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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皮书：中国将从１１个方面推进应对气候变化

新华社北京１１月２２日电（记者 华春雨 刘劼）国务院新闻办２２日发布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２０１１）》白皮书。白皮书说，围绕应对气

候变化相关工作的目标任务，“十二五”期间，中国将重点从１１个方面推进。

根据白皮书内容，这１１个方面工作包括：加强法制建设和战略规划，其中

包括组织编制《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加快经济结构

调整；优化能源结构和发展清洁能源；继续实施节能重点工程；大力发展循环经

济，包括编制全国循环经济发展总体规划；扎实推进低碳试点；逐步建立碳排放

交易市场，包括逐步建立跨省区的碳排放权交易体系；增加碳汇；提高适应气候

变化能力；继续加强能力建设；全方位开展国际合作等。

白皮书还指出，２０１１年，中国政府发布《“十二五”节能减排综合性工

作方案》《“十二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等，对“十二五”期间开展节

能减排和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作出了全面部署。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２０１１）》白皮书，全面介绍了中国“十

一五”期间应对气候变化采取的政策与行动、取得的积极成效以及“十二五”期

间应对气候变化的总体部署及有关谈判立场。

白皮书分为前言、减缓气候变化、适应气候变化、基础能力建设、全社会参

与、参与国际谈判、加强国际合作、“十二五”时期的目标任务和政策行动、中

国参与气候变化国际谈判的基本立场、结束语等部分。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进一步加强

新华社北京１１月２２日电（记者 吴晶晶、陈雍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２２



日发表的《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２０１１）》白皮书指出，“十一五”

期间，中国不断提高应对气候变化科技和政策研究水平，加强气候变化教育培训，

能力建设进一步加强。

白皮书说，中国不断增强科技和政策研究支撑能力。组织编制第一次、第二

次《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开展气候变化与环境质量关系、温室气体与污染物

协同控制、气候变化与水循环机理、气候变化与林业响应对策等研究。建立未来

气候变化趋势数据集，发布亚洲地区气候变化预估数据集。

在推进气候友好技术研发方面，中国在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８６３”

计划）和科技支撑计划中开展能源清洁高效利用技术、重点行业工业节能技术与

装备开发、建筑节能关键技术与材料开发、重点行业清洁生产关键技术与装备开

发和低碳经济产业发展模式及关键技术集成应用等节能技术研发，取得了一批具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发明专利和重大成果。

