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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少有哪一个年份像 2020 年这 样，让我们感受到变化如

此迅速、 变革如此深刻。面对“前 所未有之大变局”，能源电

力行业当身先士卒、迎难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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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少有哪一个年份像 2020 年这 样，让我们感受到变化如

此迅速、 变革如此深刻。面对“前 所未有之大变局”，能源电

力行业当身先士卒、迎难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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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曼哈顿东侧，联合国总部的

中国厅，悬挂着一幅中国绘画作品，

名为《互动的世界》，寓意着中国与

世界的关系。当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

央，我们更加懂得“中国的发展离不

开世界，世界的繁荣也需要中国”，

也更加坚定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决心。

过去的一年，对于中国与世界都

极不平凡，如果用一个字来概括，就

是“变”。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

使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

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上升，国际格局

深刻调整，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

多，很少有哪一个年份像2020年这样

让我们感受到变化如此迅速、变革如

此深刻。

面对挑战，从在联合国成立75周

年纪念峰会上宣布中国将始终做多边

主义的践行者，到金砖国家领导人视

频会晤上重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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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庄严承诺，站在人

类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中国用行动

给出了答案。同时，党的十九届五中

全会擘画了中国未来发展蓝图，提出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

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不

仅是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更将造福

世界各国人民。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能源发展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主席提出“四个

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

指引我国推进能源消费革命、能源供

给革命、能源技术革命、能源体制革

命，全方位加强国际合作，实现开放

条件下能源安全，为新时代中国能源

发展指明了方向，开辟了中国特色能

源发展新道路。

新的一年，以及未来“十四五”

时期，中国必将坚持创新、协调、绿

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以推

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全面推进能源消

费方式变革，构建多元清洁的能源供

应体系，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不

断深化能源体制改革，持续推进能源

领域国际合作，使中国能源进入高质

量发展新阶段。

迎 战 变 局 ， 规 划 先 行 。 截 至 目

前，全国31个省级行政单位（除港澳

台）均已发布“十四五”规划及2035

年远景目标的相关建议稿。我们发

现，各省区市已经从自身实际出发，

提出了各自在能源、环境、二氧化碳

排放等方面的实际举措，为我国实现

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作出明确安排。

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点：

一是提升能效。

湖南省“十四五”规划提出，全

面建立资源高效利用制度。健全自然

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实行能源和水资

源消耗、建设用地总量与强度双控，

健全资源节约集约循环利用政策体

系，完善资源价格形成机制。内蒙古

自治区“十四五”规划提出，推进能

源和战略资源基地优化升级。严格控

制煤炭开发强度，推动煤炭清洁生产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擘画了

中国未来发展蓝图，提出构

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

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

发展格局，这不仅是中国自

身发展的需要，更将造福世

界各国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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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智能高效开采，推进煤炭分级分质

梯级利用，大幅提高就地转化率和精

深加工度，打造煤基全产业链。海南

省“十四五”规划提出，建设清洁能

源岛。全面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

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实施能

源消费总量和碳排放总量及强度双控

行动。实施用水总量和强度双控行

动，加快推进建设节水型社会，提高

水资源利用效率和效益。

二是绿色化改造。

江 苏 省 “ 十 四 五 ” 规 划 提 出 ，

推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持续推进石

化、钢铁、建材、印染等重点行业清

洁生产，着力发展化工循环经济体

系，大力发展环保产业、绿色技术、

绿色金融，开展绿色创新企业培育行

动，全面实施园区、企业绿色化改

造。天津市“十四五”规划提出，发

展绿色制造。大力培育节能环保、清

洁能源等绿色产业，加快推动市场导

向的绿色技术创新，积极发展绿色

金融。强化清洁生产，推进重点行

业和重要领域绿色化改造。上海市

“十四五”规划提出，加快构建与超

大城市相适应的绿色交通体系。在公

共领域全面推广新能源汽车，推进充

电桩、换电站、加氢站建设，倡导低

碳绿色出行。

三是打造智慧能源系统。

安徽省“十四五”规划提出，建

设智慧能源系统，打造绿色、智慧、

安全的现代化电网。协同推进长三角

能源应急供应保障基地建设，统筹整

合两淮煤电基地、长三角特高压枢纽

和绿色储能基地，探索源网荷储一体

化发展新模式。贵州省“十四五”规

划提出，构建“贵州能源云”智慧管

理系统。坚持绿色技术创新，加大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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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环保产业技术创新，申建国家新型

综合能源战略基地和国家数字能源基

地。云南省“十四五”规划提出，加

快布局绿色智能电网、能源互联网等

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实施“源网荷”

一体化建设，促进能源就地消纳，完

善能源产供销储体系。优先布局绿色

能源开发，加快建设金沙江、澜沧江

等国家水电基地，加强“水风光储”

一体化多能互补基地建设，推进煤电

一体化基地建设，化解电力结构性矛

盾。

四是构建综合能源体系。

浙江省“十四五”规划提出，打

造长三角清洁能源生产基地。构建电

油气“三张网”，大力建设新型智慧

城市，推行“城市大脑”中心城市全

覆盖。推进综合实力强、发展潜力大

的县（市）高标准建设现代城市。陕

西省“十四五”规划提出，加快建设

陕北风光储氢多能融合示范基地。调

整优化煤电布局，积极发展风电、光

电、生物质发电；加强输气管网、储

气库和电力基础设施建设，扩大电力

外送规模；着力构建万亿级能源化工

产业集群，打造世界一流的高端能源

化工基地。西藏自治区“十四五”规

划提出，建设国家清洁可再生能源利

用示范区。加快电源、电网、油气等

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清洁能源规模化

开发，形成以清洁能源为主、油气和

其他新能源互补的综合能源体系。

五是建立生态文明制度。

四 川 省 “ 十 四 五 ” 规 划 提 出 ，

加快建设美丽四川。深入打好污染防

治攻坚战，深化大气、水、土壤污染

防治，基本消除重污染天气、城市黑

臭水体，加强白色污染治理，降低

碳排放强度，推动城乡空气质量、

江河湖库水质全面改善。黑龙江省

“十四五”规划提出，推进“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价值转换。大

力发展碳汇经济等以生态为本底的新

产业新业态，充分挖掘和释放生态价

值，支持国有林区开展森林生态资

源资产化和资本化试点，构建现代

林业经济新体系。宁夏回族自治区

“十四五”规划提出，加快构建环境

污染系统治理制度。建立完善跨区

域、上下游、多污染协同治理机制，

全面实行排污许可制，加快推进排污

权、碳排放权市场化交易，实施环境

污染强制责任保险制度，开展煤炭、

火电、钢铁、焦化、化工、有色、水

泥等行业强制性清洁生产。

百年之前，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

立，一个大党诞生于一艘小船。毛泽

东同志写道，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

变”。走过百年，面对“前所未有之

大变局”，我们必定在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下，让一个改革不停顿的中国继

续创造“当惊世界殊”的奇迹，让一

个开放不止步的中国为世界增添发展

新动能。

面对前所未有之大变局，我

们必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下，让一个改革不停顿的中

国继续创造“当惊世界殊”

的奇迹，让一个开放不止步

的中国为世界增添发展新动

能。

（本文由本刊记者于涛执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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