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三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 

 

一、总体要求和目标 

（一）总体要求。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

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

策部署，紧紧围绕“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牢固树立创

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落实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基本国策，

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目标，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实

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动力，坚持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市场驱动、社会参与，

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确保完成“十三五”节能减排约束性目

标，保障人民群众健康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实现经济发

展与环境改善双赢，为建设生态文明提供有力支撑。 

（二）主要目标。到 2020 年，全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比 2015 年下降

15%，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在 50亿吨标准煤以内。全国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

硫、氮氧化物排放总量分别控制在 2001万吨、207万吨、1580万吨、1574万吨

以内，比 2015年分别下降 10%、10%、15%和 15%。全国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总量比

2015年下降 10%以上。 

二、优化产业和能源结构 

（三）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深入实施“中国制造 2025”，深化制造业

与互联网融合发展，促进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服务化。构建绿色制

造体系，推进产品全生命周期绿色管理，不断优化工业产品结构。支持重点行业

改造升级，鼓励企业瞄准国际同行业标杆全面提高产品技术、工艺装备、能效环

保等水平。严禁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核准或备案产能严重过剩行业的增加产能

项目。强化节能环保标准约束，严格行业规范、准入管理和节能审查，对电力、

钢铁、建材、有色、化工、石油石化、船舶、煤炭、印染、造纸、制革、染料、

焦化、电镀等行业中，环保、能耗、安全等不达标或生产、使用淘汰类产品的企

业和产能，要依法依规有序退出。（牵头单位：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

部、环境保护部、国家能源局，参加单位：科技部、财政部、国务院国资委、质

检总局、国家海洋局等） 

（四）加快新兴产业发展。加快发展壮大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材

料、生物、新能源、新能源汽车、节能环保、数字创意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



新领域、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进一步推广云计算技术应

用，新建大型云计算数据中心能源利用效率（PUE）值优于 1.5。支持技术装备

和服务模式创新。鼓励发展节能环保技术咨询、系统设计、设备制造、工程施工、

运营管理、计量检测认证等专业化服务。开展节能环保产业常规调查统计。打造

一批节能环保产业基地，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节能环保企业。到 2020

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和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分别提高到 15%

和 56%，节能环保、新能源装备、新能源汽车等绿色低碳产业总产值突破 10 万

亿元，成为支柱产业。（牵头单位：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环境保

护部，参加单位：科技部、质检总局、国家统计局、国家能源局等） 

（五）推动能源结构优化。加强煤炭安全绿色开发和清洁高效利用，推广使

用优质煤、洁净型煤，推进煤改气、煤改电，鼓励利用可再生能源、天然气、电

力等优质能源替代燃煤使用。因地制宜发展海岛太阳能、海上风能、潮汐能、波

浪能等可再生能源。安全发展核电，有序发展水电和天然气发电，协调推进风电

开发，推动太阳能大规模发展和多元化利用，增加清洁低碳电力供应。对超出规

划部分可再生能源消费量，不纳入能耗总量和强度目标考核。在居民采暖、工业

与农业生产、港口码头等领域推进天然气、电能替代，减少散烧煤和燃油消费。

到 2020 年，煤炭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下降到 58%以下，电煤占煤炭消费量比重

提高到 55%以上，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达到 15%，天然气消费比重提

高到 10%左右。（牵头单位：国家发展改革委、环境保护部、国家能源局，参加

单位：工业和信息化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水利部、质检总局、国

家统计局、国管局、国家海洋局等） 

三、加强重点领域节能 

（六）加强工业节能。实施工业能效赶超行动，加强高能耗行业能耗管控，

在重点耗能行业全面推行能效对标，推进工业企业能源管控中心建设，推广工业

智能化用能监测和诊断技术。到 2020 年，工业能源利用效率和清洁化水平显著

提高，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单位增加值能耗比 2015年降低 18%以上，电力、钢铁、

有色、建材、石油石化、化工等重点耗能行业能源利用效率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

水平。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技术融合发展，提升工业生产效率和能耗效率。

开展工业领域电力需求侧管理专项行动，推动可再生能源在工业园区的应用，将

可再生能源占比指标纳入工业园区考核体系。（牵头单位：工业和信息化部、国

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参加单位：科技部、环境保护部、质检总局等） 



（七）强化建筑节能。实施建筑节能先进标准领跑行动，开展超低能耗及近

零能耗建筑建设试点，推广建筑屋顶分布式光伏发电。编制绿色建筑建设标准，

开展绿色生态城区建设示范，到 2020 年，城镇绿色建筑面积占新建建筑面积比

重提高到 50%。实施绿色建筑全产业链发展计划，推行绿色施工方式，推广节能

绿色建材、装配式和钢结构建筑。强化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实施改造面积 5

亿平方米以上，2020 年前基本完成北方采暖地区有改造价值城镇居住建筑的节

能改造。推动建筑节能宜居综合改造试点城市建设，鼓励老旧住宅节能改造与抗

震加固改造、加装电梯等适老化改造同步实施，完成公共建筑节能改造面积 1

亿平方米以上。推进利用太阳能、浅层地热能、空气热能、工业余热等解决建筑

用能需求。（牵头单位：住房城乡建设部，参加单位：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

信息化部、国家林业局、国管局、中直管理局等） 

（八）促进交通运输节能。加快推进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发挥不同运输

方式的比较优势和组合效率，推广甩挂运输等先进组织模式，提高多式联运比重。

大力发展公共交通，推进“公交都市”创建活动，到 2020 年大城市公共交通分

担率达到 30%。促进交通用能清洁化，大力推广节能环保汽车、新能源汽车、天

然气（CNG/LNG）清洁能源汽车、液化天然气动力船舶等，并支持相关配套设施

建设。提高交通运输工具能效水平，到 2020 年新增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降至