中国还加强气候变化战略和政策研究。围绕“十二五”应对气候变化重点任

务，研究应对气候变化的长远战略，开展中国低碳发展战略、全国适应气候变化

总体战略、碳排放交易机制、国内外应对气候变化相关法律法规等研究。启动中

国应对气候变化科技专项行动，总投入经费约１．１亿人民币，开展中国绿色发

展的重大战略及技术问题等相关研究。

白皮书同时指出，中国将气候变化内容逐步纳入国家教育体系。中、高等院

校加强环境和气候变化教育，陆续建立环境和气候变化相关专业，加强气候变化

教育科研基地建设，为培养气候变化领域专业人才发挥了积极作用。加强对领导

干部气候变化知识的培训。通过举办集体学习、讲座、报告会等形式，有效提高

各级领导干部气候变化意识和科学管理水平。

中国为推动建立公平合理的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制度作出贡献

新华社北京１１月２２日电（记者 吴晶晶、朱绍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２２

日发表的《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２０１１）》白皮书指出，中国政府

高度重视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以高度负责任的态度，积极建设性参与应对气候变

化国际谈判，加强与各国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多层次磋商和对话，努力推动各方就

气候变化问题凝聚共识，为推动建立公平合理的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制度作出了积



极贡献。

白皮书说，中国坚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双轨谈

判机制，坚持缔约方主导、公开透明、广泛参与和协商一致的规则，积极发挥联

合国框架下的气候变化国际谈判的主渠道作用，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

则，积极建设性参与谈判，加强与各方沟通交流，促进各方凝聚共识。

２００７年，中国积极建设性参加了印尼巴厘岛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会议，

为巴厘路线图的形成作出了实质性贡献。２００９年，中国积极参加哥本哈根会

议谈判，为打破谈判僵局、推动各方形成共识发挥了关键性作用。２０１０年，

中国全面参与墨西哥坎昆会议谈判与磋商，坚持维护谈判进程的公开透明、广泛

参与和协商一致，就各个谈判议题提出建设性方案，为坎昆会议取得务实成果、

谈判重回正轨作出了重要贡献。

白皮书同时指出，中国积极参与相关国际对话与交流，利用高层互访和重要

会议推动谈判进程，积极参与气候变化谈判相关国际进程，加强与各国磋商与对

话。中国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积极开展与其他国家相关智库的学术交流对话，

推动气候变化科学研究、技术转让、公众教育和信息共享等方面的国际合作。

中国积极参加和推动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

新华社北京１１月２２日电（记者 吴晶晶、刘劼）国务院新闻办公室２２日

发表的《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２０１１）》白皮书指出，中国本着“互

利共赢，务实有效”的原则积极参加和推动与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国际机构的

务实合作，为促进国际社会合作应对气候变化发挥着积极的建设性作用。

白皮书指出，中国积极拓展与国际组织合作，加强与相关国际组织和机构的

信息沟通、资源共享和务实合作，签署了一系列合作研究协议，实施了一批研究

项目，内容涉及气候变化的科学问题、减缓和适应、应对政策和措施等。中国积

极参与相关国际科技合作计划，如地球科学系统联盟框架下的世界气候研究计划、

国家地圈—生物圈计划、国家全球变化人文因素计划、全球对地观测政府间协调

组织、全球气候系统观测计划等，相关研究成果为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政策的制定

提供了有益参考。

白皮书说，中国与美国、欧盟、意大利、德国、挪威、英国、法国、澳大利



亚、加拿大、日本等国家和地区建立了气候变化领域对话和合作机制，签署相关

联合声明、谅解备忘录和合作协议等，将气候变化作为双方合作的重要内容。

中国还深化与发展中国家务实合作，与南非、印度、巴西、韩国等国家签署

相关的联合声明、谅解备忘录和合作协议等，建立气候变化合作机制，加强在气

象卫星监测、新能源开发利用等领域的合作，为发展中国家援建２００个清洁能

源和环保项目。

此外，中国还积极开展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合作。截至２０１１年７月，中国

已经批准了３１５４个清洁发展机制项目，主要集中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节

能和提高能效、甲烷回收利用等方面。其中，已有１５６０个项目在联合国清洁

发展机制执行理事会成功注册，占全世界注册项目总数的４５．６７％，已注册

项目预计经核证的减排量（ＣＥＲ）年签发量约３．２８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占

全世界总量的６３．８４％，为《京都议定书》的实施提供了支持。

中国多渠道引导全民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行动

新华社北京１１月２２日电（记者 吴晶晶、罗沙）国务院新闻办公室２２日

发表的《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２０１１）》白皮书指出，中国积极宣

传应对气候变化科学知识，提高公众的低碳发展意识，注重发挥民间组织、媒体

等各方面的积极性，采取多种渠道和手段引导全民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行动。

白皮书介绍，中国从２００８年开始，每年编写出版《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

政策与行动》年度报告，全面介绍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政策与进展。组织

开展“节能宣传周”系列活动，普及节能减排与气候变化知识。利用世界环境日、

世界气象日、世界地球日、世界海洋日、世界无车日、全国防灾减灾日、全国科

普日等主题日，积极开展气候变化科普宣传。

在民间组织行动方面，中国国土经济学会开展低碳国土实验区创建活动，中

华环保联合会和中国旅游协会在４８家旅游景区开展首批全国低碳旅游试验区试

点，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与全国总工会组织开展全国重点大型耗能钢铁生产设备节

能降耗对标竞赛活动。中国煤炭协会、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中国石油和化学

工业协会、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等在行业节能规划、节能

标准的制定和实施、节能技术推广、能源消费统计、节能宣传培训和信息咨询等



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白皮书说，中国媒体不断加大应对气候变化与节能低碳宣传报道力度。编写

