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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

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国正处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改善环境

质量、建设美丽中国的关键时期；同时也处于积极部署谋划实现 2030 年前碳达

峰目标和 2060 年前碳中和愿景的开局阶段。面对环境污染与温室气体排放这两

个同根同源的问题，党中央已明确要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

局，并将协同推进减污降碳写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四五”规划，在多个重

要场合反复重申、强调。推动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的重要举措，是兑现碳达峰碳中和庄严承诺的重大牵引，是深入打好污染

防治攻坚战建设美丽中国的关键路径，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总抓

手，是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全面、完整、准确贯彻新发展

理念，积极开展减污降碳协同治理实践，完善理论体系，将进一步丰富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内涵。 

1.1 国家顶层设计 
近年来，我国通过相继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打赢蓝天保卫战三

年行动计划》等一系列大气污染治理政策措施，有效改善了全国大气环境质量，

极大缓解了人民群众的“心肺之患”。《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十四五”期间我国将深入

开展污染防治行动，加强城市大气质量达标管理，推进细颗粒物（PM2.5）和臭氧

（O3）协同控制，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浓度下降 10%，有效遏制 O3浓度增长趋势，

基本消除重污染天气。 

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郑重宣布 “中国将提

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 2030

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九次

集体学习时，总书记明确提出要把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作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全面绿色转型的总抓手，加快推动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用地结

构调整。《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明确要以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

效为总抓手，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以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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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方针，统筹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保持力度、延伸深度、拓

宽广度，以更高标准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高水平保护推动高质量发

展、创造高品质生活，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同时攻坚战意见

还明确要加快构建减污降碳一体谋划、一体部署、一体推进、一体考核的制度机

制。 

总体而言，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是当前我国推动大气污染治理和碳达峰

碳中和工作的总抓手，已成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的关键

举措。面对这一管理需求，生态环境部发布了《关于统筹和加强应对气候变化与

生态环境保护相关工作的指导意见》，在主管部门层面推动部署相关工作协同开

展，同时生态环境部也正在国家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中积极牵头编制

《减污降碳协同增效行动方案》。 

1.2 成都市政策概况 

成都市系四川省省会、副省级城市，是中国西南地区的科技、商贸、金融中

心和交通枢纽，国家重要的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商贸物流中心和综合交通枢纽、

西部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成都市经济发达、人口众多、能源消费量大，大气污

染物与碳排放量高，且受区域盆地地形与气象条件影响，成都大气污染状况较为

严峻。 

《成都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

要》提出要在成都市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深入推进科学治气，持续改善空

气质量。以 PM2.5和臭氧协同控制为主线，开展多污染物协同控制。深入推进产

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用地和农业投入结构调整。实施大气污染源

分类防控，提升大气污染监测监管能力，强化工业源、移动源、扬尘源和其他城

乡面源治理。加强重污染天气应对，深化区域联防联控，提高预报预警能力，共

享监测和污染源清单信息，推动区域协同减排。到 2025年，全市 PM2.5浓度小于

38 μg/m3，基本消除重污染天气。 

另一方面《成都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

目标纲要》也对成都市“十四五”低碳工作做了相关规划，提出要大力推进绿色

低碳循环发展，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深入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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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领域统筹协调机制，落实国家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推动部分行业碳排

放率先达峰，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低碳转型。力争 2030 年前率先实现碳

达峰，加快建设碳中和示范城市。 

总体而言，成都市在推动空气质量达标和碳减排方面均开展了大量工作，然

而在国家大力推进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背景下，成都市尚未全面将减污与降

碳二者结合统筹考虑。成都市巨大的机动车保有量以及以化石燃料为主的一次能

源结构决定了其大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具有高度同源性。国家及地方机构改

革将气候变化职能纳入生态环境部门管理范畴也为协同控制大气污染与温室气

体提供了制度保障。为响应成都市加快推进空气质量达标和碳排放达峰的“双

达”目标和要求，有必要对比梳理成都当前的空气质量达标规划和碳达峰路径研

究成果，评估现有工作落实情况，分析下一步工作的挑战并提出相应策略与方案，

实现“双达”目标下协同增效，支持成都市成为城市率先落实国家对协同管理要

求的最佳实践案例。 

'"()*+,-. 