5.0升/百公里。推进飞机辅助动力装置（APU）替代、机场地面车辆“油改电”、

新能源应用等绿色民航项目实施。推动铁路编组站制冷/供暖系统的节能和燃煤

替代改造。推动交通运输智能化，建立公众出行和物流平台信息服务系统，引导

培育“共享型”交通运输模式。（牵头单位：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

家能源局，参加单位：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环境保护部、国管局、中国民

航局、中直管理局、中国铁路总公司等） 

（九）推动商贸流通领域节能。推动零售、批发、餐饮、住宿、物流等企业

建设能源管理体系，建立绿色节能低碳运营管理流程和机制，加快淘汰落后用能

设备，推动照明、制冷和供热系统节能改造。贯彻绿色商场标准，开展绿色商场

示范，鼓励商贸流通企业设置绿色产品专柜，推动大型商贸企业实施绿色供应链

管理。完善绿色饭店标准体系，推进绿色饭店建设。加快绿色仓储建设，支持仓

储设施利用太阳能等清洁能源，鼓励建设绿色物流园区。（牵头单位：商务部，

参加单位：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住房城乡建设部、质检总局、国

家旅游局等） 



（十）推进农业农村节能。加快淘汰老旧农业机械，推广农用节能机械、设

备和渔船，发展节能农业大棚。推进节能及绿色农房建设，结合农村危房改造稳

步推进农房节能及绿色化改造，推动城镇燃气管网向农村延伸和省柴节煤灶更新

换代，因地制宜采用生物质能、太阳能、空气热能、浅层地热能等解决农房采暖、

炊事、生活热水等用能需求，提升农村能源利用的清洁化水平。鼓励使用生物质

可再生能源，推广液化石油气等商品能源。到 2020 年，全国农村地区基本实现

稳定可靠的供电服务全覆盖，鼓励农村居民使用高效节能电器。（牵头单位：农

业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能源局，参加单位：科技部、住

房城乡建设部等） 

（十一）加强公共机构节能。公共机构率先执行绿色建筑标准，新建建筑全

部达到绿色建筑标准。推进公共机构以合同能源管理方式实施节能改造，积极推

进政府购买合同能源管理服务，探索用能托管模式。2020 年公共机构单位建筑

面积能耗和人均能耗分别比 2015年降低 10%和 11%。推动公共机构建立能耗基准

和公开能源资源消费信息。实施公共机构节能试点示范，创建 3000 家节约型公

共机构示范单位，遴选 200家能效领跑者。公共机构率先淘汰老旧车，率先采购

使用节能和新能源汽车，中央国家机关、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城市的政府部门及

公共机构购买新能源汽车占当年配备更新车辆总量的比例提高到 50%以上，新建

和既有停车场要配备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或预留充电设施安装条件。公共机构率先

淘汰采暖锅炉、茶浴炉、食堂大灶等燃煤设施，实施以电代煤、以气代煤，率先

使用太阳能、地热能、空气能等清洁能源提供供电、供热/制冷服务。（牵头单

位：国管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参加单位：工业和信息化部、环境保护部、住房

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国家能源局、中直管理局等） 

（十二）强化重点用能单位节能管理。开展重点用能单位“百千万”行动，

按照属地管理和分级管理相结合原则，国家、省、地市分别对“百家”、“千家”、

“万家”重点用能单位进行目标责任评价考核。重点用能单位要围绕能耗总量控

制和能效目标，对用能实行年度预算管理。推动重点用能单位建设能源管理体系

并开展效果评价，健全能源消费台账。按标准要求配备能源计量器具，进一步完

善能源计量体系。依法开展能源审计，组织实施能源绩效评价，开展达标对标和

节能自愿活动，采取企业节能自愿承诺和政府适当引导相结合的方式，大力提升

重点用能单位能效水平。严格执行能源统计、能源利用状况报告、能源管理岗位

和能源管理负责人等制度。（牵头单位：国家发展改革委，参加单位：教育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质检总局、国

