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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1

低碳经济的基本内涵与发展趋势低碳经济的基本内涵与发展趋势低碳经济的基本内涵与发展趋势低碳经济的基本内涵与发展趋势

Concept & trend of low-carbon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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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概念概念概念 Concept

A Low-Carbon Economy (LCE) or Low-Fossil-Fuel Economy (LFFE) 

is a concept that refers to an economy which has a minimal output of 

greenhouse gas (GHG) emissions into the biosphere, but specifically 

refers to the greenhouse gas carbon dioxide.refers to the greenhouse gas carbon dioxide.

低碳经济的特征低碳经济的特征低碳经济的特征低碳经济的特征

低碳经济是一种新的经济形态。通过技术跨越式发展和制度约束得以实

现，表现为低碳能源供给（单位能源的碳基率下降单位能源的碳基率下降单位能源的碳基率下降单位能源的碳基率下降）、低碳生产（单单单单

位位位位GDP、、、、单位能源的碳排放降低单位能源的碳排放降低单位能源的碳排放降低单位能源的碳排放降低）以及低碳消费（人均碳排放下降人均碳排放下降人均碳排放下降人均碳排放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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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向低碳经济转型开始明朗全球经济向低碳经济转型开始明朗全球经济向低碳经济转型开始明朗全球经济向低碳经济转型开始明朗

Global economy turns to low carbon economy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正逐步由科学共识转化为政治意愿和全球行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正逐步由科学共识转化为政治意愿和全球行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正逐步由科学共识转化为政治意愿和全球行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正逐步由科学共识转化为政治意愿和全球行动，，，，

成为推动低碳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成为推动低碳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成为推动低碳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成为推动低碳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

Decreasing GHS becomes political intention and global action,  not only 

scientific common consensus 

工业革命后的全球气温变化工业革命后的全球气温变化工业革命后的全球气温变化工业革命后的全球气温变化

Global climate change after Industrial R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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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向低碳经济转型开始明朗全球经济向低碳经济转型开始明朗全球经济向低碳经济转型开始明朗全球经济向低碳经济转型开始明朗

Global economy turns to low carbon economy

全球金融危机加速全球经济向低碳经济转型全球金融危机加速全球经济向低碳经济转型全球金融危机加速全球经济向低碳经济转型全球金融危机加速全球经济向低碳经济转型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increases the transformation.

– 破坏性创造破坏性创造破坏性创造破坏性创造，，，，高碳部门萎缩高碳部门萎缩高碳部门萎缩高碳部门萎缩，，，，低碳部门扩张低碳部门扩张低碳部门扩张低碳部门扩张– 破坏性创造破坏性创造破坏性创造破坏性创造，，，，高碳部门萎缩高碳部门萎缩高碳部门萎缩高碳部门萎缩，，，，低碳部门扩张低碳部门扩张低碳部门扩张低碳部门扩张

–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is a kind of creative destruction. 
Organizations of high-carbon shrink while organizations of low-
carbon spr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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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经济正成为一种全球趋势低碳经济正成为一种全球趋势低碳经济正成为一种全球趋势低碳经济正成为一种全球趋势 Global Trends

� 已经启动政策已经启动政策已经启动政策已经启动政策、、、、计划和行动计划和行动计划和行动计划和行动

� United States, Japan, the European Union, Norway, Brazil, India and 
other countries, and the World Bank and oth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have launched to reduce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as the organizations, have launched to reduce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as the 
main objective of low-carbon economy policy, plan or action; 

� 投资和市场规模巨大投资和市场规模巨大投资和市场规模巨大投资和市场规模巨大

�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invest huge amounts of mone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low-carbon technologies and low-carbon products, 
focus on the occupation of the future market. 

