/202202/t20220211_1315447.html?code=&state=123  ，政策 

 49  中国煤炭⼯业协会（2021），《煤炭⼯业“⼗四五”⾼质量发展指导意⻅》， 
 http://www.coalchina.org.cn/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9&id=129818  ，⾏业⽂件 

 48  国家发改委等（2022），《“⼗四五”现代能源体系规划》，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ghwb/202203/t20220322_1320016.html?code=&state=123  ，政策 

 47  中共中央、国务院（2021）《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作的  意 
 ⻅》，  https://en.ndrc.gov.cn/policies/202110/t20211024_1300725.html  ，政策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tz/202205/t20220510_1324482.html?code=&state=123
https://www.ndrc.gov.cn/xwdt/tzgg/202202/t20220211_1315447.html?code=&state=123
http://www.coalchina.org.cn/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9&id=129818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ghwb/202203/t20220322_1320016.html?code=&state=123
https://en.ndrc.gov.cn/policies/202110/t20211024_1300725.html


 2022年8⽉，国家能源局  52  发布了关于改进燃煤电⼚能效和灵活性、名为“三个⼀批”的标准的制修订。 
 “三个⼀批”是指：在2023年底前，整合修订涉及常规燃煤发电机组  53  和热电联产  54  （ CHP）机组能效和 
 灵活性相关考核的约束性标准，并将循环流化床燃煤发电机组（CFB）相关内容纳⼊强制性国家标准 
 中；在2023年底前，制定或修订计算和考核标准；对其他配套标准进⾏制修订。2021年10⽉发布的 
 《全国煤电机组改造升级实施⽅案》对排放标准进⾏了更新，将指导燃煤机组的改造和升级  55  。该实施 
 ⽅案规定，到2025年，全国⽕电平均供电煤耗降⾄300克标准煤/千瓦时以下。根据⽅案，“⼗四五”期 
 间，节煤降耗的改造规模不低于3.5亿千瓦，对存量煤电机组的灵活性改造完成量为2亿千瓦。 

 ⾮化⽯燃料能源的发展是决定能源转型进展的另⼀个因素。《“⼗四五”可再⽣能源发展规划》为可再⽣ 
 能源发展的未来愿景描绘了⼀幅满载希望的蓝图  56  。关于可再⽣能源的更多细节将在本报告下⽅的电⼒ 
 部分进⾏讨论。 

 注：以下表格中突出的数字为顶层⽂件指定的⽬标。如电⼒、⼯业、建筑和运输等具体部⻔的政策分别 
 在相应部分列出。 

 表 5 |  与能源消费和供应总量有关的部分政策 

 政策名  发布⽇期  2025年⽬标  2030年及之后⽬标 

 《“⼗四五”现代能源体系规 
 划》  （国家发改委等） 

 2022年3⽉22⽇ 

 “⼗四五”时期，单位GDP⼆氧化碳排放 
 五年累计下降18%；到 2025 年，⾮化 
 ⽯能源消费⽐重提⾼到20%左右，⾮化 
 ⽯能源发电量⽐重达到39%左右，电⽓ 
 化⽔平持续提升，电能占终端⽤能⽐重 
 达到30%左右；节能降耗成效显著，单 
 位GDP能耗五年累计下降 13.5%；到 
 2025 年，灵活调节电源占⽐达到24% 
 左右，电⼒需求侧响应能⼒达到最⼤⽤ 
 电负荷的 3%～5%。 

 ⾮化⽯能源消费⽐重在2030年达 
 到25%。 

 《关于完善能源绿⾊低碳转 
 型体制机制和政策措施的意 
 ⻅》  （国家发改委等） 

 2022年2⽉10⽇ 
 “⼗四五”时期，基本建⽴推进能源绿⾊ 
 低碳发展的制度框架。 

 到2030年，基本建⽴完整的能源 
 绿⾊低碳发展基本制度和政策体 
 系。 

 《煤炭清洁⾼效利⽤重点领 
 域标杆⽔平和基准⽔平（ 
 2022年版）》  （国家发改委 
 等） 

 2022年5⽉10⽇  -  - 

 56  国家发改委等（2021），《“⼗四五”可再⽣能源发展规划》， 
 https://www.ndrc.gov.cn/xwdt/tzgg/202206/t20220601_1326720.html?code=&state=123  ，政策 

 55  国家发改委等（2021），《全国煤电机组改造升级实施⽅案》，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tz/202111/t20211103_1302856_ext.html  ，政策 

 54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2017），《常规燃煤发电机组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 
 https://std.samr.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71F772D817D5D3A7E05397BE0A0AB82A  ，国家标准 

 53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2017），《常规燃煤发电机组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 
 https://std.samr.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71F772D817D5D3A7E05397BE0A0AB82A  ，国家标准 

 52  国家能源局等（2022），《关于进⼀步提升煤电能效和灵活性标准的通知》，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2-08/30/content_5707362.htm  ，政策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ghwb/202203/t20220322_1320016.html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ghwb/202203/t20220322_1320016.html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tz/202202/t20220210_1314511.html?code=&state=123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tz/202202/t20220210_1314511.html?code=&state=123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tz/202202/t20220210_1314511.html?code=&state=123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tz/202205/t20220510_1324482.html?code=&state=123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tz/202205/t20220510_1324482.html?code=&state=123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tz/202205/t20220510_1324482.html?code=&state=123
https://www.ndrc.gov.cn/xwdt/tzgg/202206/t20220601_1326720.html?code=&state=123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tz/202111/t20211103_1302856_ext.html
https://std.samr.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71F772D817D5D3A7E05397BE0A0AB82A
https://std.samr.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71F772D817D5D3A7E05397BE0A0AB82A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2-08/30/content_5707362.htm


 《全国煤电机组改造升级实 
 施⽅案》  （国家发改委等） 

 2021年11⽉3⽇ 
 到 2025 年，全国⽕电平均供电煤耗降 
 ⾄300克标准煤/千瓦时以下；节煤降耗 
 的改造规模不低于3.5亿千瓦。 

 - 

 《关于进⼀步提升煤电能效 
 和灵活性标准的通知》  （国 
 家能源局等） 

 2022年8⽉30⽇  -  - 

 《煤炭⼯业“⼗四五”⾼质量 
 发展指导意⻅》  （中国煤炭 
 ⼯业协会） 

 2021年6⽉3⽇ 
 到“⼗四五”末，国内煤炭产量控制在41 
 亿吨左右，全国煤炭消费量控制在42亿 
 吨左右，年均消费增⻓1%左右。 

 - 

 《“⼗四五”可再⽣能源发展 
 规划》  （国家发改委等） 

 2022年6⽉1⽇ 

 到2025年，⾮化⽯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 
 ⽐重达20%；可再⽣能源消费总量达到 
 10亿吨标准煤左右；可再⽣能源在⼀次 
 能源消费增量中占⽐超过50%；可再⽣ 
 能源年发电量达到3.3万亿千瓦时左右； 
 ⻛电和太阳能发电量实现翻倍。 

 到2030年，⾮化⽯能源消费占能 
 源消费总量⽐重达到25%左右； 
 ⻛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达 
 到12亿千瓦以上。 

 《氢能产业发展中⻓期规划 
 （2021-2035 年）》  （国家 
 发改委） 

 2022年3⽉23⽇ 
 到2025年，可再⽣能源制氢量达到 
 10-20万吨/年，实现⼆氧化碳减排 
 100-200 万吨/年。 

 到 2030 年，形成较为完备的氢能 
 产业技术创新体系、清洁能源制 
 氢及供应体系；到 2035 年，形成 
 氢能产业体系，构建涵盖交通、 
 储能、⼯业等领域的多元氢能应 
 ⽤⽣态。 

 4.3.3 数据披露 

 中国的能源消费总量和主要能源的消费数据（包括煤炭、⽯油、天然⽓和⾮化⽯能源）会于每年⼆⽉底 
 在其年度《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公布。《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会有更详细的数据，但其 
 出版时间通常会延迟⼀⾄两年。国家能源局有时也会公布季度数据，但这⼀公布⽅式并不固定，视季度 
 ⽽定。然⽽，这些偶尔的公布⾏为表明，中国政府内部掌握着数据。若能将相关数据更加系统地、以⽉ 
 度或季度的频率披露，将⼤⼤提⾼有关中国能源⾏业⼆氧化碳排放发展的公开信息的及时性。 

 4.4  发电量和发电装机容量 
 能源领域是中国Y⼤的⼆氧化碳排放者，⽽发电⾏业则是⽬前中国与能源有关的Y⼤⼆氧化碳排放源。 
 中国的电⼒需求⼀直在增⻓。即使其能源总需求放缓，中国的电⼒需求还将继续增⻓，这是因为该国所 
 有⾏业的能源使⽤都已电⽓化。在此情况下，电⼒部⻔的任务不仅是要⽤清洁能源取代⽬前基于化⽯燃 
 料发出的电，⽽且还要扩⼤其电⼒供应，以使其他部⻔的化⽯燃料使⽤被清洁电⼒取代。因此，中国电 
 ⼒部⻔的去碳化和清洁发电的扩张是能源转型的关键。 

 中国拥有世界上Y⼤的发电部⻔，其拥有庞⼤的煤电队伍。这对该国电⼒部⻔的转型和实现碳零排放构 
 成了重⼤挑战。电⼒部⻔是所有转型路径中减排的Y⼤贡献者。例如，在清华⽓候院的1.5°C路径中， 
 借助于BECCS技术，电⼒部⻔的⼆氧化碳排放量从2020年的40.6亿吨急剧下降到2050年的1.5亿吨净 
 负排放。在该院的1.5℃和2℃的情景下，电⼒部⻔的排放量均在2023年以42.1亿吨的峰值达峰。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tz/202111/t20211103_1302856_ext.html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tz/202111/t20211103_1302856_ext.html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2-08/30/content_5707362.htm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2-08/30/content_5707362.htm
http://www.coalchina.org.cn/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9&id=129818
http://www.coalchina.org.cn/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9&id=129818
https://www.ndrc.gov.cn/xwdt/tzgg/202206/t20220601_1326720.html?code=&state=123
https://www.ndrc.gov.cn/xwdt/tzgg/202206/t20220601_1326720.html?code=&state=123
https://zfxxgk.ndrc.gov.cn/web/iteminfo.jsp?id=18747
https://zfxxgk.ndrc.gov.cn/web/iteminfo.jsp?id=18747


 提⾼⾮化⽯燃料能源的⽐例和逐步淘汰煤炭是实现零碳电⼒⽣产的主要因素。在清华⽓候院的1.5°C情 
 景下，⻛能和太阳能的装机总量从2021年的6.35亿千瓦增加到2050年的51亿千瓦；中国电⼒系统的总 
 装机容量从2021年的24亿千瓦增加到2050年的63亿千瓦；91%的电⼒来⾃⾮化⽯燃料，其中⻛能和太 
 阳能占63%。 

 终端电⽓化和绿⾊氢⽓的⽣产将⼤⼤增加电⼒需求。例如，在清华⽓候院的1.5°C“⽬标导向”的情景下， 
 从2020年到2050年，电⼒需求⼏乎翻倍，达到14.27万亿千瓦时。 

 减排技术的部署需要根据技术本身的成本和成熟度以及逐步严格的减排要求分阶段进⾏。具有成本效益 
 的成熟技术——特别是⻛能、太阳能和储能技术在本世纪20年代已迅速扩容，如此扩容将持续到2050 
 年；⽽对CCS等成本更⾼或仍不成熟的解决⽅案的部署则在2030年后开始有实质进展（⻅下⽅表6）。 
 成本和原材料资源是阻碍⽣物质发电在减排中发挥主要作⽤的因素，⽽⽔电进⼀步扩张的潜⼒也⾮常有 
 限。 

 在清华⽓候院的1.5°C情景下，采⽤CCS的发电装机容量在2030年左右开始扩张；在2050年达到1.49亿 
 千瓦，并捕获6亿吨⼆氧化碳。BECCS的部署将在2040年左右开始，到2050年容量达到4800万千 
 瓦，并捕获2.8亿吨的⼆氧化碳。 

 表 6 |  ⾮化⽯类发电技术和装有CCS技术的发电装机的年新增容量 (He et al., 2021) 

 技术容量的增⻓（单位：百万千瓦/年）  2020-2030  2030-2050 

 ⻛电  71  91 

 太阳能  42  87 

 ⽔电  3  0 

 核电  8  10 

 ⽣物质发电  1  1 

 配有CCS的⽣物质发电  0  1.6 

 配有CCS的化⽯燃料发电 
 0  3.4 



 4.4.1 对标基准的趋势 

 图 21  | 中国电⼒部⻔⼆氧化碳排放量的年度变化（实际趋势与转型路径的对⽐） 

 在过去五年中，中国燃煤发电量平均每年增⻓3.9%。根据转型路径，中国燃煤发电量从2020年到2030 
 年每年需要下降0.5⾄3.0%。从实际来看，从2015年到2021年，燃煤发电量的增⻓没有明显的放缓趋 
 势。2022年，由于电⼒需求增⻓的放缓以及太阳能、⻛能和⽔⼒发电的强劲增⻓，燃煤发电量将出现 
 下降或⾮常缓慢的增⻓。 

 中国燃煤发电量的持续增⻓部分原因是能源使⽤的电⽓化，特别是在⼯业部⻔，其进展速度远远超过转 
 型路径中的预测。电⽓化将更多的煤炭使⽤量转移到电⼒部⻔，但其本身并没有增加国家整体的煤炭消 
 耗量或碳排放量；并且随着电⼒供应的清洁化，电⽓化为去碳化创造了条件。 