家统计局、国管局、国家能源局、中直管理局等） 

（十三）强化重点用能设备节能管理。加强高耗能特种设备节能审查和监管，

构建安全、节能、环保三位一体的监管体系。组织开展燃煤锅炉节能减排攻坚战，

推进锅炉生产、经营、使用等全过程节能环保监督标准化管理。“十三五”期间

燃煤工业锅炉实际运行效率提高 5 个百分点，到 2020 年新生产燃煤锅炉效率不

低于 80%，燃气锅炉效率不低于 92%。普及锅炉能效和环保测试，强化锅炉运行

及管理人员节能环保专项培训。开展锅炉节能环保普查整治，建设覆盖安全、节

能、环保信息的数据平台，开展节能环保在线监测试点并实现信息共享。开展电

梯能效测试与评价，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鼓励永磁同步电机、变频调速、能量

反馈等节能技术的集成应用，开展老旧电梯安全节能改造工程试点。推广高效换

热器，提升热交换系统能效水平。加快高效电机、配电变压器等用能设备开发和

推广应用，淘汰低效电机、变压器、风机、水泵、压缩机等用能设备，全面提升

重点用能设备能效水平。（牵头单位：质检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

化部、环境保护部，参加单位：住房城乡建设部、国管局、国家能源局、中直管

理局等） 

四、强化主要污染物减排 

（十四）控制重点区域流域排放。推进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长三角、珠三角、

东北等重点地区，以及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城市煤炭消费总量控制，新增耗煤项目

实行煤炭消耗等量或减量替代；实施重点区域大气污染传输通道气化工程，加快

推进以气代煤。加快发展热电联产和集中供热，利用城市和工业园区周边现有热

电联产机组、纯凝发电机组及低品位余热实施供热改造，淘汰供热供气范围内的

燃煤锅炉（窑炉）。结合环境质量改善要求，实施行业、区域、流域重点污染物

总量减排，在重点行业、重点区域推进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总量控制，在长江经济

带范围内的部分省市实施总磷排放总量控制，在沿海地级及以上城市实施总氮排

放总量控制，对重点行业的重点重金属排放实施总量控制。加强我国境内重点跨

国河流水污染防治。严格控制长江、黄河、珠江、松花江、淮河、海河、辽河等

七大重点流域干流沿岸的石油加工、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医药制造、化学

纤维制造、有色金属冶炼、纺织印染等项目。分区域、分流域制定实施钢铁、水

泥、平板玻璃、锅炉、造纸、印染、化工、焦化、农副食品加工、原料药制造、

制革、电镀等重点行业、领域限期整治方案，升级改造环保设施，确保稳定达标。

实施重点区域、重点流域清洁生产水平提升行动。城市建成区内的现有钢铁、建



材、有色金属、造纸、印染、原料药制造、化工等污染较重的企业应有序搬迁改

造或依法关闭。（牵头单位：环境保护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

质检总局、国家能源局，参加单位：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国管局、国家海

洋局等） 

（十五）推进工业污染物减排。实施工业污染源全面达标排放计划。加强工

业企业无组织排放管理。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实行建设项目主要污染物

排放总量指标等量或减量替代。建立以排污许可制为核心的工业企业环境管理体

系。继续推行重点行业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制度，逐步扩大总量减排行业范围。

以削减挥发性有机物、持久性有机物、重金属等污染物为重点，实施重点行业、

重点领域工业特征污染物削减计划。全面实施燃煤电厂超低排放和节能改造，加

快燃煤锅炉综合整治，大力推进石化、化工、印刷、工业涂装、电子信息等行业

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治理。全面推进现有企业达标排放，研究制修订农药、制药、

汽车、家具、印刷、集装箱制造等行业排放标准，出台涂料、油墨、胶黏剂、清

洗剂等有机溶剂产品挥发性有机物含量限值强制性环保标准，控制集装箱、汽车、

船舶制造等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推动有关企业实施原料替代和清洁生产

技术改造。强化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出口加工区等工业聚集

区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及污染治理。加强工业企业环境信息公开，推动企业环境信

用评价。建立企业排放红黄牌制度。（牵头单位：环境保护部，参加单位：国家

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质检总局、国家能源局等） 

（十六）促进移动源污染物减排。实施清洁柴油机行动，全面推进移动源排

放控制。提高新机动车船和非道路移动机械环保标准，发布实施机动车国Ⅵ排放

标准。加速淘汰黄标车、老旧机动车、船舶以及高排放工程机械、农业机械。逐

步淘汰高油耗、高排放民航特种车辆与设备。2016 年淘汰黄标车及老旧车 380

万辆，2017 年基本淘汰全国范围内黄标车。加快船舶和港口污染物减排，在珠

三角、长三角、环渤海京津冀水域设立船舶排放控制区，主要港口 90%的港作船

舶、公务船舶靠港使用岸电，50%的集装箱、客滚和邮轮专业化码头具备向船舶

供应岸电的能力；主要港口大型煤炭、矿石码头堆场全面建设防风抑尘设施或实

现煤炭、矿石封闭储存。加快油品质量升级，2017 年 1 月 1 日起全国全面供应

国Ⅴ标准的车用汽油、柴油；2018 年 1 月 1 日起全国全面供应与国Ⅴ标准柴油

相同硫含量的普通柴油；抓紧发布实施第六阶段汽、柴油国家（国Ⅵ）标准，2020

年实现车用柴油、普通柴油和部分船舶用油并轨，柴油车、非道路移动机械、内

河和江海直达船舶均统一使用相同标准的柴油。车用汽柴油应加入符合要求的清



净剂。修订《储油库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加油站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推进储油储气库、加油加气站、原油成品油码头、原油成品油运输船舶和油罐车、

气罐车等油气回收治理工作。加强机动车、非道路移动机械环保达标和油品质量

监督执法，严厉打击违法行为。（牵头单位：环境保护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

农业部、质检总局、国家能源局，参加单位：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工商总

局等） 

（十七）强化生活源污染综合整治。对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发展进行填平

补齐、升级改造，完善配套管网，提升污水收集处理能力。合理确定污水排放标

准，加强运行监管，实现污水处理厂全面达标排放。加大对雨污合流、清污混流

管网的改造力度，优先推进城中村、老旧城区和城乡结合部污水截流、收集、纳

管。强化农村生活污染源排放控制，采取城镇管网延伸、集中处理和分散处理等

多种形式，加快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和改厕。促进再生水利用，完善再生水利用设

施。注重污水处理厂污泥安全处理处置，杜绝二次污染。到 2020 年，全国所有

县城和重点镇具备污水处理能力，地级及以上城市建成区污水基本实现全收集、

全处理，城市、县城污水处理率分别达到 95%、85%左右。加强生活垃圾回收处

理设施建设，强化对生活垃圾分类、收运、处理的管理和督导，提升城市生活垃

圾回收处理水平，全面推进农村垃圾治理，普遍建立村庄保洁制度，推广垃圾分

类和就近资源化利用，到 2020年，90%以上行政村的生活垃圾得到处理。加大民

用散煤清洁化治理力度，推进以电代煤、以气代煤，推广使用洁净煤、先进民用

炉具，制定散煤质量标准，加强民用散煤管理，力争 2017 年底前基本解决京津

冀区域民用散煤清洁化利用问题，到 2020 年底前北方地区散煤治理取得明显进

展。加快治理公共机构食堂、餐饮服务企业油烟污染，推进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利

用。家具、印刷、汽车维修等政府定点招标采购企业要使用低挥发性原辅材料。

严格执行有机溶剂产品有害物质限量标准，推进建筑装饰、汽修、干洗、餐饮等

行业挥发性有机物治理。（牵头单位：环境保护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

建设部、国家能源局，参加单位：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农业部、质检总局、

国管局、中直管理局等） 

（十八）重视农业污染排放治理。大力推广节约型农业技术，推进农业清洁

生产。促进畜禽养殖场粪便收集处理和资源化利用，建设秸秆、粪便等有机废弃

物处理设施，加强分区分类管理，依法关闭或搬迁禁养区内的畜禽养殖场（小区）

和养殖专业户并给予合理补偿。开展农膜回收利用，到 2020 年农膜回收率达到

80%以上，率先实现东北黑土地大田生产地膜零增长。深入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技



术，提倡增施有机肥，开展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和统防统治，推广高效低毒低

残留农药使用，到 2020 年实现主要农作物化肥农药使用量零增长，化肥利用率

提高到 40%以上，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提前一年完成。研究建立农药

使用环境影响后评估制度，推进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建立逐级监督落实机

制，疏堵结合、以疏为主，加强重点区域和重点时段秸秆禁烧。（牵头单位：农

业部、环境保护部、国家能源局，参加单位：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住房城

乡建设部、质检总局等） 

五、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十九）全面推动园区循环化改造。按照空间布局合理化、产业结构最优化、

