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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节能减排政策趋势

气候挑战敦促全球工业减排，中国“1+N”政策体系引领

雄心与差距

• UN评估报告：国家自主贡献目标
（NDC）减排雄心不足，预计有66%的
可能本世纪末全球升温2.7℃。

国际：减排超支，供应链减排提速

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

• “1”- 指导意见： 2021年10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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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领“1+N”政策体系

• “N”-重点领域/行业政策措施和行动：
2021年10月《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

中国：宏观规划指导、加速工业减排 中国：碳市场助力工业减排

全国碳市场

• 2021年，全国碳交易市场纳入电力企业；

• “十四五”期间：逐步纳入石化、化工、
建材、钢铁、有色、造纸、电力、航空
8个高耗能行业

• “十五五”期间：其他工业企业

《工业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

总体目标：
• 到2025年，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较2020年下降13.5%
• 工业领域2030年前碳达峰

重点行业达峰：
• 设定钢铁、建材、石化化工、有色金属、消费品、装备制造、电子2025/2030目标

绿色工业提速

• 《欧洲绿色新政》(European Green 
Deal) 设定工业减排路线图

• 碳边境调节机制 (CBAM)：对进口
的水泥、电力、化肥、钢铁和铝征
收碳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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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企业碳排放全景图

范围1、2、3排放，产品碳足迹

Text here
企业

碳排放表现

产品碳足迹

价值链下游碳排放

范围一

范围二

范围三

类别1：采购商品与服务

企业所消耗的外购电力、热力或蒸汽产
生的温室气体排放

价值链上游碳排放

企业拥有或控制的排放源产生的直
接排放量

产品在其生命周期过程中从原材料、产品生产、运输、使用到最终再
生利用/处置等多个阶段的各种温室气体排放的累加

Green Public Procurement
欧盟绿色公共采购

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
碳关税

类别9  下游运输与配送

类别11 售出物品的使用

类别12 售出物品生命末期
处置

类别4：上游物流与运输

按照产品类型，售出地区及
国家等维度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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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企业节能减排路径（1/3）

企业碳减排框架

零碳工厂

低碳转型

实现碳中和目标 提供零碳产品或服务

基础设施 机器设备 流程制造

循环提效

组织架构 人员配置 考核评估

平台赋能、数据使能、智慧引领

石化基地
碳减排

碳捕捉、
利用与封

存

建筑光伏
一体化

超低能耗
建筑推广

装配式建
筑推广

智能微电
网

虚拟电厂
智慧充电
基础设施

交通智慧
化管理 慢行系统

数字底座

管理体系

减排场景

转型规划

减排路径

总体目标

能源替代 氢能利用 CCUS



55© 2022。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联系德勤中国。

工业企业节能减排路径（2/3）

企业自身碳减排路径

全球工业绿色发展重点领域

可再生能源规模化部署

• 2013年来，全球可再生能源领域投资年均约
3000亿美元，太阳能和风能为投资热点

• 2020年，海上风能投资跃升至约500亿美元，
增速最快

“E”
Energy

负碳技术开发利用

• 2010-2020年，全球 CCUS的捕集规模翻三
倍，2020年超4000万

• 全球重视CCUS、生物能源与碳捕集和封存
（BECCS）、直接碳捕捉（DAC）等技术

“E”
Emission

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

• 在工业生产和制造过程中
使用捕集到的碳

• 在可行情况下，将碳储存
在地下

循环提效

• 整合流程，共享资源流

• 废物利用，促进循环

• 工艺流程处理电气化

能源替代

• 低成本生产、现场可再生
电力和热能

• 利用就近零碳资源发电、
供热

氢能利用

• 氢能作为替代燃料

• 利用经济资源（如蓝氢、
绿氢），生产低碳/零碳
氢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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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企业节能减排路径（3/3）

企业供应链减排

1. 摸底 •供应链各流程碳排放量进行计算

2. 设定减碳目标
•参考科学碳目标（SBTi）工业行业指南制定国际广泛认可的目标（目前

钢铁、油气、水泥、化工、铝行业指南在开发中）

3. 减碳措施落地
•分流程进行结构优化，例如生产中使用可再生能源，运输选择低碳交通

工具等

研发

•影响范围3部

分碳排放

•类别11. 售出
产品使用

•类别12. 产品

生命末期处置

生产性采购

•范围3-类别1    

采购商品与服务

生产

（自有工厂）
•范围1，2排放

物流

•范围3-类别9 下

游运输与物流

售出产品的使用

•范围3-类别11 售

出物品的使用

产品生命末期处置

•范围3-类别12  售出

产品生命末期处置

逆向物料

覆盖供应链端到端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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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企业节能减排案例（1/2）

低碳产业集群：苏州工业园区

低碳产业集群：苏州工业园区

应用可再生能源

• 部署分布式清洁能源微电
网

• 就地和可再生能源购电协
议（PPA）提升可再生电
力的供应能力，实现交通
电气化

信息来源：苏州工业园区（SIP）；建筑学院联合会（ACSA）；施耐德电气公开信息整理。

全面覆盖物联网服务平台

• 4D数字能源网络图：

o 监测能源系统运行情况、
能源供需关系、资产性
能

o 优化能源系统规划、运
营和建设决策

循环工业副产品和废弃物

• 形成循环产业链，最大限
度重复利用热能、污泥等
副产品，并生产沼气和生
物质燃料

• 通过连接基础设施和供应
链，节约资源能源使用

绿色综合交通系统

• 建设交通基础设施和信息
系统，投资新能源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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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企业节能减排案例（2/2）

供应链减排：华晨宝马

• 设立4大评价维度，推动经销商网络绿色发展：

集团碳目标：2030年平均单车全生命周期碳排放较2019年降低40%，减排至少2亿吨

供应链：2021年“中国供应链减排计划”

、

经销商：2021年“领创绿星”项目

• 高效设备

• 绿色家具建材

• 个性化设计

• 绿色电力交易

• 分布式屋顶光伏

• 国际绿色电力证
书（I-RECs）

• 推进数字化

• 使用低生态足迹
产品

• 减少废弃物

• 绿色倡议

• 绿色传播

• 可持续发展培训

• 绿色生活方式

“绿色环境” “绿色电力” “绿色运营” “绿色践行”

• 8大模块，如：

o 应用可再生能源

o 关注供应商高碳排放的原材料
和零部件，如钢、铝、塑料

o 非生产场所升级改造

• 综合可持续发展管理体系：

o 加强流程管理，促进跨部门工
作协同

信息来源：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2021可持续发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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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企业绿色发展路径建议

企业脱碳发展路径

挑战

CO2
监管 行动

政府 企业 碳中和

碳盘查

碳排放预测

碳减排

碳中和规划

信息化工具支撑

信息披露

核算企业温室气体排放量（包括范围三排放），编制碳盘查报告

基于排放现状、未来业务计划，预测未来碳排放

改善自身运营，推动供应链减排

编制碳中和规划，可视化风险，优化战略并实现机遇

通过准确、可靠、完整、透明的信息披露，与利益相关方有效沟通

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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