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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要点 

 事件描述 

中美双方 12 日在北京发布应对气候变化的《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根据声

明，美国计划于 2025 年实现在 2005 年基础上减排 26%-28%的全经济范围减

排目标并将努力减排 28%。中国计划 2030 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且将

努力早日达峰，并计划到 2030 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提高到 20%

左右。双方均计划继续努力并随时间而提高力度。 

 事件评论 

 美国减排力度加大，中国工业化城镇化增长“天花板”被量化确定。本次

联合声明，美国首次提出到 2025 年温室气体排放较 2005 年整体下降

26%-28%，刷新美国之前承诺的 2020 年碳排放比 2005 年减少 17%，减

排力度进一步加大。中国首次正式提出 2030 年前停止增加二氧化碳排放，

等与承诺二氧化碳排放峰值点，中国工业化城镇化增长“天花板”被量化

确定。 

 协议有助于煤炭消费比重降低，电厂大气治理要求提高。今年 9 月，国家

发改委、环保部、国家能源局联合下发《煤电节能减排升级与改造行动计

划（2014-2020 年）》，提出在执行更严格能效环保标准的前提下，到 2020

年，力争使煤炭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下降到 62%以内，电煤占煤炭消费比

重提高到 60%以上。《规划》提出，推进电力行业脱硫脱硝除尘。在未来

近十年，我国电厂大气治理将任重道远，除尘脱硫脱硝标准提高为大气治

理公司带来更多订单，推荐大气治理公司龙净环保，菲达环保和雪迪龙。

 重大利好清洁能源，国内产业结构将加速转型。碳排放峰值以及 2030 年

将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中的比重提升到 20%的承诺，将给国内能源结

构调整、产业结构转型带来巨大压力。碳排放总量控制将约束地方政府经

济行为，推动解决雾霾污染问题；高燃煤消耗企业将被加速关停、逼停，

水电、风电、核电、光伏发电等清洁能源企业迎来重大利好。 

 碳排放概念受益，指标交易环节有望大面积展开。本次温室气体减排协议

达成为国内碳排放概念带来利好，火电行业是二氧化碳排放大户，加快燃

煤电厂碳捕集技术的研究和项目推进，是我国火电行业低碳清洁发展的重

要途径，碳排放总量压力增加意味着指标交易环节在国内有望大面积展

开，将会刺激国内碳交易市场逐步完善，环境税提上日程。从主题投资角

度，相关重点推荐受益标的中电远达、迪森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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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全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这一人类面临的最大威胁上具

有重要作用。该挑战的严重性需要中美双方为了共同利益建设性地一起努力。 

二、为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重申加强气候变化双边合作

的重要性，并将携手与其他国家一道努力，以便在 2015 年联合国巴黎气候大会上达成

在公约下适用于所有缔约方的一项议定书、其他法律文书或具有法律效力的议定成果。

双方致力于达成富有雄心的 2015 年协议，体现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原则，

考虑到各国不同国情。 

三、今天，中美两国元首宣布了两国各自 2020 年后应对气候变化行动，认识到这些行

动是向低碳经济转型长期努力的组成部分并考虑到 2℃全球温升目标。美国计划于 2025

年实现在 2005 年基础上减排 26%-28%的全经济范围减排目标并将努力减排 28%。中

国计划 2030 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且将努力早日达峰，并计划到 2030 年非化

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提高到 20%左右。双方均计划继续努力并随时间而提高力

度。 

四、中美两国希望，现在宣布上述目标能够为全球气候谈判注入动力，并带动其他国家

也一道尽快并最好是 2015 年第一季度提出有力度的行动目标。两国元首决定来年紧密

合作，解决妨碍巴黎会议达成一项成功的全球气候协议的重大问题。 

五、全球科学界明确提出，人类活动已在改变世界气候系统。日益加速的气候变化已经

造成严重影响。更高的温度和极端天气事件正在损害粮食生产，日益升高的海平面和更

具破坏性的风暴使我们沿海城市面临的危险加剧，并且气候变化的影响已在对包括中美

两国在内的世界经济造成危害。这些情况迫切需要强化行动以应对气候挑战。 

六、与此同时，经济证据日益表明现在采取应对气候变化的智慧行动可以推动创新、提

高经济增长并带来诸如可持续发展、增强能源安全、改善公共健康和提高生活质量等广

泛效益。应对气候变化同时也将增强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 

七、技术创新对于降低当前减排技术成本至关重要，这将带动新的零碳和低碳技术发明

和推广，并增强各国减排的能力。中国和美国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清洁能源投资国，并

已建立了成熟的能源技术合作计划。除其他外，双方还开展了如下工作： 

——建立了中美气候变化工作组(气候变化工作组)，并在此工作组下启动了关于汽车、

智能电网、碳捕集利用和封存、能效、温室气体数据管理、林业和工业锅炉的行动倡议； 

——同意就全球削减氢氟碳化物这种强效温室气体携手合作； 

——成立了中美清洁能源研究中心，促进双方在碳捕集和封存技术、建筑能效和清洁汽

车方面的合作； 

——同意在二十国集团下就低效化石能源补贴进行联合同行审议。 

八、双方计划继续加强政策对话和务实合作，包括在先进煤炭技术、核能、页岩气和可

再生能源方面的合作，这将有助于两国优化能源结构并减少包括产生自煤炭的排放。为

进一步支持落实两国富有雄心的气候目标，双方于今天宣布了通过现有途径特别是中美

气候变化工作组、中美清洁能源研究中心和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加强和扩大两国合作的

进一步措施。这些措施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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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清洁能源联合研发：继续支持中美清洁能源研究中心，包括继续为建筑能效、

清洁汽车和先进煤炭技术等三大现有研究领域提供资金支持，并开辟关于能源与水相联

系的新研究领域； 

——推进碳捕集、利用和封存重大示范：经由中美两国主导的公私联营体在中国建立一

个重大碳捕集新项目，以深入研究和监测利用工业排放二氧化碳进行碳封存，并就向深

盐水层注入二氧化碳以获得淡水的提高采水率新试验项目进行合作； 

——加强关于氢氟碳化物的合作：以习主席与奥巴马总统在安纳伯格庄园就氢氟碳化物

这种强效温室气体达成的历史性共识为基础，两国将在开始削减具有高全球增温潜势的

氢氟碳化物方面加强双边合作，并按照两国元首于 2013 年 9 月 6 日圣彼得堡会晤所达

成共识在多边框架下携手合作； 

——启动气候智慧型/低碳城市倡议：为了解决正在发展的城镇化和日益增大的城市温室

气体排放，并认识到地方领导人采取重大气候行动的潜力，中美两国将在气候变化工作

组下建立一个关于气候智慧型/低碳城市的新倡议。作为第一步，中美两国将召开一次气

候智慧型/低碳城市峰会，届时两国在此领域领先的城市将分享其最佳实践、设立新的目

标并展示城市层面在减少碳排放和构建适应能力方面的领导力； 

——推进绿色产品贸易：鼓励在可持续环境产品和清洁能源技术方面的双边贸易，包括

由美国能源部长莫尼兹和商务部长普利茨克率领以智慧低碳城市和智慧低碳增长技术

为主题的贸易代表团于 2015 年 4 月访华； 

——实地示范清洁能源：在建筑能效、锅炉效率、太阳能和智能电网方面开展更多试验

活动、可行性研究和其他合作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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