2.1 /012 

成都市地处中国西南地区、四川盆地西部、成都平原腹地，境内地势平坦、

河网纵横、物产丰富、农业发达，属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成都全市下辖 12

个市辖区、3个县、代管 5个县级市，总面积 14335平方千米。截至 2021年底，

成都全市常住人口 2119.2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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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期间，成都市经济总量快速增长，经济质量明显提高，全市地区

生产总值（GDP）从 2015年的 10801亿元增长到 2020 年的 17717 亿元，实现净

增长 6916亿元，按可比价格算，GDP增长保持 10.5%的年均增速；截止 2020 年，

全市 GDP总量占全省 GDP的 36.5%，显著高于全省平均水平。成都市人均 GDP于

2019年首次突破 10万元，从 2015至 2020年实现 1.1万元的净增长，并保持3.44%

的年均增速，整体体现出良好的经济发展态势。 

 

! 2.2 2015-2020)"#$*+,-./01 

2020 年成都市地区生产总值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655.2亿元，增长 3.3%；

第二产业增加值 5418.5亿元，增长 4.8%；第三产业增加值 11643.0亿元，增长

3.6%。三次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 2.7%、45.1%、52.2%。三次产业结

构不断优化调整至 3.7∶30.6∶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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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ABC 

2015年以来，成都市化石能源消费（不考虑电力生产和调入、调出）总量

整体呈波动上升态势，2015-2020 年间年均增加 2.77%，2017-2020 年化石消费

量呈现明显上下波动。2015-2020 年煤品年均减少 5.5%；油品、天然气和电力年

均增长率分别为 3.5%、5.5%和 5.2%。从结构变化趋势上看，以电力为主的能源

消耗结构进一步强化。其中，煤炭消耗量降到 6.9%；油品、天然气和电力的消

耗量提升到 33.2%、19.8%和 40.2%。 

 

! 2.4 2015-2020)"#$789:34;< 

成都目前能源消费结构变化趋势大致遵循成都经济社会发展以及满足后期

节能减排要求，煤炭消费总量有望在“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期间

保持缓慢下降趋势并基本趋于平稳，石油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将短期波动增长后

稳定下降，天然气、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将持续升高。但需注意成都

市 2015-2020 年煤品消费总量虽呈现逐年减少的趋势但油品和天然气消耗总量

总体呈小幅上升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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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EFGHIJPQT0 

针对本地大气污染排放源，成都市大气污染防治行动梳理汇总为产业结构调

整、工业污染防治、能源结构调整、建筑低碳转型、交通结构调整和面源污染治

理六大方面，从中提取出优化产业结构、落后产能淘汰、“散乱污”企业清理整

治、燃煤锅炉整治、燃煤清洁化替代、工业提标改造、燃煤电厂超低排放改造、

移动源排放管控、扬尘源综合治理、挥发性有机物源头替代和重点工业挥发性有

机物治理等 6大类，25 小类，共 62项具体措施。 

= 3.1 "#$>?@ABCDEFG 

 
 

3.2 KLM*NOPQT0 

“十三五”期间，成都市委、市政府以及市政府相关部门颁布低碳城市建设

政策 7 项、低碳能源政策 11项、低碳建筑政策 8项、低碳交通政策 14 项、低碳

工业政策 5项。 

 

