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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建设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指标，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色，能否打赢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直接关系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的成色。

2020 / 10  总第142期 / 89

能源评论 / ENERGY REVIEW 2020 / 10



90 / 能源评论  Energy Review

生态文明建设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

要指标，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的底色，能否打赢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直

接关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成色。习近平总

书记多次强调，“小康”全面不全面，生态

环境质量是关键。“十三五”期间，在保持

经济发展的同时，我国实现了二氧化碳排放

强度和大气污染物浓度的显著下降，这是我

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生态文明水平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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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在法国巴黎召开，

习近平主席在会上向国际社会宣布了中国自

主贡献文件中确定的2030年的行动目标，即

二氧化碳排放在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并争取

尽早达峰；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

比2005年下降60%~65%；非化石能源占一

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0%左右；森林蓄积量

比2005年增加45亿立方米左右。

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第75届

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重要讲话，向

世界承诺中国将提高应对气候变化国家自主

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

氧化碳排放量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

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在当今复杂的

国际形势以及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这一

承诺不仅体现了一个负责任大国的担当，更

推动了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的发展。

聚焦国内，近年来我国始终坚持绿色发

展理念，在产业结构调整、能源结构优化、

节能增效、增加碳汇等方面积极行动，已提

前于2019年全面实现了在2009年向国际社会

承诺的四项目标（完成情况如表），其中单

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量的目标早在

面提升的一个缩影。

国际上，我国在气候治理领域积极发挥

着推动作用；在国内，各级政府深入推进大

气污染防治工作，在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实

现了空气质量的持续改善。

大国担当，言出必行
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积极

承担大国责任，展现大国担当，致力于探索

实践低碳发展道路。作为联合国气候大会的

主要参与国和积极推动者，中国一直在为应

对气候变化贡献力量，用实际行动践行中国

的减排承诺。

2009年12月，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在

丹麦哥本哈根召开，会议前夕，中国向国际

社会做出如下承诺：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

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

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5%左

右；森林面积比2005年增加40万平方千米，

森林蓄积量比2005年增加13亿立方米。

2015年6月，我国政府制定了中国应对

气候变化国家自主贡献文件，并向《联合国

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提交。同年11

2009年承诺目标完成情况

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

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

相比2005年降低40%~45%

15%

相比2005年增加

400000平方千米

相比2005年增加

13亿立方米

相比2005年降低48.1%

15.3%

相比2005年增加

450000万千米

相比2005年增加

51亿立方米

是否完成目标

√

√

√

√森林蓄积量

森林面积

指标 承诺2020年目标 2019年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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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就已实现。这些目标的提前实现也为

中国实现2030年碳达峰的目标奠定了良好基

础。

在实现自主承诺的同时，我国在国际场

合还积极倡导“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

则，坚定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益，敦促

发达国家承担历史责任并尽快兑现对发展中

国家在资金、技术方面的承诺。在发达国家

承诺的气候绿色基金迟迟不到位的情况下，

2011年以来，我国政府累计安排7亿元人民

币，通过开展节能低碳项目、组织能力建设

活动等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

2011年以来，我

国政府累计安排7

亿元人民币，通过

开展节能低碳项

目、组织能力建设

活动等帮助其他发

展中国家应对气候

变化，为应对全球

气候变化做出了巨

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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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做出了巨大贡献。

调结构，让蓝天更蓝
“十三五”期间，我国首个针对环境突出

问题开展综合治理的行动计划《大气污染防治

行动计划》于2017年圆满收官。随后在2018

年，国务院印发了《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

计划》，同时，2015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也再次修正，顶层制度

进一步充实和完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

划》推动了我国空气质量管理从总量控制向质

量控制的成功转变。

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要把解

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作为民生优先领域，坚

决打赢蓝天保卫战是重中之重。随着《打赢

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新篇章的揭开，

我国空气质量继续稳步改善。2019年，全国

所有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平均达标天数为300

天，达标城市数量为157个；而在2015年，

这两个指标数字还分别是280天和73个。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近年来空气质量的

显著改善是在经济、工业化、城镇化皆快速

发展的同时实现的，这样的成就从全世界来

看绝无仅有。这也与我国全面、科学、深入

的减排措施和科学能力建设分不开，特别是

在减排措施方面，我国下了大力气。

首先，调整能源结构成为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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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我国能源结构以煤炭为主，

清洁能源是“配角”。所以《大气污染防

治行动计划》《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

计划》《“十三五”规划》等若干文件中，

均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作为重要举措，坚持

发展非化石能源与清洁高效利用化石能源并

举，使得煤炭和清洁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

重逐年此消彼长。

2019年，全国能源消费总量为48.6亿吨标

准煤，其中煤炭消费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降至

57.7%，提前一年完成《能源发展“十三五”

规划》和《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中

设立的“煤炭消费比重降低到58%以下”总体

目标。同时，天然气、水电、核电、风电等清

洁能源消费占比保持增长至23.4%，非化石能

源消费占比达到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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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方面，燃煤锅炉淘汰也成为控制煤

