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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双碳”目标是中国庄严的对外承诺



“双碳”目标是中国庄严的对外承诺

    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界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
上发表重要讲话时表示：“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
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
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之后，习近平主席又在“气候雄心峰会”、“世界经济论坛
‘达沃斯议程’对话会”、“领导人气候峰会”、“亚太经合组
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等会议宣布中国的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发达国家从碳达峰到碳中和大都40年以上甚至70年，作为发
展中国家，中国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正在建设，能源消费还将刚
性增长，用10年实现碳达峰，再经过30年时间实现碳中和，任务
艰巨；同时；也彰显了中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走绿色低碳发展
道路的坚定决心，体现了中国主动应对气候变化的大国担当。
    习近平主席强调“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我国向世界作出的
庄严承诺，也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变革，绝不是轻轻松
松就能实现的。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拿出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劲
头，明确时间表、路线图、施工图，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建立在资

源高效利用和绿色低碳发展的基础之上。”
        要统筹有序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尽快出台2030年前碳
达峰行动方案，坚持全国一盘棋，纠正运动式“减碳”，坚持
“先立后破”。既要确保“双碳”目标的实现，又必须要保障国
家能源安全供应。也就是一手抓能源安全，一手抓能源结构调整，
做到两手抓两手硬。

2020年9月22日

习近平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

首次宣布“双碳”目标



二、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碳达峰碳中和政策



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碳达峰碳中和政策

    中共中央 国务院的文件明确指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的

重大战略决策，是着力解决资源环境约束突出问题、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必然选择，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庄严承诺。

    将碳达峰、碳中和纳入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要求以能源绿色低碳发展为关键，加快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产业结

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空间格局，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道路，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碳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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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

（2021.9.22）”

“2030 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
（2021.10.24）

“关于推动城乡建设绿色发展的意见””
（2021.11.9）

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和碳达峰行动方案

发布，宣告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正式建

立。



三、国家部委关于碳达峰碳中和政策



国家部委关于碳达峰碳中和政策

政
策
文
件

        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

先后发布“关于加快推动新型储

能发展的指导意见”“高耗能行

业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改造升级实

施指南（2022 年版）”“完善

能源消费强度和总量双控制度方

案”“关于开展全国煤电机组改

造升级的通知”“关于做好“十

四五”园区循环化改造工作有关

事项的通知”等文件。就碳达峰

涉及的重大问题进行了部署，如

风电和光伏发电健康发展、循环

经济规划、新型储能发展、能源

消费强度和总量双控、高耗能行

业节能降碳等。

        先 后 发 布

“减污降碳协同

增效实施方案” 

“碳排放权交易

管理办法”“企

业温室气体排放

报告核查指南”

等文件，主要从

碳排放管理办法、

排放核查等角度

进行发布。

    先 后 发 布
“工业领域碳达
峰实施方案”、
“关于促进钢铁
工业高质量发展
的 指 导 意
见”“关于‘十
四五’推动石化
化工行业高质量
发 展 的 指 导 意
见”“关于化纤
工业高质量发展
的 指 导 意
见”“关于推动
轻工业高质量发
展的指导意见”
等，主要对工业
领域重点行业的
碳达峰提出了意
见。