= 3.2 HIJKLMNOPQR& 

一级措施 二级措施 序号 措施内容 一级措施 二级措施 序号 措施内容

1 淘汰落后产能 调整货物运输结构 32 优化货物运输结构

2 化解产能过剩 33 控制机动车燃油燃气车保有量

3 发展现代产业体系 34 违规运渣车辆清退

4 优化调整产业布局 35 严控燃油货运车辆入城证

散乱污清理整治 5 加快“散乱污”企业清理整治 36 新能源和清洁能源汽车

6 各行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37 充电站（桩）建设

7 重点行业监督抽测 38 淘汰黄标车

8 涉气污染源监管执法 39 淘汰老旧车辆

9 全面实行工业污染源清单制管理模式 40 油品质量升级

10 火电和钢铁行业超低排放改造 41 油品质量抽检

11 水泥和平板玻璃行业深度治理 提髙燃油经济性 42 提髙燃油经济性

12 重点行业企业原辅材料替代 43 提升新车排放标准

13 重点行业企业分类治理 44 在用车尾气排放超标检测

14 工业园区和企业集群综合治理 45 备案登记、监督排查

15 石化行业监管 46 农业机械监管治理

16 汽修行业污染治理 47 划设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禁止区

17 干洗行业监管 港口及机场岸电使用 48 港口及机场岸电使用

18 加油站（储油库）监管 49 工业扬尘综合治理

19 重点行业无组织排放排查 50 扬尘在线视频监测

20 重点行业生产工艺及物料运输过程 51 打造绿色标杆工地

煤炭消费总量控制 21 总量和强度“双控” 52 道路扬尘管控

22 重点用能企业改造 53 餐饮油烟污染

23 重点园区改造 54 露天烧烤监管

清洁能源替代 24 发展清洁能源和新能源 55 腊肉熏制监管

25 燃煤锅炉淘汰 56 宗教祭祀监管

26 煤改电 57 烟花爆竹监管

27 煤改气 秸秆综合利用 58 秸秆禁烧管控

28 煤改其他清洁能源 59 农药化肥减量控害

既有建筑改造 29 既有建筑节能改造 60 实施畜禽粪污综合利用

30 装配式建筑 61 城市绿化工程

31 绿色建筑 62 露天矿山综合整治
城市绿化建设

加强面源污染
治理

生活源污染监管

农业源污染治理

优化产业结构
与布局

严控“两高”行业

优化产业结构

强化工业污染
综合防治

工业污染源全面达标排放

超低排放改造

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治理

工业企业无组织排放管理

优化能源消费
结构

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燃煤锅炉综合整治

建筑低碳转型
推行新型建筑

优化交通运输
结构

优化运输车队结构

提升油品质量

非道路移动机械监管

扬尘综合治理

机动车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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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高质的产

业体系加速成

势 

优化产业功能区、产

业生态圈规划布局 

电子信息、装备制造、医药健康、新型材料、绿色

食品五大先进制造业占全市工业增加值比重达

83%，截止 2020 年 9 月累计注册新经济企业 43.6

万户，氢能产业链初步形成。 

清理整治“散乱污”

工业企业 

清理整治“散乱污”工业企业 14148 户，累计淘汰

落后产能超过 300 户，加快打造绿色生产标杆企

业； 

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

低碳化处置 

先后建成餐厨处置二期、危废处置二期和万兴、隆

丰、金堂 3座环保发电厂，367 户节能环保规上企

业实现营业收入 821 亿元。 

清洁高效的低

碳能源体系持

续优化 

清洁能源替代 

基本实现燃煤锅炉全域“清零”，出台《关于促进

氢能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清洁能源占比

提升至 61.5% 

能源消耗总量和强度

“双控” 
单位 GDP 能耗“十三五”累计降低 12.16% 

电能替代 
大力发展“清洁能源+”产业，1400 余户用户参加

直购电、富余电量、低谷弃水等市场化交易 

美丽宜居的城

市空间形态加

快重塑 

产城融合 
加速落地 14 个 TOD 示范项目，与人口资源环境相

均衡的低碳空间格局加快形成 

低碳交通体系 

建成全国首个 5G智慧公交综合体，2020底轨道交

通开通运营总里程将达到 557.8公里，公交出行分

担率超过 57%， 

绿色建筑 

入选国家绿色建筑发展最佳城市十强，开展国家 A

级装配式建筑试点示范，实施可再生能源应用项目

21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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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域统筹的生

