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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推进风电、 光伏等新能源规
模化利用； 积极布局建设抽水蓄能电
站，不断提升系统消纳和调节能力；加
快推进“宁电入湘”等项目建设，逐步
提升外省电力输入绿电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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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低碳、循环、发展，“绿色”双会要来
“双碳峰会、绿博会”10月21日在长启幕，预计签约项目50个，意向签约金额逾百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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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3日下午，2020年联合国
生物多样性大会（第一阶段）高级别
会议在云南昆明闭幕， 会议正式通
过“昆明宣言”，呼吁各方采取行动，
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

“昆明宣言”是此次大会的主要
成果。宣言承诺，确保制定、通过和
实施一个有效的“2020年后全球生
物多样性框架”，以扭转当前生物多
样性丧失趋势并确保最迟在2030
年使生物多样性走上恢复之路，进
而全面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2050年愿景。

宣言承诺， 各国政府继续合作
推动将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
性纳入或“主流化”到决策之中；加
强和建立有效的保护地体系； 积极
完善全球环境法律框架； 增加为发
展中国家提供实施“2020年后全球
生物多样性框架”所需的资金、技术
和能力建设支持等。

COP15主席、中国生态环境部部
长黄润秋说，“昆明宣言”是一个政治
性宣言，主要目的是集中反映各方政
治意愿。 宣言将释放出强有力的信
号，向世界展现我们解决生物多样性
丧失问题的决心，并展示出我们将在
相关问题上采取更有力的行动。

“宣言为我们指明了正确的方
向。”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
处执行秘书伊丽莎白·穆雷玛说，该
宣言说明各方已充分认识到保护生
物多样性的紧迫性， 很多国家元首
和部长们作出的承诺令人鼓舞。

■据新华社

“碳达峰、碳中和”是当下
热门话题，实现“双碳”目标，湖
南怎么干？

10月13日， 在长沙举行的
2021长江中游城市群碳达峰与
碳中和峰会和湖南国际绿色发
展博览会新闻发布会上， 省发
改委副主任周震虹介绍， 湖南
将从构建政策体系、 推进减煤
降碳、推动能源转型、优化产业
结构、 开展能耗双控5个方面，
制定实施具体政策措施推进碳
达峰、碳中和目标实现。

严控化石能源消费
大幅减少煤炭消费

为实现“双碳”目标，中国
将陆续发布重点领域和行业碳
达峰实施方案和一系列支撑保
障措施，构建“1+N”政策体系。
“湖南积极对接国家部署，注重
顶层制度设计， 初步考虑构建
湖南碳达峰碳中和‘1+1+N’政
策体系。”周震虹介绍，湖南将
研究制定一个全省碳达峰碳中
和实施意见， 编制一个2030年
前碳达峰行动方案，出台工业、
能源、城乡建设、交通运输、生
态碳汇、科技支撑、财税金融等
20多个分领域分行业实施方案
与保障政策。

能源领域碳排放是全社会
碳排放的重要组成部分。 据测
算统计，约90%的碳排放来自于
化石能源消费，70%左右的碳排
放来自于煤炭消费。实现“双碳”
目标，关键在于严控化石能源消
费，大幅减少煤炭消费。

周震虹介绍，湖南正组织开
展减煤降碳攻坚行动，研究制定

全省推进煤炭消费减量替代行
动方案，引导煤电、钢铁、建材、
化工等主要耗煤行业对标国际
国内先进水平， 实施技术改造、
产能整合和能源转换。 至2025
年底，力争全省煤炭消费节约减
量和能源替代1000万吨左右。

2020年， 湖南省发电装机
为4984万千瓦。湖南发电装机结
构中，煤电、水电、风电、光伏、生
物质、 储能占比分别42.6%、
34.3%、13.4%、7.8%、1.8%、0.1%。
新能源发电量占比首破10%。

将研究制定全省“十四五”
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

“湖南致力推进能源结构
绿色低碳转型， 目前正组织编
制‘十四五’可再生能源发展等
专项规划。”周震虹介绍，加强
煤电支撑能力建设的同时，大
力推进风电、 光伏等新能源规
模化利用； 积极布局建设抽水
蓄能电站， 不断提升系统消纳
和调节能力；加快推进“宁电入
湘”等项目建设，逐步提升外省
电力输入绿电比重。

节能增效是实现“双碳”目
标的坚实基础。周震虹介绍，湖
南将研究制定全省“十四五”节
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 组织开
展专项节能监察， 加强全省重
点用能单位能耗在线监测和能
耗双控形势分析预警， 定期印
发各地能耗双控目标完成情况
晴雨表， 对部分一级预警地区
暂停“两高”项目节能审查，确
保能耗双控目标任务完成。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
端记者 孟姣燕

本报10月13日讯 今天，
湖南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
发布会，宣布2021长江中游城
市群碳达峰与碳中和峰会和
湖南国际绿色发展博览会 (简
称“双碳峰会、绿博会”)定于10
月21日至24日在长沙举行。