并出版了一系列气候变化与气象灾害防御的科普宣传画册，及时跟踪报道全球应

对气候变化的热点新闻，积极介绍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行动和进展，倡导

低碳生活理念，增进社会各界对气候变化的了解和认识，展示中国在应对气候变

化方面付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

白皮书说，中国公众以实际行动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广泛参与自备购物袋、

双面使用纸张、控制空调温度、不使用一次性筷子、购买节能产品、低碳出行、

低碳饮食、低碳居住等节能低碳活动，从日常生活衣、食、住、行、用等细微之

处，实践低碳生活消费方式。

中国阐述参与德班会议的原则立场

新华社北京１１月２２日电（记者 华春雨 朱绍斌）国务院新闻办２２日发

布《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２０１１）》白皮书。白皮书阐述了中国参

与德班会议的原则立场。

２０１１年１１月底到１２月初，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将在南非德班召开。

白皮书说，中国认为，德班会议应落实２０１０年坎昆会议上各方达成的共识，

确定相关机制的具体安排，并就坎昆会议未能解决的问题继续谈判，在已有共识

的基础上取得积极成果。

白皮书提出，为促进联合国气候变化德班会议按巴厘路线图的要求取得积极

进展，中国政府坚持以下原则立场：

一是坚持《公约》和《议定书》基本框架，严格遵循巴厘路线图授权。《公约》

和《议定书》是国际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基本框架和法律基础，凝聚了国际社会

的共识，是落实巴厘路线图的依据和行动指南。巴厘路线图要求为加强《公约》

和《议定书》全面、有效和持续实施，应确定发达国家在《议定书》第二承诺期

的进一步量化减排指标，并就减缓、适应、技术转让、资金支持等作出相应安排。

二是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发达国家２００多年的工业化过程

中排放了大量温室气体，是造成当前全球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理应承担率先大



幅减排的历史责任。从现实能力看，发达国家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掌握着先进

的低碳技术，而发展中国家缺乏应对气候变化的财力和技术手段，还面临着发展

经济、消除贫困、应对气候变化等多重艰巨任务。因此，发达国家应率先大幅度

减排，同时要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转让技术。发展中国家在发展经济、消除

贫困的过程中，在发达国家的支持下根据各国国情采取积极的适应和减缓气候变

化的措施。

三是坚持可持续发展原则。当代的发展不应损害后代的发展能力。应当在可

持续发展的框架下，统筹考虑经济发展、消除贫困、保护气候，积极推动绿色、

低碳发展，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双赢。

四是坚持统筹减缓、适应、资金、技术等问题。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是应对

气候变化的两个有机组成部分，应当同等重视。减缓是一项相对长期、艰巨的任

务，而适应对发展中国家尤为现实、紧迫。资金和技术是实现减缓和适应气候变

化必不可少的手段，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技术转让和能力建设支持

是发展中国家有效应对气候变化的根本保证。

五是坚持联合国主导气候变化谈判的原则，坚持“协商一致”的决策机制。

中国不反对通过《公约》和《议定书》谈判进程外的非正式磋商或小范围磋商探

讨《公约》和《议定书》谈判中的焦点问题，推进谈判进程，但上述会议均应是

对《公约》和《议定书》谈判进程的补充，而非替代。“协商一致”原则是《联

合国宪章》的重要精神，符合联合国整体和长远利益，对增强决策的民主性、权

威性和合法性有重要意义。因此，必须坚持“协商一致”的决策机制，在确保谈

判进程公开、透明和广泛参与的前提下，以适当方式提高工作效率。

中国采取措施减轻气候变化不利影响

新华社北京１１月２２日电（记者 吴晶晶、刘劼）国务院新闻办公室２２日

发表的《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２０１１）》白皮书指出，“十一五”

期间，中国加强气候变化科学研究和影响评估，完善法规政策，提高重点领域适

应气候变化的能力，减轻了气候变化对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的不利影响。

在农业领域，中国加强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推动大规模旱涝保收标准农田建设，推广农田节水技术，提高灾害应对能力，并