态碳汇体系初

步形成 

全域增绿 

森林覆盖率提升至39.9%，年固碳量超过160万吨；

打造 107 个高品质精品林盘；累计建成各级绿道超

过 4000公里；推动川西林盘保护修复，建成新津

白鹤滩国家湿地公园； 

生态价值转化 
培育“绿道+”新业态，共植入文商旅体设施 2525

个 

简约时尚的低

碳生活方式日

益普及 

低碳出行和智慧停车 

共享单车日均骑行次数超过 200 万人次，日均骑行

里程超过 360 万公里，年减排二氧化碳约 2 万吨；

截至 2019 年，全市智慧停车信息平台整合共享车

位超过 40 万个，“蓉 e行”低碳出行平台累计引

导 16.8 万人次自愿停驶私家车 38.2 万天，年减排

二氧化碳约 3 万吨。 

垃圾分类 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覆盖率达 60.2% 

政府采购 政府绿色采购比例达到 95% 

3.3 UVWXT09RS 

“十三五”期间。成都市通过开展产业结构调整、工业污染治理、锅炉清洁

能源替代、机动车污染治理等工作，在实现大气污染物减排的同时，与低碳城市

建设“636”工程共同推进了温室气体与污染物的协同控制，实现了二氧化碳等

温室气体的协同减排。根据减排数据，“十三五”期间，协同控制成效主要集中

在能源加工及转化、工业、交通等三大领域，协同措施集中于工业与交通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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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S@TIUVDEWX! 

工业部门是成都市能源消耗最多，也是城市排放的主要来源。通过梳理 “十

三五”减排措施发现，工业领域通过工业重点企业达标排放、工业窑炉改造和末

端治理助推大气污染物排放减少，除 VOCs在 2018年之后有所回升外，其他大气

污染物均呈大幅度下降趋势。其中，建材的平板玻璃、水泥等重点行业实施超低

排放改造 SO2和 NOX减排显著。特别是，工业煤改气、改电协同降碳减污效果相

对明显，但工业产品产量增加对大气污染物和二氧化碳排放均产生了增长的负效

应。 

“十三五”期间，成都市交通领域通过控制燃油车保有量、提高机动车排放

标准、淘汰老旧车辆、推广新能源车辆，实现了多项污染物协同减排。其中，新

能源替代协同效果相比较明显。 

Y"()*Z[D\]JG9^L_`(a 

4.1 ()*bFcdef-. 

2020 年成都市空气质量主要污染物 SO2、NO2、PM10、PM2.5平均浓度分别为 6 

μg/m3、37 μg/m3、64 μg/m3和 41 μg/m3，CO日均值第 95百分位数为 1.0 mg/m3，

O3日均最大八小时滑动均值第 90百分位数为 169 μg/m3。2020 年成都综合质量

指数为 4.41，在 168个城市中排第 96位，较 2015年提升 17 位，在 19个副省

级城市中位列第 14 位；综合指数较 2015年下降 25.6%，下降幅度全国 168个城

市中位列第 61位，在 19个副省级城市中位列第 11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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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2015-2020)"#$YZ[\.]^;< 

近年来，成都市生态环境局会同各市级相关部门，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

省市关于打赢蓝天保卫战的决策部署，狠抓责任落实，全面完成各项治理任务，

超额实现“十三五”提出的总体目标和量化指标，《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

划》圆满收官。2020 年成都市空气质量主要污染物 SO2、NO2、PM10、PM2.5平均浓

度分别为 6 μg/m3、37 μg/m3、64 μg/m3和 41 μg/m3，CO日均值第 95百分位

数为 1.0 mg/m3，O3日均最大八小时滑动均值第 90百分位数为 169 μg/m3，其中

PM2.5浓度均值较 2015年下降 28.1%；优良天数比例为 76.5%，较 2015年增加 9.6

个百分点；重污染天数比例 0.5%，较 2015年下降 3.5个百分点，全面完成国家

“十三五”和《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空气质量改善预期目标任务。 

4.2 KLM*NO(a 

从能源消费来看，成都市 2015年-2020 年能源消费总量增幅为 24.6%。其中，

煤品消费年均减少 5.15%，煤品消耗量降低至 6.87%；油品和天然气消费总量年

均增长率分别为 3.62%和 6.0%，增速均趋于平缓；调入电力消耗量快速提，年均

增速高达 13.86%，自 2017年后为主要消费能源。由于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

年成都市能耗总量小幅增长，CO2排放总量略有降低，但从历史来看尚未显现进

入下降通道的趋势。碳排放的增长趋势与能源趋势一致。2015-2020 年，成都碳

排放总量年均增长 120万吨左右，其中煤品排放呈快速下降趋势，占比 15%；油

品排放约占整个能源活动排放的 1/2，为最主要的化石能源；天然气排放占比

26%；调入电力排放占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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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能源消费领域来看，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均涉及能源消费碳排放，根