 图 22  | 中国发电⾏业的⼆氧化碳强度的年度变化 

 中国发电⾏业的⼆氧化碳强度从2017年的600克/千瓦时下降到2022年的540克/千瓦时，平均每年下降 
 12克/千瓦时。转型路径则要求，到2030年，中国发电⾏业的⼆氧化碳强度需下降到300-400克/千瓦 
 时；换⽽⾔之，路径需要该指标以实际速度两倍的速度下降。从2015年到2021年，发电⾏业在降低⼆ 
 氧化碳强度上没有明显加速。2022年，该⾏业⼆氧化碳强度下降的速度将在转型路径预测的数值范围 
 内，这是2016年以来的⾸次。 



 图 23  | 中国每年增加的⾮化⽯发电量（实际趋势与转型路径的对⽐，每年增加的⻛能、太阳能、核能和⽔  电装机 
 量已⽤每种技术的平均容量系数转换为年发电量） 

 为了控制不同发电技术的容量系数的逐年变化，我们使⽤每种技术的平均容量系数，将新增的⻛能、太 
 阳能、核能和⽔电容量转换为新增的年发电量。 

 在过去的五年⾥，中国⾮化⽯发电装机量的增加⼀直在转型路径的预测范围内，⽽在2022年，其增加 
 量可能会略微超过路径预测的范围。此外，我们对中央层⾯和各省市区政府在2021⾄2025年期间计划 
 增加的⻛光装机量进⾏了测算。结果显示，如果所有⽬标均得以实现  57  ，到2025年中国的⻛光装机量总 
 共将增加8.7亿千瓦。这⼀增量远远领先于中国⽬前在这⼀⽅⾯的统领⽬标，即到2030年⻛、光装机量 
 达到12亿千瓦。再加上国家五年计划中的核电⽬标和⽔电的预期扩张，中国新增的⾮化⽯能源发电装机 
 总量将超过所有转型⽅案的预计，包括NGFS的“净零2050”⽅案和IEA的“可持续发展”⽅案。 

 从某种意义上说，⾮化⽯发电装机量的如此增速应该已经可以使中国的电⼒部⻔⾛上⼀条与全球温度⽬ 
 标相⼀致的转型道路。然⽽事实上，中国发电量的快速增⻓意味着⾮化⽯能源发电在2017⾄2022年只 
 满⾜了57%的额外发电量，剩下的额外发电量仍依靠化⽯燃料。 

 57  国际能源⽹（2022），《874.037GW！30省/市“⼗四五”时期新增⻛光装机⽬标（全⽂件）》， 
 https://www.in-en.com/article/html/energy-2319588.shtml  ，新闻报道 

https://www.in-en.com/article/html/energy-2319588.shtml


 图 24  | 中国每年增加的⽕⼒发电装机量（实际趋势与转型路径的对⽐） 

 在过去的⼏年⾥，中国的⽕⼒发电装机量（主要涉及煤炭和天然⽓）以平均每年近5000万千瓦的速度 
 净增，⼏乎相当于每周新增⼀个⼤型⽕⼒发电⼚。这⽐转型路径中的速度要快得多。根据转型路径，从 
 2020年到2030年，中国⽕⼒发电装机量要么只有很少量的净增，要么⼤幅减少。 

 2022年上半年，中国⽕⼒发电装机量的增加速度与前些年相⽐放缓，这是因为上涨的化⽯燃料价格使 
 燃煤和燃⽓电⼚陡然亏损。然⽽，在2022年，批准计划新建煤电⼚的速度却加快了。 

 在2021年和2022年，中国不同地区经历了电⼒短缺，究其根本原因是僵化和低效的电⽹运⾏⽅式。由 
 于各省之间不能灵活地分享发电量，地⽅官员避免电⼒短缺的唯⼀⽅法是建⽴⼤量的“可调度”发电装机 
 容量，⽽这些“可调度”的发电装机容量实际上主要是依靠煤炭和天然⽓。 

 上述情况也凸显了对中国的电⽹运⾏进⾏改⾰的必要性。2021年秋季⼤范围的煤炭和电⼒短缺使多年 
 来⼀直停滞不前的电⼒市场改⾰被快速推上进程  58  。2022年的夏天，中国⻄南地区经历的电⼒短缺可能 
 会进⼀步加快电⼒系统改⾰的速度，并将其重点从⼤规模远距离跨省输电转向省级电⽹的整合  59  。 

 59  《财新周刊》（2022），《电⼒⼤考》，  https://weekly.caixin.com/2022-08-19/101928366.html  ，新闻报 
 道 

 58  Hove, A.. (2022). Opinion: China’s new power market reforms could accelerate energy transition. 
 China Dialogue. 
 https://chinadialogue.net/en/energy/chinas-new-power-market-reforms-accelerate-energy-transitio 
 n  ，评论专栏 

https://weekly.caixin.com/2022-08-19/101928366.html
https://chinadialogue.net/en/energy/chinas-new-power-market-reforms-accelerate-energy-transition/#:~:text=In%20October%202021%2C%20China%20sought,the%20prices%20generators%20may%20charge
https://chinadialogue.net/en/energy/chinas-new-power-market-reforms-accelerate-energy-transition/#:~:text=In%20October%202021%2C%20China%20sought,the%20prices%20generators%20may%20charge


 卓尔德环境研究与咨询中⼼（Draworld Environment Research Center）和CREAY近联合进⾏的 
 ⼀项分析显示  60  ，增加电⽹运⾏——特别是省际输电过程的灵活性是避免⽬前出现的各种电⼒短缺的关 
 键。这⼀举措还可以减少各省市对燃煤发电能⼒的需求，并促进对多变不稳的可再⽣能源的整合。该分 
 析发现，更⾼的电⽹灵活性可以帮助减少各省市在其低碳转型的过程中将燃煤机组作为备⽤保障设施的 
 需求。仅在华东地区，此举就可规避3000万千瓦的燃煤发电装机容量。 

 燃煤与燃⽓发电量多少取决于电⼒需求总量和⾮化⽯资源发电量之间的相差部分。增加新的燃煤或燃⽓ 
 发电装机量本身并不会直接导致燃煤或燃⽓发电量的上升或排放量的增加，但它却可能使必要的电⽹改 
 ⾰被延迟，加剧能源转型的复杂程度，并使重要的电⼒部⻔的参与者找到动⼒放慢其转型进展。 

 图 25  | 中国处于开发阶段的煤电项⽬装机量的统计；显示每半年的数据变化状况。数据来源：CREA基  于  全球燃煤 
 电⼚追踪  （Global Coal Plant Tracker）平台的数据的分析 

 60  CREA. (2022). Power system adequacy and “New Power System” development in China. 
 https://energyandcleanair.org/publication/power-system-adequacy-and-new-power-syste 
 m-development-in-china/  ，研究报告 

https://globalenergymonitor.org/projects/global-coal-plant-tracker/?gclid=CjwKCAjwx7GYBhB7EiwA0d8oeyLnCRx6qiOAqHgwovQ6P8AXWNd9hgc8ZBcbpGmrxrzJp4VeRqouTxoCdysQAvD_BwE
https://globalenergymonitor.org/projects/global-coal-plant-tracker/?gclid=CjwKCAjwx7GYBhB7EiwA0d8oeyLnCRx6qiOAqHgwovQ6P8AXWNd9hgc8ZBcbpGmrxrzJp4VeRqouTxoCdysQAvD_BwE
https://energyandcleanair.org/publication/power-system-adequacy-and-new-power-system-development-in-china/
https://energyandcleanair.org/publication/power-system-adequacy-and-new-power-system-development-in-china/


 4.4.2 现⾏政策：加快推进新型电⼒系统的构建 

 可再⽣能源及核电 

 《“⼗四五”可再⽣能源发展规划》  61  是为本个⼗年中国可再⽣能源的发展描绘全⾯构想的总体政策。它 
 设定了多个到2025年的发电和消费⽬标： 

 ●  可再⽣能源消费总量达到10亿吨标准煤左右，可再⽣能源在⼀次能源消费增量中占⽐超过50% 

 ●  可再⽣能源年发电量达到3.3万亿千瓦时左右，可再⽣能源发电量增量在全社会⽤电量增量中的 
 占⽐超过50%，并且⻛电和太阳能发电量实现翻倍。 

 ●  全国可再⽣能源电⼒总量消纳责任权重达到33%左右，可再⽣能源电⼒⾮⽔电消纳责任权重达 
 到18%左右。 

 ●  地热能供暖、⽣物质供热、⽣物质燃料、太阳能热利⽤等⾮电利⽤规模达到6000万吨标准煤 
 以上。 

 同时，《“⼗四五”现代能源体系规划》为核电和⽔电的发展设置了指标。该规划提出，到2025年，中国 
 的核电运⾏装机容量将从2020年的5000万千瓦增加到7000万千瓦左右；在不包含抽⽔储能的常规⽔ 
 电装机容量上，该规划的⽬标是，到2025年，将其从2020年的3.4亿千瓦提升到3.8亿千瓦左右。 

 在更具体的政策⽅⾯，《关于促进⾮⽔可再⽣能源发电健康发展的若⼲意⻅》为⾮⽔电可再⽣能源的补 
 贴提供了指导  62  。它还启动了补贴退坡机制⽅⾯的⼯作，以⽀持推⾏绿⾊电⼒证书交易。 

 同时，《氢能产业发展中⻓期规划（2021-2035 年）》  63  为氢能产业绘制了到2035年的发展蓝图，  并 
 该产业制定了到2025年、2030年和2035年的⽬标。《“⼗四五”⽣物经济发展规划》也将⽣物质能源是 
 “示范⼯程”之⼀，并⿎励对⽣物质进⾏补贴  64  。 

 正如本报告的第4.4.1章节指出的那样，中国各省市的地⽅“⼗四五”规划与中央印发的清洁能源基地规划 
 在⻛光装机容量增⻓上的指标都要远远⾼于国家“⼗四五”规划中的Y低⽬标。根据各省市与清洁能源领 
 域的规划，“⼗四五”期间，全国⻛、光装机规划的新增⽬标为8.74亿千瓦  65  。该总和⽬标能使中国的⻛ 
 光装机容量在五年内翻⼀番，并在2025年就能完成2030年的容量⽬标（⻅图26）。 

 65  国际能源⽹（2021），《874.037GW！30省/市“⼗四五”时期新增⻛光装机⽬标（全⽂件）》  ， 
 https://www.in-en.com/article/html/energy-2319588.shtml  ，新闻报道 

 64  国家发改委（2021），《“⼗四五”⽣物经济发展规划》，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ghwb/202205/t20220510_1324436.html?code=&state=123  ，政策 

 63  国家发改委（2022），《氢能产业发展中⻓期规划（2021-2035 年）》，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ghwb/202203/t20220323_1320038.html?code=&state=123  ，政策 

 62  财政部（2020），《关于促进⾮⽔可再⽣能源发电健康发展的若⼲意⻅》，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02/03/content_5474144.htm  ，政策 

 61  国家发改委（2022），《“⼗四五”可再⽣能源发展规划》， 
 https://www.ndrc.gov.cn/xwdt/tzgg/202206/t20220601_1326720.html?code=&state=123  ，政策 

https://www.in-en.com/article/html/energy-2319588.shtml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ghwb/202205/t20220510_1324436.html?code=&state=123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ghwb/202203/t20220323_1320038.html?code=&state=123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02/03/content_5474144.htm
https://www.ndrc.gov.cn/xwdt/tzgg/202206/t20220601_1326720.html?code=&state=123


 图 26 |  为达到中央和政府制定的总和⽬标所需的⻛光装机容量的年度新增预测。来源：来⾃中国电⼒企业  联合会的 
 历史数据；2022年的数据为基于今年前七个⽉的报告安装数据进⾏的预测。其后时间柱显示的是为达到2025年安装 

 ⽬标所需的安装量的线性增⻓。 

 图 27  | 中央和省级“⼗四五”规划中设想的中国清洁能源基地  66 

 66  Myllyvirta&Zhang (May 2022). Analysis: What do Chinaʼs  gigantic wind and solar bases mean for its climate goals? 
 Carbon Brief. 
 https://www.carbonbrief.org/analysis-what-do-chinas-gigantic-wind-and-solar-bases-mean-for-its-climate-goals/ 



 绿⾊电⼒交易与价格 

 《绿⾊电⼒交易试点⼯作⽅案》  67  从以下⽅⾯定义了中国绿电交易的构架： 

 ●  “绿电”的定义：初期以⻛电和光伏发电为主，可能会逐步扩⼤到符合条件的⽔电 

 ●  交易框架：以年度或多⽉的交易为试点，也⿎励⻓期的电⼒购买协议。 

 ●  优先原则：绿⾊电⼒应该在交易的每个阶段——包括组织、执⾏和结算阶段被优先考虑。 

 ●  形式：直接从发电商或电⽹购买。 

 ●  定价机制：⾮限制性定价，也⿎励其价格⾼于上⽹电价或从电⽹处购买价格（或同时⾼于两 
 者），以“反映绿⾊电⼒的电能价值和环境价值”。 

 ●  对转型和未来发展的期望：绿⾊电⼒交易应保持优先地位，并⿎励将其与其他碳法规相结合， 
 如可再⽣能源消费配额和碳交易市场下的中国核证⾃愿减排量。 

 储能 

 国家发改委和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快推动新型储能发展的指导意⻅》指出，储能是能源领域 
 碳达峰碳中和的“关键⽀撑之⼀”  68  。该指导意⻅⿎励储能的多轨发展，⽐如，在国家层⾯和省级层⾯分 
 别制定发展规划、推动发电侧和电⽹侧的储能项⽬以及⽀持居⺠侧的储存。《关于推进电⼒源⽹荷储⼀ 
 体化和多能互补发展的指导意⻅》则是推动电⼒系统中不同⻆⾊进⾏⽆缝整合的另⼀个重要⽂件  69  。它 
 明确提出，“外送输电通道可再⽣能源电量⽐例原则上不低于50%”。 