建立和完善农业气象监测与预警系统。

在水资源领域，中国编制全国水资源综合规划、七大江河流域防洪规划、全

国山洪灾害防治规划等专项规划，加强流域管理和水资源调度工作，加快实行最

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开工建设一批流域性防洪重点工程，加快骨干水利枢纽和

重点水源工程建设，加大水土流失治理力度。

在海洋领域，中国加强海洋气候观测网络建设，初步形成对全国近海和部分

大洋的海洋关键气候要素的观测能力，初步构建典型海洋生态敏感区监测体系，

开展了海域海岸带和重点海岛整治修复工作。开展风暴潮、海浪、海啸和海冰等

海洋灾害的观测预警工作，有效降低了各类海洋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在卫生健康领域，中国印发《全国自然灾害卫生应急预案（试行）》，明确了

水旱灾害、气象灾害、生物灾害等自然灾害卫生应急工作的目标和原则，确立自

然灾害卫生应急工作体制、响应级别和响应措施，制定了不同灾种自然灾害卫生

应急工作方案。开展气候变化对环境相关疾病的影响机制研究，为研究制定适应

气候变化的政策和措施提供技术支持。

在气象领域，中国气象部门发布实施《天气研究计划（２００９－２０１４

年）》、《气候研究计划（２００９－２０１４年）》、《应用气象研究计划（２００

９－２０１４年）》、《综合气象观测研究计划（２００９－２０１４年）》，印发《中

国气候观测系统实施方案》，促进了中国气候变化监测、预估、评估工作。建立中

国第一代短期气候预测模式系统，研发新一代全球气候系统模式，开展气候变化

对国家粮食安全、水安全、生态安全、人体健康安全等多方面的影响评估工作。

中国加快发展低碳能源 控制非能源活动温室气体排放

新华社北京１１月２２日电（记者 罗沙 陈雍容）国务院新闻办２２日发布

的《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２０１１）》白皮书说，中国“十一五”期

间加快发展天然气等清洁能源，积极开发利用非化石能源，并强化对工业生产过

程、农业活动、废弃物处理等领域的温室气体排放控制。

白皮书说，中国大力开发天然气，推进煤层气、页岩气等非常规油气资源开

发利用，出台财政补贴、税收优惠、发电上网、电价补贴等政策，制定实施煤矿

瓦斯治理和利用总体方案，大力推进煤炭清洁化利用，引导和鼓励煤矿瓦斯利用



和地面煤层气开发。

白皮书显示，中国天然气产量由２００５年的４９３亿立方米增加到２０１

０年的９４８亿立方米，年均增长１４％，天然气在中国能源消费结构中所占比

重达到４．３％。煤层气累计抽采量３０５．５亿立方米，利用量１１４．５亿

立方米，相当于减排二氧化碳１．７亿吨。

白皮书表示，通过国家政策引导和资金投入，中国加强了水能、核能等低碳

能源开发利用。截至２０１０年底，水电装机容量达到２．１３亿千瓦，比２０

０５年翻了一番；核电装机容量１０８２万千瓦，在建规模达到３０９７万千瓦。

支持风电、太阳能、地热、生物质能等新型可再生能源发展。完善风力发电上网

电价政策。实施“金太阳示范工程”，推行大型光伏电站特许权招标。完善农林

生物质发电价格政策，加大对生物质能开发的财政支持力度，加强农村沼气建设。

白皮书同时显示，２０１０年，中国风电装机容量从２００５年的１２６万

千瓦增长到３１０７万千瓦，光伏发电装机规模由２００５年的不到１０万千瓦

增加到６０万千瓦，太阳能热水器安装使用总量达到１．６８亿平方米，生物质

发电装机约５００万千瓦，沼气年利用量约１４０亿立方米，全国户用沼气达到

４０００万户左右，生物燃料乙醇利用量１８０万吨，各类生物质能源总贡献量

合计约１５００万吨标准煤。

此外，中国强化对工业生产过程、农业活动、废弃物处理等领域的温室气体

排放控制。应用电石渣替代石灰石生产水泥熟料等原料替代技术、高炉渣和粉煤

灰等作为添加混合材料生产水泥等工艺过程，减少农田种植和畜禽养殖中甲烷和

氧化亚氮排放。启动实施土壤有机质提升补贴项目，完善城市废弃物标准，实施

生活垃圾处理收费制度，推广利用先进的垃圾焚烧技术，制定促进填埋气体回收

利用的激励政策。积极开展碳捕集、利用和封存技术研究与示范。

白皮书表示，据初步统计，截至２０１０年底，中国工业生产过程的氧化亚

氮排放基本稳定在２００５年的水平上，甲烷排放增长速度得到一定控制。

中国通过调整产业结构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取得显著成效

新华社北京１１月２２日电（记者 罗沙、刘劼）国务院新闻办２２日发布的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２０１１）》白皮书说，“十一五”期间，中



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通过调整产业结构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取得了显著成效。

白皮书说，“十一五”期间，中国制定和发布汽车、钢铁等十大重点产业调

整和振兴规划，修订《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出台《关于抑制部分行业产能过

剩和重复建设引导产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提高高耗能行业准入门槛，对固定