据成都市 2020 年能源平衡表细分领域数据，成都市的能源活动和二氧化碳排放

主要集中在能源生产、工业、交通运输和建筑领域（含居民生活、服务业和建筑

业）。2020 年，工业、交通运输两大领域排放占比接近 60%，能源生产领域碳排

放占比接近 20%，建筑领域碳排放占比为 22%，可见这些领域是成都市实现碳达

峰及长期碳中和目标的关键。 

成都市能源消费和强度控制较好，2015-2020 年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和单位

GDP 二氧化碳排放均呈现持续下降趋势。2019年，成都市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位居

北上广深等十大城市第 9；单位 GDP CO2排放量位居第 8，仅次于深圳、北京；

人均 CO2排放量位于十大城市最低。成都市是典型能源受端城市，95%的能源依

赖外部调入，主要为电力、石油及天然气，自给能源供应中，水电占比超过 80%，

少量天然气生产及垃圾发电，能源清洁度高。 

\"()*“[Y\”“gh”ijkl 

5.1 ()*“gh”mn 

成都市空气质量达标规划中提出到 2020 年，环境空气质量明显改善，PM2.5

年均浓度下降到 49 微克/立方米左右，O3浓度升高趋势基本得到遏制。到 2027

年，全市环境空气质量全面改善，主要大气污染物浓度稳定达到国家环境空气质

量二级标准，全面消除重污染天气。在空气质量达标规划中，成都市 2020、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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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7年 PM2.5年均浓度目标分别设置为 49、44和 35微克/立方米；PM10年均浓度

目标分别设置为 80、75、67 微克/立方米；NO2年均浓度目标分别设置为 49、47、

40微克/立方米；规划中未明确设定 O3浓度改善目标。 

= 5.1 "#$`?abcdefg`?abhi[dKj 

 
PM2.5年均浓度 
（微克/立方
米） 

PM10年均浓度 
（微克/立方
米） 

NO2年均浓度 
（微克/立方
米） 

优良天数比例 
（%） 

2017 年 56 88 53 64.4 
2020 年 49 80 49 70  
2022 年 44 75 47 74 
2027 年 35 67 40 85 

达标规划颁布后，成都市大力推进大气污染治理工作，持续优化能源、产业、

交通、用地结构，积极开展工业污染深度治理、面源污染治理等工作，环境空气

质量效益显著，各项污染物改善进展均明显快于达标规划中设定的目标。2020

年，PM10浓度降低至 64 微克/立方米，连续两年稳定达标，浓度已低于达标规划

中设定的 2027年目标值；NO2年均浓度降低至 37 微克/立方米，实现首次达标，

浓度同样低于达标规划中设定的 2027年目标。2020 年，全市 PM2.5年均浓度降低

至 41微克/立方米，低于达标规划中 2022 年 44 微克/立方米的目标。近年来，

成都市 O3年评价值呈波动趋势，在 160±10微克/立方米的范围波动，仍有一定

超标风险，影响全面达标目标实现。 

 

! 5.1 "#$ PM2.5k O3)lm-;<no 

随着大气污染治理工作全面提速，成都市大气环境质量改善形势明显好于预

期。《四川省“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明确提出，到 2025年，力争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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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市(州)和 183 个县(市、区)空气质量全面达标，基本消除重污染天气。《成都

市“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也明确提出到 2025年，全市空气质量优良天

数比例达到 83.7%以上，PM2.5年均浓度控制在 35微克/立方米以下。省、市两级

的“十四五”规划目标已经明确了成都市需在“十四五”期间实现环境空气质量

全面达标，达标年份将早于达标规划中设定的 2027年。 

2021年印发的《成都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

年远景目标纲要》、2022 年印发的《中共成都市委关于以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