� 经济转型正在起步经济转型正在起步经济转型正在起步经济转型正在起步

� These policies and measures to reduce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not 
only play, but also to promot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ccupation of future technology and market competition



中国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最大受害者之一中国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最大受害者之一中国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最大受害者之一中国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最大受害者之一

资料来源：2007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 (草原与自然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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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i-global warming - China actions

� 2007200720072007年年年年9999月月月月8888日日日日，国家主席胡锦涛胡锦涛胡锦涛胡锦涛于在亚太经合组织

（APEC）第15次领导人会议上，本着对人类、对未来

的高度负责态度，郑重提出了四项建议，即:“发展发展发展发展

低碳经济低碳经济低碳经济低碳经济”、研发和推广“低碳能源技术”、“增加

碳汇”、“促进碳吸收技术发展”。

� 2009200920092009年年年年8888月月月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温家宝温家宝温家宝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

会议要求，把应对气候变化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把应对气候变化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把应对气候变化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把应对气候变化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规划规划规划规划，，，，把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和适应气候变化目标作为把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和适应气候变化目标作为把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和适应气候变化目标作为把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和适应气候变化目标作为

各级政府制定中长期发展战略和规划的重要依据各级政府制定中长期发展战略和规划的重要依据各级政府制定中长期发展战略和规划的重要依据各级政府制定中长期发展战略和规划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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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i-global warming – China actions

� 节能减排——向低碳转型的重要抓手

– Energy-saving and emission reduction - an important starting 

point for transition to low carbon.point for transition to low carbon.

– “十一五”期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提出了到2010年单位GDP能耗比
2005年降低20%左右，主要污染物（SO2）的排放总量减少10%的约束性目
标。

� 循环经济

– Circular Economy

� 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

– Resource conserving and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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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2Part 2

广东发展低碳经济的现实需求广东发展低碳经济的现实需求广东发展低碳经济的现实需求广东发展低碳经济的现实需求

Low-carbon economy in Guangd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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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ground

� 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改革开放30303030年来年来年来年来，，，，广东省在全国广东省在全国广东省在全国广东省在全国1.87%1.87%1.87%1.87%的国土面积上的国土面积上的国土面积上的国土面积上

创造出创造出创造出创造出12.3%12.3%12.3%12.3%国内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2008200820082008年年年年，，，，人均人均人均人均GDPGDPGDPGDP超过超过超过超过

5000500050005000美元美元美元美元，，，，这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这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这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这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5000500050005000美元美元美元美元，，，，这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这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这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这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

标志着广东进入一个新的发展平台标志着广东进入一个新的发展平台标志着广东进入一个新的发展平台标志着广东进入一个新的发展平台。。。。

� Guangdong province created 12.3% GDP in the country 

with 1.87% of the Chinese land area during the past 30 

years, the per capita GDP was more than 5000 U.S. 

dollars in 2008, which is an important turning point to 

mark Guangdong into a new development platform.



� 广东为全国CO2浓度最高的地

区之一，并高于全球平均水

平（绿色和平网，2005）。

但是但是但是但是，，，，

However

平（绿色和平网，2005）。

� Guangdong has become one of 

the most high CO2 emission 

areas in the country, and higher 

global average level. (Green 

Peace Network,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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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广东向低碳经济转型现实需求广东向低碳经济转型现实需求广东向低碳经济转型现实需求广东向低碳经济转型现实需求

Challenges for Guangd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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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气候变化影响气候变化影响气候变化影响气候变化影响 Climate change impact

� 在全球气候变暖的大背景下，广东省气候在20

世纪90年代也出现明显的变暖趋势。各种极端

气候事件显著增多。气候事件显著增多。

� A variety of extreme climate events increase 
significantly.

� （9615号台风、1994年洪涝灾害、1996年和

1999年寒害都是历史罕见的灾害，严重的气象

灾害明显增多。海平面平均每年上升2mm，21

世纪仍然是上升时期（人民网，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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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历史发展阶段的制约历史发展阶段的制约历史发展阶段的制约历史发展阶段的制约

Constraint of development stage

� 广东压缩性的工业化进程带来了复合型环境问题，快

速扩张的经济带来巨大的排放总量，经济增长方式是

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

� Compressed process of Guangdong’ s industrialization
brought about complex environmental issues. With fast 
expansion of economy comes gigantic total emission, 
indicating an economic growth type at the sacrifice of 
environment，an energy-consumptive type of 
economic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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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国际分工地位的制约国际分工地位的制约国际分工地位的制约国际分工地位的制约

International trade division

� 广东是世界加工制造基地之一。在现有的国际

产业分工体系中，基本位于制造业的低端，资

源消耗型、劳动密集型、污染密集型产业构成源消耗型、劳动密集型、污染密集型产业构成

了广东制造业的大部分。

� “中国制造”和“广东制造”模式：

“消费供世界，污染留本地”；“贸易顺差”

