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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港新片区可建立碳中和示范区
扩大绿色低碳社区实践、推广和试点示范

今年上海两会上， 27 名市政协委员不
约而同， 都围绕减碳降排、 尽快实现碳达
峰带来了提案。

减碳降排有赖于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
的调整。 赵国靖委员建议，在目前已明确电
力行业碳排放配额指标的基础上，下一步应
尽快将钢铁、 石化及化工等高耗能产业，以
及交通、物流、大型商业建筑等高耗能行业
纳入碳排放配额考核指标和交易范围。 吴军
等 5 名委员也认为， 应在上海城市高架路、

公路等常规桥梁上推广钢结构，“从全寿命
周期看，每平方米面积的桥梁，混凝土结构

的能耗是 214 万千焦 ， 碳排放平均为
82.2，而钢桥的能耗则是 196 万千焦，碳排
放平均仅为 75.62。 ”吴军说。

“碳交易” 是这些委员共同的呼声之
一。 陈闪委员认为， 上海的碳交易平台应
在现有基础上逐步扩大控排名单、 增加合
格交易主体、 扩大交易品种， 推进碳排放
权交易金融衍生品的创新。 柏国强委员则
从绿色金融能为社会带来巨大经济效益的
角度建议， 上海应布局建设高水平的绿色

低碳环保产业园， 提供综合服务和创新政
策， 吸引优质环保企业、 环保人才、 资金、

技术、 信息的加速集聚， 提升绿色环保产
业集聚效应； 同时， 还应积极培育环保龙
头企业和专特精企业。

好政策需要落地才能实现， 委员们不
约而同地提出， 应该扩大绿色低碳社区实
践、 推广和试点示范。 杨守业委员等 8 人
共同提议， 在临港新片区建立碳中和示范
区， 利用临港新片区海洋高科技和能源发

展特色， 尤其是风电产业的优势。 王淳委
员表示， 可以发挥浦东新区金融市场体系
健全、 金融机构高度集聚的优势， 发展碳
交易金融平台 。 陈玲等 7 名委员则建议 ，

针对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内的能源 、 工
业、 交通、 建筑等碳排放关键领域， 开展
深入细致调研， 加大碳达峰碳中和技术储
备和研发， 选取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内不
同类型的典型区域建立标志性的碳中和示
范点。

“生态之城”建设新目标:确保2025年碳达峰
上海着力推动电力、钢铁、化工等重点领域和重点用能单位节能降碳

杭州湾北岸附近的海面上， 一根直径 8 米粗的风机塔架

刚刚立起，奉贤海上风电项目第五台风机建桩工作完成。噼啪

噼啪……海岸上， 该项目集控中心变电楼的工地上传来工人

们焊接基锚筋的阵阵声响。

用海风代替燃烧煤炭发电，能有什么收益？ 风电项目运营

方，上海绿色环保能源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唐征歧算了一

笔账：并网投产后，风电场平均年上网电量可达 59639 万千瓦

时，每年可节约 18万吨标准煤，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近 50万吨。

《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

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草案）》提出，上海将制定全市碳排放达

峰行动计划，着力推动电力、钢铁、化工等重点领域和重点用

能单位节能降碳，确保在 2025 年前实现碳排放达峰。

那么，究竟什么是“碳达峰”和“碳中和”？专家解释，“碳达

峰” 是指某个地区或行业年度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历史最高

值，在此之后排放量开始转升为降。而“碳中和”则是指某个地

区在一定时间内人为活动直接和间接排放的二氧化碳， 与其

通过植树造林等吸收的二氧化碳相互抵消。而“碳达峰”和“碳

中和” 二者之间又环环相扣， 可以说， 前者是后者的实现基

础———在碳排放量经过由增转降的拐点后， 才有可能实现排

放的二氧化碳与环境净化能力的中和抵消。因此，要想实现碳

达峰和碳中和目标， 就要牢牢牵住降低碳排放量这个 “牛鼻

子”，并辅以不断提升的自然环境中和能力。

牵住减碳“牛鼻子”，上海能源图谱更
“绿”了

“减碳”首先要从调整能源结构入手，用更清洁更绿色的

能源代替传统化石能源。 去年 12 月 12 日召开的气候雄心峰

会上，我国将减碳目标细化为：到 2030 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

二氧化碳排放将比 2005 年下降 65％以上， 非化石能源占一

次能源消费比重将达到 25％左右。 对于上海而言，“十三五”