先后发布“科

技支撑碳达峰

碳中和实施方

案 （ 2 0 2 2 -

2030））”、

“国家高新区

绿色发展专项

行 动 实 施 方

案”。

    联合发布

“城乡建设领

域碳达峰实施

方案”，住建

部发布“绿色

建 造 技 术 导

则”。



国家部委关于碳达峰碳中和政策

01

交通运输部

      发布“绿色交

通标准评价体系”。

02

国务院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委员会

      发布了“关于推
进中央企业高质量发
展做好碳达峰碳中和
工作的指导意见”。

03

财政部

      发布了“财政

支持做好碳达峰碳

中和工作的意见”。

04

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

发布了“深入

开展公共机构绿色

低碳引领行动促进

碳达峰实施方案”。

05

教育部

      发布了“高等

学校碳中和科技创

新行动计划”。

06

银监会、人民银行

银 监 会 发 布 了
“银监会关于印发绿
色信贷指引的通知”，
人民银行推出碳减排
支持工具等。



四、省市自治区政府关于碳达峰实施方案



省市自治区政府关于碳达峰实施方案

北京市：“十四五”发展目标与任务：碳排放稳中有降，碳中和迈出坚
实步伐，为应对气候变化做出北京示范。2025年可再生能源消费比重达
到14.4%以上，2030年达到25%左右，确保如期实现2030年前碳达峰目标。

         

上海市：“十四五”发展目标与任务：
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加大环境
治理力度，加快实施生态惠民工程，
使绿色成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最鲜明的
底色。2025年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
总量比重力争达到20%，2030年达到
25%，确保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     

广东省：到2025年绿色低碳循环发
展的经济体系基本形成，非化石装
机比重达到48%左右，为全省实现碳
达峰、碳中和奠定坚实基础。到
2030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35%
左右，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达峰
后碳排放稳中有降。

内蒙古：到2025年，森林覆盖率
达到23.5%，森林蓄积量达到15.5
亿立方米，为实现碳达峰、碳中
和奠定基础 ，到2030年二氧化碳
排放量达到峰值。

河北省：到2025年，非化石能源
消费比重达到13%以上，森林覆
盖率达36.5%，森林蓄积量达到
1.95亿立方米，为实现碳达峰奠
定坚实基础。到2030年非化石能
源消费比重达到19%以上，森林
覆盖率达38%左右，森林蓄积量
达到2.20亿立方米，确保2030年
前实现碳达峰。

北京市
上海市 广东省

内蒙古河北省

各省、市、自治区高度重视“双碳”工作并制定碳达峰、碳中和行动方案         



五、部分重点企业关于碳达峰碳中和行动



能源电力企业

项目B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

    公司在“十四五”期间，规划建

成 7 回特高压直流，新增输电能力 

5600 万千瓦。到 2025 年，经营区跨

省跨区输电能力达到3.0 亿千瓦，输

送清洁能源占比达到 50%。经营区风

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将达到 10 

亿千瓦以上，水电装机达到 2.8 亿千

瓦，核电装机达到 8000 万千瓦。

南方电网公司

    公司将进一步提升清洁能源资源

优化配置能力。提出要推动西电东送

可持续发展，积极引入区外清洁电力。

2030 年前争取新增受入 2000 万千瓦

区外电力，新增区外送电100%为清洁

能源。南方电网跨省区送电规模由 

2020 年的 5800 万千瓦提升至 2030 

年的 7800 万千瓦左右。

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将以“三型”（基地型、清

洁型、互补型）“三化”（集约化、

数字化、标准化）能源基地开发为主

要路径，全力打造新能源、核电、水

电三大支撑，积极实施减煤减碳。到 

2025 年，新增新能源装机8000 万千

瓦以上，确保清洁能源装机占比 50%

以上，到 2035 年，发电装机突破 5 

亿千瓦，清洁能源装机占比 75%以上。

中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将大力推进低碳零碳负碳技术

创新、大力发展非化石能源、大力推进

火电降耗减碳、大力发展储能和氢能、

大力发展碳交易和碳金融、大力发展分

布式能源、大力拓展综合智慧能源服务、

大力发展低碳零碳供热、大力开展非电

业务和办公节能减排、大力推动战略合

作实现“双碳”目标。

项目B

项目B 项目B



能源电力企业



能源电力企业

       公司制定了到2025年碳排放达峰

行动方案，拟从两方面出手，一是要

加大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力度，二是通

过植树造林实现碳汇，最终让企业的

碳排放和碳吸收实现动态平衡。

    公司发布践行碳达峰、碳中和

“30·60”战略目标行动方案白皮

书，白皮书提出，将立足企业发展，

通过具体行动和举措践行服务

“30·60”战略目标。

       公司提出力争到 2028 年实现碳

达峰，到 2030 年，“成为世界一流

的碳达峰碳中和解决方案服务商”；

力争到 2040 年左右实现运营碳中和，

在重点细分领域掌握 1至2 项世界领

跑、世界并跑的低碳零碳负碳技术；

力争到 2050 年实现供应链碳中和，

到 2060 年消除历史化石燃料碳排放。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节能环保集团
有限公司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