与“环境逆差”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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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产业结构日益重型化的制约产业结构日益重型化的制约产业结构日益重型化的制约产业结构日益重型化的制约

Heavy Industrial structure

广东仍处于以消费结构升级拉动的重广东仍处于以消费结构升级拉动的重广东仍处于以消费结构升级拉动的重广东仍处于以消费结构升级拉动的重

化工业发展阶段化工业发展阶段化工业发展阶段化工业发展阶段，，，，一批炼油一批炼油一批炼油一批炼油、、、、乙烯和乙烯和乙烯和乙烯和

火电装机陆续投产火电装机陆续投产火电装机陆续投产火电装机陆续投产，，，，产业结构持续重产业结构持续重产业结构持续重产业结构持续重

型化型化型化型化。。。。

广东仍处于以消费结构升级拉动的重广东仍处于以消费结构升级拉动的重广东仍处于以消费结构升级拉动的重广东仍处于以消费结构升级拉动的重

化工业发展阶段化工业发展阶段化工业发展阶段化工业发展阶段，，，，一批炼油一批炼油一批炼油一批炼油、、、、乙烯和乙烯和乙烯和乙烯和

火电装机陆续投产火电装机陆续投产火电装机陆续投产火电装机陆续投产，，，，产业结构持续重产业结构持续重产业结构持续重产业结构持续重

型化型化型化型化。。。。型化型化型化型化。。。。型化型化型化型化。。。。

�（2000年以来，广东规模以上工业轻重工业增加值的比
例已由当年的47.6：52.4调整为2007年的39：61，提高了
8.6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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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能源禀赋制约能源禀赋制约能源禀赋制约能源禀赋制约

Restrict of Energy

� 广东能源资源匮乏广东能源资源匮乏广东能源资源匮乏广东能源资源匮乏（人均拥有常规能源储量不到全国

同类的1/20 ），生产能力有限生产能力有限生产能力有限生产能力有限，，，，重要资源主要依靠重要资源主要依靠重要资源主要依靠重要资源主要依靠

1111、、、、煤煤煤煤、、、、电电电电、、、、油紧张已经成为珠三角经济发展的长期约束油紧张已经成为珠三角经济发展的长期约束油紧张已经成为珠三角经济发展的长期约束油紧张已经成为珠三角经济发展的长期约束

同类的1/20 ），生产能力有限生产能力有限生产能力有限生产能力有限，，，，重要资源主要依靠重要资源主要依靠重要资源主要依靠重要资源主要依靠

进口满足需求目前进口满足需求目前进口满足需求目前进口满足需求目前。。。。

� 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难以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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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200720072007年广东一次能源消费量年广东一次能源消费量年广东一次能源消费量年广东一次能源消费量

电力电力电力电力

20%

天然气天然气天然气天然气

4%

原煤原煤原煤原煤

52%

原油原油原油原油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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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能源主要依靠外省输入广东能源主要依靠外省输入广东能源主要依靠外省输入广东能源主要依靠外省输入

The Energy of Guangdong relies mainly on input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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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能源需求呈走高趋势能源需求呈走高趋势能源需求呈走高趋势能源需求呈走高趋势

� “十一五”期间，广东省单位GDP能源消耗指标按国家

要求必须下降16％(从2005年的0.79吨标煤/万元下降

(五五五五)能源禀赋制约能源禀赋制约能源禀赋制约能源禀赋制约

Restrict of Energy

要求必须下降16％(从2005年的0.79吨标煤/万元下降

到2010年的0.66吨标煤/万元)。

� 然而，结构性调整并非一蹴而就，而且广东经济仍处

于工业化、城市化的加速发展阶段，能源需求仍在快

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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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能源消耗情况广东能源消耗情况广东能源消耗情况广东能源消耗情况(Energy Consumption in Guangdong)

广东终端能源消费量(万吨标准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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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能源效率亟待提高能源效率亟待提高能源效率亟待提高能源效率亟待提高