时期，坚持碳排放总量与强度双控，全市煤炭消费总量占一次

性能源比重从 37%下降到 31%， 天然气消费占比稳步提高，

光伏、风电等可再生清洁能源不断发展，非化石能源整体占比

已超过 17%，为下一步实现碳达峰打下良好基础。

唐征歧介绍，去年 12 月开工建设的奉贤海上风电项目是

我国首个竞争性配置海上风电项目， 也是上海目前最大的单

体风电项目。 “项目正在建设之中，目前已完成 5 台风机的建

桩工作， 预计今年 5 月前能完成全部 32 台风机的建桩工作，

并在年底并网投产。”他说，该项目总装机规模 200 兆瓦，每年

能给上海提供 59639 万千瓦时电量， 可节约 18.27 万吨标准

煤，减少碳排放量 49.98 万吨，同时减少二氧化硫排放 100 多

吨，还能省下 70 多万吨水。

除了风力发电之外，上海此前在光伏发电上也有所探索。

记者了解到，崇明前卫光伏发电项目装机容量有 1.051 兆瓦，

通过太阳能光伏组件可以生成 380 伏的交流电， 还可以经过

升压变为 10 千伏高压电， 目前该项目已接入前卫 35 千伏变

电站，供给市民使用。

市政协委员陈振楼提出， 海洋潮汐也是可再生的清洁能

源， 而长江口北支恰好是我国海洋潮汐能源最丰富的地区之

一。 经他测算， 长江口北支建潮汐发电站可装机容量为 70.4

万千瓦，年发电量可达 22.8 亿千瓦时。 “如果全部开发出来，

相当于 4 个（目前）全球第一大潮汐电站的发电量。 ”陈振楼

说，上海能源需求巨大，但土地资源相对不足，要想完成碳达

峰和碳中和目标， 单方面通过扩大绿化增加碳吸收量效果有

限。因此，他建议尽快开展长江口北支潮汐电站建设的相关研

究评估，早日开发长江口潮汐能源，为长三角地区低碳发展提

供源源不断的清洁能源。

“减碳”还体现在人们一点一滴的日常生活之中。 黄浦区

汇龙新城小区最近也算了一笔账，在更换了节能灯、节水器和

水泵变频控制柜后，今年 1 月，小区物业电费比去年同期足足

省了 1 万多元。

打造“上海碳”，努力建成国际碳金融
中心

1 月 5 日，生态环境部印发《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

行）》，这意味着全国碳市场建设和发展进入新阶段。

实际上，早在 7 年前，上海就开始了碳交易的探索之路。

据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发布的信息，自 2013 年底试点碳交易

以来，7 年间累计交易量达 1.55 亿吨， 其中上海配额交易有

4500 多万吨。

上海正在努力建成国际碳金融中心。 上海的人才优势和

科创优势可以加速孵化节能降碳关键技术创新， 也有助于碳

金融迅速融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体系之中， 打通降碳

环保领域的产业链、创新链、金融链，在原有“上海金”“上海

油”的基础上，打造“上海碳”，增强上海辐射全国的碳金融服

务功能。

市政协委员杨守业、唐颐等一同建议，利用临港新片区的

海洋高科技和风电产业能源发展特色， 率先在此建立碳中和

示范区， 建设区域碳交易试点, 同时培育示范区绿色碳金融

服务体系。

赵柏基委员建议，在促进碳交易平台建立的同时，应制定

相关政策和标准，支持绿色投资，鼓励更多社会资本和公众一

起参与扶持绿色产业。

建设“生态之城”，高质量城市生态体
系固碳能力更强

绿地、湖泊、湿地等自然生态系统具有很强的固碳能力，

更高质量的城市生态体系吸收中和碳排放量的能力也越强。

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需要整个社会的协同治理， 这也倒逼城

市整体生态环境不断改善，让上海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

“十三五”时期，上海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

“绿化上海，造福于民”方针，积极拓展绿色生态空间，黄浦江

滨江绿道 45 公里核心段贯通、17 条（片）市级重点生态廊道

基本建成、4038 公顷外环绿带全面建成、 城市公园达到 406

所、新增绿地逾 6000 公顷……全市“环、楔、廊、园、林”生态格

局已基本形成。截至去年底，上海森林覆盖率达到 18.49%，人

均公园绿地面积达 8.5 平方米， 湿地保有量达到 46.46 万公