 碳交易 

 2021年，中国启动了⼀个涵盖电⼒部⻔的全国碳交易系统。该交易系统与欧盟等国家和地区使⽤的“总 
 量控制和交易”的⽅法不同。具体⽽⾔，中国的交易系统的⽬的不是为了对发电⾏业的⼆氧化碳排放总 
 量进⾏限制，⽽是⼒图通过提⾼热效率来降低燃煤和燃⽓发电⼚的排放强度。在设计上，中国的系统并 
 不⿎励⽤清洁能源取代化⽯燃料，甚⾄不⿎励⽤天然⽓取代煤炭。因此，如果中国希望该系统能在其去 
 碳化过程中发挥重要作⽤，那么它的设计必须进⾏重⼤修改。然⽽，只要中国的决策层下定决⼼去做， 
 这样的修改可以很快完成。 

 尽管中国的碳交易系统在近期对控制排放的影响有限，但是它的启动预示着全国性的监管框架和碳排放 
 监测、报告和核查（monitoring, reporting, and verification，以下简称“MRV”）系统的建⽴。 
 MRV是⼀个有效的碳交易系统的基础。《关于做好2022年企业温室⽓体排放报告管理相关重点⼯作的 

 69  国家发改委（2021），《关于推进电⼒源⽹荷储⼀体化和多能互补发展的指导意⻅》，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1-03/06/content_5590895.htm  ，政策 

 68  国家发改委（2021），《关于加快推动新型储能发展的指导意⻅》， 
 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21/content_5636148.htm  ，政策 

 67  国家发改委（2021），《绿⾊电⼒交易试点⼯作⽅案》， 
 http://www.gov.cn/xinwen/2021-09/07/content_5636072.htm  ，政策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1-03/06/content_5590895.htm
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21/content_5636148.htm
http://www.gov.cn/xinwen/2021-09/07/content_5636072.htm


 通知》  70  和《企业温室⽓体排放报告核查指南（试⾏）》  71  是两份中国政府Y近印发的与碳排放的MRV 
 相关的⽂件。同时，其他诸多涉及排放报告的⽂件也已经⽣效（国家发改委分三批  72  73  74  印发了不同⾏业 
 的核算和报告⽅法）。《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  75  则对企业交易阶段的⾏为进⾏了规范。 

 表 7  | 与电⼒部⻔有关的部分政策 

 政策名  发布⽇期  2025年⽬标  2030年及之后⽬标 

 《“⼗四五”现代能源体系规 
 划》  （国家发改委等） 

 2022年3⽉22 
 ⽇ 

 “⼗四五”期间，单位GDP⼆氧化碳排放五 
 年累计下降 18%；到 2025 年，⾮化⽯能 
 源消费⽐重提⾼到20%左右，⾮化⽯能源 
 发电量⽐重达到 39%左右，电⽓化⽔平 
 持续提升，电能占终端⽤能⽐重达到 
 30%左右；单位GDP能耗五年累计下降 
 13.5%；到 2025年，灵活调节电源占⽐ 
 达到24%左右，电⼒需求侧响应能⼒达到 
 最⼤⽤电负荷的 3%～5%；到 2025 年， 
 核电运⾏装机容量达到7000万千瓦左右 
 ，常规⽔电装机容量达到 3.8 亿千瓦左 
 右。 

 ⾮化⽯能源消费⽐重在2030年达到25% 
 。 

 《关于完善能源绿⾊低碳转型 
 体制机制和政策措施的意⻅》 
 （国家发改委等） 

 2022年2⽉10 
 ⽇ 

 “⼗四五”时期，基本建⽴推进能源绿⾊低 
 碳发展的制度框架。 

 到2030年，基本建⽴完整的能源绿⾊低 
 碳发展基本制度和政策体系。 

 《煤炭清洁⾼效利⽤重点领域 
 标杆⽔平和基准⽔平（2022 
 年版）》  （国家发改委等） 

 2022年5⽉10 
 ⽇ 

 -  - 

 《全国煤电机组改造升级实施 
 ⽅案》  （国家发改委等） 

 2021年11⽉3 
 ⽇ 

 到2025年，全国⽕电平均供电煤耗降⾄ 
 300克标准煤/千瓦时以下；“⼗四五”期间 
 完成2亿千瓦存量煤电机组的灵活性改 
 造。 

 - 

 75  ⽣态环境部（2020），《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 
 https://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2/202101/t20210105_816131.html  ，政策 

 74  国家发改委（2015），《第三批10个⾏业企业温室⽓体核算⽅法与报告指南（试⾏）》，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tz/201511/t20151111_963496.html?code=&state=123  ，政策 

 73  国家发改委（2014），《第⼆批4个⾏业企业温室⽓体排放核算⽅法与报告指南（试⾏）》，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tz/201502/t20150209_963759.html?code=&state=123  ，政策 

 72  国家发改委（2013），《⾸批10个⾏业企业温室⽓体排放核算⽅法与报告指南（试⾏）》， 
 http://www.gov.cn/zwgk/2013-11/04/content_2520743.htm  ，政策 

 71  ⽣态环境部（2022），《企业温室⽓体排放报告核查指南（试⾏）》， 
 https://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6/202103/t20210329_826480.html  ，政策 

 70  ⽣态环境部（2022），《关于做好2022年企业温室⽓体排放报告管理相关重点⼯作的通知》， 
 https://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6/202203/t20220315_971468.html  ，政策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ghwb/202203/t20220322_1320016.html?code=&state=123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ghwb/202203/t20220322_1320016.html?code=&state=123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tz/202202/t20220210_1314511.html?code=&state=123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tz/202202/t20220210_1314511.html?code=&state=123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tz/202205/t20220510_1324482.html?code=&state=123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tz/202205/t20220510_1324482.html?code=&state=123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tz/202205/t20220510_1324482.html?code=&state=123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tz/202111/t20211103_1302856_ext.html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tz/202111/t20211103_1302856_ext.html
https://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2/202101/t20210105_816131.html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tz/201511/t20151111_963496.html?code=&state=123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tz/201502/t20150209_963759.html?code=&state=123
http://www.gov.cn/zwgk/2013-11/04/content_2520743.htm
https://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6/202103/t20210329_826480.html
https://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6/202203/t20220315_971468.html


 《关于进⼀步提升煤电能效和 
 灵活性标准的通知》  （国家能 
 源局等） 

 2022年8⽉30 
 ⽇ 

 -  - 

 《煤炭⼯业“⼗四五”⾼质量发 
 展指导意⻅》  （中国煤炭⼯业 
 协会） 

 2021年6⽉3 
 ⽇ 

 到“⼗四五”末，国内煤炭产量控制在41亿 
 吨左右，全国煤炭消费量控制在42亿吨左 
 右，年均消费增⻓1%左右。 

 - 

 《“⼗四五”可再⽣能源发展规 
 划》  （国家发改委等） 

 2022年6⽉1 
 ⽇ 

 到2025年，⾮化⽯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 
 ⽐重达20%；可再⽣能源消费总量达到10 
 亿吨标准煤左右；可再⽣能源在⼀次能源 
 消费增量中占⽐超过50%；可再⽣能源年 
 发电量达到3.3万亿千瓦时左右；⻛电和 
 太阳能发电量实现翻倍。 

 到2030年，⾮化⽯能源消费占能源消费 
 总量⽐重达到25%左右；⻛电、太阳能 
 发电总装机容量达到12亿千瓦以上。 

 《关于促进⾮⽔可再⽣能源发 
 电健康发展的若⼲意⻅》  （财 
 政部等） 

 2020年2⽉3 
 ⽇ 

 完善现⾏补贴⽅式；完善市场配置资源和 
 补贴退坡机制；优化补贴兑付流程。 

 - 

 《绿⾊电⼒交易试点⼯作⽅ 
 案》  （国家发改委等） 

 2021年9⽉7 
 ⽇ 

 -  - 

 《关于加快推动新型储能发展 
 的指导意⻅》  （国家发改委 
 等） 

 2021年7⽉23 
 ⽇ 

 到2025年，实现新型储能从商业化初期 
 向规模化发展转变，装机规模达3000万 
 千瓦以上。 

 到2030年，实现新型储能全⾯市场化发 
 展。 

 《关于推进电⼒源⽹荷储⼀体 
 化和多能互补发展的指导意 
 ⻅》  （国家发改委等） 

 2021年2⽉25 
 ⽇ 

 -  - 

 4.4.3 数据披露 

 中国电⼒企业联合会（以下简称“中电联”）每⽉会公布按技术种类和省份划分的发电量和发电装机量数 
 据，以及按⾏业和省份划分的电⼒需求数据。燃煤电⼚的发热量（单位为每千瓦时的克重标准煤）也会 
 按⽉公布。这些数据为详细并及时地了解中国电⼒部⻔的排放趋势提供了可能。就⽬前⽽⾔，主要缺少 
 的可⽤数据是按燃料分类的⽕⼒发电量，这些数据中国每年仅公布⼀次，⽽且数据时效性有⼀到两年的 
 延迟。 

 4.5  ⼯业部⻔ 
 ⼯业部⻔是中国Y⼤的能源消费者，其Y终能源消费量占全国能源消费总量的60%。例如，在清华⽓候 
 院的1.5°C情景下，中国⼯业部⻔的终端能源需求将在2020年21.8亿吨标准煤的基础上略微上升，到 
 2025年前以约为22亿吨标准煤的峰值达峰，然后逐渐下降到2050年的14.1亿吨标准煤。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2-08/30/content_5707362.htm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2-08/30/content_5707362.htm
http://www.coalchina.org.cn/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9&id=129818
http://www.coalchina.org.cn/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9&id=129818
https://www.ndrc.gov.cn/xwdt/tzgg/202206/t20220601_1326720.html?code=&state=123
https://www.ndrc.gov.cn/xwdt/tzgg/202206/t20220601_1326720.html?code=&state=123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02/03/content_5474144.htm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02/03/content_5474144.htm
https://www.ndrc.gov.cn/fggz/fgzy/xmtjd/202109/t20210928_1298058_ext.html
https://www.ndrc.gov.cn/fggz/fgzy/xmtjd/202109/t20210928_1298058_ext.html
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21/content_5636148.htm
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21/content_5636148.htm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1-03/06/content_5590895.htm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1-03/06/content_5590895.htm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1-03/06/content_5590895.htm


 ⼯业部⻔在⼆氧化碳排放中也起着主导作⽤，这主要是由于该部⻔⼤量的能源需求和重煤的能源组合。 
 ⾼排放的另⼀原因是⼯业加⼯、特别是加⼯⽔泥过程中的排放。随着⼯业部⻔对能源需求的下降、电⽓ 
 化程度的提⾼和电⼒结构的变化，其⼆氧化碳排放将在2020年⾄2025年之间达峰，早于其能源需求的 
 达峰时间。 

 在清华⽓候院的2°C和1.5°C情景下，中国⼯业部⻔的⼆氧化碳排放总量到2050年将分别降⾄约16.7亿 
 吨和7.1亿吨。其中，2°C情景下的12亿吨排放和1.5°C情景下的4.6亿吨排放分别来⾃能源活动，2°C情 
 景下的4.7亿吨排放和1.5°C情景下的2.5亿吨排放来⾃⼯业加⼯。同时，在清华的1.5°C路径下，2050年 
 中国的⼯业⼆氧化碳排放总量将在2020年50.9亿吨⼆氧化碳的基础上减少86.1%，其中，87.8%的减排 
 量来⾃能源活动，81%的减排量来⾃⼯业加⼯。 

 到2050年，中国⼯业部⻔的能源结构将实现脱碳。清华⽓候院预计，到2050年，中国⾮化⽯能源和电 
 ⼒在能源结构中的占⽐将超过85%。在清华的1.5℃情景下，到2050年，电⼒在⼯业部⻔Y终能源使⽤ 
 总量中的⽐重将达到69.4%；相⽐之下，该⽐重在2020年为25.7%。 

 4.5.1 对标基准的趋势 

 图 28  | 中国⼯业部⻔能源消耗总量的年度变化（实际趋势与转型路径的对⽐） 



 图 29  | 中国⼯业部⻔煤炭消费量的年度变化（实际趋势与转型路径的对⽐） 

 在转型路径下，中国⼯业部⻔的能源消费增⻓速度在2016⾄2020年期间⽐⽬前快，并且在此期间，其 
 增⻓速度在2017年之后加快。这反映了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推出对华关税政策与新冠全球⼤流⾏出现之 
 后，中国依赖的能源密集型经济增⻓模式。 

 排放趋势与转型路径⼀致的⾏业是建筑材料。在NGFS的“延迟”转型路径下，该⾏业从2020年到2030 
 年的排放量每年下降4%。⽔泥⽣产是该⾏业的主要排放源。NGFS的“延迟”转型路径显示，⽔泥⽣产的 
 排放量从2017年到2022年每年下降3%，这源于基础设施建设量的下降，⽽基建的下降反映的则是经济 
 转型的进展。 

 尽管中国⼯业部⻔的能源消费经历了⾼速增⻓，但是该部⻔的直接煤炭消费量也已⾼速下降，甚⾄⽐转 
 型路径中的下降速度更快。这主要归功于中国在空⽓污染治理上的政策。这些政策要求或⿎励⽤天然⽓ 
 和电⼒来取代煤炭的直接使⽤，因此前两种能源的使⽤都在迅速增加。因此，中国⼯业部⻔的电⽓化进 
 展⽐转型路径中预测的要快。 



