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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约能源保护环境选编－法律法规篇
编者按

几年前，我国政府就把建设节约型社会和发展循环经济放到战略和全局的高度予以

重视。今年我国政府还特意把“污染减排与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世界环境日的主题。最近，
为确保“十一五”节能减排目标的完成，又强力推出十项措施。节能减排，势在必行，而且必
须马上彻底执行。为便于大家学习，并结合公司的业务特点，摘要报道了十项节能措施及相
关内容。有不当之处，请批评指正。

▲ 强力推行十项措施确保节能减排目标实现
8 月 26 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马凯，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国务院节约能源
保护环境工作情况时表示，下半年我国将从十个方面强化措施，确保节能减排目标落实到位。
措施一：强化节能减排目标责任评价考核
要把节能减排作为考核地方政府领导班子政绩和中央企业负责人业绩的重点内容，实行
节能减排问责制。制定发布《节能目标责任评价考核实施方案》、《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考核
办法》，并将考核结果作为对地方各级政府领导干部政绩考核的重要依据。
措施二：坚决遏制高耗能、高排放行业过快增长
“把遏制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作为当前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继续清理和纠正一些地
方在电价、地价、税费方面对高耗能、高排放行业的优惠政策。
措施三：加快淘汰落后生产能力
下半年，有关部门将水泥、焦炭、电石、铁合金、平板玻璃和钢铁(第二批）等行业淘汰
落后产能任务分解到相关地区和企业。安排资金支持淘汰落后产能工作，确保全年关停 1000
万千瓦小火电机组，淘汰落后炼铁产能 3000 万吨和落后炼钢产能 3500 万吨。
措施四：加大节能减排重点工程实施力度
我国将出台《财政节能技术改造奖励资金管理办法》。中央财政将新增 70 亿元，用于支
持十大重点节能工程，可形成约 3500 万吨标准煤的节能能力；将制定《高效照明产品推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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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补助资金管理办法》，今年要力争推广 5000 万只节能灯。安排 40 亿元，加快推进城市污
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建设。提高污水处理收费标准和征收率，2010 年之前所有城镇污水处理
费标准要提高到每立方米供水 0.8 元以上。
措施五：抓好重点领域节能
将公布千家企业能源审计和利用状况报告。年内发布粗钢、水泥、烧碱、火电等 22 项高
耗能产品能耗限额强制性国家标准，以及轻型商用车等 5 项交通工具燃料消耗量限值标准。
中央国家机关更换全部非节能灯具。加强公务用车节油管理，完成中央国家机关在用“黄标车”
更换工作。
措施六：强化污染防治
要重点推进燃煤电厂烟气脱硫和城市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和运行、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
饮用水安全保障和农村面源污染控制。今年年底前，所有燃煤脱硫机组都要安装烟气自动在
线监测系统，对脱硫设施运行情况实施实时监控。对无故停运脱硫设施和脱硫设施投运率不
足 80%的扣减脱硫电价并处 5 倍罚款。9 月底前将“十一五”全国城市污水处理新增能力、Ｃ
ＯＤ削减量及污水处理率等指标分解下达到各省（区、市），并建立考核、奖励制度。
措施七：加快节能减排技术开发和推广
将节能减排相关科研工作作为支持重点，支持一批节能减排关键技术和共性技术。发布
《节能减排科技专项行动》，加快“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等重大专项启动与实施。在钢铁、有
色、电力、建材等重点行业推广一批潜力大、应用面广的重大节能减排技术，在发电领域应
用洁净煤技术，推进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
措施八：实施有利于节能减排的经济政策
将出台《关于完善污水处理收费制度的意见》、
《垃圾焚烧发电价格和运行管理暂行办法》
等。实行鼓励先进节能环保技术设备进口的税收优惠政策。推动和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节能
减排技术改造项目的信贷支持。研究建立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
措施九：加强对节能减排工作的监督检查
将组织开展节能减排专项检查，对违法排污企业实行经济处罚。继续实施和强化“区域限
批”制度，对未按期完成减排任务、超过总量指标、主要河流控制断面不达标、城市污水处理
厂建设严重滞后和不正常运行的，按照有关规定，暂停该地区或集团新增污染物项目的环评
审批。

2

中凯信息导报 第 6 期

CathayChem Information Guide No.6

措施十：组织开展“节能减排全民行动”
“节能减排全民行动”包括九项专项行动，即：企业行动、学校行动、青少年行动、家庭
社区行动、军营行动、政府机构行动、科技行动、科普行动、媒体行动等，调动全社会参与
节能减排的积极性，使节能减排成为每个企业、每个单位、每个社区、每个家庭、每个社会
成员的自觉行动。