产业链接循环化、资源利用高效化、污染治理集中化、基础设施绿色化、运行管

理规范化的要求，加快对现有园区的循环化改造升级，延伸产业链，提高产业关

联度，建设公共服务平台，实现土地集约利用、资源能源高效利用、废弃物资源

化利用。对综合性开发区、重化工产业开发区、高新技术开发区等不同性质的园

区，加强分类指导，强化效果评估和工作考核。到 2020年，75%的国家级园区和

50%的省级园区实施循环化改造，长江经济带超过 90%的省级以上（含省级）重

化工园区实施循环化改造。（牵头单位：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参加单位：

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环境保护部、商务部等） 

（二十）加强城市废弃物规范有序处理。推动餐厨废弃物、建筑垃圾、园林

废弃物、城市污泥和废旧纺织品等城市典型废弃物集中处理和资源化利用，推进

燃煤耦合污泥等城市废弃物发电。选择 50 个左右地级及以上城市规划布局低值

废弃物协同处理基地，完善城市废弃物回收利用体系，到 2020 年，餐厨废弃物

资源化率达到 30%。（牵头单位：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参加单位：

环境保护部、农业部、民政部、国管局、中直管理局等） 

（二十一）促进资源循环利用产业提质升级。依托国家“城市矿产”示范基

地，促进资源再生利用企业集聚化、园区化、区域协同化布局，提升再生资源利

用行业清洁化、高值化水平。实行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推动太阳能光伏组件、

碳纤维材料、生物基纤维、复合材料和节能灯等新品种废弃物的回收利用，推进

动力蓄电池梯级利用和规范回收处理。加强再生资源规范管理，发布重点品种规

范利用条件。大力发展再制造产业，推动汽车零部件及大型工业装备、办公设备

等产品再制造。规范再制造服务体系，建立健全再生产品、再制造产品的推广应

用机制。鼓励专业化再制造服务公司与钢铁、冶金、化工、机械等生产制造企业

合作，开展设备寿命评估与检测、清洗与强化延寿等再制造专业技术服务。继续



开展再制造产业示范基地建设和机电产品再制造试点示范工作。到 2020 年，再

生资源回收利用产业产值达到 1.5万亿元，再制造产业产值超过 1000亿元。（牵

头单位：国家发展改革委，参加单位：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环境保护部、

住房城乡建设部、商务部等） 

（二十二）统筹推进大宗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加强共伴生矿产资源及尾矿

综合利用。推动煤矸石、粉煤灰、工业副产石膏、冶炼和化工废渣等工业固体废

弃物综合利用。开展大宗产业废弃物综合利用示范基地建设。推进水泥窑协同处

置城市生活垃圾。大力推动农作物秸秆、林业“三剩物”（采伐、造材和加工剩

余物）、规模化养殖场粪便的资源化利用，因地制宜发展各类沼气工程和燃煤耦

合秸秆发电工程。到 2020 年，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达到 73%以上，农作物

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 85%。（牵头单位：国家发展改革委，参加单位：工业和信

息化部、国土资源部、环境保护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部、国家林业局、国

家能源局等） 

（二十三）加快互联网与资源循环利用融合发展。支持再生资源企业利用大

数据、云计算等技术优化逆向物流网点布局，建立线上线下融合的回收网络，在

地级及以上城市逐步建设废弃物在线回收、交易等平台，推广“互联网+”回收

新模式。建立重点品种的全生命周期追溯机制。在开展循环化改造的园区建设产

业共生平台。鼓励相关行业协会、企业逐步构建行业性、区域性、全国性的产业

废弃物和再生资源在线交易系统，发布交易价格指数。支持汽车维修、汽车保险、

旧件回收、再制造、报废拆解等汽车产品售后全生命周期信息的互通共享。到

2020 年，初步形成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等高值废弃物在线回收利用体系。（牵头

单位：国家发展改革委，参加单位：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环境保护部、交

通运输部、商务部、保监会等） 

六、实施节能减排工程 

（二十四）节能重点工程。组织实施燃煤锅炉节能环保综合提升、电机系统

能效提升、余热暖民、绿色照明、节能技术装备产业化示范、能量系统优化、煤

炭消费减量替代、重点用能单位综合能效提升、合同能源管理推进、城镇化节能

升级改造、天然气分布式能源示范工程等节能重点工程，推进能源综合梯级利用，

形成 3亿吨标准煤左右的节能能力，到 2020年节能服务产业产值比 2015年翻一

番。（牵头单位：国家发展改革委，参加单位：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

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务院国资委、质检总局、国管局、国家能源局、中直管

理局等） 



（二十五）主要大气污染物重点减排工程。实施燃煤电厂超低排放和节能改

造工程，到 2020年累计完成 5.8亿千瓦机组超低排放改造任务，限期淘汰 2000

万千瓦落后产能和不符合相关强制性标准要求的机组。实施电力、钢铁、水泥、

石化、平板玻璃、有色等重点行业全面达标排放治理工程。实施京津冀、长三角、

珠三角等区域“煤改气”和“煤改电”工程，扩大城市禁煤区范围，建设完善区

域天然气输送管道、城市燃气管网、农村配套电网，加快建设天然气储气库、城

市调峰站储气罐等基础工程，新增“煤改气”工程用气 450亿立方米以上，替代

燃煤锅炉 18.9 万蒸吨。实施石化、化工、工业涂装、包装印刷等重点行业挥发

性有机物治理工程，到 2020 年石化企业基本完成挥发性有机物治理。（牵头单

位：环境保护部、国家能源局，参加单位：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

财政部、国务院国资委、质检总局等） 

（二十六）主要水污染物重点减排工程。加强城市、县城和其他建制镇生活

污染减排设施建设。加快污水收集管网建设，实施城镇污水、工业园区废水、污

泥处理设施建设与提标改造工程，推进再生水回用设施建设。加快畜禽规模养殖

场（小区）污染治理，75%以上的养殖场（小区）配套建设固体废弃物和污水贮

存处理设施。（牵头单位：环境保护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参

加单位：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农业部、国家海洋局等） 

（二十七）循环经济重点工程。组织实施园区循环化改造、资源循环利用产

业示范基地建设、工农复合型循环经济示范区建设、京津冀固体废弃物协同处理、

“互联网+”资源循环、再生产品与再制造产品推广等专项行动，建设 100 个资

源循环利用产业示范基地、50 个工业废弃物综合利用产业基地、20 个工农复合

型循环经济示范区，推进生产和生活系统循环链接，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的产业体

系。到 2020年，再生资源替代原生资源量达到 13亿吨，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

