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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双碳目标下 
重点产业调整方向与企业转型案例
文 | 张婷慈

全球掀起净零碳排浪潮 中国亦

公布双碳目标

随着极端气候威胁加剧，2020 年

起全球掀起一波净零碳排浪潮，除了各

国政府提出疫后绿色新政外，国际品牌

大厂如 Apple、NIKE 等亦纷纷响应，

主动提出净零碳排目标，并带动供应链

共同减碳。

身为全球最大碳排放国，中国亦于

2020 年 9 月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

宣示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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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双碳目标的提出，由于所设

立之里程碑紧迫，大出国际人士意料之

外。

究其背后原因，除了避免中国遭遇

国际绿色贸易壁垒冲击，影响出口甚至

波及经济成长外，亦希望藉由目标设立，

引导产业朝低碳转型升级，掌握电池、

氢能等下波低碳技术话语权，有助中国

于未来竞争中抢占有利地位。

为达成双碳目标 中国重点产业

之调整方向

中国在双碳目标提出后，各部会亦

展开相关政策制定。以 2021 年 9 月公

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

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

作的意见》为最高指导文件，配合其他

行动方案及专项规划，形成 1+N 政策

体系，如图 1 所示。

其中，在工业领域，将优先推动钢

铁、有色金属、建材、石化化工等产业

展开节能减碳改造，并以电机、风机、

泵、压缩机、变压器、换热器、工业锅

炉等耗能设备为重点，提升能资源利用

效率。同时，亦针对建筑、交通等基础

设施进行节能升级改造。个别重点产业

领域之要求与调整方向，整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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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领域 ( 占中国能源消费总量的

60% 以上 )

（1）钢铁产业。

促进钢铁产业结构优化和清洁能源

替代，推进非高炉炼铁技术示范，提升

废钢资源回收利用水平，推行全废钢电

炉技术。

推广先进适用技术，挖掘节能降碳

潜力，鼓励钢化联产，探索开展氢冶金、

二氧化碳捕集利用一体化等试点示范。

鼓励有条件地区的长流程钢厂透过

就地改造转型发展电炉短流程炼钢。

（2）有色金属产业。

推进可再生能源替代，提高水电、

风电、太阳能发电等应用比重。

加快再生有色金属产业发展，完善

废弃有色金属资源回收、分选和加工网

络，提高再生有色金属产量。

加快推广应用绿色低碳技术，提升

有色金属生产过程余热回收水平，推动

单位产品能耗持续下降。

（3）建材产业。

因地制宜利用风能、太阳能等可再

生能源，逐步提高电力、天然气应用比

重。

鼓励建材企业使用粉煤灰、工业废

渣等作为原料或水泥混合材。加快推进

绿色建材产品认证和应用推广，加强新

型胶凝材料等低碳建材产品研发应用。

推广节能技术设备，展开能源管理

体系建设，实现节能增效。

（4）石化化工产业。

调整原料结构，控制新增原料用煤，

拓展富氢原料进口来源，推动石化化工

原料轻质化。

推广重劣质渣油低碳深加工、合成

气一步法制烯烃、原油直接裂解制乙烯

等技术，大型加氢裂化反应器、压缩机，

高效换热器等设计制造技术。

鼓励采用热泵、热联合等技术，加

强工艺余热、余压回收。探索推动蒸汽

驱动向电力驱动转变。

（5）电器电子产业。

鼓励企业运用绿色设计方法与工

具，开发推广高性能、高质量、轻量化、

低碳环保产品。

培育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等主要再生

资源循环利用龙头企业，推进再生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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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值化循环利用。

建筑领域 ( 占中国能源消费总量的

20% 以上 )