广东的单位GDP综合能耗虽基本处于全国最低水平（从2005年的

0.79吨标准煤下降到2008年的0.715吨标准煤，下降了9.5％，相

(五五五五)能源禀赋制约能源禀赋制约能源禀赋制约能源禀赋制约

Restrict of Energy

0.79吨标准煤下降到2008年的0.715吨标准煤，下降了9.5％，相

当于全国单位能耗平均水平（1.102吨标准煤/万元）的65％左

右），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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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人均能源消费持续增长人均能源消费持续增长人均能源消费持续增长人均能源消费持续增长

平均每人年生活用能源(千克标准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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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六））））市场机制缺失的制约市场机制缺失的制约市场机制缺失的制约市场机制缺失的制约

Lack of market mechanisms

价格机制和市场机制缺失。目前资源性产品的

定价体制和环境使用成本的市场化改革还远未

到位,能源低价现象严重。到位,能源低价现象严重。



CEEPR

二二二二、、、、广东向低碳经济转型的优势和潜力分析广东向低碳经济转型的优势和潜力分析广东向低碳经济转型的优势和潜力分析广东向低碳经济转型的优势和潜力分析

The advantages and potential to low carbon 
economy in Guangd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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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向低碳转型的宏观推动力向低碳转型的宏观推动力向低碳转型的宏观推动力向低碳转型的宏观推动力

Macro drivers

� 随着广东地区改革发展的深入推进，迫切需要从多方

面寻求第二次腾飞的具体载体和突破口。

� 实体经济衰退，导致能源、资源、环境压力减退，为� 实体经济衰退，导致能源、资源、环境压力减退，为

广东提供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淘汰

落后生产力，实现节能减排的机遇；

� 金融危机重创了一些生产低附加值产品的外向型企业，

为企业的转型、升级、创新带来机遇和动力；

� 发展低碳经济正是策应《珠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

纲要》，实现珠三角社会经济发展转型的重要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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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节能和低碳排放空间潜力巨大节能和低碳排放空间潜力巨大节能和低碳排放空间潜力巨大节能和低碳排放空间潜力巨大

Huge potential for energy-saving

� 节能减排的余地较大

� 电力、钢铁、有色、石化、建材、化工、轻工、纺织

八个行业主要产品单位能耗平均比国际先进水平高40八个行业主要产品单位能耗平均比国际先进水平高40

％，机动车油耗水平比欧洲高25％，比日本高20％ ，

单位建筑面积采暖能耗相当于气侯条件相近发达国家

的2～3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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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广东省政府“十一五”期间单位GDP能耗降低16％

目标预计，到2010年通过节能，估计可以节省能源消

（（（（二二二二））））节能和低碳排放空间潜力巨大节能和低碳排放空间潜力巨大节能和低碳排放空间潜力巨大节能和低碳排放空间潜力巨大

Huge potential for energy-saving

目标预计，到2010年通过节能，估计可以节省能源消

费近1亿吨标煤，可以获得CO2减排量超过2亿吨。

� 珠三角至2020年的未来10年中，单位GDP能耗还需要再

降低15%，相当于平均每年降低1.8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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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节能减排成本低节能减排成本低节能减排成本低节能减排成本低

Low-cost energy-saving emission reduction

� 相对发达国家，中国减排成本相对较低。从国际上看，

框架公约规定每吨成本超过30美元，中国的成本大体框架公约规定每吨成本超过30美元，中国的成本大体

在15美元。

� 广东能源需求增长迅速、符合减排条件的项目多、规

模经济效应明显的特点，有利于开展国际碳排放交易，

从而吸引国际资金进入减排项目。例如，江门台山上

川岛风电场一、二期两个项目已被列入清洁发展机制

项目（CDM），获准进入全球减排市场开展“碳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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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 技术合作潜力大技术合作潜力大技术合作潜力大技术合作潜力大

Great potential for technical cooperation

中国与发达国家低碳技术方面还存在较大落差。

在全球高度关注气候变化、发达国家承诺要向

发展中国家大规模转让温室气体减排技术的背发展中国家大规模转让温室气体减排技术的背

景下，广东作为能源消费和温室气体排放大省，

可抓住时机，积极引进先进技术，加快低碳技

术的创新和推广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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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广东的行动广东的行动广东的行动广东的行动

Actions in Guangd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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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高度重视地方政府高度重视地方政府高度重视地方政府高度重视

Local government pays a lot of attention

� 2008200820082008年年年年10101010月月月月，，，，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对广东率先发展低碳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对广东率先发展低碳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对广东率先发展低碳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对广东率先发展低碳

经济做了重要批示经济做了重要批示经济做了重要批示经济做了重要批示。。。。

Wangyang, Secretary of provincial Party committee of 
Guangdong gave the important instructions in the Guangdong gave the important instructions in the 
development of low-carbon economy In October 2008.

