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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巴黎协定》正式生效，标志
着全球向绿色低碳转型、构建清洁能源体
系已成为大势所趋。履行这一协定规定的
国际义务，既是我国积极参与全球经济、科
技竞争的战略选择，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
的内在要求。

当前，全球发展正处于深刻的调整期，
在世界经济复苏动力不足、国际金融危机
影响犹存的情况下，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

发展中国家，都在拓展新的发展空间，寻找
新的增长动力。与此同时，气候变化、环境
污染、生态退化等环境问题凸显，成为威胁
各国经济安全、能源安全甚至国家安全的
严峻挑战。加快转型升级，推进绿色循环
低碳发展，由此成为各国竞相培育的新的
经济增长点。

我国人口众多，主要资源的人均占有
量大多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且分布不均。
随着我国经济总量在世界第二位基础上继
续增长，粗放式发展模式加剧资源约束趋
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等问
题，越来越成为制约发展质量提升、实现
可持续发展的瓶颈。实现绿色低碳循环发
展，推进能源革命，加快能源技术创新，
推进传统制造业绿色改造，是破解发展困
局，谋求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改善双赢的
必然选择。

近年来，尽管我国绿色低碳发展已经
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
还有很大差距和巨大潜力。近 20 年中我

国累计节能量占全球的52%，但2014年我
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仍然是世界平均
水平的 1.7 倍，还是高于发达国家。燃煤
工业锅炉的能效水平和电机系统平均运行
效率比世界先进水平低 10 个百分点以
上。水资源产出率为世界平均水平的
62%，约是英国与日本的 6.5 倍。化石燃
料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已经居世界第
一位，接近美国、欧盟、日本等经济体排
放量的总和。我们的人均排放量已经超过
世界平均水平。

正视差距，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全球
竞争中攫取后发优势，把握住绿色转型的
机遇，我们的步伐还需要再快一些。遵循
绿色发展理念，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加快建设主体功能区，推动低碳循环发展，
全面节约和高效利用资源，加大环境治理
力度，筑牢生态安全屏障等方面加大工作
力度，花大气力、下真功夫狠抓落实，构建
科学合理的发展格局，建立绿色低碳的产
业体系，形成勤俭节约的社会风尚，实行垂

直管理的严格制度，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
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各方面和全
过程。

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就要坚决对那些
不顾生态环境、盲目决策的行为说“不”。
进一步提高绿色指标在“十三五”规划全部
指标中的权重，把保障人民健康和改善环
境质量作为更具约束性的硬指标，是推动
绿色发展的制度保证。无论是实行最严格
的环境保护制度和水资源管理制度，实行
省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
度，还是深入实施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
行动计划，实施山水林田湖生态保护和修
复工程，都是为了尽快遏制生态环境恶化
的势头，筑牢绿色发展的底线。

加速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为世界贡献
中国的发展方案，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
出位置，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
社会建设高度融合、紧密结合，真正让生态
文明理念成为社会主流价值观，还需要我
们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不断创新。

加速推进绿色低碳发展
洪 远

每当夜幕降临，行走在江西安福县的宝成路、泸
水河大道，可以看到一盏盏外形酷似“牛仔帽”的照
明灯，它们正是晶和照明有限公司生产的牛仔系列
LED路灯。

不仅“样貌”独特，“牛仔帽”的照明效果也不一
般。“作为安福县的主要交通干线，来往车辆较多，一
个良好的照明环境是夜间交通通畅的前提。改造后
的宝成路、泸水河大道灯光通明，为过往车辆和行人
提供了极大便利。”晶和照明有关负责人说。

该负责人介绍，由于采用独有配光技术，高光
效、散热好、发光单位体积小，牛仔系列LED路灯整
灯光效提升了 15%，穿孔式设计在保证灯具散热效
果和光效的同时，更轻、更便于安装。事实证明该产
品在节能方面也十分出色：经测算，它较传统路灯节
能约 60%以上，使用其改造后的道路每年可节约电
费近17万元，平均节电率达到60%。

经过几年的发展，晶和照明已成为江西LED照
明行业的领头羊。他们自主研发了大功率 LED 路
灯、隧道灯、投射灯等户外 LED 灯具及各类室内灯
具，申请发明、实用新型等各类专利近百项。“现在，
晶和照明生产的 LED 照明应用产品已经照亮了全
国数千公里的道路。下一步，我们的主攻方向是发
展和推广 LED 智慧照明系统，让硅衬底 LED 的绿
色之光照遍全国各地。”有关负责人表示。

或许有人不以为然，一盏小小的灯就能节能减
排？要知道，照明可是节能效果最明显、操作最简单
的节能措施。以照明领域的“节约之星”LED 照明
产品为例，由于利用高亮度白色发光二极管的发光
源进行发光，与白炽灯相比，LED 灯发光效率更高；
其寿命约为40000到60000小时，是普通白炽灯的
20 倍至 30 倍，耗电量只有白炽灯的六分之一。据
统计，目前我国照明用电约占全社会用电量 13%。