 图 30  | 中国⼯业部⻔电⽓化⽐率的年度增⻓情况（实际趋势与转型路径的对⽐） 

 4.5.2  聚焦：钢铁业 

 ⾃从201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直是世界上Y主要的钢铁⽣产国，其产量占世界钢铁产量的⼀半以 
 上。该⾏业是中国仅次于电⼒⽣产的第⼆⼤⼆氧化碳排放源。如果将该⾏业所消耗的电⼒所产⽣的排放 
 量计算在内，它则上升为Y⼤的⼆氧化碳排放源。钢铁⽣产的快速增⻓⼀直是中国排放增⻓的主要因 
 素，这使得该⾏业的碳达峰和碳中和成为实现中国整体排放⽬标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满⾜⾸轮疫情防控后建筑业和制造业的快速反弹，中国的粗钢年产量在2020年攀升⾄10.65亿吨的历 
 史⾼位。在中国主席习近平于2020年9⽉宣布碳中和的⽬标之后，掌管宏观经济的中国发改委加⼤了削 
 减粗钢产量的⼒度，⼒图减少中国规模庞⼤的⿊⾊⾦属⾏业的污染物和温室⽓体排放  76  。中国的粗钢年 
 产量在2021年下降了2.8%，是六年来⾸次同⽐下降。政府的⽬标是在2022年对其进⼀步削减，今年上 
 半年中国的粗钢产量下降6.5%  77  78  。 

 78  Reuters. (2022). China to keep 2022 crude steel output lower than last year's level.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china-steel-output-idUSKCN2MB05W  ，新闻报道 

 77  国家统计局（2022），《2022年6⽉份规模以上⼯业增加值增⻓3.9%》， 
 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2207/t20220715_1886418.html  ，统计数据 

 76  国家发改委等（2021），钢铁⾏业去产能⼯作部署， 
 https://www.miit.gov.cn/jgsj/ycls/gt/art/2021/art_6618ea3ec1634d29a158e6b0c1c74374.html  ，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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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中国对钢铁需求的平缓或下降，从被拆除的建筑物和基础设施、以及报废的汽⻋和机械中获取的废 
 钢量将上升，它们将填补越来越多的钢铁需求份额。这为钢铁⾏业向电炉炼钢转变提供了契机，促使其 
 减少对基于煤炭的⾼炉的使⽤与随之产⽣的排放量。钢铁⾏业的⽬标  79  是到2025年将废钢的利⽤量从 
 2020年的2.33亿吨  80  增加到3亿吨以上，并到同年将电炉钢产量占粗钢总产量的⽐例从⽬前的10%增加 
 到15%以上。 

 尽管市场对⼀级钢的需求在下降，但2022年上半年公布的、基于煤炭的新增⽣铁产能⽐过去两年的⽔ 
 平有所上升。虽然同期宣布的新增电弧炉产能也⽐前⼏年多，但这些增量的主要⽬的是取代⽼旧的电弧 
 炉产能，⽽⾮转变产能结构（⽬前钢铁⾏业的产能结构中只有不到10%⽤电弧炉⽣产  81  ）。对建造新电 
 弧炉的兴趣仍然表明，钢铁⾏业已开始为实现“双碳”⽬标做相关准备。 

 中国的新建钢铁项⽬遵循“产能置换”的原则，即所有新建产能都要以退出⼀定数量的现有产能为前提。 
 退出产能与新建产能的⽐例视具体政策⽽定，不同省份和地区的⽐例可能不同。Y新更新的“产能置换” 
 政策于2021年6⽉⽣效，它不仅要求退出的现有产能⾼于新建产能，还体现了政府在整治空⽓污染和实 
 施⽓候⾏动⽅⾯的努⼒。 

 对新建的基于煤炭的⾼炉的产能投资继续处于⾼位，并与中国的“双碳⽬标”相左。CREA的研究发现， 
 2022年上半年宣布的新建⾼炉的年产能达到3000万吨，是2019年以来增幅Y⼤的⼀个半年。所有这些 
 宣布的新建产能都计划在2025年前投⼊使⽤  82  。 

 受利好电弧炉产能的Y新产能置换计划的激励，宣布在2021年和2022年新建电弧炉产能、并⽤以置换 
 的公告的数量⼤幅增加。 

 然⽽，新近宣布的电弧炉产能主要⽤于取代⽼旧的电弧炉产能，⽽⾮转变产能结构。⽬前，电弧炉在整 
 个⾏业的产能结构中占⽐不到10%  83  。虽然对新建电弧炉产能的兴趣仍然表明钢铁⾏业已经开始为实现 
 “双碳”⽬标做准备，但其在所有获批的新增钢铁产能中的占⽐却远少于为实现“双碳”⽬标应达到的⽐ 
 重。 

 83  RMI. (2022). Pursuing Zero-Carbon Steel in China. 
 https://rmi.org/insight/pursuing-zero-carbon-steel-in-china/  .  报告 

 82  Myllyvirta, L. et al. (2022). China’s power and steel  industries continue to invest in coal-based 
 capacity, complicating carbon goals. CREA. 
 (  https://energyandcleanair.org/publication/chinas-power-and-steel-industries-continue-to-invest-in- 
 coal-based-capacity-complicating-carbon-goals/  . 研究  出版物 

 81  RMI. (2022). Pursuing Zero-Carbon Steel in China. 
 https://rmi.org/insight/pursuing-zero-carbon-steel-in-china/  .  报告 

 80  中国废钢铁应⽤协会（2021），《废钢铁产业“⼗四五”发展规划》， 
 http://www.csteelnews.com/xwzx/jrrd/202109/t20210917_55000.html  ，⽂件 

 79  ⼯业和信息化部等（2022），《关于促进钢铁⼯业⾼质量发展的指导意⻅》，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2-02/08/content_5672513.htm  ，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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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CREA，各省市政府⽹站。注：数据反映的是2017年⾄2022年上半年的相关公告数据。 BF为⾼炉， 
 Non-BF为⾮⾼炉（包含使⽤氢⽓直接还原⼯艺、氢等离⼦体熔融还原⼯艺和“HIsmelt”直接熔融还原技术的⼯ 

 ⼚），BOF为碱性氧⽓炼钢炉，EAF为电弧炉。 

 图 31  | 按预计完成年份划分的炼铁和炼钢新增产能 

 4.5.3 现⾏政策：⼯业部⻔的碳达峰⾏动 

 由于⼯业部⻔在排放清单中占主导地位，所以它受到⼤量的政策、⾏动计划和排放标准的严格监管。 

 鉴于中央政府的顶层⽂件对能源利⽤效率设置了⽬标（即到2025年，单位GDP能耗⽐2020年下降 
 13.5%，单位GDP⼆氧化碳排放⽐2020年下降18%  84  ），这些⽬标也出现在了不同的部⻔⾏动⽅案中  ， 
 ⽐如《⼯业领域碳达峰实施⽅案》  85  、《⼯业能效提升⾏动计划》  86  、《“⼗四五”⼯业绿⾊发展规 
 划》  87  和《“⼗四五”节能减排综合⼯作⽅案》  88  。 

 碳交易是遏制⼯业制造商排放的另⼀个潜在的有效⼯具。虽然中国的全国碳排放交易系统⽬前只包括⽕ 
 ⼒发电⼚，但是⽣态环境部的计划是将其范围扩⼤到其他部⻔，包括温室⽓体排放量Y⼤的不同⼯业⾏ 
 业，⽐如钢铁、有⾊⾦属、⽯油化⼯、化⼯和造纸业  89  。然⽽，该系统扩张的进程有拖延之势。政府Y 

 89  ⽣态环境部（2021），  《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 
 https://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2/202101/t20210105_816131.html  ，政策 

 88  国务院（2021），《“⼗四五”节能减排综合⼯作⽅案》  ，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2-01/24/content_5670202.htm  ，政策 

 87  ⼯业和信息化部（2022），《“⼗四五”⼯业绿⾊发展规划》，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1-12/03/content_5655701.htm  ，政策 

 86  ⼯业和信息化部等（2022），《⼯业能效提升⾏动计划》， 
 https://ythxxfb.miit.gov.cn/ythzxfwpt/hlwmh/tzgg/sbfw/qyshzr/art/2022/art_0c4f930b82b1485da3054 
 cf87afd1b62.html  ，政策 

 85  ⼯业和信息化部等（2022），《⼯业领域碳达峰实施⽅案》，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2-08/01/content_5703910.htm  ，政策 

 84  中共中央、国务院（2021），《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作的意 
 ⻅》，  https://en.ndrc.gov.cn/policies/202110/t20211024_1300725.html  ，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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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的计划是在全国碳排放交易系统于2021年启动时就覆盖多个⾏业  90  ，但其计划之后改为到2022年加 
 ⼊⽔泥⾏业和制铝⾏业  91  ，⽽现今的计划是在2023年纳⼊⽔泥、铝和钢铁⾏业，并从2024年起在这些 
 ⾏业开展碳排放交易  92  。有报道指出，全国碳市场扩张受阻的原因可能是对数据和监管框架的担忧，但 
 也有推测指出其反映的是经济和政治利益的冲突。 

 回收利⽤在控制排放⽅⾯发挥着重要作⽤。《“⼗四五”循环经济发展规划》  93  为⼯业制造商在废旧材料 
 的回收利⽤⽅⾯设定了⽬标。 

 从细分⾏业来看，⼤部分细分⾏业都已经提出了⾃⼰的排放⽬标，但有⾊⾦属和建筑材料⾏业除外，两 
 者的排放⽬标仍在协商中。 

 下⽅表格列举了中国⼯业部⻔到2025年、2030年与2035年的总体⽬标和具体⾏业的细化⽬标。所列 
 举的具体⾏业是根据《2030年前碳达峰⾏动⽅案》  94  中”重点任务“部分与其他报道的内容结合提炼⽽ 
 成。 

 表 8  | 与⼯业部⻔有关的部分政策 

 政策名  发布⽇期  2025年⽬标  2030年及之后⽬标 

 《⼯业领域碳达峰实施⽅ 
 案》  （⼯业和信息化部等） 

 2022年8⽉1⽇ 

 到2025 年，规模以上⼯业单位增加值能 
 耗较2020年下降13.5%；单位⼯业增加值 
 ⼆氧化碳排放下降幅度⼤于全社会下降幅 
 度；重点⾏业⼆氧化碳排放强度明显下 
 降。 

 确保⼯业领域⼆氧化碳排放在2030年 
 前达峰。 

 《⼯业能效提升⾏动计划》 
 （⼯业和信息化部等） 

 2022年6⽉29 
 ⽇ 

 到2025年，规模以上⼯业单位增加值能耗 
 ⽐2020年下降13.5%。 

 - 

 《“⼗四五”⼯业绿⾊发展规 
 划》  （⼯业和信息化部） 

 2021年12⽉3 
 ⽇ 

 到2025年，单位⼯业增加值⼆氧化碳排放 
 降低18%；重点⾏业主要污染物排放强度 
 降低 10%；规模以上⼯业单位增加值能耗 
 降低13.5%；⼤宗⼯业固废综合利⽤率达 
 到 57%；单位⼯业增加值⽤⽔量降低16% 
 。 

 - 

 94  国务院（2021），《2030年前碳达峰⾏动⽅案》， 
 https://en.ndrc.gov.cn/policies/202110/t20211027_1301020.html  ，政策 

 93  国家发改委（2021），《“⼗四五”循环经济发展规划》，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1-07/07/content_5623077.htm  ，政策 

 92  China Dialogue. (2022). National carbon market expansion  may be delayed to 2023. 
 https://chinadialogue.net/en/digest/national-carbon-market-expansion-may-be-delayed-to-2023/  ， 
 新闻简讯 

 91  Carbon Pulse. (2021). China plans to add aluminum, cement to ETS next year -exchange. 
 https://carbon-pulse.com/145937/  ，新闻简讯 

 90  《中国电⼒报》（2017），《发电⾏业将成全国碳市场主⼒军》， 
 http://www.nea.gov.cn/2017-12/27/c_136855155.htm  ，新  闻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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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五”节能减排综合 
 ⼯作⽅案》  （国务院） 

 2021年12⽉28 
 ⽇ 

 到2025年，全国单位GDP能源消耗⽐ 
 2020年下降13.5%，能源消费总量得到合 
 理控制，化学需氧量、氨氮、氮氧化物、 
 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总量⽐2020年分别下降 
 8%、8%、10%以上、10%以上。 