� 2009200920092009年年年年9999月月月月17171717日日日日，，，，以以以以““““低碳经济与城市未来低碳经济与城市未来低碳经济与城市未来低碳经济与城市未来””””为主题为主题为主题为主题

的上海世博会广东专题论坛的上海世博会广东专题论坛的上海世博会广东专题论坛的上海世博会广东专题论坛，，，，在东莞市松山湖科技产在东莞市松山湖科技产在东莞市松山湖科技产在东莞市松山湖科技产

业园区内举行业园区内举行业园区内举行业园区内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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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减排成效节能减排成效节能减排成效节能减排成效 Efficiency

� 节能减排指标已分解落实到各地区、各行业，

并定期公布任务的完成情况，接受社会监督，

实行问责制。实行问责制。

� 节能减排完成情况：

2007年，广东万元GDP能耗为0.747吨标准煤，

处于全国最低水平；2007年SO2和化学需氧量

排放总量分别比2006年减少了5.05%和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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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减排结构减排结构减排结构减排/节能节能节能节能 Structural mitigation

–“十一五”目标：广东省将确保完成关停小火电机

组900万千瓦，力争完成关停小火电机组1000万千组900万千瓦，力争完成关停小火电机组1000万千

瓦。

– 2008年，广东关停了531万千瓦小火电；关停和淘

汰落后钢铁产能超过550万吨，淘汰落后水泥产能

2684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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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减排工程减排工程减排工程减排/节能节能节能节能 Project emissions

–十大节能工程

– 2008年底，全省已建成烟气脱硫的火电机组总装机– 2008年底，全省已建成烟气脱硫的火电机组总装机

容量2780万瓦，其中2008年新增380万千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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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减排管理减排管理减排管理减排/节能节能节能节能 Management reduction

� 签订目标责任书

� 通过环评制度，遏制“两高一资”行业过快增

长长

� 统计、监测和考核制度

� 加大环保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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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3

广东发展低碳经济的路径分析广东发展低碳经济的路径分析广东发展低碳经济的路径分析广东发展低碳经济的路径分析

Route to low-carbon economy for Guangd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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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未来广东的能源需求未来广东的能源需求未来广东的能源需求未来广东的能源需求

Energy requirement of future Guangdong

� CEEPR预测，到2010年广东的能源消耗总量
将达到2.38-3.61亿吨标准煤的水平（2008年
实际为2.3亿吨）。实际为2.3亿吨）。

� 若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在 2011-2020年时期取
0.6（这是一个比较现实的目标），则此期能源消费的

年均增长率为4.08%。预计到2020年能源消费
总量将达3.55亿吨标准煤以上（低标准），比比比比
2008年净增年净增年净增年净增1.17亿吨亿吨亿吨亿吨！！！！节能压力巨大节能压力巨大节能压力巨大节能压力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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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低碳的路径分析低碳的路径分析低碳的路径分析低碳的路径分析

Path analysis of low-carbon economy

全球性
城市大气污染

河流污染 室内空气污染

全球性
区域性 局部性

气候变化
河流污染 室内空气污染

国际社会关注程度

低碳经低碳经低碳经低碳经

济成为济成为济成为济成为

热点热点热点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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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Kaya-Equation
（（（（日本学者茅阳一日本学者茅阳一日本学者茅阳一日本学者茅阳一））））



Kaya Equation Implications in GUANGDONG

CO2 Emissions =   CO2 x   Energy x GDP x   Population

per energy unit per GDP unit per capita

Goal:

Reduction by

% until 20？？？？？？？？

Increase by

factor 

(+% in Guangdong)

Needs to be reduced by 3 factosr to reach the goal

Increase by factor 

Needs to be reduced by 2 factors to reach the goal

Increase by factor 

(8% growth per 

year until 2010；

6-8% growth

growth per year

until 2020 )