资产投资项目进行节能评估和审查，加强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和升级，促进企业

兼并重组，调整出口退税政策，对煤炭、部分有色金属、钢坯和化肥等产品征收

出口关税，抑制高耗能、高排放和资源性产品出口。加快淘汰落后产能。

白皮书显示，“十一五”期间，通过“上大压小”，中国累计关停小火电机

组７６８２万千瓦，淘汰落后炼钢产能７２００万吨、炼铁产能１．２亿吨、水

泥产能３．７亿吨、焦炭产能１．０７亿吨、造纸产能１１３０万吨、玻璃产能

４５００万重量箱。电力行业３０万千瓦以上火电机组占火电装机容量比重由２

００５年的４７％上升到２０１０年的７１％，钢铁行业１０００立方米以上大

型高炉炼铁产能比重由４８％上升到６１％，电解铝行业大型预焙槽产量比重由

８０％提升到９０％以上。钢铁、水泥、有色、机械、汽车等重点行业的集中度

明显提高，重点行业能耗水平显著降低。

同时，２００５年到２０１０年，中国火电供电煤耗由３７０克／千瓦时降

到３３３克／千瓦时，下降１０％；吨钢综合能耗由６９４千克标准煤降到６０

５千克标准煤，下降１２．８％；水泥综合能耗下降２４．６％；乙烯综合能耗

下降１１．６％；合成氨综合能耗下降１４．３％。

白皮书指出，“十一五”期间，中国制定并发布《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

性新兴产业的决定》，明确了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总体思路、重点任务和政

策措施。选择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领域，实施了若干重大工程，建设了一批重大

项目。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实施知识创新工程和技术创新工程，加强重大技

术攻关。启动新兴产业创投计划，发起设立了２０只创业投资基金，支持节能环

保、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创新企业成长。２０１０年中国高技术制造

业的产值达到７．６万亿元人民币，位居世界第二，比２００５年增长了一倍多。

此外，中国制定实施《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关于加快发展服

务业若干政策措施的实施意见》等重要文件，大力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

务业的发展。出台《加快发展高技术服务业的指导意见》。２００５年至２０１０



年，中国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增长１１．９％，比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速高０．７

个百分点，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由４０．３％提高到４３％。

白皮书：各项约束性指标彰显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决心

新华社北京１１月２２日电（记者 华春雨 陈雍容）国务院新闻办２２日发

布《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２０１１）》白皮书。白皮书说，中国提出

的各项约束性指标彰显了中国政府推动低碳发展、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决心。

白皮书说，２００９年哥本哈根会议召开前，中国政府宣布了到２０２０年

单位国内生产总值温室气体排放比２００５年下降４０％－４５％的行动目标，

并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

２０１１年３月，中国全国人大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十二五”时期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约束性目

标：到２０１５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２０１０年下降１７％，

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比２０１０年下降１６％，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

重达到１１．４％，新增森林面积１２５０万公顷，森林覆盖率提高到２１．６

６％，森林蓄积量增加６亿立方米。

白皮书指出，“十二五”期间，中国将把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作为经济社

会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坚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