 重点⾏业产能和数据中⼼达到能效标杆⽔ 
 平的⽐例超过30% 

 《“⼗四五”循环经济发展规 
 划》  （国家发改委） 

 2021年7⽉7⽇ 

 到2025年，单位GDP能源消耗⽐2020年 
 降低13.5%。 

 废钢利⽤量达到3.2亿吨，再⽣有⾊⾦属 
 产量达到2000万吨，其中再⽣铜、再⽣铝 
 和再⽣铅产量分别达到400 万吨、1150万 
 吨、290 万吨。 

 《“⼗四五”原材料⼯业发展 
 规划》  （⼯业和信息化部 
 等） 

 2021年12⽉29 
 ⽇ 

 到2025年，钢铁⾏业吨钢综合能耗降低 
 2%，⽔泥产品单位熟料能 6 耗⽔平降低 
 3.7%，电解铝碳排放下降5%。 

 - 

 《氢能产业发展中⻓期规划 
 （2021-2035 年）》  （国家 
 发改委） 

 2022年3⽉23 
 ⽇ 

 到2025年，可再⽣能源制氢量达到10-20 
 万吨/年；实现⼆氧化碳减排 100-200万吨 
 /年。 

 到 2030 年，形成较为完备的氢能产业 
 技术创新体系、清洁能源制氢及供应 
 体系。 

 到 2035 年，形成氢能产业体系，构建 
 涵盖交通、储能、⼯业等领域的多元 
 氢能应⽤⽣态。 

 《关于促进钢铁⼯业⾼质量 
 发展的指导意⻅》  （⼯业和 
 信息化部等） 

 2022年2⽉8⽇ 

 ⼒争到2025年，吨钢综合能耗降低2%以 
 上；钢铁⼯业利⽤废钢资源量达到3亿吨 
 以上；电炉钢产量占粗钢总产量⽐例提升 
 ⾄15%以上。 

 确保钢铁产业排放2030年前碳达峰。 

 《钢铁⾏业碳达峰及降碳⾏ 
 动⽅案》（中国钢铁⼯业协 
 会） 

 修订中  2025年前，钢铁⾏业实现碳排放达峰。 

 到2030年，钢铁⾏业碳排放量较峰值 
 降低30%。 

 2035年，钢铁⾏业碳排放量进⼀步下 
 降；2060年前将实现脱碳。 

 《建材⾏业碳达峰实施⽅ 
 案》  （⼯业和信息化部等） 

 2022年11⽉7⽇ 
 ”⼗四五“期间，⽔泥熟料单位产品综合能 
 耗⽔平与2020年相⽐降低3%以上。 

 确保 2030 年前建材⾏业实现碳达峰。 

 《关于“⼗四五”推动⽯化化 
 ⼯⾏业⾼质量发展的指导意 
 ⻅》  （⼯业和信息化部等） 

 2022年4⽉7⽇ 
 到2025年，⼤宗产品单位产品能耗和碳排 
 放明显下降，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总量⽐ 
 “⼗三五”降低10%以上 

 - 

 《有⾊⾦属⾏业碳达峰⾏动 
 ⽅案》（⼯业和信息化部） 

 修订中  -  - 

 《焦化⾏业碳达峰碳中和⾏ 
 动⽅案》  （中国炼焦⾏业协 
 会）  2022年8⽉3⽇  焦化⾏业2025年前实现碳 达峰。  2035年⼒争减碳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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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1-12/29/content_566516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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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miit.gov.cn/zwgk/zcwj/wjfb/tz/art/2022/art_8f6d55dd58d64283937d7fb87e21b666.html
https://www.miit.gov.cn/zwgk/zcwj/wjfb/tz/art/2022/art_8f6d55dd58d64283937d7fb87e21b666.html
http://www.gov.cn/zhengce/2022-04/08/content_5683971.htm
http://www.gov.cn/zhengce/2022-04/08/content_568397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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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nljxh.com/news/show.php?id=470
http://www.cnljxh.com/news/show.php?id=470
http://www.cnljxh.com/news/show.php?id=470


 《关于推动轻⼯业⾼质量发 
 展的指导意⻅》  （⼯业和信 
 息化部等） 

 2022年6⽉19 
 ⽇ 

 到2025年，资源利⽤效率⼤幅提⾼，单位 
 ⼯业增加值能源消耗、碳排放量、主要污 
 染物排放量持续下降。 

 - 

 《造纸⾏业“⼗四五”及中⻓ 
 期⾼质量发展纲要》  （中国 
 造纸协会） 

 2021年12⽉24 
 ⽇ 

 ⼒争“⼗四五”期间⾏业单位产品实际⼯艺 
 综合能耗纸浆由350kgce/t降为320kgce/t 
 。 

 2030年前碳达峰。 

 《关于产业⽤纺织品⾏业⾼ 

 质量发展的指导意⻅》  （⼯ 

 业和信息化部等） 

 2022年4⽉21 
 ⽇ 

 到2025年，循环再利⽤纤维及⽣物质纤维 
 应⽤占⽐达到15%。 

 - 

 《关于化纤⼯业⾼质量发展 

 的指导意⻅》  （⼯业和信息 

 化部等） 

 2022年4⽉21 
 ⽇ 

 “⼗四五”期间，绿⾊纤维占⽐提⾼到25% 
 以上，⽣物基化学纤维和可降解纤维材料 
 产量年均增⻓20%以上。 

 - 

 4.5.4 数据披露 

 包括Y重要的排放⾏业在内的⼯业部⻔的⽣产数据按⽉公布，这有助于显示⼯业部⻔排放的发展。然 
 ⽽，关于⼯业部⻔能源消耗的数据只按年度公布，且数据时效性延迟⼀⾄两年。关于⼯业部⻔⼆氧化碳 
 排放的官⽅信息只公布过两次，Y近⼀次数据更新在2014年。 

 4.6  建筑部⻔ 
 中国建筑部⻔的⼆氧化碳排放量占全国总量的11%。该部⻔的排放通过能源领域产⽣，特别是通过使⽤ 
 煤炭、天然⽓和电⼒。虽然与⼤多数其他国家相⽐，这⼀⽐例较⼩（原因是中国的⼯业作为能源消费者 
 占主导地位），但是它仍然很重要。尽管中国在消灭⼩规模使⽤煤炭⽅⾯取得了快速进展，但是居⺠使 
 ⽤煤炉取暖仍然是空⽓污染物的⼀个主要来源。 

 能源使⽤效率在建筑业的减排过程中起着重要作⽤。在清华⽓候院的1.5℃情景下，到2050年，建筑部 
 ⻔的能源消耗量从2020年的7.75亿吨标准煤下降到6.2亿吨标准煤。该路径同时显示，在该部⻔到 
 2050年的Y终能源消费总量中，电⼒的⽐例从2020年的48%上升到78%  95  ，⽣物质的使⽤则从2020 
 年的6700万吨标准煤上升到约9000万吨标准煤。该部⻔⾼程度的电⽓化意味着其天然⽓消费也会下 
 降。 

 中国建筑部⻔的直接碳排放量早已度过了平台期并且在2020年达到20亿吨⼆氧化碳后开始下降，这是 
 因为建筑中的燃料使⽤已经被区域供热和电⼒取代。在清华的1.5°C路径下，该部⻔的总排放量——包 
 括建筑⽤电和⽤热⽣产的排放量——从2030年开始急剧下降并持续到2045年，在2050年达到8000万 
 吨⼆氧化碳。 

 清华⽓候院的1.5°C路径同时预测，中国建筑量的增⻓将⼤幅放缓，到2025年全国建筑总量的净增⻓将 
 停⽌。 

 95  深圳建筑科学研究院（2021），《建筑电⽓化及其驱动的城市能源转型路径》， 
 https://www.efchina.org/Reports-zh/report-lccp-20210207-2-zh  ，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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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中国尚未禁⽌氢氟碳化物的使⽤，其建筑物的空调设备是含氟⽓体的主要来源。在中国针对⾮⼆温 
 室⽓体的政策中  96  ，对氟⽓体的控制是任务之⼀。 

 4.6.1 对标基准的趋势 

 中国严格的空⽓污染治理政策将建筑中的⼩规模⽤煤视作空⽓污染的主要来源之⼀。相关政策的实施使 
 此类煤炭的使⽤快速减少，且降速与转型路径⼀致。从2015年到2020年，中国建筑的总能耗以每年5% 
 的速度增⻓，但在转型路径中，建筑的总能耗从2020年到2030年下降。由此可⻅，中国建筑业对天然 
 ⽓和电⼒使⽤的增⻓速度⽐转型路径中预测的更快。虽然在建筑中采取既能产⽣经济效益⼜能节能的措 
 施的潜⼒⾮常⼤，但实现这⼀⽬标也有很⼤障碍。随着中国在建设新建筑上的步伐有所放缓，现有建筑 
 的节能可以成为⼀个重要的领域。 

 图 32  | 中国建筑部⻔煤炭消耗量的年度变化（实际趋势与转型路径的对⽐） 

 96  ⽣态环境部（2021），《关于严格控制第⼀批氢氟碳化物化⼯⽣产建设项⽬的通知》， 
 https://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5/202112/t20211229_965542.html 

https://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5/202112/t20211229_965542.html


 图 33  | 中国建筑部⻔天然⽓消耗量的年度变化（实际趋势与转型路径的对⽐） 

 在IEA的“可持续发展”情景中，中国建筑部⻔的煤炭使⽤量在2020年到2030年间下降了75%。此下降 
 幅度⽐中国在2015年到2020年间已经实现的36%的降幅还要快。然⽽，建筑部⻔中的天然⽓和电⼒消 
 费的增⻓速度⽐转型路径中的要快得多，这表明中国建筑部⻔的实际节能成效落后于路径的预测。该部 
 ⻔电⼒消费的增⻓速度⽐转型路径中的快，但电⼒基本上没有取代煤炭和天然⽓。 



 图 34  | 中国建筑部⻔电⽓化⽐率的年度增⻓情况（实际趋势与转型路径的对⽐） 

 4.6.2 现⾏政策：城乡发展中的碳达峰⾏动 

 在中国的“双碳”⽬标下，建筑业归属“城乡发展”的领域。《“⼗四五”建筑节能与绿⾊建筑发展规划》对 
 绿⾊建筑提出了若⼲个⾮约束性⽬标  97  ： 

 到2025年的主要指标： 

 ●  建筑部⻔运⾏⼀次⼆次能源消费总量为11.5亿吨标准煤； 

 ●  城镇新建居住建筑能效⽔平提升30%； 

 ●  城镇新建公共建筑能效⽔平提升20% 

 到2025年的具体⽬标： 

 ●  完成既有建筑节能改造⾯积3.5亿平⽅⽶以上； 

 ●  建设超低能耗、近零能耗建筑0.5亿平⽅⽶以上； 

 ●  装配式建筑占当年城镇新建建筑的⽐例达到30%； 

 ●  全国新增建筑太阳能光伏装机容量0.5亿千瓦以上； 

 97  住房城乡建设部（2022），《“⼗四五”建筑节能与绿⾊建筑发展规划》，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2-03/12/content_5678698.htm  ，政策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2-03/12/content_5678698.htm


 ●  地热能建筑应⽤⾯积1亿平⽅⽶以上； 

 ●  城镇建筑可再⽣能源替代率达到8% 

 ●  筑能耗中电⼒消费⽐例超过55% 

 之后印发的《城乡建设领域碳达峰实施⽅案》为有关措施提供了进⼀步细节  98  。 

 对于城市地区，该实施⽅案涵盖了城市发展规划、住宅⼩区规划和对不同⽅⾯（包括供暖、通⻛和空 
 调，公共照明和电梯，废物管理，家电电⽓化以及绿⾊建筑）在节能与资源利⽤效率上的要求。 

 对于农村地区，该实施⽅案则强调集群化，以尽量减少能源消耗，提⾼农家住宅的能源效率，并对⼀系 
 列⾏为进⾏⿎励（包括太阳能采暖，⾼效照明和烹饪设备，低消耗的废⽔处理，住宅垃圾的源头减少以 
 及烹饪，供暖、通⻛和空调，照明和通勤的电⽓化）。 

 绿⾊家电 

 《关于促进绿⾊智能家电消费若⼲措施的通知》通过⼀系列措施推⼴⾼效的家电，⽐如“以旧换新”活动 
 和“完善绿⾊智能家电标准”的指示  99  。⽬前，中国已推出了针对电冰箱、空调器和洗⾐机的绿⾊家电评 
 价标准  100  。 

 数据中⼼ 

 数据中⼼是⼀个在中国的许多城市正迅速发展的新兴设施。国家发改委印发的⼀份专项实施⽅案  101  为数 
 据中⼼提出了⼀系列到2025年的⽬标： 

 ●  新建的⼤型、超⼤型数据中⼼的平均电能利⽤效率降到1.3以下；国家枢纽节点进⼀步降到1.25 
 以下；逐步对电能利⽤效率超过1.5的数据中⼼进⾏节能降碳改造； 

 ●  绿⾊低碳等级达到4A级  102  以上； 

 ●  ⻄部数据中⼼利⽤率由30%提⾼到50%以上；对于区域内数据中⼼整体上架率（建成投⽤ 1 年 
 以上）低于 50%的，不⽀持规划新的数据中⼼集群，不⽀持新建⼤型和超⼤型数据中⼼项⽬。 

 该⽅案还⿎励使⽤⻛能和太阳能等可再⽣能源，以及对氢电池模块等新型能源技术的规模化使⽤进⾏试 
 ⾏。 

 102  中国电⼦学会（2021），《绿⾊数据中⼼等级评估实施细则（试⾏）》， 
 http://www.dcrencai.org.cn/uploadfile/2021/0303/20210303112657447.pdf  ，⾏业标准 

 101  国家发改委等（2021），《贯彻落实碳达峰碳中和⽬标要求推动数据中⼼和5G等新型基础设施绿⾊⾼质量发展 
 实施⽅案》，  https://www.ndrc.gov.cn/xwdt/tzgg/202112/t20211208_1307105.html?code=&state=123  ，政 
 策 

 100  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2021）， 《绿⾊产品评价 家⽤电器 第1部分：电冰箱、空调器和洗⾐机》， 
 https://openstd.samr.gov.cn/bzgk/gb/newGbInfo?hcno=D055E567F29672FD38B65A479656CA26  ，国 
 家标准 

 99  商务部等（2022），《关于促进绿⾊智能家电消费若⼲措施的通知》，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2-08/04/content_5704274.htm  ，政策 

 98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2022），《城乡建设领域碳达峰实施⽅案》，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2-07/13/content_5700752.htm  ，政策 

http://www.dcrencai.org.cn/uploadfile/2021/0303/20210303112657447.pdf
https://www.ndrc.gov.cn/xwdt/tzgg/202112/t20211208_1307105.html?code=&state=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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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宅煤炭供暖 