（1）推动建筑低碳转型。

推广绿色低碳建材和绿色建造方

式，加快推进新型建筑工业化，发展预

铸建筑，推广钢结构住宅，推动建材循

环利用。

（2）提升建筑能效水平。

加快推进居住建筑和公共建筑节能

改造，持续推动老旧供热管网等市政基

础设施节能减碳改造。

（3）优化建筑用能结构。

深化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推广太

阳光电与建筑一体化应用。加快推动建

筑用能电气化和低碳化。

推进热电联产集中供暖，加快工业

余热供暖规模化应用，因地制宜推行热

泵、生质能、地热能、太阳能等清洁低

碳供暖。

交通领域 ( 占中国能源消费总量的

10% 以上 )

（1）建构绿色交通体系。

大力发展以铁路、水路为骨干的多

式联运，推进工矿企业、港口、物流园

区等铁路专用线建设，加快内河航道网

建设。

加快发展绿色物流，整合运输资源，

提高利用效率。

（2）推广低碳交通工具。

扩大电力、氢能、天然气、先进生

物液体燃料等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在交

通运输领域应用。

大力推广新能源汽车，推动城市公

共服务车辆电动化替代，推广电力、氢

燃料、液化天然气动力重型货运车辆。

（3）加快绿色基础建设。

有序推进充电桩、配套电网、加注

站、加氢站等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城市

公共交通基础设施水平。

为达成减碳要求陆企的因应作为面

对中国双碳目标对产业调整之要求，以

及国际品牌大厂净零碳排行动，部分陆

企亦展开减碳因应作为，以下以机械及

相关应用领域之指标陆企为案例，说明

其所设定的减碳目标及重要作法：

机械业——徐工集团

徐工集团为中国最大的工程机械制

造商，产品涵盖起重机械、土方机械、

筑路机械等。按英国 KHL 集团发布的

2021 年全球工程机械制造商排行榜，

徐工集团以 162.52 亿美元的销售额跃

升为全球第三名。

（1）减碳目标：

短期：2027 年实现碳达峰，单位

产值能耗比 2020 年下降 18%。

中期：2035 年可再生能源电力占

用 电总量比例达到 50%。

长期：2049 年实现碳中和。

（2）重要作法：

加强废气治理设施运行：建立吸气

臂式、吹吸式、一体机式、环保焊枪等

焊接烟尘集中收集治理设施，加权平均

排放浓度 2.5mg/m3 左右；建立 21 套

沸石分子筛转轮 + 蓄热氧化燃烧工艺

设备运行管理制度，从运行情况看，挥

发性有机化合物 (VOCs) 排放浓度均

在 10mg/m3 左右，远低于国家标准。

建置内部太阳能发电站：在徐工重

型、徐工科技等 6 家企业内建置太阳

能发电站，发电量达 2512 万千瓦时，

节约电费 273 万元人民币，节约标准

煤约 0.3 万吨。

开发低碳制造技术：研究高效金属 

3D 打印等先进制造技术、生物仿生等

低碳表面工程技术，开发产品零组件自

润滑、高耐磨、高耐蚀等表面涂层，实

现工艺流程、服役过程减碳降耗。

电子业——联想

联想是中国重要消费电子产品制造

商，主要产品包括笔记本电脑、桌面计

算机、服务器、手机、平板计算机等。

（1）减碳目标：

到 2025/26 财年，联想全球营运

活动 90% 的电力将来自可再生能源；

从供应链中减少 100 万吨温室气体排

放；与此同时，透过提高产品能效、更

大范围内使用可持续材料来减少自身对

环境的影响。

到 2029/30 财年，透过与科学基

础减量目标倡议 (SBTi) 合作，范畴一

与范畴二的温室气体绝对排放量减少

50%。

不晚于 2050 年实现净零碳排。

（2）重要作法：

设计环保产品：产品设计考虑环保

设计原则，以促进及鼓励循环再利用，

将 资 源 损 耗 降 至 最 低。 例 如：2020

年 符 合 CL PCR(Closed Loop Post 

Consumer Recycle 封闭式消费后回

收循环 ) 由前年的 66 种产品扩大至

103 种产品。

提升能源效率：持续提高营运过程

中的能源效率，包括安装低能耗电灯及

相关电力设备、提高空调系统的能源效

率、提升隔热性能、提高计算器服务器

机房能源效率、调整工作站等。

建置可再生能源：已安装可再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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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设备包括北京的太阳能热水器装置、