达到 3万亿元。（牵头单位：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参加单位：科技部、工

业和信息化部、环境保护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部、商务部等） 

七、强化节能减排技术支撑和服务体系建设 

（二十八）加快节能减排共性关键技术研发示范推广。启动“十三五”节能

减排科技战略研究和专项规划编制工作，加快节能减排科技资源集成和统筹部署，

继续组织实施节能减排重大科技产业化工程。加快高超超临界发电、低品位余热

发电、小型燃气轮机、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细颗粒物治理、挥发性有机物治理、

汽车尾气净化、原油和成品油码头油气回收、垃圾渗滤液处理、多污染协同处理

等新型技术装备研发和产业化。推广高效烟气除尘和余热回收一体化、高效热泵、



半导体照明、废弃物循环利用等成熟适用技术。遴选一批节能减排协同效益突出、

产业化前景好的先进技术，推广系统性技术解决方案。（牵头单位：科技部、国

家发展改革委，参加单位：工业和信息化部、环境保护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

通运输部、国家能源局等） 

（二十九）推进节能减排技术系统集成应用。推进区域、城镇、园区、用能

单位等系统用能和节能。选择具有示范作用、辐射效应的园区和城市，统筹整合

钢铁、水泥、电力等高耗能企业的余热余能资源和区域用能需求，实现能源梯级

利用。大力发展“互联网+”智慧能源，支持基于互联网的能源创新，推动建立

城市智慧能源系统，鼓励发展智能家居、智能楼宇、智能小区和智能工厂，推动

智能电网、储能设施、分布式能源、智能用电终端协同发展。综合采取节能减排

系统集成技术，推动锅炉系统、供热/制冷系统、电机系统、照明系统等优化升

级。（牵头单位：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能源局，参加单位：

科技部、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质检总局等） 

（三十）完善节能减排创新平台和服务体系。建立完善节能减排技术评估体

系和科技创新创业综合服务平台，建设绿色技术服务平台，推动建立节能减排技

术和产品的检测认证服务机制。培育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节能减排科技企业和

服务基地，建立一批节能科技成果转移促进中心和交流转化平台，组建一批节能

减排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研究基地（平台）等。继续发布国家重点节能低碳

技术推广目录，建立节能减排技术遴选、评定及推广机制。加快引进国外节能环

保新技术、新装备，推动国内节能减排先进技术装备“走出去”。（牵头单位：

科技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环境保护部，参加单位：住房城乡

建设部、交通运输部、质检总局等） 

八、完善节能减排支持政策 

（三十一）完善价格收费政策。加快资源环境价格改革，健全价格形成机制。

督促各地落实差别电价和惩罚性电价政策，严格清理地方违规出台的高耗能企业

优惠电价政策。实行超定额用水累进加价制度。督促各地严格落实水泥、电解铝

等行业阶梯电价政策，促进节能降耗。研究完善天然气价格政策。完善居民阶梯

电价（煤改电除外）制度，全面推行居民阶梯气价（煤改气除外）、水价制度。

深化供热计量收费改革，完善脱硫、脱硝、除尘和超低排放环保电价政策，加强

运行监管，严肃查处不执行环保电价政策的行为。鼓励各地制定差别化排污收费

政策。研究扩大挥发性有机物排放行业排污费征收范围。实施环境保护费改税，

推进开征环境保护税。落实污水处理费政策，完善排污权交易价格体系。加大垃



圾处理费收缴力度，提高收缴率。（牵头单位：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参加

单位：工业和信息化部、环境保护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国家能源局等） 

（三十二）完善财政税收激励政策。加大对节能减排工作的资金支持力度，

统筹安排相关专项资金，支持节能减排重点工程、能力建设和公益宣传。创新财

政资金支持节能减排重点工程、项目的方式，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推广节

能环保服务政府采购，推行政府绿色采购，完善节能环保产品政府强制采购和优

先采购制度。清理取消不合理化石能源补贴。对节能减排工作任务完成较好的地

区和企业予以奖励。落实支持节能减排的企业所得税、增值税等优惠政策，修订

完善《环境保护专用设备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和《节能节水专用设备企业所得

税优惠目录》。全面推进资源税改革，逐步扩大征收范围。继续落实资源综合利

用税收优惠政策。从事国家鼓励类项目的企业进口自用节能减排技术装备且符合

政策规定的，免征进口关税。（牵头单位：财政部、税务总局，参加单位：国家

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环境保护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务院国资委、

国管局等） 

（三十三）健全绿色金融体系。加强绿色金融体系的顶层设计，推进绿色金

融业务创新。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对节能减排重点工程给予多元化融资支持。健

全市场化绿色信贷担保机制，对于使用绿色信贷的项目单位，可按规定申请财政

贴息支持。对银行机构实施绿色评级，鼓励金融机构进一步完善绿色信贷机制，

支持以用能权、碳排放权、排污权和节能项目收益权等为抵（质）押的绿色信贷。

推进绿色债券市场发展，积极推动金融机构发行绿色金融债券，鼓励企业发行绿

色债券。研究设立绿色发展基金，鼓励社会资本按市场化原则设立节能环保产业

投资基金。支持符合条件的节能减排项目通过资本市场融资，鼓励绿色信贷资产、

节能减排项目应收账款证券化。在环境高风险领域建立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制

度。积极推动绿色金融领域国际合作。（牵头单位：人民银行、财政部、国家发

展改革委、环境保护部、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 

九、建立和完善节能减排市场化机制 

（三十四）建立市场化交易机制。健全用能权、排污权、碳排放权交易机制，

创新有偿使用、预算管理、投融资等机制，培育和发展交易市场。推进碳排放权

交易，2017 年启动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立用能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制度，

选择若干地区开展用能权交易试点。加快实施排污许可制，建立企事业单位污染

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继续推进排污权交易试点，试点地区到 2017 年底基本建