标为引领优化空间产业交通能源结构促进城市绿色低碳发展的决定》等均确定了

力争 2030 年前率先实现碳达峰的目标。 

根据成都市最新规划部署，空气质量达标目标可能优先于碳达峰目标实现。

但是随着“双碳”目标的明确，“十四五”及之后成都市大气污染治理的思路将

发生本质改变，碳减排将协同并引领大气污染治理工作，提速空气质量达标进程，

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工作对于成都市空气质量达标与碳达峰工作至关重要。 

5.2Lhoijpq 

评估碳排放历史变化趋势的驱动力是分析后续减排潜力的关键依据。本研究

使用 LMDI 分解法量化了 2015-2020 年间，各主要因素对成都市 CO2排放量变化

的贡献。整体而言，社会经济快速发展是成都市 CO2排放量增加的核心驱动力，

能源结构调整和能耗强度变化是驱动 CO2排放降低的关键因素，能耗强度下降是

抵消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排放增量的最大推动力，能源结构调整同样有效降低碳

排放，需要解释的是，简阳的并入导致 2015-2016 年成都市碳排放变化驱动力特

征与其他年份有较大区别。 

 

! 5.2 "#$ CO2]_;<pqr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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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驱动因素的趋势进行预测可以判断成都市碳排放变化的趋势及碳排放

达峰的潜力。成都市当前仍处于快速发展阶段，经济社会发展动能充足，社会经

济发展势头正盛。根据《成都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

五年远景目标纲要》目标（见表 5.2），“十四五”期间，成都市 GDP将保持 6-8%

的年均增速，到 2025年，全市 GDP有望达到 2.6-2.8万亿元，相对 2020 年上涨

47%-58%，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 2020 年的 75.21%有望升高至 80%。 

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经济总量的快速增长将直接导致碳排放量的增

加。基于这一经济预期推算，并参考《“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生态环境保护规划》中单位 GDP 能耗及单位 GDP 二氧化碳排

放等目标指标推算，全市 CO2排放量将增加 18%-27%（常规情景），无法有效抑

制碳排放增长趋势。 

鉴于成都市经济社会仍将保持高速发展，考虑节能降耗及能源结构深度调整

等措施，设计强化情景。在强化情景下，成都市 CO2排放量有望于 2030 年前达

峰。在该情景下，每五年单位能耗的碳排放强度累计下降约 18%。以上单位 GDP

碳排放强度下降目标及单位能耗的碳排放强度下降目标远超近年来成都市实际

下降水平，这意味着成都市 2030 年前碳排放达峰形势十分严峻。进一步降低单

位 GDP 能耗强度，深挖能源结构调整潜力是抑制碳排放增加并实现碳达峰的必由

之路。 

 

! 5.3uvwx\yz"#$ CO2]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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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UV^rstuv 

识别协同减排对象是推动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关键环节之一。识别过程

需要综合考虑行业部门的污染物和碳排放量、协同减排措施可行性、减排协同度

等方面的内容。当前对成都市大气环境影响较大的前体物主要是 NOX、VOCs以及

一次 PM2.5。从排放贡献来看，道路移动源和建材行业对主要大气污染物和 CO2排

放均有较大贡献。2020 年，道路移动源对全市 NOX排放的贡献为 58%，对 VOCs

的贡献为 26%，对 CO2的贡献为 34%，在主要行业部门中均为最高，从总量控制

以及协同控制的角度来说，均为最关键的部门。建材对一次 PM2.5排放的贡献达

25%，对 CO2排放的贡献达 23%，从总量控制和协同控制的角度来说，也是关键的

行业。此外，非道路移动源、扬尘源和其他工业对部分大气污染物贡献显著；民

用部门和能源部门对 CO2排放也有较大贡献。从总量控制的角度出发，以上部门

和行业应为重点对象。 

如图 5.4 所示为空间分辨率为 1km的成都市 CO2排放空间分布。从 CO2排放

空间分布来看，成都市中心城区等人员活动密集区域为 CO2排放热点地区，同时

主要路网交通源排放也是排放热点区域。电厂、水泥厂等大型点源及工业集聚区

所在地为主要热点网格，是突出热点网格。从碳排放空间分布及减污降碳协同的

角度出发，考虑到中心城区碳排放量大、人口密集导致环境健康风险较大，应该

重点关注中心城区的协同治理，特别是移动源的治理。此外大型点源所处的热点

网格也是协同治理的关键。 

 

! 5.4 2020)"#$ CO2]_`}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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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UVwxWXkl 