合肥、武汉以及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太

阳能发电站。于 2020/21 财年末，太

阳能发电量约为 16 兆瓦 (MW)。

供应链减碳：与客户及供货商合作

寻求降低排放的机会，例如全球物流团

队选择铁路运输从中国往欧洲的货物、

探索使用可持续航空燃料 (SAF) 及碳

中和运输。另外在中国中央配送中心的

物流团队全部使用电动堆高机等。

交通业——一汽丰田

一汽丰田是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和日本丰田汽车公司 (TMC) 之合

资企业，成立于 2002 年，涵盖整车生

产、引擎生产，及研发、销售及物流等

业务，2020 年销售收入 1076 亿元人

民币，主要车款为威驰 (VIOS)、花冠

(COROLLA) 等。

（1）减碳目标：

经过自主碳排放核查，2020 年碳

排放总量约为 62 万吨，预计 2025 年

实现碳达峰，2050 实现净零碳排。

（2）重要作法：

扩充电动化车型：预计 2025 年在

中国导入电动化车辆将达到 30 款以上。

使用绿色能源：建置太阳能发电项

目，至 2020 年底新一工厂、泰达工厂

等已建置完成，预计年发电量 4200 万

度，每年节约电费 252 万，减排 3.1

万吨。

导入减碳技术：导入地源热泵、空

气源热泵、余热回收等节能技术，有效

降低能源消耗。

推进回收减碳：推进电池绿色回收，

提升材料的回收与再利用效率等。

小结

综整前述重点领域陆企之碳中和作

为，主要由以下三面向进行：

（1）设定碳中和目标：

展开碳排放核查，以了解目前碳排

放情况，并分析最大减碳机会点，以采

取最有效率行动。

在中国双碳目标下，依据自身情况，

订立自己的减碳目标，引导企业未来发

展方向。

（2）内部营运调整：

优化营运流程：于现有营运流程中，

透过高效能设备替换、节能技术改造、

工作流程优化等，达成提升能源使用效

率、减少用电等目标。

增加绿色产品：透过产品设计、工

序调整，扩大使用低碳、环保的原物料，

同时使产品更加轻量化，以减少碳排放。

扩大绿能使用：于企业内透过太阳

能发电站建置，或是外购再生能源，以

中和内部碳排。

落实循环利用：增加产品回收再利

用性，并强化再生资源如废钢、废金属

运用；另外，生产过程中的工业余热，

亦可积极思考热能再利用作法。

（3）外部供应链合作：

供应链伙伴减碳：与供货商合作寻

求降低排放的机会，例如提供减碳指引，

协助供货商共同减碳，以减少产品碳足

迹。

物流改善：物流隶属碳盘查中范畴

三的范围，透过增加水路 / 铁路运输、

减少公路运输、提高电动车运用、使用

低碳燃料等方式，达成运输过程减碳。

面对全球净零碳排趋势，我国企业

亦将逐步面临相关绿色转型压力与要

求，建议宜即早启动因应作为，对外应

留意国际政策动向，了解相关绿色规范

落实时程；对内应透过盘点自身碳排量，

分析最大碳排放热点，并及早落实相关

减碳投资，透过提前布局、争取在此长

期趋势下不落人后，累积竞争优势。

另外，对于机床产业而言，鉴于重

点产业均藉由设备升级与汰换，以提升

能资源利用效率，达成减少碳排的目标，

预期将促进可再生能源设备、燃料电池、

储能设备、节能减排设备等发展，因此，

产业能否加快研发具备高效、节能、低

碳的绿色解决方案，并取得主要市场认

证，将是未来供应链能否顺利达成碳中

和的重要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