▲ 我国节能减排存在七大突出矛盾和问题
—— 认识尚未完全到位。例如，把 GDP 增长作为硬任务，把节能减排作为软指标。
—— 淘汰落后产能总体进展缓慢。例如，对造纸、酒精、味精、柠檬酸等落后产能淘汰
工作起步晚，进展迟缓。
—— 节能减排重点工程建设滞后。今年计划现有燃煤机组脱硫设施投运 3500 万千瓦、
新增城市污水处理能力 1200 万吨／日（不含原有污水处理厂增加处理水量），但上
半年分别仅完成 31%、25%。
—— 激励政策不完善。鼓励研发、生产和使用节能环保产品以及抑制高耗能、高排放产
品的财政税收政策还不完善，影响节能环保技术、设备、产品的研发和推广。
—— 机制不健全。一些资源性产品的价格不能充分反映资源稀缺程度和市场供求关系。
资源性产品前期开发成本、环境污染的治理成本和资源枯竭后的退出成本没有在价
格中得到充分体现，企业开发利用资源的外部成本没有内部化。资源性产品价格水
平普遍偏低，如煤炭价格、居民用电价格、供水价格没有反映资源补偿和环境成本。
—— 监管不到位。节能执法主体不明确，现有环境法律法规对违法行为处罚力度弱，环
保部门缺乏强制执行权。
—— 基础工作薄弱。能源计量、统计等基础工作严重滞后，有些统计数据准确性、及时
性差，科学统一的节能减排统计指标体系、监测体系和考核体系尚未建立。

▲ 我国宏观调控和节能减排的业绩（2006－2007 上半年）
—— 单位 GDP 能耗下降
2006 年，全国万元 GDP 能耗为 1.206 吨标准煤，比 2005 年下降 1.33%。2007 年上半
年，全国单位 GDP 能耗同比下降 2.78%。 2006 年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同比下降
1.98%；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同比降低 3.87%，其中煤炭行业下降
7.76%，钢铁行业下降 6.49%，建材行业下降 7.84%，化工行业下降 5.17%，纺织行业下降
0.73%，电力行业下降 2.57%。2006 年重点行业，如火电、粗钢、水泥、石油加工、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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氨、粗铜、铜冶炼、氧化铝、铅冶炼、纯碱、乙烯及纸板等单位产品综合能耗下降 3%～
10.5%；今年上半年，国家统计的 35 种主要产品综合能耗中下降的有 31 种，节能 2145 万
吨标准煤。
—— 二氧化硫排放量由上升转为下降
2006 年，全国二氧化硫排放量为 2588.8 万吨，比 2005 年增长 1.5%。今年上半年，全国
二氧化硫排放量为 1263.4 万吨，同比下降 0.88%，扭转了全国二氧化硫排放量多年连续上升
的势头。上半年二氧化硫排放量由升转降，燃煤机组采取脱硫措施贡献率近 75%，淘汰落后
产能贡献率约 20%，其余为钢铁、有色、炼焦行业工业源治理。
—— 化学需氧量（COD）排放量增幅减缓
2006 年，全国 COD 排放量为 1428.2 万吨，比去年增长 1.0%。今年上半年，COD 排放
量为 691.3 万吨，同比增长 0.24%，增幅比去年同期回落 3.46 个百分点。

▲ 部分中央企业节能减排目标
中央企业节能减排工作目标：到“十一五”期末，完成单位增加值能耗要降低 20%，主要
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 10%，其中石油石化、冶金、电力、交通运输、化工、煤炭、建材等重
点行业，要力争到 2009 年末，提前完成上述目标。2007－2009 年的节能减排分解目标是：
—— 石油石化行业： 主要产品单耗指标达到或接近国际先进水平；万元增加值能耗比
2005 年下降 16%，二氧化硫排放量比 2005 年下降 9．3%，化学需氧量排放量比 2005 年下降
8．4%；单位增加值新水用量比 2005 年下降 24%。
—— 化工行业： 主要产品单耗达到国内先进水平；万元增加值能耗比 2005 年下降 16%，
二氧化硫和化学需氧量排放量均下降 8%。
—— 钢铁行业： 各项节能减排指标达到国内领先水平，重点企业的主要产品单耗达到
国际先进水平；万元增加值能耗比 2005 年下降 16%，吨钢综合能耗比 2005 年下降 10%；二
氧化硫排放量比 2005 年下降 16%，化学需氧量排放量比 2005 年下降了 23%。
—— 电力行业： 火力发电企业平均供电煤耗接近国际平均水平，供电煤耗比 2005 年降
低 5．1%，二氧化硫排放量比 2005 年下降 27．8%；电网企业综合线损率平均下降 0．36 个
百分点以上，接近国际平均水平。
—— 煤炭行业： 煤炭采区回采率保持国内领先水平，不低于 85%；万元增加值能耗比
2005 年下降 16%，二氧化硫和化学需氧量排放量分别下降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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