立排污权交易制度，研究扩大试点范围，发展跨区域排污权交易市场。（牵头单

位：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环境保护部） 

（三十五）推行合同能源管理模式。实施合同能源管理推广工程，鼓励节能

服务公司创新服务模式，为用户提供节能咨询、诊断、设计、融资、改造、托管

等“一站式”合同能源管理综合服务。取消节能服务公司审核备案制度，任何地

方和单位不得以是否具备节能服务公司审核备案资格限制企业开展业务。建立节

能服务公司、用能单位、第三方机构失信黑名单制度，将失信行为纳入全国信用

信息共享平台。落实节能服务公司税收优惠政策，鼓励各级政府加大对合同能源

管理的支持力度。政府机构按照合同能源管理合同支付给节能服务公司的支出，

视同能源费用支出。培育以合同能源管理资产交易为特色的资产交易平台。鼓励

社会资本建立节能服务产业投资基金。支持节能服务公司发行绿色债券。创新投

债贷结合促进合同能源管理业务发展。（牵头单位：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

税务总局，参加单位：工业和信息化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人民银行、国管局、

银监会、证监会、中直管理局等） 

（三十六）健全绿色标识认证体系。强化能效标识管理制度，扩大实施范围。

推行节能低碳环保产品认证。完善绿色建筑、绿色建材标识和认证制度，建立可

追溯的绿色建材评价和信息管理系统。推进能源管理体系认证。制修订绿色商场、

绿色宾馆、绿色饭店、绿色景区等绿色服务评价办法，积极开展第三方认证评价。

逐步将目前分头设立的环保、节能、节水、循环、低碳、再生、有机等产品统一

整合为绿色产品，建立统一的绿色产品标准、认证、标识体系。加强节能低碳环

保标识监督检查，依法查处虚标企业。开展能效、水效、环保领跑者引领行动。

（牵头单位：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环境保护部、质检总局，参加

单位：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商务部等） 

（三十七）推进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鼓励在环境监测与风险评估、环境公

用设施建设与运行、重点区域和重点行业污染防治、生态环境综合整治等领域推

行第三方治理。研究制定第三方治理项目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加大财政对第三

方治理项目的补助和奖励力度。鼓励各地积极设立第三方治理项目引导基金，解

决第三方治理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引导地方政府开展第三方治理试点，建

立以效付费机制。提升环境服务供给水平与质量。到 2020 年，环境公用设施建

设与运营、工业园区第三方治理取得显著进展，污染治理效率和专业化水平明显

提高，环境公用设施投资运营体制改革基本完成，涌现出一批技术能力强、运营

管理水平高、综合信用好、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环境服务公司。（牵头单位：国家



发展改革委、环境保护部，参加单位：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

部等） 

（三十八）加强电力需求侧管理。推行节能低碳、环保电力调度，建设国家

电力需求侧管理平台，推广电能服务，总结电力需求侧管理城市综合试点经验，

实施工业领域电力需求侧管理专项行动，引导电网企业支持和配合平台建设及试

点工作，鼓励电力用户积极采用节电技术产品，优化用电方式。深化电力体制改

革，扩大峰谷电价、分时电价、可中断电价实施范围。加强储能和智能电网建设，

增强电网调峰和需求侧响应能力。（牵头单位：国家发展改革委，参加单位：工

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国家能源局等） 

十、落实节能减排目标责任 

（三十九）健全节能减排计量、统计、监测和预警体系。健全能源计量体系

和消费统计指标体系，完善企业联网直报系统，加大统计数据审核与执法力度，

强化统计数据质量管理，确保统计数据基本衔接。完善环境统计体系，补充调整

工业、城镇生活、农业等重要污染源调查范围。建立健全能耗在线监测系统和污

染源自动在线监测系统，对重点用能单位能源消耗实现实时监测，强化企业污染

物排放自行监测和环境信息公开，2020 年污染源自动监控数据有效传输率、企

业自行监测结果公布率保持在 90%以上，污染源监督性监测结果公布率保持在 95%

以上。定期公布各地区、重点行业、重点单位节能减排目标完成情况，发布预警

信息，及时提醒高预警等级地区和单位的相关负责人，强化督促指导和帮扶。完

善生态环境质量监测评价，建立地市报告、省级核查、国家审查的减排管理机制，

鼓励引入第三方评估；加强重点减排工程调度管理，对环境质量改善达不到进度

要求、重点减排工程建设滞后或运行不稳定、政策措施落实不到位的地区及时预

警。（牵头单位：国家发展改革委、环境保护部、国家统计局，参加单位：工业

和信息化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质检总局、国管局

等） 

（四十）合理分解节能减排指标。实施能源消耗总量和强度双控行动，改革

完善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制度。强化约束性指标管理，健全目标责任分解机制，

将全国能耗总量控制和节能目标分解到各地区、主要行业和重点用能单位。各地

区要根据国家下达的任务明确年度工作目标并层层分解落实，明确下一级政府、

有关部门、重点用能单位责任，逐步建立省、市、县三级用能预算管理体系，编

制用能预算管理方案；以改善环境质量为核心，突出重点工程减排，实行分区分

类差别化管理，科学确定减排指标，环境质量改善任务重的地区承担更多的减排



任务。（牵头单位：国家发展改革委、环境保护部，参加单位：工业和信息化部、

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国管局、国家能源局等） 

（四十一）加强目标责任评价考核。强化节能减排约束性指标考核，坚持总

量减排和环境质量考核相结合，建立以环境质量考核为导向的减排考核制度。国

务院每年组织开展省级人民政府节能减排目标责任评价考核，将考核结果作为领

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的重要内容，继续深入开展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

计试点。对未完成能耗强度降低目标的省级人民政府实行问责，对未完成国家下

达能耗总量控制目标任务的予以通报批评和约谈，实行高耗能项目缓批限批。对

环境质量改善、总量减排目标均未完成的地区，暂停新增排放重点污染物建设项

目的环评审批，暂停或减少中央财政资金支持，必要时列入环境保护督查范围。

对重点单位节能减排考核结果进行公告并纳入社会信用记录系统，对未完成目标

任务的暂停审批或核准新建扩建高耗能项目。落实国有企业节能减排目标责任制，

将节能减排指标完成情况作为企业绩效和负责人业绩考核的重要内容。对节能减

排贡献突出的地区、单位和个人以适当方式给予表彰奖励。（牵头单位：国家发

展改革委、环境保护部、中央组织部，参加单位：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住

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质检总局、国家统计局、国管局、

国家海洋局等） 

十一、强化节能减排监督检查 

（四十二）健全节能环保法律法规标准。加快修订完善节能环保方面的法律

制度，推动制修订环境保护税法、水污染防治法、土壤污染防治法、能源法、固

体废弃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等。制修订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环境监测管理

条例、重点用能单位节能管理办法、锅炉节能环保监督管理办法、节能服务机构

管理暂行办法、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暂行办法、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管理办法

等。健全节能标准体系，提高建筑节能标准，实现重点行业、设备节能标准全覆

盖，继续实施百项能效标准推进工程。开展节能标准化和循环经济标准化试点示

范建设。制定完善环境保护综合名录。制修订环保产品、环保设施运行效果评估、

环境质量、污染物排放、环境监测方法等相关标准。鼓励地方依法制定更加严格

的节能环保标准，鼓励制定节能减排团体标准。（牵头单位：国家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部、环境保护部、质检总局、国务院法制办，参加单位：住房城乡