顷。 根据规划纲要草案， 今年上海将新建林地 5 万亩、 绿地

1000 公顷，预计到 2025 年上海市森林覆盖率将达到 19.5%。

市绿化市容局总工程师朱心军介绍，“十四五”时期，上海

将持续推进“生态之城”建设，着力构建“公园城市”“森林城

市”“湿地城市”，实施“千园”工程，不仅是城区，每个郊区也都

能拥有自己的公园。

踩下健身车，就能让花园里的喷泉喷水
上海一小区把闲置空地改造成社区低碳花园，在日常生活中向居民传递低碳理念———

用脚控制的喷泉，你见过吗？ 在黄浦区
打浦桥街道蒙西小区，就有一处用健身车控
制的喷泉。

两年前荒草丛生、 铁门爬满藤蔓的小
院，如今变成了居民健身、养花、洗车、充电、

休憩之处， 蒙西小区把居委会旁一处 150

平方米的闲置空地，改造成了绿植葱茏的社
区低碳花园，这里已入选上海市第二批低碳
社区创建试点名单。

健身车可控制喷泉，还
能给手机充电

上午 10 点，小区居民谈顺康正在花园
里骑健身车，这本没啥稀罕的，但记者注意
到，车前的喷泉似乎在随着老谈踩踏板的速
度而变化，他蹬得越快，喷泉喷出的水柱就
越高， 蹬得稍缓， 水柱高度随即低了下去。

“这是因为喷泉是由蹬车的动能转化成电能
驱动的。”谈顺康向记者科普道，他身旁另一
辆单车上还安装了手机无线充电器，居民可
以利用踩车产生的动能给手机充电。

“别看花园里既有电灯、电动门、喷泉，

又有洗车处和小型消防车，这里的能源都是
取之自然且自给自足的。 ”蒙西居委会书记
尹晓芸告诉记者。 喷泉的电能来源有了解
释，那喷泉里的水又是从哪来的？“在那儿。”

记者顺着她的手势，看到花园中有 5 个“大
莲蓬”，原来是用来收集雨水的，雨水通过其
中空的“叶茎”倒流至地下的蓄水池，“花园
地下有 3 个蓄水池，能贮藏 11 立方米的雨
水”。尹晓芸介绍，花园里洗车、浇花、消防车
贮藏的水都来源于此。

有趣的是，记者在花园里找了一圈也没
找到一根电线，难道花园抽水、开关电动门
都靠居民骑车发电？尹晓芸建议记者到高处
去找找。 于是，记者来到二楼阳台，向下望
去，原来花园的围墙上方和智慧灯杆上都安
装了太阳能光伏板，能将收集来的光能转化
为电能，为低碳花园供能。

花园里的绿植都“名花
有主”了

花园内设有一处绿植分享区，一盆盆多
肉、绿箩挂在木栅栏上。记者注意到，栅栏上
的每个花箱都已经“名花有主”了———花箱
上都贴有植物名称和认领居民的名字。居民
翟惠蓉正拿着喷壶给她认领的名为 “广寒
宫”的多肉植物浇水，她说，“平常我就喜欢

侍弄花草， 但在自己家里种又不太方便，现
在可以在小区花园里认领植物养护，既满足
了自己的兴趣，又能美化小区环境”。

尹晓芸告诉记者， 认领绿植的不仅有
老年居民， 很多家长还带着小朋友前来参
与， 让小朋友在感受培育植物的快乐的同
时， 能学到自然知识以及培养低碳环
保意识。

花园里吸引小朋友玩耍
的， 还有一面夜光墙，墙
上 “画 ”着一个大大的
黄色灯泡。 尹晓芸
介绍说：“这是一盏
太阳能灯， 晚上可
以发出暖黄色的
光。 ”而居委会修
建花园的贴心之
处也隐藏在这盏
灯背 后———为 避
免晚上给低楼层
居民带来光污染困
扰， 这盏灯选用了
低瓦数的暖黄光 ，

还配置了开关 ，没
有小朋友玩耍时可
以关掉。

记者注意到 ，

夜光墙上还有一个
刻度表， 通过墙下

养鱼池里的浮标反映花园地下蓄水池的水
位。 水池里除了游来游去的小金鱼之外，水
面上还放了几块泡沫板，可以种植蔬菜苗。

智慧灯杆区、洗车区、绿植分享区、互动
娱乐区、夜光墙面区、鱼水共生区……蒙西
小区就是这样， 通过低碳花园将 9 个不同

的区域相互连接、环环相
扣， 把低碳理念深
深植入到居民
的日常生活
之中。

■本报见习记者 张天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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俯瞰临港新片区。 本报记者 邢千里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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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山特殊综合保税区内的风力发电项目。 本报记者 邢千里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