Decrease by 

factor

(-16% per year

untill 2010；-

？？% untill 

2020？)

Needs to be reduced

by factor to reach

the goal

Necessitates very strong expansion

of all “carbon-free” technolo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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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行的碳减排路径可行的碳减排路径可行的碳减排路径可行的碳减排路径

Feasible paths to carbon reduction

� 替代减排

– 零碳、低碳的产能方式（如水电、风电、核电等）

� 结构减排� 结构减排

– 产业结构低碳化

� 技术减排

– 低能耗工艺和技术，低能耗产品

� 消费减排

– 人均消费总量的减少

– 消费结构的转变：非物质消费（文化消费）



生产生产生产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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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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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品

低能耗产业

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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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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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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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

能源能源能源能源

替代减排

（非碳基能源) 碳基能源

低碳经济的四条路径低碳经济的四条路径低碳经济的四条路径低碳经济的四条路径

低碳经济低碳经济低碳经济低碳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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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4

广东发展低碳经济的若干建议广东发展低碳经济的若干建议广东发展低碳经济的若干建议广东发展低碳经济的若干建议

Some suggestions for low-carbon economy in 

Guangd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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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政府应积极行动政府应积极行动政府应积极行动政府应积极行动

The government should take actions

� 应将发展低碳经济纳入发展规划应将发展低碳经济纳入发展规划应将发展低碳经济纳入发展规划应将发展低碳经济纳入发展规划,,,,制定出低碳制定出低碳制定出低碳制定出低碳

经济行动路线图与方案经济行动路线图与方案经济行动路线图与方案经济行动路线图与方案,,,,与国家的与国家的与国家的与国家的““““发展规发展规发展规发展规

划划划划””””、、、、““““能源规划能源规划能源规划能源规划””””、、、、““““循环经济规划循环经济规划循环经济规划循环经济规划””””和和和和划划划划””””、、、、““““能源规划能源规划能源规划能源规划””””、、、、““““循环经济规划循环经济规划循环经济规划循环经济规划””””和和和和

““““节能减排规划节能减排规划节能减排规划节能减排规划””””相衔接相衔接相衔接相衔接,,,,形成一个具有广东形成一个具有广东形成一个具有广东形成一个具有广东

特色的特色的特色的特色的、、、、具有可操作性的低碳经济发展蓝图具有可操作性的低碳经济发展蓝图具有可操作性的低碳经济发展蓝图具有可操作性的低碳经济发展蓝图。。。。

� 继续严格执行节能减排问责制继续严格执行节能减排问责制继续严格执行节能减排问责制继续严格执行节能减排问责制。。。。

� 推动建立低碳经济的法律和政策体系推动建立低碳经济的法律和政策体系推动建立低碳经济的法律和政策体系推动建立低碳经济的法律和政策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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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替代减排替代减排替代减排替代减排：：：：能源的清洁化与多样化能源的清洁化与多样化能源的清洁化与多样化能源的清洁化与多样化

Alternative emission reduction：Clean and variable energy

� 促进能源供应和消费的多样化，发展低碳和无

碳能源，是减少煤炭和石油消费，保证能源安

全和保护环境的必然选择。全和保护环境的必然选择。

� 可行的调整方向包括：

– 发展核电

– 绿色能源贸易（如西电东送）

– 以气代油（如天然气、LPG等）

– 其他可再生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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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电东送西电东送西电东送西电东送””””的碳减排实践的碳减排实践的碳减排实践的碳减排实践

Trial of sending the electricity from the west to the east

� 1993-2006年，“西电东送”南通道共向广东送电总
量折合7567万吨标准煤，占同期广东省一次能源消费
累计总量的比重为6.33%。

� CEEPR的研究显示，1993-2007年，西电送粤累积净
减排的CO2总量为1.29 -2.19亿吨。

� 预测分析显示，2008-2010年西电送粤碳减排为1.75-
2.04亿吨；2011-2020年，减排7.38-8.86亿吨。

� “西电东送”是中国自行探索的一种有效清洁发展机

制，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建立低碳经济体系树立了榜

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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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结构减排结构减排结构减排结构减排：：：：发展低碳产业发展低碳产业发展低碳产业发展低碳产业