线，牢固树立绿色、低碳发展理念，把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

大战略、作为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大机遇，坚持走新型工业化

道路，合理控制能源消费总量，综合运用优化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节约能源和

提高能效、增加碳汇等多种手段，有效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提高应对气候变化能

力，广泛开展气候变化领域国际合作，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中国积极增加碳汇 推进地方低碳发展

新华社北京１１月２２日电（记者 罗沙 朱绍斌）国务院新闻办２２日发布

的《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２０１１）》白皮书说，“十一五”期间，

中国积极增加森林、农田和草地碳汇，同时推进低碳省区和低碳城市试点工作，

各地积极探索低碳发展经验。



白皮书表示，“十一五”期间，中国继续实施“三北”重点防护林工程、长

江中下游地区重点防护林工程、退耕还林工程、天然林保护工程、京津风沙源治

理工程等生态建设项目，开展碳汇造林试点，加强林业经营及可持续管理，提高

森林蓄积量，中央财政提高了造林投入补助标准，每亩补助由１００元人民币提

高到２００元人民币，建立了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

白皮书指出，目前，中国人工林保存面积６２００万公顷，全国森林面积达

到１．９５亿公顷，森林覆盖率由２００５年的１８．２１％提高到２０１０年

的２０．３６％，森林蓄积量达到１３７．２１亿立方米，全国森林植被碳储量

达７８．１１亿吨。

白皮书同时指出，中国在草原牧区落实草畜平衡和禁牧、休牧、划区轮牧等

草原保护制度，控制草原载畜量，遏止草原退化。扩大退牧还草工程实施范围，

加强人工饲草地和灌溉草场的建设。加强草原灾害防治，提高草原覆盖度，增加

草原碳汇。到２０１０年，全国保护性耕作技术实施面积６４７５万亩，机械化

免耕播种面积１．６７亿亩，秸秆机械化粉碎还田面积４．２８亿亩。

此外，中国积极推进低碳省区和低碳城市试点工作。２０１０年启动国家低

碳省区和低碳城市试点工作，并选择广东、湖北、辽宁、陕西、云南等５省和天

津、重庆、杭州、厦门、深圳、贵阳、南昌、保定等８市作为首批试点，各地积

极探索低碳发展经验。

中国认为德班会议应在三方面达成具体成果

新华社北京１１月２２日电（记者 华春雨 吴晶晶）国务院新闻办２２日发

布《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２０１１）》白皮书。白皮书说，中国认为

德班会议应在三个方面达成具体成果。

白皮书提出，德班会议首先要明确发达国家在《议定书》第二承诺期进行大

幅度绝对量化减排的安排。同时，德班会议要明确非《议定书》发达国家在《公

约》下承担与其他发达国家在《议定书》下可比的减排承诺。此外，德班会议要

细化并落实适应、资金、技术转让、能力建设方面的机制安排，细化体现发达国

家和发展中国家区别的“三可”（可测量、可报告、可核实）和透明度的具体安

排。



白皮书说，中国将继续积极推动气候变化国际谈判进程，积极参加联合国气

候变化谈判会议，支持即将召开的气候变化德班会议在落实巴厘路线图的谈判方

面取得全面、均衡的成果，就加强《公约》及《议定书》的全面、有效和持续实

施作出公平、合理、有效的安排。

“中国愿意与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共同推动德班会议取得积极的成果。”白

皮书说。

中国“十一五”期间通过节能少排放二氧化碳１４．６亿吨以上

新华社北京１１月２２日电（记者 罗沙、陈雍容）国务院新闻办２２日发布

的《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２０１１）》白皮书说，中国完成了“十一

五”规划提出的节能目标，２０１０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比２００５年累计

下降１９．１％，实现节能６．３亿吨标准煤，相当于少排放二氧化碳１４．６

亿吨以上。

白皮书显示，“十一五”期间中国以能源消费年均６．６％的增长支撑了国

民经济年均１１．２％的增速，能源消费弹性系数由“十五”时期（２００１—

２００５年）的１．０４下降到０．５９，缓解了能源供需矛盾。

白皮书说，中国通过分解落实节能目标责任，建立了统计监测考核体系，对

全国３１个省级政府和千家重点企业节能目标完成情况和节能措施落实情况进行

定期评价考核。２０１０年，全国１８个重点地区开展节能减排专项督查，进行

严格的目标责任考核和问责，促进了全国节能目标的实现。

同时，中国实施工业锅炉（窑炉）改造、热电联产、电机系统节能、余热余

压利用等十大重点节能工程，开展千家企业节能行动，加强重点耗能企业节能管

理，推动能源审计和能效对标活动。开展“车、船、路、港”千家企业低碳交通

运输专项行动，大力发展城市公共交通。提高新建建筑强制性节能标准执行率，