建设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管局、国家海洋局、国家能源局、

中直管理局等） 



（四十三）严格节能减排监督检查。组织开展节能减排专项检查，督促各项

措施落实。强化节能环保执法监察，加强节能审查，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加大对

重点用能单位和重点污染源的执法检查力度，严厉查处各类违法违规用能和环境

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公布违法单位名单，发布重点企业污染物排放信息，对严重

违法违规行为进行公开通报或挂牌督办，确保节能环保法律、法规、规章和强制

性标准有效落实。强化执法问责，对行政不作为、执法不严等行为，严肃追究有

关主管部门和执法机构负责人的责任。（牵头单位：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

息化部、环境保护部，参加单位：住房城乡建设部、质检总局、国家海洋局等） 

（四十四）提高节能减排管理服务水平。建立健全节能管理、监察、服务“三

位一体”的节能管理体系。建立节能服务和监管平台，加强政府管理和服务能力

建设。继续推进能源统计能力建设，加强工作力量。加强节能监察能力建设，进

一步完善省、市、县三级节能监察体系。健全环保监管体制，开展省以下环保机

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试点，推进环境监察机构标准化建设，全面加强挥

发性有机物环境空气质量和污染排放自动在线监测工作。开展污染源排放清单编

制工作，出台主要污染物减排核查核算办法（细则）。进一步健全能源计量体系，

深入推进城市能源计量建设示范，开展计量检测、能效计量比对等节能服务活动，

加强能源计量技术服务和能源计量审查。建立能源消耗数据核查机制，建立健全

统一的用能量和节能量审核方法、标准、操作规范和流程，加强核查机构管理，

依法严厉打击核查工作中的弄虚作假行为。推动大数据在节能减排领域的应用。

创新节能管理和服务模式，开展能效服务网络体系建设试点，促进用能单位经验

分享。制定节能减排培训纲要，实施培训计划，依托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

等国家重大人才工程项目，加强对各级领导干部和政府节能管理部门、节能监察

机构、用能单位相关人员的培训。（牵头单位：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

部、财政部、环境保护部，参加单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住房城乡建设部、

质检总局、国家统计局、国管局、国家海洋局、中直管理局等） 

十二、动员全社会参与节能减排 

（四十五）推行绿色消费。倡导绿色生活，推动全民在衣、食、住、行等方

面更加勤俭节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坚决抵制和反对各种形式的奢侈浪费。

开展旧衣“零抛弃”活动，方便闲置旧物交换。积极引导绿色金融支持绿色消费，

积极引导消费者购买节能与新能源汽车、高效家电、节水型器具等节能环保低碳

产品，减少一次性用品的使用，限制过度包装，尽可能选用低挥发性水性涂料和

环境友好型材料。加快畅通绿色产品流通渠道，鼓励建立绿色批发市场、节能超



市等绿色流通主体。大力推广绿色低碳出行，倡导绿色生活和休闲模式。到 2020

年，能效标识 2级以上的空调、冰箱、热水器等节能家电市场占有率达到 50%以

上。（牵头单位：国家发展改革委、环境保护部，参加单位：工业和信息化部、

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全国总

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等） 

（四十六）倡导全民参与。推动全社会树立节能是第一能源、节约就是增加

资源的理念，深入开展全民节约行动和节能“进机关、进单位、进企业、进军营、

进商超、进宾馆、进学校、进家庭、进社区、进农村”等“十进”活动。制播节

能减排公益广告，鼓励建设节能减排博物馆、展示馆，创建一批节能减排宣传教

育示范基地，形成人人、事事、时时参与节能减排的社会氛围。发展节能减排公

益事业，鼓励公众参与节能减排公益活动。加强节能减排、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

国际合作，推动落实《二十国集团能效引领计划》。（牵头单位：中央宣传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环境保护部，参加单位：外交部、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

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务院国资委、质检总局、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国管

局、中直管理局、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等） 

（四十七）强化社会监督。充分发挥各种媒体作用，报道先进典型、经验和

做法，曝光违规用能和各种浪费行为。完善公众参与制度，及时准确披露各类环

境信息，扩大公开范围，保障公众知情权，维护公众环境权益。依法实施环境公

益诉讼制度，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行为可依法提起公益诉讼。（牵头单位：

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环境保护部，参加单位：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

央、全国妇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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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十三五”各地区能耗总量和强度“双控”目标 

地  区 
“十三五”能耗强度 

降低目标（%） 
2015 年能源消费总量 

（万吨标准煤） 
“十三五”能耗增量 

控制目标（万吨标准煤） 
北 京 17 6853 800 
天 津 17 8260 1040 
河 北 17 29395 3390 
山 西 15 19384 3010 
内蒙古 14 18927 3570 
辽 宁 15 21667 3550 
吉 林 15 8142 1360 
黑龙江 15 12126 1880 
上 海 17 11387 970 
江 苏 17 30235 3480 
浙 江 17 19610 2380 
安 徽 16 12332 1870 
福 建 16 12180 2320 
江 西 16 8440 1510 
山 东 17 37945 4070 
河 南 16 23161 3540 
湖 北 16 16404 2500 
湖 南 16 15469 2380 
广 东 17 30145 3650 
广 西 14 9761 1840 
海 南 10 1938 660 
重 庆 16 8934 1660 
四 川 16 19888 3020 
贵 州 14 9948 1850 
云 南 14 10357 1940 
西 藏 10 — — 
陕 西 15 11716 2170 
甘 肃 14 7523 1430 
青 海 10 4134 1120 
宁 夏 14 5405 1500 
新 疆 10 15651 3540 

 

注：西藏自治区相关数据暂缺。 



 

附件 2 

 

“十三五”主要行业和部门节能指标 

指  标 单 位 
2015 年 
实际值 

2020 年 
目标值 变化幅度/变化率 

工业： 
单位工业增加值（规模以

上）能耗 
      ［-18%］ 

火电供电煤耗 克标准煤/千瓦时 315 306 -9 
吨钢综合能耗 千克标准煤 572 560 -12 
水泥熟料综合能耗 千克标准煤/吨 112 105 -7 
电解铝液交流电耗 千瓦时/吨 13350 13200 -150 
炼油综合能耗 千克标准油/吨 65 63 -2 
乙烯综合能耗 千克标准煤/吨 816 790 -26 
合成氨综合能耗 千克标准煤/吨 1331 1300 -31 
纸及纸板综合能耗 千克标准煤/吨 530 480 -50 
建筑： 
城镇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

造累计面积 
亿平方米 12.5 17.5 +5 

城镇公共建筑节能改造累

计面积 
亿平方米 1 2 +1 

城镇新建绿色建筑标准执

行率 
% 20 50 +30 

交通运输：         
铁路单位运输工作量综合

能耗 
吨标准煤/ 

百万换算吨公里 
4.71 4.47 ［-5%］ 

营运车辆单位运输周转量

能耗下降率 
      ［-6.5%］ 

营运船舶单位运输周转量

能耗下降率 
      ［-6%］ 

民航业单位运输周转量能

耗 
千克标准煤/吨公里 0.433 ＜0.415 ＞［-4%］ 

新生产乘用车平均油耗 升/百公里 6.9 5 -1.9 
公共机构：         
公共机构单位建筑面积能

耗 
千克标准煤/平方米 20.6 18.5 ［-10%］ 

公共机构人均能耗 千克标准煤/人 370.7 330.0 ［-11%］ 
终端用能设备： 
燃煤工业锅炉（运行）效率 % 70 75 +5 



电动机系统效率 % 70 75 +5 

一级能效容积

式空气压缩机

市场占有率 

小于 55kW % 15 30 +15 
55kW 至

220kW 
% 8 13 +5 

大 于

220kW 
% 5 8 +3 

一级能效电力变压器市场

占有率 
% 0.1 10 +9.9 

二级以上能效房间空调器

市场占有率 
% 22.6 50 +27.4 

二级以上能效电冰箱市场

占有率 
% 98.3 99 +0.7 

二级以上能效家用燃气热

水器市场占有率 
% 93.7 98 +4.3 

 

注：［ ］内为变化率。 

 

附件 3 

 

“十三五”各地区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控制计划 

地区 
2015 年排放量 

（万吨） 
2020 年减排比例 

（%） 
2020 年重点工程减排量 

（万吨） 
北京 16.2 14.4 2.33 
天津 20.9 14.4 2.47 
河北 120.8 19.0 16.14 
山西 40.5 17.6 4.75 
内蒙古 83.6 7.1 5.19 
辽宁 116.7 13.4 8.41 
吉林 72.4 4.8 2.32 
黑龙江 139.3 6.0 7.33 
上海 19.9 14.5 2.72 
江苏 105.5 13.5 10.39 
浙江 68.3 19.2 7.64 
安徽 87.1 9.9 7.70 
福建 60.9 4.1 2.14 
江西 71.6 4.3 2.73 
山东 175.8 11.7 13.30 
河南 128.7 18.4 16.98 
湖北 98.6 9.9 8.25 