如表 5.2所示为针对成都市梳理出的大气污染物与碳排放协同减排措施，多

数措施在其他城市同样适用。总体而言，在当前阶段，几乎所有的降碳措施均能

够协同减少大气污染物排放，然而末端控制、错峰生产、面源控制等措施则仅能

提供空气质量效益，无法协同降低碳排放，甚至会因为增加能耗导致碳排放增加。 

对于电力部门，目前成都市仅有金堂电厂一座燃煤电厂，主要电力需求通过

外调电满足。考虑到后续控煤需求，持续降低金堂电厂发电量甚至将其迁移出成

都市，产生的电力缺口需求通过外调电满足以及通过进一步发展本地风电、光伏

等可再生能源予以满足是具有良好协同性的控制方向。 

对于工业部门，以下节能降耗及结构调整措施均能够有效推动协同减排，包

括通过技术升级和清洁生产等措施提升生产能效，降低能耗；扩大工业电能替代

推动工业用能清洁化，实现能源结构优化调整；发展低能耗、高附加值的新兴产

业，淘汰落后产能，压减“两高”行业产能的措施优化产业结构。 

对于建筑部门，在需求侧方面可以通过提倡低碳生活等方式降低能耗；在建

筑节能方面可以通过执行绿色建筑标准，实施节能改造等举措提升建筑用能能

效；在终端用能方面可以通过持续提升电气化比例实现能源结构优化调整。 

对于交通部门，应从需求控制、能效提升、结构调整等方面多措并举，全面

推动协同控制。着眼于成都市机动车保有量，特别是私家车保有量快速上升的现

状，应通过行政、价格、路权等多重手段控制燃油机动车保有量。通过淘汰老旧

车辆、优化城市布局、降低道路拥堵等措施提升能效。通过大力推广新能源车辆、

工程机械等手段优化车辆能源结构。通过绿色出行建设，优化调整货物运输结构

等方式优化运输结构。 

需要注意的是，为确保在“十四五”期间实现空气质量全面达标，除了以上

协同措施之外，仍需要严格落实大气污染治理措施，特别需要强化扬尘整治和工

业 VOCs深度治理。 

排放清单结果显示，扬尘源贡献了成都市一次 PM2.5排放量的 56%；根据成都

市 PM2.5源解析结果，本地排放中扬尘源贡献接近 20%，体现了相关排放对城市空

气质量的重要影响。由于扬尘源与能源消费无关，能源结构调整等控碳措施无法

协同减排这部分污染来源，因此需要在协同措施之外持续开展扬尘控制。对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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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扬尘来源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施工扬尘与道路扬尘对 PM2.5 排放的贡献接近。

在成渝双城经济圈建设的背景下，成都市建设仍将在一段时间内保持高位，需提

升扬尘管控精细化水平，确保措施落实到位，切实降低施工扬尘相关排放；同时

也应当持续强化道路扬尘管控措施。 

北京大学观测分析结果表明，成都市 O3生成处于 VOCs 控制区，VOCs 减排

VOCs 减排需求较大重。从排放源的角度来看，CO2与 NOX排放同源性更强，减排

协同性更高，而溶剂使用等大量 VOCs排放与 CO2排放较难实现协同减排。同时，

前述建议的针对交通等行业的协同减排难以满足成都市的 VOCs 减排需求，因此

需要同时强化 VOCs 全流程深度治理。民用源、移动源、建材、石化化工、轻工

业等行业是 VOCs 排放的主要来源。在开展减污降碳协同治理措施的基础上，应

强化低挥发性建筑涂料、溶剂等源头替代，此外，重点工业行业源头替代-过程

控制-末端治理全流程综合治理、移动源老旧车辆淘汰和新能源化等均是必要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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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 末端控制 电厂超低排放改造 仅空气质量  

总量控制 新建项目禁止配套建设自备燃煤电站 除热电联产外.禁止审批

新建燃煤发电项目 

协同 ★ 

提高能效 “上大压小”，淘汰落后产能 减少输电损失 协同 ★★ 

能源结构 大力发展可再生电力资源 协同 ★★★ 

工业 末端控制 工业提标改造、对于重点行业推动实施超低排放改造；挥发性有

机物综合治理 

仅空气质量  

错峰生产 重点排污单位在冬季调整生产经营活动，减少或者暂停排放大气

汚染物的生产、作业 

仅空气质量  

提高能效 工业技术升级和清洁生产；淘汰燃煤小锅炉、推进工业锅炉节能

改造 

协同 ★★★ 

能源结构 淘汰燃煤小锅炉、老旧燃煤燃气锅炉电气化 协同 ★★★★★ 

产业结构 对于水泥、钢铁等重点行业，压被过剰产能；淘汰落后产能、整 协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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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散乱污”企业 ；发展低能耗，高附加值的高新技术；限制