石油化工企业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力争在 2025 年左右实现碳达峰，2035 年外供绿色零碳能源

超过自身消耗的化石能源，2050 年左右实现“近零”排放。“十四五”

期间，将规模化发展地热、分布式风电和光伏发电、集中式风光气电

融合等业务；加强氢能、新材料、新能源服务支持战略布局；超前储

备一批清洁低碳关键核心技术，努力推动中国石油向“油气热电氢”

综合性能源公司转型。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将确保在国家碳达峰目标前实现二氧化碳达峰，并力争比国家目

标提前 10 年实现碳中和。“十四五”期间将规划建设 1000 座加氢站或

油氢合建站，打造“中国第一大氢能公司”；将优化提升油品销售网络，

加快打造“油气氢电非”综合能源服务商；大力发展可降解材料、高端聚

烯烃、高端合成橡胶，在新材料发展方面实现大突破。同时，将积极加快

推进低碳化进程

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将准确把握“碳达峰、碳中和”行动的战略路径，推动产业

转型升级，助力低碳产业发展，加快发展天然气产业，持续加大天然

气资源获取力度，加快推动 LNG 全产业链建设，积极推动接收站基础

设施布局和管网互联互通工程；要谋划好新能源、新产业的发展，扩

大能源领域对外开放，稳步推动海上风电发展，促进低碳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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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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鞍钢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将在2025 年前实现碳排放总量达峰；

2030 年实现前沿低碳冶金技术产业化突破，深

度降碳工艺大规模推广应用，力争 2035 年碳排

放总量较峰值降低 30%；持续发展低碳冶金技术，

成为我国钢铁行业首批实现碳中和的大型钢铁企

业。

包头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公布了“碳达峰、碳中和”时间表和

路线图，力争 2023 年实现碳达峰，2030 年

具备减碳30%的工艺技术能力；力争 2042 年

碳排放量较峰值降低 50%，2050年实现碳中

和。

中国铝业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力争 2025 年前实现碳达峰、

2035 年降碳 40%，持续发展低碳冶金技术，

优化能源结构，率先在行业内实现碳中和。

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以 2020 年为基准，2035 年降低碳

排放 30%至每吨钢 1.3 吨，力争 2050 年实

现碳中和。



汽车工业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将于 2050 年前（挑战 2045 年）实现产品全生命周期的

碳中和。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预计到 2023 年，将实现首个“零碳工厂”，2025 年推出 

50 余款新能源车型，持续推广可再生清洁能源的落地应用，增设

光伏电站等。



互联网企业

01 02 03
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

为了实现国家“双碳目

标”，我们责无旁贷，提出

“可持续社会价值创新”战略，

宣布首期投入 500 亿元设立

“可持续社会价值事业部”来

推动战略落地。针对碳中和方

向专门设立了“碳中和实验

室”。

   阿里巴巴集团

集团提出面向未来的三大目

标：不晚于2030年实现自身运营

碳中和；不晚于2030年实现上下

游价值链碳排放强度减半，率先

实现云计算的碳中和，成为绿色

云；用 15 年时间，以平台之力

带动生态减碳 15 亿吨。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公司发布《绿色 5G 白皮

书》，白皮书公布了绿色 5G 

网络的能效评估体系—E2

（Energy Efficiency），并

定义了绿色 5G 网络的技术

趋势—四化八大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