湖南 120.8 10.1 10.49 
广东 160.7 10.4 11.06 
广西 71.1 1.0 0.35 
海南 18.8 1.2 0.16 
重庆 38.0 7.4 2.36 
四川 118.6 12.8 14.09 
贵州 31.8 8.5 2.77 
云南 51.0 14.1 5.85 
西藏 2.9 － － 
陕西 48.9 10.0 2.63 
甘肃 36.6 8.2 2.40 
青海 10.4 1.1 0.07 
宁夏 21.1 1.2 0.10 
新疆 56.0 1.6 0.71 

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 
10.0 1.6 0.04 

 

注：2020年减排比例根据各地区地表水质量改善任务确定，重点工程减排量根据“十三五”

规划纲要、《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及相关规划提出的环境治理保护重点工程确定。 

 

附件 4 

 

“十三五”各地区氨氮排放总量控制计划 

 

地 区 
2015 年排放量 

（万吨） 
2020 年减排比例 

（%） 
2020 年重点工程减排量 

（万吨） 
北 京 1.6 16.1 0.24 
天 津 2.4 16.1 0.38 
河 北 9.7 20.0 1.59 
山 西 5.0 18.0 0.61 
内蒙古 4.7 7.0 0.28 
辽 宁 9.6 8.8 0.85 
吉 林 5.1 6.4 0.20 
黑龙江 8.1 7.0 0.48 
上 海 4.3 13.4 0.53 
江 苏 13.8 13.4 1.25 
浙 江 9.8 17.6 0.85 
安 徽 9.7 14.3 1.07 
福 建 8.5 3.5 0.30 



江 西 8.5 3.8 0.32 
山 东 15.3 13.4 1.49 
河 南 13.4 16.6 1.93 
湖 北 11.4 10.2 1.02 
湖 南 15.1 10.1 1.41 
广 东 20.0 11.3 1.54 
广 西 7.7 1.0 0.08 
海 南 2.1 1.9 0.04 
重 庆 5.0 6.3 0.32 
四 川 13.1 13.9 1.74 
贵 州 3.6 11.2 0.41 
云 南 5.5 12.9 0.67 
西 藏 0.3 － － 
陕 西 5.6 10.0 0.38 
甘 肃 3.7 8.0 0.28 
青 海 1.0 1.4 0.01 
宁 夏 1.6 0.7 0.01 
新 疆 4.0 2.8 0.09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0.5 2.8 － 

 

注：2020年减排比例根据各地区地表水质量改善任务确定，重点工程减排量根据“十三五”

规划纲要、《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及相关规划提出的环境治理保护重点工程确定。 

 

附件 5 

 

“十三五”各地区二氧化硫排放总量控制计划 

 

地 区 
2015 年排放量 

（万吨） 
2020 年减排比例 

（%） 
2020 年重点工程减排量 

（万吨） 
北 京 7.1 35 1.8 
天 津 18.6 25 2.8 
河 北 110.8 28 18.4 
山 西 112.1 20 22.4 
内蒙古 123.1 11 13.5 
辽 宁 96.9 20 14.4 
吉 林 36.3 18 5.2 
黑龙江 45.6 11 4.3 
上 海 17.1 20 3.4 
江 苏 83.5 20 13.3 



浙 江 53.8 17 9.1 
安 徽 48.0 16 5.2 
福 建 33.8 — 3.5 
江 西 52.8 12 6.3 
山 东 152.6 27 35.0 
河 南 114.4 28 20.5 
湖 北 55.1 20 10.9 
湖 南 59.6 21 8.5 
广 东 67.8 3 2.0 
广 西 42.1 13 4.5 
海 南 3.2 — 0.4 
重 庆 49.6 18 8.1 
四 川 71.8 16 11.2 
贵 州 85.3 7 6.0 
云 南 58.4 1 0.6 
西 藏 0.5 — — 
陕 西 73.5 15 11.0 
甘 肃 57.1 8 4.6 
青 海 15.1 6 0.9 
宁 夏 35.8 12 4.3 
新 疆 66.8 3 2.0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11.0 13 0.9 

 

  注：2020 年减排比例根据各地区空气质量改善任务确定，重点工程减排量根据“十三五”

规划纲要、《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及相关规划提出的环境治理保护重点工程确定。 

 

附件 6 

 

“十三五”各地区氮氧化物排放总量控制计划 

 

地 区 
2015 年排放量 

（万吨） 
2020 年减排比例 

（%） 
2020 年重点工程减排量 

（万吨） 
北 京 13.8 25 0.7 
天 津 24.7 25 3.5 
河 北 135.1 28 19.9 
山 西 93.1 20 16.3 
内蒙古 113.9 11 12.5 
辽 宁 82.8 20 14.9 
吉 林 50.2 18 9.0 



黑龙江 64.5 11 7.1 
上 海 30.1 20 5.2 
江 苏 106.8 20 18.7 
浙 江 60.7 17 10.3 
安 徽 72.1 16 9.0 
福 建 37.9 — 4.6 
江 西 49.3 12 5.9 
山 东 142.4 27 31.0 
河 南 126.2 28 15.8 
湖 北 51.5 20 5.9 
湖 南 49.7 15 6.3 
广 东 99.7 3 3.0 
广 西 37.3 13 3.3 
海 南 9.0 — 1.2 
重 庆 32.1 18 2.8 
四 川 53.4 16 3.7 
贵 州 41.9 7 2.9 
云 南 44.9 1 0.4 
西 藏 5.3 — — 
陕 西 62.7 15 9.4 
甘 肃 38.7 8 3.1 
青 海 11.8 6 0.7 
宁 夏 36.8 12 4.4 
新 疆 63.7 3 1.9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9.9 13 1.3 

 

注：2020 年减排比例根据各地区空气质量改善任务确定，重点工程减排量根据“十三五”

规划纲要、《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及相关规划提出的环境治理保护重点工程确定。 

 

附件 7 

 

“十三五”重点地区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总量控制计划 

 

地区 2015 年排放量（万吨） 2020 年减排比例（%） 
2020 年重点工程减排量

（万吨） 
北 京 23.4 25 3.5 
天 津 33.9 20 4.6 
河 北 154.6 20 19.5 
辽 宁 105.4 10 10.5 



上 海 42.1 20 8.4 
江 苏 187.0 20 31.2 
浙 江 139.2 20 25.5 
安 徽 95.9 10 9.2 
山 东 192.1 20 38.4 
河 南 167.5 10 16.6 
湖 北 98.7 10 9.9 
湖 南 98.3 10 7.9 
广 东 137.8 18 20.7 
重 庆 40.2 10 4.0 
四 川 111.3 5 5.6 
陕 西 67.5 5 3.4 

 

注：“十三五”期间主要推进石化、化工、包装印刷和工业涂装等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

减排，相关指标根据重点行业减排潜力、环境质量改善需求等因素分解落实到各有关省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