“如果把在用白炽灯全部替换为高效照明产品，年可
节电480亿千瓦时，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4800
万吨；若全社会实现 LED 照明产品替换，每年可节
电约3500亿千瓦时，相当于4座三峡水电站的发电
量。”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耀海说。

令人欣慰的是，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大背景
下，人类的灯火文明已开始转向绿色照明。根据中
国照明电器协会提供的资料，仅 2008 年到 2010 年
的3年间中央财政就投入25.62亿元，累计推广高效
照明产品 3.6 亿只。据测算，这些产品在其寿命期
内，总计可产生约660亿千瓦时的节电量，相当于节
能约 1800 万吨标准煤，减排二氧化碳约 4700 万
吨。这意味着，财政补贴每投入1元钱，便可促成约
26千瓦时的节电量。而统计资料显示，每少用一度
电相当于减少使用标准煤 0.33 公斤，减少使用纯净
水 4.00 公斤，减少排放二氧化碳 0.78 公斤，减少排
放二氧化硫 0.009 公斤，减少排放氮氧化物 0.002
公斤，减少悬浮物颗粒0.00335公斤。

正如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所说：“改变一个灯
泡，同时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我们就可以改变整个
世界。”一盏灯或许微不足道，但积少成多的能量让
我们不容忽视。节能减排，应对气候变化，请从你我
做起，由身边的一盏灯开始绿色之行。

我国照明用电约占全社会用电量13%——

点亮明灯开始绿之行
本报记者 沈 慧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 22 次
缔约方大会 7 日在摩洛哥马拉喀什举行，
这是《巴黎协定》正式生效后的第一次联
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被广泛认为是一次

“落实行动”的大会。为达成《巴黎协定》
作出重要贡献的中国声音，在本次大会上
仍是各方关注的焦点。

“应对气候变化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
内在要求，也是负责任大国应尽的国际义
务，这不是别人要我们做，而是我们自己
要做。”从调整产业结构、优化能源结构到
节能提效、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作为最
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推进绿色低碳发展
的行动，彰显了落实《巴黎协定》的诚意和
能力。

低碳发展的中国方案

“井筒名称：南副井立井；井筒垂深：
137.9m；井筒直径：4m；封闭时间：2016
年 10 月 13 日。”这块新铭碑，钉在被水泥
封闭的矿井井口。在新一轮煤炭行业去
产能浪潮中，拥有 90 年建矿史的石圪节
煤矿正式关井。

拆烟囱、关工厂、停小火电，淘汰落后
产能⋯⋯“在许多国家出于经济担忧而搁
置气候变化等环境问题时，中国把环境问
题摆上了议事日程的首位，”英国《卫报》
如是说。

“有了电采暖，再也不用煤了，干净
了，也轻松了。”10 月底，北京通州区西集
镇王庄村每家每户都安装上了空气源热
泵或储能式电暖器。村民安丽娜告诉记
者，以前过冬，每天得早起添煤封炉子，晚
上回家再打开炉子，屋子得 1 小时才能热
乎起来，“天天熏得一身黑，屋里屋外也没
个干净地儿”。

安丽娜一家能够过上“零煤”生活，得
益于北京城市副中心启动建设以来，通州
区“煤改电”“煤改气”工程的不断加速。
据介绍，今年通州“煤改电”全部完成后，
预计每年将减少燃煤使用14.43万吨。

围绕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任务，我国
能源结构优化不断取得积极进展——

2014 年，国务院印发《能源发展战略
行动计划（2014-2020 年）》，实施煤炭消
费减量替代，降低煤炭消费比重，京津冀
鲁、长三角和珠三角等要削减区域煤炭消
费总量。

为贯彻落实《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
划》，有关部门印发《加强大气污染治理重
点城市煤炭消费总量控制工作方案》，提
出空气质量相对较差前 10 位城市煤炭消
费总量较上一年度实现负增长的目标。

“十二五”期间，我国煤炭消费年均增
速 2.6%，较“十一五”年均增速低 4.9 个百
分点。2015 年，煤炭消费量 39.6 亿吨，同
比下降 3.7%。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
费比重为 12％，超额完成“十二五”目标。
碳 强 度 累 计 下 降 20％ ，超 额 完 成 先 前
17％的目标。森林蓄积量增至 151.37 亿
立方米，提前实现预定目标。

与此同时，化石能源清洁化利用也取
得积极成效。“十二五”期间全国 6000 千
瓦及以上火电机组每千瓦时平均供电标
准煤耗累计下降 18 克，淘汰落后火电机
组约 2800 万千瓦，淘汰落后煤矿超过
1000 处、产能超过 7000 万吨，限制劣质

商品煤使用。
面对雾霾、水污染、重金属污染等环

境问题的严峻挑战，中国将生态文明纳入
“五位一体”总布局、去除 GDP 考核“紧箍
咒”、全面打响“呼吸保卫战”、淘汰落后产
能⋯⋯“十二五”期间，中国以前所未有、
全球罕见的力度治理污染、保护生态，并
已成为世界节能和利用新能源、可再生能
源第一大国。