炭消费的重要抓手。2013年至2019年，10蒸

吨及以下燃煤小锅炉作为优先淘汰对象，全

国共淘汰了20余万台，实现了10蒸吨及以下

燃煤小锅炉的基本清零；近三年来，京津冀

及周边地区、长三角地区、汾渭平原还实现

了35蒸吨及以下燃煤锅炉的基本清零。

产业方面，加紧淘汰落后和过剩产能。

过去，由于我国产业规划和工业布局不合理，

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等高耗能、高排放

行业的工厂大量建设投产，造成了重工业比

例过高，其污染物排放也超过了环境的承载

能力。为了从源头上减少污染物排放，2013

年以来，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推动产业结构优

化，不断淘汰落后和过剩产能。2013~2019

年间，全国共压减钢铁产能2亿多吨、水泥

产能3亿吨、平板玻璃1.2亿重量箱、煤电机

组3000多万千瓦。“十三五”期间，我国还

淘汰煤炭落后产能约9亿吨。

其次，减产的同时，各行各业也开始了超

低排放改造。2015年以来，火电行业超低排

放改造全面实施，污染物排放量大幅度下降，

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的清洁煤电供应体

系。2019年，燃煤火电机组超低排放改造累

计达8.9亿千瓦，占煤电总装机容量的86%。

随着燃煤电厂实施超低排放，2017年钢

铁行业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已超过电力行业，成

为工业部门中最大的污染物排放来源。于是，

我国在2019年开始推动实施钢铁行业超低排

放。截至2020年9月，全国228家钢铁企业的

6.1亿吨粗钢产能正在实施超低排放改造。

以上种种举措，不仅明显改善了空气质

量，还推动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实现了环

境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多赢。

科学监测网络持续升级
2015年年底，我国建成了覆盖全部地

级及以上城市的1436个国控空气质量监测站

点。随后，各地的省、市、区县、乡镇级的空

气质量监测站点建设遍地开花。截至2017年

年底，各地共新建和升级地方监测站点3000

余个，至今仍在不断新建和升级，形成了从国

家到地方的两级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网络，为精

确掌握全国空气质量、考核地方环境空气质量

与大气污染治理成效提供了重要依据。

2019年，国家监测网络再升级，新建颗

粒物组分监测网，成功覆盖重点区域83个城

市，包括94个手工监测站点与74个自动监测

站点，为区域和本地的大气污染防治提供了

更坚实的科技基础和数据支撑。

从2017年到2020年，经过2000多名科

2013~2019年

间，全国共压减钢

铁产能2亿多吨、

水泥产能3亿吨、

平板玻璃1.2亿重

量箱、煤电机组

3000多万千瓦。

“十三五”期间，

我国还淘汰煤炭落

后产能约9亿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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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17年到2020年，经过2000多名科学

家和科研人员持续三年的不懈努力，总理基金

项目“大气重污染成因与治理攻关”取得重大

成果。通过开展“一市一策”驻点研究、以及

“边研究、边产出、边应用”的模式，项目定

量解析了污染排放、气象条件、化学转化对大

气重污染的影响，基本弄清了京津冀及周边地

区秋冬季以PM2.5为特征的大气重污染成因。

此外项目主要成果还包括：建成了国内

最大的空天地综合立体观测网，运用新一代高

时空分辨率的卫星遥感、激光雷达垂直监测、

大气组分观测、在线监测、走航监测等新技术

手段；首次采用统一的方法标准编制了区域和

“2+26”城市的高时空分辨率的排放清单；

开发了PM2.5综合源解析技术，实现了PM2.5

精细化的来源解析，支撑精准治理；运用基于

物联网大数据的精细化管控技术，建立了重型

柴油车远程在线监控平台，集成卫星遥感、地

面PM2.5高密度监测网和污染源点位等数据，

开展网格布点，实现精准执法；预测预报技术

水平显著提升，预报时长由提前7天拓展到了

提前10天，建立了“预测预报—会商分析—

预警应急—跟踪评估”全过程的重污染天气应

对技术体系。

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我国同时实现了

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和大气污染物浓度的显著下

降，在气候治理和大气污染治理领域成绩显

著，生态环境的含金量大幅提升，百姓对良好

生态环境的获得感不断增强。

生态文明建设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

指标，“绿水青山”不仅是功在当代，更是利

在千秋的事业。所以我们要坚决打赢打好污染

防治攻坚战，大力持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努

力打造青山常在、绿水长流、空气常新的美丽

中国。

（作者系亚洲清洁空气中心高级环境研究员）

通过坚持不懈的努

力，我国同时实现

了二氧化碳排放强

度和大气污染物浓

度的显著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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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家和科研人员持续三年的不懈努力，总理

基金项目“大气重污染成因与治理攻关”取

得重大成果。通过开展“一市一策”驻点研

究、以及“边研究、边产出、边应用”的模

式，项目定量解析了污染排放、气象条件、

化学转化对大气重污染的影响，基本弄清了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秋冬季以PM2.5为特征的大

气重污染成因。

此外，项目主要成果还包括：建成了国

内最大的空天地综合立体观测网，运用了新

一代高时空分辨率的卫星遥感、激光雷达垂

直监测、大气组分观测、在线监测、走航监

测等新技术手段；首次采用统一的方法标准

编制了区域和“2+26”城市的高时空分辨率

的排放清单；开发了PM2.5综合源解析技术，

实现了PM2.5精细化的来源解析，支撑精准治

理；运用基于物联网大数据的精细化管控技

术，建立了重型柴油车远程在线监控平台，

集成卫星遥感、地面PM2.5高密度监测网和污

染源点位等数据，开展网格布点，实现精准

执法；预测预报技术水平显著提升，预报时

长由提前7天拓展到了提前10天，建立了“预

测预报—会商分析—预警应急—跟踪评估”

全过程的重污染天气应对技术体系。

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我国同时实现了

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和大气污染物浓度的显著

下降，在气候治理和大气污染治理领域成绩

显著，生态环境的含金量大幅提升，百姓对

良好生态环境的获得感不断增强。

生态文明建设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

要指标，“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不仅是

功在当代，更是利在千秋的事业。所以我们

要坚决打赢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大力持续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努力打造青山常在、绿

水长流、空气常新的美丽中国。

（作者系亚洲清洁空气中心高级环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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