 治理散煤是中国应对空⽓污染和实现碳达峰的近期重点之⼀。事实上，顶层⽂件中的《2030年前碳达 
 峰⾏动⽅案》已经强调，应采取多种措施“推进散煤替代，逐步减少直⾄禁⽌煤炭散烧”  103  。《国家“⼗四 
 五”空⽓质量改善⾏动计划》近期也将发布实施  104  ，其中有望包括更多有关散煤使⽤和清洁取暖的指 
 示。 

 表 9  | 与建筑部⻔有关的部分政策 

 政策名  发布⽇期  2025年⽬标  2030年及之后⽬标 

 《城乡建设领域碳达峰实 
 施⽅案》  （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等） 

 2022年7⽉ 
 13⽇ 

 到 2025 年，城镇新建建筑全⾯执⾏ 
 绿⾊建筑标准。 

 2030 年前，城乡建设领域碳排放达到峰值； 
 2030 年前，严寒、寒冷地区新建居住建筑本 
 体达到 83%节能要求，夏热冬冷、夏热冬 
 暖、温和地区新建居住建筑本体达到 75%节 
 能要求，新建公共建筑本体达到78%节能要 
 求；到2030年，城市⽣活垃圾资源化利⽤率 
 达到 65%。 

 《“⼗四五”建筑节能与绿⾊ 
 建筑发展规划》  （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 

 2022年3⽉ 
 12⽇ 

 设置煤炭消费量指标，即到2025年 
 ，建筑运⾏的能源消费总量为11.5 
 亿吨标准煤；到2025年，城镇新建 
 居住建筑能效⽔平提升30%，城镇 
 新建公共建筑能效⽔平提升20%。 

 - 

 《关于推动城乡建设绿⾊ 

 发展的意⻅》  （中共中央 

 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2021年10⽉ 
 21⽇ 

 -  - 

 《“⼗四五”推进农业农村现 
 代化规划》  （国务院） 

 2022年2⽉ 
 11⽇ 

 推动农业农村减排固碳  。- 

 《关于促进绿⾊智能家电 
 消费若⼲措施的通知》 
 （商务部等） 

 2022年8⽉4 
 ⽇ 

 -  - 

 104  每⽇经济新闻（2022），“贺克斌院⼠：《国家“⼗四五”空⽓质量改善⾏动计划》近期将发布实施”， 
 https://finance.sina.com.cn/china/2022-09-23/doc-imqqsmrp0213428.shtml?cref=cj  ，新闻 

 103  国务院（2021），《2030年前碳达峰⾏动⽅案》， 
 https://en.ndrc.gov.cn/policies/202110/t20211027_1301020.html  ，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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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n.ndrc.gov.cn/policies/202110/t20211027_1301020.html


 4.6.3 数据披露 

 住宅和商业建筑部⻔的能源消耗数据只按年度公布，且数据时效性延迟⼀⾄两年。该部⻔的⼆氧化碳排 
 放的官⽅信息从未公布过，中国提交给联合国的官⽅温室⽓体排放清单将住宅排放归⼊“其他”类别。 

 4.7  交通运输部⻔ 
 如果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化继续快速进⾏，那么中国对客运和货运的需求便将持续急剧上升，直到 
 2040年左右。要限制该部⻔⼆氧化碳排放的增加，需要进⼀步发展可持续的交通运输模式和其他选 
 项、并增加两者在总运输量中的份额；同时加快电⽓化和在航空中使⽤⽣物燃料和氢⽓。在清华⽓候院 
 的1.5°C和2°C路径中，交通运输部⻔的⼆氧化碳排放总量将在2030年左右分别以10.4和10.8亿吨的达 
 峰（该排放量在2020年为9.91亿吨），并在2050年分别急剧下降到1.72吨和5.5亿吨。在清华⽓候院的 
 1.5°C情景中，中国交通运输部⻔2050年的能源效率将在2015年的基础上增加65%，在“政策情景”中， 
 该增幅只有30%，这凸显了在1.5°C情景中相关政策延续性。 

 同样在清华⽓候院的1.5°C情景中，公共交通在所有出⾏⽅式中的⽐例将在2050年达到60%，⽽在其政 
 策情景中，该⽐例为45%。铁路⽹络的总⻓度在2050年将增⻓到七万公⾥，⾼于“政策情景”中的五万 
 公⾥。私家⻋的拥有⽐例将继续增⻓，但其增速将较慢，从2020年的17%  105  上升到2050年的27%。使 
 ⽤拼⻋的通勤者⽐例在2050年将达到25%。 

 现代⽣活需要分散的、时效性强的、⼩型的、⾼价值的货物运输。清华⽓候院的1.5°C情景对运输部⻔ 
 进⾏了重组。在重组后，铁路运输的份额从2021年的8.9%  106  增加到2050年的24%；船舶运输的份额  从 
 2021年的15.6%增加到2050年的22%；⽽公路运输的份额则从2021年的73.9%下降到2050年的51%。 
 在客运⽅⾯，2050年铁路的份额从“政策情景”下的38%增加到1.5℃路径下的43.5%，⽽公路运输的份 
 额从“政策情景”下的34%下降到1.5℃路径下的26.5%。同样在1.5℃路径下，航空的份额从2021年的33% 
 略微下降到2050年的29%。 

 对于道路⻋辆⽽⾔，电⽓化是减排的主要驱动⼒。在私家⻋和轻型⻋⽅⾯，电池电动⻋占主导地位；⽽ 
 燃料电池⻋则帮助客⻋和中重型卡⻋进⾏电⽓化。在清华⽓候院的1.5°C情景中，新能源汽⻋（包括电 
 动汽⻋和燃料电池汽⻋）在2030年和2050年在所有⻋辆中的⽐例分别达到20%和85%，⽽该⽐例在 
 2020年只有1.5%。在货运⽅⾯，新能源汽⻋的⽐例从2020年的0.2%上升到2030年的5%、再到2050 
 年的60%。 

 106  国家统计局（2022），《中华⼈⺠共和国2021年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http://www.stats.gov.cn/english/PressRelease/202202/t20220227_1827963.html  ，政府公报 

 105  国家统计局（2021），《中华⼈⺠共和国2020年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2102/t20210227_1814154.html  ，政府公报 

http://www.stats.gov.cn/english/PressRelease/202202/t20220227_1827963.html
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2102/t20210227_1814154.html


 4.7.1 对标基准的趋势 

 图 35  | 中国交通运输部⻔⽯油消费量的年度变化（实际趋势与转型路径的对⽐） 

 中国的⽯油消费量⾃2019年以来基本保持稳定，主要原因是中国疫情防控造成的⼈员流动的减少。与 
 1.5℃⽬标相符的转型路径显示，从2020年到2030年，中国交通运输业的⽯油需求增⻓接近于零。虽然 
 ⽬前的趋势似乎与预测⼀致，但疫情防控措施的取消可能会导致⽯油需求量的⼤幅反弹。 

 中国交通运输的低碳化和电⽓化得⼒于其⾼度发达的城际⾼铁⽹络，以及城市内的轨道和公共交通。中 
 国的公交⻋队正在迅速实现电⽓化，⽽这通常是空⽓污染治理⾏动的⼀部分。 

 中国⼀半以上的交通运输排放来⾃于货运，⽽货运的⽅式正在向铁路转移。近年来，⼤量的投资都转向 
 了基于铁路的商品物流。 



 图 36  | 中国交通运输部⻔电⽓化⽐例的年度变化（实际趋势与转型路径的对⽐） 

 在中国的交通运输部⻔，电⼒在部⻔能源使⽤总量中的⽐重从2015年的2.3%上升到2022年的3.7%。此 
 增⻓速度⽐⼏个转型路径中要求的、每年0.5个百分点的增⻓速度要慢得多。然⽽，中国电动汽⻋的⽣ 
 产和销售⼀直在激增，电动⻋在所有⻋辆⽣产中的份额从2019年的4.7%增加到2022年8⽉前12个⽉的 
 21%。新电动⻋销售的情况与⽣产相似。有可能出现的⼀种情况是，并⾮所有电动汽⻋充的电都会显示 
 在交通运输业的电⼒消费总量中，所以该部⻔实际的电⽓化速度或许更快，且符合转型路径的要求。根 
 据IEA发布的《能源技术展望》（Energy Technology Perspectives）的预测，全球电动汽⻋在所有 
 新⻋销售中的份额到2030年将达到65%。考虑到中国的增⻓速度，该国很可能会实现这⼀⽬标。清华 
 ⽓候院的1.5°C路径中预测，2030年，新能源汽⻋在中国所有上路⻋辆中的占⽐将达到20%。按照新能 
 源汽⻋在中国⽬前的发展态势，此预测⽐例应该可以顺利实现，这是因为新能源汽⻋在中国所有新⻋中 
 的销售份额已经达到了20%以上，⽽且该国还有近⼗年的时间来完成路径下的这个⽬标。 



 图 37  | 汽⻋⽣产；12个⽉累计值 

 4.7.2 现⾏政策：促进绿⾊和低碳交通运输的⾏动 

 《绿⾊交通“⼗四五”发展规划》指定了若⼲个2025年的⾮约束性⽬标  107  : 

 ●  营运⻋辆单位运输周转量⼆氧化碳排放较2020年下降5%； 

 ●  营运船舶单位运输周转量⼆氧化碳排放较2020年下降3.5%； 

 ●  全国城市公交、出租汽⻋（含⽹约⻋）、城市物流配送领域新能源汽⻋占⽐分别上升⾄72%、 
 35%和20%； 

 ●  国际集装箱枢纽海港新能源清洁能源集卡占⽐上升⾄60%； 

 ●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沿海主要港⼝矿⽯、焦炭采⽤铁路、⽔运和封闭式⽪带廊道、新能源汽⻋运 
 输⽐例达到70%以上。 

 为了⽀持电动⻋，《“⼗四五”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明确，国家⽣态⽂明试验区  108  （指福 
 建、贵州和江⻄）和⼤⽓污染防治重点区域的⾼速公路服务区快充站覆盖率不低于80%、其他地区不低 
 于60%。规划还对城市公共服务⻋辆的电动化替代制定了⽬标，即百万⼈⼝以上城市（严寒地区除外） 

 108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2016），《关于设⽴统⼀规范的国家⽣态⽂明试验区的意⻅》, 
 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6/content_5109307.htm  ，政策 

 107  交通运输部（2021），《绿⾊交通“⼗四五”发展规划》，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2-01/21/content_5669662.htm  ，政策 

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6/content_5109307.htm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2-01/21/content_5669662.htm


 新增或更新的地⾯公交、城市物流配送、邮政快递、出租、公务、环卫等⻋辆中电动⻋辆⽐例不低于 
 80%  109  。 

 上述规划还⿎励海港和⼤型⼯矿企业使⽤铁路运输和新能源汽⻋。 

 燃料电池电动⻋的发展受到氢能产业的影响。《氢能产业发展中⻓期规划（2021-2035 年）》提出，到 
 2025年，全国燃料电池⻋辆保有量约五万辆，可再⽣能源制氢量达到10-20万吨/年  110  。 

 Y后，⼀系列城市规划⽅⾯的政策，⽐如《城乡建设领域碳达峰实施⽅案》  111  ，也为电动⻋（和充电 
 桩）的发展提供了⽀持，虽然它们⼤多没有给出具体的量化⽬标。 

 111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2022），《城乡建设领域碳达峰实施⽅案》，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2-07/13/content_5700752.htm  ，政策 

 110  国家发改委（2021），《氢能产业发展中⻓期规划（2021-2035 年）》， 
 https://zfxxgk.ndrc.gov.cn/web/iteminfo.jsp?id=18747  ，政策 

 109  国务院办公厅，《“⼗四五”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2-01/18/content_5669049.htm  ，政策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2-07/13/content_5700752.htm
https://zfxxgk.ndrc.gov.cn/web/iteminfo.jsp?id=18747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2-01/18/content_5669049.htm


 表 10  | 与交通运输部⻔有关的部分政策 

 政策名  发布⽇期  2025年⽬标  2030年及之后⽬标 

 《新能源汽⻋产业发展 
 规划（2021—2035 
 年）》  （国务院办公 
 厅） 

 2020年11⽉2 
 ⽇ 

 到2025年，中国新能源汽⻋的市场竞 
 争⼒明显增强；纯电动乘⽤⻋新⻋平 
 均电耗降⾄12.0千瓦时/百公⾥，新能 
 源汽⻋新⻋销售量达到汽⻋新⻋销售 
 总量的20%左右。 

 ⼒争经过15年的持续努⼒，中国新能源汽 
 ⻋核⼼技术达到国际先进⽔平。 

 《绿⾊交通“⼗四五”发 
 展规划》  （交通运输 
 部） 

 2022年1⽉21 
 ⽇ 

 ”⼗四五”期间，营运⻋辆单位运输周 
 转量⼆氧化碳排放较2020年下降5% 
 ；营运船舶单位运输周转量⼆氧化碳 
 排放较2020年下降3.5%；全国城市公 
 交、出租汽⻋（含⽹约⻋）、城市物 
 流配送领域新能源汽⻋占⽐分别上升 
 ⾄72%、35%和20%；国际集装箱枢 
 纽海港新能源清洁能源集卡占⽐上升 
 ⾄60%。 

 - 

 《“⼗四五”现代综合交 
 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 
 （国务院） 

 2022年1⽉18 
 ⽇ 

 到2025年，主要采⽤250公⾥及以上 
 时速标准的⾼速铁路⽹对50万⼈⼝以 
 上城市覆盖率达到95%以上；“⼗四 
 五”期间，交通运输⼆氧化碳排放强度 
 下降率达5%。 