绿色增长的中国动力

也许有人会觉得气候谈判的影响离
我们生活很远，且先看看我们身边的例
子。你是否感觉马路上的电动汽车越来
越多？充电桩旁排起了电动车长队，政府
补贴政策成为普通民众议论的话题，这些
都与推动节能减排、培育新兴产业相关。
最终，这些都可以统一到对气候大会谈判

结果以及《巴黎协定》的落实上面。
统计显示，2015 年我国新能源汽车

产量“井喷”达到 34 万辆，销量达到 33 万
辆，同比分别增长3.3倍和3.4倍。我国已
成为全球最大的新能源汽车市场。受新
能源汽车政策的持续鼓励，2016 年新能
源汽车将延续爆发性增长，全年销量有望
达70万辆。

新能源汽车是我国大力扶持的战略
性新兴产业之一，其迅猛增长的态势正是
产业结构调整、新旧动能转换的一个缩
影。今年上半年，包括节能环保产业在内
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同比增长11%，高于全
部规模以上工业增速 5 个百分点。其中，
在节能环保等高新技术的推动下，环境污
染防治专用设备增长 17.9%，相关产品成
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十二五”期间，产业结构优化取得明
显进展，2015 年工业比重比 2010 年下降

5.7个百分点，服务业比重提高6.1个百分
点，产业结构调整对碳强度下降目标完成
发挥了重要作用。

高污染、高耗能企业加速淘汰，“十二
五”期间，全国累计淘汰炼铁产能 9089 万
吨、炼钢 9486 万吨、电解铝 205 万吨、水
泥（熟料及粉磨能力）6.57亿吨、平板玻璃
1.69亿重量箱。

传统产业绿色化转型提速，2015 年，
国务院公布《中国制造 2025》，对传统产
业提出提高创新设计能力、提升能效、绿
色改造升级、化解过剩产能等战略任务。
工业和信息化部推进区域工业绿色转型
发展试点，批复包头、张家口等 11 个城市
试点实施方案，探索绿色低碳转型路径和
模式。

“气候变化问题是 21 世纪人类生存
发展面临的重大挑战，积极应对气候变
化、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已成为全球共识和
大势所趋。”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别代表
解振华日前表示，中国加强生态文明建设
所确定的长期发展目标、战略，既符合世
界潮流，也在其中发挥重要的推动、促进
作用。

“中国正通过创新实践，采取应用绿
色技术等措施减缓气候变化和空气污染，
促进绿色就业和经济增长，值得其他国家
借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埃里
克·索尔海姆说。

持续发展的中国贡献

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中国一直在前行。
“十三五”规划纲要更明确地提出要

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从有效控制电
力、钢铁、建材、化工等重点行业碳排放，
到深化各类低碳试点，实施近零碳排放区
示范工程，再到加大低碳技术和产品推广
应用力度等，措施和要求极为详尽。

今年是我国落实“十三五”规划的开
局之年。按照规划目标，全年能耗强度要
下降 3.4%、碳强度要下降 3.9%。数据显
示，今年前三个季度能耗强度已经下降了
5.2%，碳强度下降了6%左右。换句话说，
2016 年前三季度已经完成了全年的节能
降碳目标。

在 11 月 1 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
的发布会上，解振华介绍了其中缘由——

一是优化产业结构。“三产的占比已
经达到了 52.8%，同比提高了 1.6 个百分
点。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增
加值的增速分别比规模以上工业快了 4.6
和 4.8 个百分点，这些低碳、低排放产业，
在调整结构之后发展得比较快，减少了能
耗和二氧化碳的排放。”解振华说。

二是提高能效、优化能源结构。解振
华讲道，在节能和提高能效方面，工业要
继续采取措施，在交通和公共领域要深化
节能提高能效措施。提高能源的利用效
率，调整能源结构，发展可再生能源，调动
全社会的积极性做好工作。

为确保“十三五”规划提出的节能减
排目标，解振华表示，将采取一系列工程
措施，完善经济政策，在价格、税收、财政
政策上鼓励绿色低碳发展、循环发展，限
制高耗能、高排放企业项目的发展，并继
续推进碳市场和低碳试点。

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十三五”规划的
重要内容，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发展理念的引领之下，以科技和机制创新
推动绿色循环低碳发展不断迈出坚实步
伐。中国探索节能减排与经济增长齐头
并进的新理念、新作为，为推动全球可持
续发展增添了动力。

中国以前所未有、全球罕见的力度治理污染、保护生态——

培育绿色低碳发展的澎湃动力
本报记者 曹红艳

提高绿色指标在“十三五”规划全
部指标中的权重，把保障人民健康和
改善环境质量作为更具约束性的硬指
标，是推动绿色发展的制度保证。

把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政
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高度融
合、紧密结合，让生态文明理念成为社
会主流价值观，还需要我们在实践中
不断探索和创新。

11月9日，在摩洛哥马拉喀什，两名摩洛哥市民
与来自中国的电动环保公交车自拍合影。大会期
间，来自中国的十几辆电动环保公交车在摩洛哥马
拉喀什“上岗”，为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第22次缔约方大会的代表提供客运服务。

新华社记者 孟 涛摄

中国电动环保公交车亮相气候大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