能源密集行业投资。 

建筑 需求控制 提倡低碳生活方式 协同 ★★ 

提高能效 全面执行绿色建筑标准，实施住宅节能改 造、提高房屋保溫性

能 

协同 ★★★ 

能源结构 电气化比例提高 协同 ★★ 

交通 需求控制 控制机动车燃油燃气车保有量 协同 ★★★★★ 

末端控制 加严机动车排放标准、淘汰老旧车辆 协同 ★★★★★ 

油品升级 仅空气质量  

提高能效 提髙燃油经济性 协同 ★★★ 

能源结构 推广新能源和清洁能源车辆、工程机械 协同 ★★★★★ 

运输结构 提倡公共交通出行，优化调整货物运输结构 协同 ★★★ 

面源 用地结构 扬尘综合治理 禁止秸秆焚烧 农业源治理 仅空气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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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提升产业绿色低碳水平。按照《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持续开展落后

低效和过剩产能淘汰工作，严格控制粗钢、平板玻璃、砖瓦等行业产能。盘活高

污染、高耗能企业土地资源，实施腾笼换鸟、换道领跑。大力发展光伏、锂电、

新能源汽车、节能环保产业，依托绿色低碳产业为成都市低碳转型注入内生动力。

强化主导产业建圈强链，大力发展集成电路、新型显示、高端软件、创新药、高

端医疗器械、航空发动机、工业无人机、轨道交通、新型材料等先进制造重点产

业链。 

加快构建清洁低碳能源体系。严格落实能源消费总量和强度“双控”。大力

推进减煤、控油、稳气、增电、发展新能源。持续压减燃煤消费，重点削减散煤、

工业炉窑等非电用煤。持续提高金堂电厂效率，实施电厂环保和节能改造；推广

使用高热值煤，降低电厂自用电率和碳排放量，进一步降低供电煤耗。加大外电

入蓉，协调有关各方，加大电力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川西水电、川西北光伏风电

输入通道扩容，不断强化外电吸纳能力和电网整体供电能力。积极推进可再生能

源发展，因地制宜大力发展风电、光伏发电、抽水蓄能等清洁能源，加快清洁能

源供电配套建设，疏解新增用电需求。加快氢能应用及配套基础设施建设。 

加快形成绿色低碳运输方式。全面提速新能源车普及，谋划具体措施加快新

能源汽车导入，在已有工作基础上持续推动公共领域车辆新能源化；坚定决心抑

制燃油机动车保有量快速增长态势，研究实施本地新能源车企销售奖补政策，通

过价格、行政等工具大幅提升新能源车辆销售占比；完善配套设施建设，制定完

善新能源汽车通行便利、停车优惠、运营服务、充换电基础设施建设等鼓励政策，

推动存量燃油汽车“油换电”；力争 2025 年实现新能源车累计保有量达 80 万辆。

加快老旧机动车淘汰更新，优化传统能源汽车限行限号政策，划设低碳交通示范

区。持续推动燃油车队清洁化低碳化，全面实施轻型车和重型车国 6b排放标准，

采取经济补偿、限制使用、加强监管执法等措施，加快淘汰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

的汽车；全面淘汰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柴油货车。创新货物运输服务模式，加快

发展多式联运，大力建设集约化、共享化、智慧化物流节点设施，深入推进绿色

货运配送示范城市建设。大力提高城市交通运输管理水平，以持续优化公共交通

结构、提高公共交通供给为核心，加快推进轨道交通建设，优化公共交通“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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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里”覆盖能力和通勤效率，构建绿色低碳出行体系；统筹布局，加快路网建

设，缓解交通拥堵，提升通行效率，提高燃油经济性；加强步行和非机动车交通

系统建设，引导居民优先使用绿色低碳出行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