 - 

 4.7.3 数据披露 

 国家能源局曾经按⽉公布⽯油产品的表观消费量数据，但该⽉度数据从2022年初起已停⽌公开。炼油 
 ⼚的总吞吐量和⽯油产品的进⼝和出⼝数据每⽉均有公布，但这⼀数据没有按产品的类型进⾏分类。虽 
 然这些数据集不是专⻔针对交通运输部⻔公布的，但是它们还是对该部⻔的排放发展提供了指示性的参 
 考。 

 该部⻔的实际能源消耗量数据按年度公布，但数据时效性会延迟⼀⾄两年。关于交通运输部⻔⼆氧化碳 
 排放的官⽅信息只公布过两次，Y近⼀次数据更新在2014年。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0-11/02/content_5556716.htm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0-11/02/content_5556716.htm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0-11/02/content_5556716.htm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2-01/21/content_5669662.htm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2-01/21/content_5669662.htm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2-01/18/content_5669049.htm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2-01/18/content_5669049.htm


 5  专家调查和采访 
 为了深⼊了解推动中国政策制定的观点和期望，我们对参与政策分析和制定的中国能源专家进⾏了⼀次 
 调查。我们联系了30位专家，其中26位同意参与我们的调查。我们询问了参与者对中国⼆氧化碳排放 
 总量达峰、以及电⼒、⼯业、建筑和交通运输部⻔的⼆氧化碳排放量的期望。在这26位专家中，20位 
 在中国境内，6位在中国境外。这些专家来⾃不同的领域，包括煤炭科学和煤炭开采、发电、可再⽣能 
 源、⽯油、能源储存、碳捕获、环境科学和建筑。他们均从事能源⽅⾯⼯作，具体职业涉及媒体、法 
 律、学术和公务员等。 

 不同于以模型预测或⽤规范性⽬标得出的转型路径，专家们⽤他们的专业知识和经验来回应调查。取决 
 于每个受访者的偏好，访谈以⼝头或书⾯的形式进⾏。与专家们讨论的总体结果是，中国在2030年前 
 碳达峰的⽬标是可以实现的，但碳中和⽬标的实现是⼀个挑战。疫情发⽣之后，中国的⾸要任务是发展 
 经济并创造和保证就业机会，第⼆⼤任务是保证国家的能源安全。当前，各部⻔的⽬标既不是尽早使其 
 碳排放达到峰值，也不是以尽量低的峰值达峰，⽽是打算利⽤未达峰前的时间机会进⾏发展和扩张，包 
 括以增加排放量的⽅式进⾏发展。 

 5.1  ⼆氧化碳排放总量 
 根据IPCC的预测，在与《巴黎协定》的⽬标⼀致的路径中，世界的⼆氧化碳排放需要在2020年⾄ 
 2025年之间达到峰值；相⽐之下，中国政府宣布的⽬标是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为了将全球⽓温上 
 升幅度控制在1.5°C，⼀些学者 (Wang et al., 2021)建议，中国的⼆氧化碳排放应在2020年以108亿吨 
 的峰值达峰，然后在2030年下降到90亿吨，并在2050年继续下降到6亿吨。 

 然⽽，接受我们采访的专家中没有⼈认为中国的⼆氧化碳排放已经达峰，且他们对中国碳达峰年份的预 
 测也不尽相同。只有四⼈认为中国能在2025年前碳达峰，12⼈认为中国的碳达峰将发⽣在2030年或之 
 后（⻅表11），14⼈将碳达峰的时间选为2026年到2030年之间。 

 表 11  |关于中国⼆氧化碳排放达峰年份的调查结果 

 你预计中国的⼆氧化碳排总量放会在何年达峰？ 

 A. 已经达峰  0 

 B. 2025年前  4 

 C. 2030年后  8 

 D. 2026⾄2030年间  14 

 达峰年  2026  2027  2028  2029  2030  总数 

 数量  0  2  5  3  4  14 



 在采访中，⼤多数专家认为中国实现碳达峰应该不是⼀个挑战，但实现碳中和可能需要做⼤量的⼯作， 
 其关键是⼆氧化碳峰值的⾼低。这种担忧反映在专家对第⼆个问题的回答中，该问题是：中国以什么⽔ 
 平的峰值实现碳达峰？26位专家中有18位预测， 峰值⽔平将⽐中国2020年的⼆氧化碳排放⽔平⾼出 
 15%以上（⻅图38）。这表明，虽然中国能实现碳达峰⽬标，但减碳的任务可能会如同愚公移⼭。 

 图 38  |⼆氧化碳峰值 

 5.2  ⼀次能源消费和煤炭消费 
 根据清华⽓候院的预测，在2℃路径下，中国的⼀次能源消费总量将在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56.4亿吨， 
 ⽽在1.5℃路径下，⼀次能源消费将在2025年、以53.4亿吨的峰值达峰。其他学术界⼈⼠则没有那么乐 
 观。例如，⼈⼤环境院的研究预测，在1.5°C路径下，中国的⼀次能源消费将在2045年达到峰值68亿 
 吨，到2050年略微下降到67亿吨（Wang et al., 2022）。 

 我们的专家调查结果与清华⽓候院的2℃路径及⼈⼤环境院的预测接近。半数受访专家认为，⼀次能源 
 消费将在2030年达到峰值，另有七位专家预计其在2035年达到峰值。然⽽，有五位专家认为，中国的 
 ⼀次能源消费在2035年之后仍会继续增加。 

 表 12  | 关于中国⼀次能源消费总量达峰年份的调查结果 

 你认为中国的⼀次能源消费总量会在何时达峰？ 

 A. 已经达峰  1 

 B. 到2030年  13 

 C. 到2035年  7 

 D. 2035年之后  5 

 中国已经宣布，将在“⼗四五”时期严控煤炭消费增⻓、“⼗五五”时期逐步减少。这意味着中国的煤炭消 
 费将在2025年达到峰值。我们采访的四位专家认为，中国的煤炭消费已经⻅顶；三⼈回答 "不确定"， 



 给出的理由是煤炭消费达峰与否取决于中国未来⼏年的政治和经济形势；⼤多数专家（即26⼈中的19 
 ⼈）认为，中国的煤炭消费还没有达到顶峰。关于煤炭消费的达峰年，⼀⼈预测2024年，三⼈预测 
 2025年，但他们假设的前提均是：近期内没有重⼤的、中国国内或国际的政治、经济或⾃然灾害。26 
 位专家中有12位认为中国的煤炭消费将在2027年之后达到峰值，其中三位选择2030年、三位选择2035 
 年、⼀位甚⾄选择2040年。所有受访专家都明确指出，煤炭消费的达峰需取决于能源转型与全球、中 
 国国内经济形势之间的相关性。另外，能源安全的重要性也要⾼于对碳排放的控制。 

 表 13  |关于中国煤炭消费总量达峰年份的调查结果 

 你认为中国的煤炭消费已经达峰了吗？ 

 A. 是  4 

 B. 不确定  3 

 C. 不  19 

 达峰年  2024  2025  2027  2028  2030  2035  2040  总数* 

 数量  1  3  2  3  3  3  1  16 

 * 三位回答者没有给出具体年份 



 5.3  电⼒部⻔ 
 电⼒部⻔在中国的碳减排任务中扮演者关键⻆⾊。与⼯业和交通部⻔相⽐，关于电⼒部⻔碳达峰路径的 
 出版物⾮常多。电⼒部⻔碳达峰的预计年份在2020年⾄2031年之间（⻅表14）。 

 表 14  |不同预测下，中国电⼒部⻔⼆氧化碳排放的达峰年份 

 预测⽅  达峰年 

 中电联——“新能源加速发展”情景  112  2030 

 中电联——“核电+新能源加速发展”情景  2028 

 中电联——“新能源跨越式发展”情景  2025 

 清华⽓候院1.5°C和2°C情景  2023 

 华电与北⼤  2025 

 北京理⼯⼤学能源与环境政策研究中⼼（以下简称“北理⼯能环中⼼”）  113  2029 

 ⼤⽓环境研究所和电规总院——不包含热电联产  2031 

 ⼤⽓环境研究所和电规总院——包含热电联产  2028 

 ⼈⼤环境院  2020 

 尽管⼈们普遍认为，电⼒部⻔是Y⼤的⼆氧化碳排放者、并在其他部⻔的脱碳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 
 但仍有五位专家预测，中国的电⼒部⻔将在2030年后达到碳排放峰值，并有三⼈预测其碳达峰年份将 
 在2030年——即中国政府设定的碳达峰截⽌年。在采访中专家们强调，对中国⽽⾔，能源安全和经济 
 发展更为重要，特别是在需要应对如极端天⽓和疫情防控等类似情况下；⽽国际政治事件也将影响能源 
 安全。所以，专家们认为，“能源的饭碗必须端在⾃⼰⼿⾥”这⼀点⽐减碳更为重要。 

 113  Wei et al.（2022），  《中国碳达峰碳中和时间表与路线图》， 
 https://mp.weixin.qq.com/s/1hAzyxapTPmH9-x6bgsd-Q 

 112  中电联（2021），《电⼒⾏业碳达报告》， 
 http://www.tanpaifang.com/tanguwen/2022/0118/81901.html 

https://ceep.bit.edu.cn/
https://mp.weixin.qq.com/s/1hAzyxapTPmH9-x6bgsd-Q
http://www.tanpaifang.com/tanguwen/2022/0118/81901.html


 表 15  | 关于中国电⼒部⻔⼆氧化碳排放达峰年份的调查结果 

 你预计中国电⼒部⻔的⼆氧化碳排放会在何年达峰？ 

 A. 已经达峰  0 

 B. 2025年前  11 

 C. 2030年后  5 

 D. 2026⾄2030年  10 

 达峰年  2026  2027  2028  2029  2030  总数 

 数量  1  3  2  1  3  10 

 5.4  ⼯业部⻔ 
 钢铁⾏业是中国第⼆⼤碳排放源。如表16所示，在我们采访的专家中，超过⼀半的⼈对中国钢铁⾏业实 
 现该⽬标没有信⼼。在认为钢铁⾏业能在2025年前实现碳达峰的九⼈中，有两位专家认为该⾏业的碳 
 排放已经达峰。 

 表 16  |关于中国钢铁⾏业⼆氧化碳排放达峰年份的调查结果 

 你预计中国钢铁⾏业的⼆氧化碳排放会在何年达峰？ 

 A. 已经达峰  2 

 B. 2025年前  7 

 C. 2030年后  6 

 D. 2026⾄2030年  11 

 达峰年  2026  2027  2028  2029  2030  总数 

 数量  2  1  3  1  3  10 

 ⽔泥⾏业被列为中国第三⼤碳排放源。两位专家认为中国⽔泥⾏业的碳排放已经达峰，九位专家预测其 
 排放将在2025年前达峰，但我们的调查问卷没有要求专家预测其在2025年前的具体达峰年份。值得注 
 意的是，虽然随着中国房地产⾏业发展的放缓，中国对⽔泥的需求量也已经过了快速增⻓期；但是仍有 
 15位专家预测，⽔泥⾏业不会在2026年之前实现碳达峰，其中更有12位专家认为其达峰不会在2030年 
 之前完成。 



 表 17  |关于中国⽔泥⾏业⼆氧化碳排放达峰年份的调查结果 

 你预计中国⽔泥⾏业的⼆氧化碳排放会在何年达峰？ 

 A. 已经达峰  2 

 B. 2025年前  9 

 C. 2030年后  10 

 D. 2026⾄2030年  5 

 达峰年  2026  2027  2028  2029  2030  总数 

 数量  0  1  1  1  2  5 



 5.5  交通运输部⻔ 
 ⾃1980年代以来，中国的交通运输部⻔经历了乘⽤⻋和货运⻋数量的急剧增⻓，也出现了能源消耗和 
 ⼆氧化碳排放的激增。该部⻔Y⼤的⼆氧化碳排放源是公路运输，其⽬前主要依赖化⽯燃料作为能源。 
 要减少交通运输部⻔的⼆氧化碳排放，需要采取混合措施。 

 表18中列出了不同出版物中对中国交通运输部⻔碳排放峰值的预测。⼈⼤环境院建议，在1.5℃路径 
 下，该部⻔应于2025年实现碳达峰。Y迟的达峰年份是2035年，由北理⼯能环中⼼魏⼀鸣教授团队预 
 测。 

 表 18  |不同预测下，中国交通运输部⻔⼆氧化碳排放的达峰年份 

 预测⽅  达峰年 

 清华⽓候院1.5°C和2°C情景  2030 

 北理⼯能环中⼼  2035 

 ⼈⼤环境院  2025 

 ⼤⽓环境研究所和电规总院——⾼增⻓常规减排法  2029 

 ⼤⽓环境研究所和电规总院 ——⾼增⻓强化减排法  2027 

 然⽽，我们调查中的七位专家并不像上述机构的预测那样乐观。他们预计，中国交通运输部⻔将在 
 2035年之后实现碳达峰，甚⾄有两⼈甚⾄将达峰年预测在2045年之后——接近于世界实现净零排放的 
 ⽬标年。只有六个⼈认为中国的交通运输部⻔将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半的专家认为碳达峰将在 
 2030年与2035年之间实现。 

 表 19  |关于中国交通运输部⻔⼆氧化碳排放达峰年份的调查结果 

 你预计中国交通运输部⻔的⼆氧化碳排放会在何年达峰？ 

 A. 2030年前  6 

 B. 2030⾄2035年  13 

 C. 2035⾄2040年  5 

 D. 2045年及以后  2 



 6  结论 

 对中国⽽⾔，碳达峰和碳中和是⼀项优先级的政治任务。习近平主席已经将他的个⼈信誉押在了这两项 
 ⽬标的第⼀项、即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上。因此，这⼀⽬标很有可能实现。 