精心策划了
“2+4+6”场主要活动

双碳峰会是全国首个区
域性以碳达峰碳中和为主题
的高规格高端交流平台；绿博
会自2019年起每年举办，今年
全面升级，和双碳峰会共同举
办。今年“双碳峰会、绿博会”
以“低碳 循环 发展”为主题，
围绕低碳、环保、节能、新能
源、循环经济等领域，结合“展
览+论坛+洽谈+签约” 模式，
搭建集展览展示、 贸易洽谈、
项目合作、成果发布为一体的
绿色节能产业国际国内交流
合 作 平 台 ， 精 心 策 划 了
“2+4+6”场主要活动。

“2” 即两大主体活动，长
沙市人民政府主办的2021长
江中游城市群碳达峰与碳中
和峰会，和省贸促会、省发展
改革委、省生态环境厅等单位
主办的湖南国际绿色发展博
览会同期举办。“4” 即双碳峰
会四场专题活动，包括长江中
游城市群碳达峰碳中和市长
圆桌论坛、长江中游城市群碳
达峰与碳中和峰会、2021中国
新能源产业经济发展年会暨
中国国际氢能创新发展论坛
和长株潭碳达峰与碳中和协
同发展论坛等活动。“6” 即绿
博会六场配套活动，包括湖南
省循环经济产业发展报告发
布会、中部地区可降解可替代

产业发展论坛、环保产业“新
技术新产品”推介会、第十六
届中国国际塑料回收大会、长
江中游城市群海绵城市建设
论坛、第三届湖南生态环境新
技术论坛等活动。

预计将有20多位
驻华使节莅临大会

活动期间，将成立由中国
社科院、中节能、中化环境及
长沙市政府发起的长江经济
带创新与绿色发展智库，发布
长江经济带绿色科技创新调
研报告等成果， 将发布包含
100多个重点项目的《湖南省
绿色产业招商项目册》， 组织
多场对接洽谈和实地考察活
动，预计签约项目50个，意向
签约金额逾100亿。

本届绿博会采取“线上+
线下”结合办展模式。线下展
览展示面积4万平方米， 设置
低碳新能源展区、环保产业展
区、循环经济展区、绿色节能
展区四大展区，预计将有来自
11个国家和地区的20多位驻
华使节， 以及国家部委领导、
专家院士、 行业精英莅临大
会，将吸引1500多家国内外企
业、2万余名专业观众参展参
会；线上构建“云展会”服务，
举办“绿色之恋———湖南绿博
会网上活动周”， 联合国内知
名采购平台、 海外商协会，打
造集“云展示、云会议、云对
接、云交易”于一体的网上博
览会，网上活动周将于10月18
日提前开幕， 至10月25日闭
幕。

■三湘都市报记者 潘显璇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记者 黄婷婷 彭雅惠

碳排放，离我们遥远吗？
“交通、住宿、餐饮、会务、

垃圾处理等，都会排放二氧化
碳。”10月13日，省林业局碳汇
专家戴成栋告诉记者。

10月21日至24日，为了搭
建集展览展示、 贸易洽谈、项
目合作、成果发布为一体的绿
色节能产业国际国内交流合
作平台，2021长江中游城市群
碳达峰与碳中和峰会和湖南
国际绿色发展博览会（简称
“双碳峰会、绿博会”）将在长
沙举办。

围绕“低碳 循环 发展”，
这两个“绿色”的展会会议，
如何“中和”办会产生的碳排
放？

据了解，除了直接以植树
造林方式增加绿色植被，双碳
峰会还将认领一片生态林，永
久设立为峰会的“碳中和林”。

戴成栋说，植树造林和认
领“碳中和林”，已经成为国际
上高规格会议的通行做法。

在杭州上阳村重阳坞，就
有一片334亩的“碳中和林”，
用来抵消G20杭州峰会排放的
6674吨二氧化碳。

除了“造林”，今年双碳峰
会、绿博会上，除了会刊等必
要资料外，其余纸质资料将不
见踪影，确保全程绿色办会。

同时，双碳峰会、绿博会
倡导“减排”绿色出行。届时，
参会嘉宾接送车辆，将全程采
用新能源汽车。

“云对话”，也让部分参会
距离较远的嘉宾，得以采取线
上方式参与双碳峰会、 绿博
会，减少因出行造成的资源消
耗与碳排放。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
端记者 彭雅惠 黄婷婷

“绿色”双会，到底有多“绿”

实现“双碳”目标，湖南怎么干
开展减煤降碳攻坚行动、制定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

生物多样性大会
通过“昆明宣言”

湖南将研究制定一个全省碳达峰
碳中和实施意见， 编制一个2030年前
碳达峰行动方案，出台工业、能源、城
乡建设、交通运输、生态碳汇、科技支
撑、 财税金融等20多个分领域分行业
实施方案与保障政策。

推进能源结构绿色低碳转型

解读

亮点

减煤降碳攻坚行动

湖南正组织开展减煤降碳
攻坚行动， 研究制定全省推进
煤炭消费减量替代行动方案。

至2025年底，力争全省煤
炭消费节约减量和能源替代
1000万吨左右。

实现“双碳”目标政策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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