Structural mitigation：Development of low-carbon industry

� 广东能源消耗的主体是第二产业，尤其是制造业。

� 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工业在国民

经济中的比例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占据主导地位。必经济中的比例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占据主导地位。必

然要在充分工业化之后，才可能由服务业来主导国民

经济。

� 但是，广东“两头在外”的外向型发展模式，实际上

将发达国家的碳排放集中到了本地，形成一种“贸易

顺差，环境逆差”的畸形贸易格局。

� 所以，调整产业结构、贸易结构、发展清洁产业等仍

具有相当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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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减排结构减排结构减排结构减排：：：：建立低碳贸易模式建立低碳贸易模式建立低碳贸易模式建立低碳贸易模式

Construct a low-carbon commercial mode

� 据2007 年由英国政府资助廷德尔气候变化研

究中心的研究,中国2004 年净出口产品排放的

CO 约为11 亿吨。世界自然基金会支持的中CO2约为11 亿吨。世界自然基金会支持的中

国社科院平行研究,得出数值超过10 亿吨。

� 这表明,中国2004 年的一次能源消费及产生的

温室气体中，约有1/ 4 是由出口产品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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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技术减排技术减排技术减排技术减排：：：：能源利用的高效化能源利用的高效化能源利用的高效化能源利用的高效化

Technical mitigation：High efficiency of the use of energy

� 相对于发达国家来看，广东能源强度的下降仍然有相当的空间。

– 2000年，中国单位产品实物消耗指标国内先进水平和世界先进水平
的差距，火电耗煤为24.1％，钢耗煤为20.9％，水泥综合能耗为44
％，乙烯能耗为69.7％。

� 实施严格的能耗效率管制实施严格的能耗效率管制实施严格的能耗效率管制实施严格的能耗效率管制� 实施严格的能耗效率管制实施严格的能耗效率管制实施严格的能耗效率管制实施严格的能耗效率管制

– 制定更严格的产品能耗效率标准与耗油标准，促使企业降碳。

– 如对建筑物进行能源认证，提高新建筑物和修缮房屋的能源效率标

准；推广节能产品，逐步淘汰白炽灯等；对贸易商品，例如电冰箱、

计算机，执行更高的节能效率目标，推动改进交通能耗和强调使用

低碳燃料，加强对已实施的措施的监管，防止能耗效率问题反弹；

政府机构内部开展节能运动等。

� 应加强财政和金融的政策支持力度应加强财政和金融的政策支持力度应加强财政和金融的政策支持力度应加强财政和金融的政策支持力度，，，，鼓励企业开展低鼓励企业开展低鼓励企业开展低鼓励企业开展低

碳技术创新碳技术创新碳技术创新碳技术创新，，，，支持建立低碳经济技术体系支持建立低碳经济技术体系支持建立低碳经济技术体系支持建立低碳经济技术体系。。。。

� 加快低碳技术引进与消化吸收步伐加快低碳技术引进与消化吸收步伐加快低碳技术引进与消化吸收步伐加快低碳技术引进与消化吸收步伐（（（（实施新的技术贸实施新的技术贸实施新的技术贸实施新的技术贸

易策略易策略易策略易策略）。）。）。）。



需要纠正一个流行的看法需要纠正一个流行的看法需要纠正一个流行的看法需要纠正一个流行的看法





� 如果以实物能耗比较，差距并没有那么大。事实上，中国的能耗水平一直在下降。资料来源：上海交通大学燃烧与环境技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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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探索构建碳交易市场探索构建碳交易市场探索构建碳交易市场探索构建碳交易市场

Exploring and establishing carbon trading market

� 中国的实体经济为碳市场创造了众多减排额，

但关键问题是中国处在整个碳交易产业链的最

底端。底端。

� 必须注意：在未来的全球碳市场中，中国同样

面临着在国际石油市场中丧失定价权的前车之

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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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要积极抓住国际碳金融市场发展契机，利

用香港国际金融港的地位与优势，探索建立区

域性“碳金融市场”。

5、、、、探索构建碳交易市场探索构建碳交易市场探索构建碳交易市场探索构建碳交易市场

Exploring and establishing carbon trading market

域性“碳金融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