 另⼀⽅⾯，如果将中国⽬前的排放⽬标与符合《巴黎协定》⽬标的全球路径进⾏⽐较的话可以看出：中 
 国不仅要在2030年前达到⾃⼰的⽬标、更关键的是要⼤⼤地超额完成这些⽬标；2030年之后，它则将 
 需要以极快的速度进⾏减排。⼀些关于中国排放路径的学术研究分析了中国能如何实现上述⽬标，但这 
 些研究路径还没有在中国的官⽅计划或⽬标中得以反映。 

 中国主席习近平在2020年9⽉宣布了碳中和⽬标，这⼀举动驱使中国在转型的某些⽅⾯发展⻜速。这为 
 中国更早地实现2030年的⽬标并降低排放创造了条件。中国在清洁能源上的投资正在接近1.5℃情景下 
 的预测规模，这是⼀个了不起的成就。电⽓化的速度也接近或符合深度脱碳的设想。然⽽，直到2021 
 年中期，中国在能源需求总量上的增⻓远远超过了这些情景中预测的增⻓率，且其未来的能源需求增⻓ 
 ⾮常不确定。除⾮通过更有⼒的节能措施和经济结构转型来减慢能源需求的增⻓速度，否则中国要实现 
 去碳化的⽬标将很难。 

 为了衡量中国的进展，我们对照与《巴黎协定》⽬标⼀致的转型路径、对中国关键排放部⻔的排放和能 
 源趋势进⾏了基准评估。我们的评估发现，以下多个指标都处于正轨： 

 ●  清洁能源投资 

 ●  电⽓化 

 ●  建筑部⻔的排放 

 ●  电动汽⻋销售 

 我们也发现，以下⼏个指标直到2021年仍然偏离轨道： 

 ●  能源消耗总量 

 ●  ⼯业部⻔的能源消耗量 

 ●  交通运输部⻔的能源消耗量 

 ●  建筑部⻔的能耗量 

 尽管中国在清洁能源的扩张和电⽓化⽅⾯取得了⻓⾜的进步，但是其能源消费总量的快速增⻓也意味着 
 其排放量的不断增加。中国能源需求的快速增⻓受其经济增⻓模式驱动，⽽其增⻓模式有利于能源密集 
 度Y⾼的⾏业，特别是钢铁、有⾊⾦属、化⼯和煤化⼯。中国建筑部⻔的能源消耗也⽐转型路径预测的 
 增⻓速度要快，且其⼤多数增⻓是在电⼒消费⽅⾯，这导致电⼒部⻔的煤炭使⽤量增加（因为中国清洁 
 能源的增加速度不⾜以满⾜全部的额外电⼒增加需求）。 

 要解决上述问题需要采取⼀系列叠加措施，即在提⾼能源效率的基础上将经济结构从能源密集度Y⾼的 
 ⾏业中转移出来，或者进⾏⽐转型⽅案预测的、规模更⼤的清洁能源投资。要实现以上这些措施，⼀个 
 重要的步骤是优先考虑电⽓化，特别是在如⼤型热泵和电动汽⻋等可以⽤电⼒⾼度替代化⽯燃料的应⽤ 
 中。 



 ⾃2021年夏季以来，中国的排放量和化⽯燃料消费量⼀直在下降。这使中国的总体排放趋势在短期内 
 与转型路径⼀致。然⽽，即使在2022年，以下两个指标仍然偏离轨道： 

 ●  对以煤为基础的发电产能的投资 

 ●  对以煤为基础的⼯业产能的投资，特别是钢铁产能 

 在⾮⼆温室⽓体⽅⾯，虽然中国正在实⾏⼀些政策措施，但它没有发布正式的量化⽬标、也没有定期报 
 告其排放量。因此，我们⽆法对其趋势或进展进⾏评估。⽬前，中国没有具体说明其2060年的碳中和 
 ⽬标是包括所有的温室⽓体还是只包括⼆氧化碳，官⽅的说法也并不统⼀。 

 在对温室⽓体排放的官⽅监测和披露⽅⾯，中国政府的⼯作存在⽋缺，其Y新的、完整的官⽅温室⽓体 
 排放清单要追溯到2014年。如果中国希望实现”双碳”⽬标并展示其进展，那它将需要对能源使⽤和排放 
 的报告现状进⾏改进，Y好能按⽉和按年进⾏披露。在能源部⻔，中国在发电、消费和发电能⼒⽅⾯已 
 经能够及时并详细地公布数据。然⽽，在其他关键部⻔，如⼯业、交通运输和建筑，数据的延迟时间要 
 ⻓得多（详细的数据按年度公布，⼀般时效性有⼀⾄两年的滞后）。在对排放——特别是对⾮⼆温室⽓ 
 体和能源部⻔以外的排放——的监测上，中国还需要进⾏改进。 

 中国2022年的GDP增⻓率预计为2.2-4.1%：⼀个中国决策层⼏乎肯定会认为太低的增⻓率  114  。放眼  未 
 来，中国的⼆氧化碳排放和能源需求的增⻓速度将主要取决于该国的经济增⻓模式，即政府将采取哪些 
 措施以试图加速该国的经济增⻓。 

 我们对26位中国能源⾏业分析师和官员的调查显示，专家们对中国在2025年前实现碳达峰或其碳排放 
 已经达峰的前景持怀疑态度。很多受访专家认为，中国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应该不是⼀个挑战，但 
 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可能需要做⼤量的⼯作，且这个⼯作量取决于其碳峰值的⾼低。 

 许多专家在访谈中都反映出这样的想法：全球新冠疫情发⽣之后，中国的⾸要任务是稳定经济发展、创 
 造和保证就业机会，其次要任务是确保能源安全。因此，中国各⾏业的⽬标不是尽早达峰、或以尽量低 
 的峰值达峰；相反，它们打算利⽤未达峰前的时间机会进⾏发展和扩张，包括以增加排放的⽅式进⾏发 
 展。 

 2021年中期，中国的能源消耗量和⼆氧化碳排放量经历了⼀个急转直下的过程，⽽中国的分析师和官 
 员似乎预测，中国经济的增⻓会回归到这⼀时期之前的模式。这些预期可能在很⼤程度上解释了⼀个不 
 匹配现象，即在⽬前煤炭消费和排放均下降的趋势下，政策和投资决定却导致更多以煤炭为基础的产能 
 正在就位。 

 中国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期⽬标与《巴黎协定》的低端⽬标（即将全球⽓温上升幅度控制在 
 2℃）⼀致，但与其⾼端⽬标（1.5℃）不⼀致。另⼀⽅⾯，中国的⽓候雄⼼⾄少与⼤多数发达经济体的 
 ⼒度相当（后者为到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这也是中国政策制定者经常指出并据理⼒争的事实。这 
 ⼀点凸显了提⾼所有主要排放国⽓候雄⼼的重要性——这些排放国包括中国，但不仅仅只是中国。 

 114  Kihara&Cheung. (2022). Economists cut China's 2022 GDP outlook to 3.2%: Nikkei survey. Nikkei 
 Asia. 
 https://asia.nikkei.com/Economy/Economists-cut-China-s-2022-GDP-outlook-to-3.2-Nikkei-survey  .  新 
 闻报道 

https://asia.nikkei.com/Economy/Economists-cut-China-s-2022-GDP-outlook-to-3.2-Nikkei-survey


 附录：历史数据来源 

 本报告中使⽤的历史数据来⾃中国国家统计局的《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21》。其中，2020年的数据来 
 ⾃中国国家统计局与IEA的《世界能源平衡2022》（World Energy Balances 2022），后者包括了 
 中国的官⽅报告数据和中电联的年度和⽉度电⼒统计数据。 

 2022年的全年数据是根据年初⾄今的数据的同⽐变化预测的。2021年按燃料分类的⽕⼒发电量取⾃《 
 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s Energy），2022年的该数据取⾃英国 
 智库恩伯（Ember）出版的《全球电⼒评论》（Global Electricity Review）。 

 表 20  | 历史数据来源  115 

 部⻔  指标  产品  数据来源  2022年数据来源 

 所有  温室⽓体排放量  ⼆氧化碳  CAT 
 基于化⽯燃料消费量和⽔泥⽣产 
 量的预测 

 所有  能源消费量  煤炭  NBS 
 ⽉度表观消费量数据来⾃于万得 
 资讯（Wind Information） 

 所有  能源消费量  ⽯油  NBS 
 ⽯油的表观消费量根据中国国家 
 统计局的炼油⼚吞吐量数据和中 
 国海关的净出⼝数据得出 

 所有  能源消费量  天然⽓  NBS 
 ⽉度表观消费量数据来⾃于万得 
 资讯 

 所有  能源消费量  电  CEC  CEC 

 所有  能源消费量  ⼀次能源消费量  NBS 
 根据煤炭、⽯油和天然⽓消费量 
 以及⾮化⽯能源发电量计算得出 

 所有  能源消费量  ⾮化⽯能源  NBS  中电联报告的⾮化⽯发电量 

 电⼒  温室⽓体排放量  ⼆氧化碳  IEA  中电联的⽕⼒发电量的变化 

 电⼒  装机总量  ⻛能  CEC  CEC 

 电⼒  装机总量  太阳能  CEC  CEC 

 电⼒  装机总量  核能  CEC  CEC 

 电⼒  装机总量  煤炭  CEC  CEC 

 电⼒  装机总量  ⽕⼒发电  CEC  C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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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  装机总量  天然⽓  CEC  CEC 

 电⼒  装机总量  ⽔电  CEC  CEC 

 电⼒  发电量  ⻛电  CEC  CEC 

 电⼒  发电量  太阳能  CEC  CEC 

 电⼒  发电量  核能  CEC  CEC 

 电⼒  发电量  ⽣物质能  IEA  恩伯《全球电⼒评论》 

 电⼒  发电量  煤炭  BP  恩伯《全球电⼒评论》 

 电⼒  发电量  ⽕⼒发电  CEC  CEC 

 电⼒  发电量  天然⽓  BP  恩伯《全球电⼒评论》 

 电⼒  发电量  ⽔电  CEC  CEC 

 电⼒  发电量  ⾮化⽯  CEC  CEC 

 电⼒  发电量  所有  CEC  CEC 

 ⼯业  能源消费量  煤炭  IEA  – 

 ⼯业  能源消费量  ⽯油  IEA  – 

 ⼯业  能源消费量  天然⽓  IEA  – 

 ⼯业  能源消费量  电⼒  CEC  – 

 ⼯业  能源消费量  能源消费总量  IEA  – 

 钢铁  能源消费量  煤炭  IEA 
 动⼒煤消耗量和冶⾦⾏业的炼焦 
 煤消耗量数据来⾃万得资讯 

 钢铁  能源消费量  天然⽓  IEA  – 

 钢铁  能源消费量  电⼒  CEC  CEC 

 ⽔泥  ⽣产量  ⽔泥  NBS  NBS 

 交通运输  能源消费量  ⽯油  IEA  ⽯油产品的表观消费量 

 交通运输  能源消费量  电⼒  CEC  CEC 

 建筑  能源消费量  煤炭  IEA  – 



 建筑  能源消费量  天然⽓  IEA  – 

 建筑  能源消费量  电⼒  CEC  CEC 

 缩略语列表 

 AR6：第六次评估报告 

 BECCS：⽣物能源与碳捕获和储存 

 CAEP-IAE：中国⽣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环境研究所 

 CA：⽓候分析组织 

 CAT：⽓候⾏动追踪组织 

 CCS：碳捕集与封存 

 CCUS：碳捕获、利⽤和储存 

 CEC：中国电⼒企业联合会 

 CEEP-BIT：北京理⼯⼤学能源与环境政策研究中⼼ 

 CHP：热电联产 

 CO2：⼆氧化碳 

 CREA：能源与清洁空⽓研究中⼼ 

 EAF：电弧炉 

 EIB：欧洲投资银⾏ 

 EPPEI：中国电⼒规划设计总院 

 ETHZ：苏黎世联邦理⼯学院 

 EU：欧盟 

 EV：电动汽⻋ 



 FIT：上⽹电价 

 FYP：中国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 

 GDP：国内⽣产总值 

 GHG：温室⽓体 

 Gtce: 10亿吨标准煤 

 HVAC：建筑物的供暖、通⻛和空调 

 HFCs：氢氟碳化物 

 IAMs：综合评估模型 

 ICCSD：清华⼤学⽓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 

 IEA：国际能源署 

 IMF：国际货币基⾦组织 

 IPCC：政府间⽓候变化专⻔委员会 

 IIASA：国际应⽤系统分析研究所 

 MEE：中国⽣态环境部 

 MIIT：⼯业和信息化部 

 MRV：监测、报告和核查 

 mtce：百万吨标准煤 

 NBS：中国国家统计局 

 NCEPU：华北电⼒⼤学 

 NCGHGs：⾮⼆氧化碳温室⽓体 

 NDC：国家⾃主贡献 

 NDRC：中国国家发展和改⾰委员会 

 NGFS：央⾏与监管机构绿⾊⾦融⽹络 

 NEA：中国国家能源局 



 NEV：新能源汽⻋ 

 NIESR：英国国家经济和社会研究所 

 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PFCs：全氟化合物 

 PIK：波茨坦⽓候影响研究所 

 PKU：北京⼤学 

 SDS：可持续发展 

 SENR-RMU：中国⼈⺠⼤学环境学院 

 tce：吨标准煤 

 TCEP：《追踪清洁能源进展》 

 UMD：⻢⾥兰⼤学 

 UN：联合国 

 UNFCCC：《联合国⽓候变化框架公约》 

 WEO：《世界能源展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