加快既有建筑节能改造，推动可再生能源在建筑中的应用，对政府机构办公用房

进行节能改造。

白皮书指出，截至２０１０年底，全国城镇新建建筑设计阶段执行节能强制

性标准的比例为９９．５％，施工阶段执行节能强制性标准的比例为９５．４％。

“十一五”期间，累计建成节能建筑面积４８．５７亿平方米，共形成４６００



万吨标准煤的节能能力。开展零售业节能行动，限制生产、销售、使用塑料购物

袋，抑制商品过度包装。

白皮书表示，“十一五”期间，中国发布三批共１１５项国家重点节能技术

推广目录，在钢铁、建材、化工等行业重点推广７项节能技术。实施节能产品惠

民工程，开展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示范推广工作，建立节能产品优先采购制度。“十

一五”期间，纯低温余热发电、新型阴极铝电解槽、高压变频、稀土永磁电机、

等离子无油点火等一大批高效节能技术得到普遍应用，高效照明产品市场占有率

达６７％，高效节能空调市场占有率达７０％。

白皮书说，中国开展国家“城市矿产”示范基地建设，积极推进大宗工业固

体废弃物综合利用，“十一五”期间，综合利用粉煤灰约１０亿吨、煤矸石约１

１亿吨、冶炼渣约５亿吨。安排中央投资支持再制造产业化项目建设，截至２０

１０年底，中国已形成汽车发动机、变速箱、转向机、发电机共２５万台（套）

的再制造能力。

中国积极利用合同能源管理、电力需求侧管理、节能自愿协议等市场机制推

动节能。完善严寒和寒冷、夏热冬冷和夏热冬暖三个不同气候区居住建筑节能工

程设计标准、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和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此外，中国加快推进能源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实施成品油税费改革，对高耗

能行业实施差别电价，对超能耗产品实行惩罚性电价，推动供热计量收费。设立

节能减排专项资金，稳妥推进资源税制改革，不断完善出口退税制度，调整车辆

购置税政策，改革车船税。对高效、节能、低碳产品实施进口税收优惠政策。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法律法规体系、管理体制不断健全完善

新华社北京１１月２２日电（记者 吴晶晶、罗沙）国务院新闻办公室２２日

发表的《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２０１１）》白皮书指出，“十一五”

期间，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法律法规体系不断健全，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不断完善。

白皮书指出，中国制定或修订了《可再生能源法》《循环经济促进法》《节约

能源法》《清洁生产促进法》《水土保持法》《海岛保护法》等相关法律，颁布了《民

用建筑节能条例》《公共机构节能条例》《抗旱条例》，出台了《固定资产投资节能

评估和审查暂行办法》《高耗能特种设备节能监督管理办法》《中央企业节能减排



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等规章，开展了应对气候变化立法前期研究工作。

中国制定并实施《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明确应对气候变化的指导思

想、主要领域和重点任务。根据方案要求，全国３１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均

已编制完成了地方应对气候变化方案，并已全面进入组织落实阶段。中国还出台

了一系列重大政策性文件，发布了《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核电中长期发

展规划》《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一五”规划》《关于加强节能工作的决定》《关于加

快发展循环经济的若干意见》等重要文件。

白皮书同时指出，中国建立并完善了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领导小组统一领导、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归口管理、各有关部门分工负责、各地方各行业广泛参与

的应对气候变化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中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建立了应

对气候变化工作领导小组和专门工作机构。国务院有关部门相继成立了国家应对

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应对气候变化研究中心等工作支持机构，一

些高等院校、科研院所成立了气候变化研究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