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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has become the consensus of all countries to strengthen global climate change control and conduct strict control of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in the rest of the world, and the development of low-carbon economy has also become an inevitable trend. As an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system, the eia system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How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low-carbon economy with the advantages of the current eia system is the focus of the research of relevant people.
This paper focuses on how to do a good job in the connection between carbon emission and eia system, and makes a detailed analysis
for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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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如何做好碳排放与环评制度的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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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加强全球气候变化的控制，对温室气体的排放进行严格的控制，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发展低碳经济也成为必然的趋
势。作为一项环境管理制度，环评制度与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着极为紧密的联系，如何借助当前环评制度的优势促进低碳经
济的发展，是相关人士研究的重点。论文重点针对如何做好碳排放与环评制度的衔接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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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结合以往的环境管理实践经验，发现碳排放对于气候
的变化有着直接的影响，可以加剧温室效应。而环评制度的
实施目的，就是分析、预测或者评估规划和建设项目实施后
对环境的影响，然后针对性地提出预防对策和措施，减轻对
人类发展的不良影响。碳排放与环评制度的实施之间存在着
一定的协同性。实现碳排放与环评制度的衔接，在提高环境
保护工作质量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 碳排放与环评制度衔接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2.1 碳排放与环评制度衔接的必要性
2.1.1 满足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近几年来，新兴经济体的进一步发展，加剧了世界能

源的消耗。在煤炭、石油等能源日益枯竭的形势下，温室气
体的排放量却越来越大，环境污染问题也越来越严重。在全
球气候变暖的形势下，如何维持能源供应、实现社会经济的
可持续发展，成为世界各国亟待解决的问题。而环境影响评
价，是中国各项决策和开发建设活动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对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有着直接的影响。将碳排放应用
到环评制度当中，实现二者的无缝衔接，可以从源头和过程
方面，对温室气体的排放进行控制，使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
展需要得到有效的满足。

2.1.2 加快碳达峰与碳中和目标的实现
2020 年 9 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
般性辩论上强调：“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
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 2030 年前达到
峰值，努力争取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在这一目标下，
国家各部门、各地区都先后出台了各种政策。例如，中华人

【作者简介】马海云（1981-），女，中国江苏丰县人，

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提出，要“完善能源消费总

硕士，高级工程师，从事环境影响评价及生态环境保护

量和强度双控制度，实施‘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

研究。

加快建设全国用能权、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中华人民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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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生态环境部印发了《关于统筹和加强应对气候变化与生态

分类管理名录（2021 年版）》、HJ2.1—2016《建设项目环

环境保护相关工作的指导意见》，并决定全力推进碳达峰行

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总纲》以及 HJ2.2—2018《环境影响评

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在《“十四五”工业绿

价技术导则大气环境》中 [1]，然后借助现代化的技术和专业，

色发展规划》和《“十四五”原材料工业发展规划》中提出

对碳排放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加以规范和指导。

要“加紧制定重点行业碳达峰路线图，以及钢铁、水泥等重

另外，在碳排放与环评制度的衔接方面，还需要加强

点行业碳达峰行动方案和路线图”；中国人民银行也出台了

统筹融合，即借助各种政策类文件的制定与优化，来推动碳

《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2021 年版）》（中英文版）、《金

排放与环评制度的衔接。例如，可以针对重点行业的碳排

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指南》《环境权益融资工具》等文件，

放与排污许可管理进行试点研究，对中国当前的排污许可证

决定为“推动建设碳排放交易市场，为排碳合理定价”贡献

管理信息平台的运行功能进行完善、优化和升级，确保企

了自己的一分力量。

事业单位可以通过这一平台完成碳排放数据的采集、补充、

站在环境保护的角度分析，化石燃料的燃烧是污染物

校核等工作。在这一过程中，还可以将监管执法系统与监测

和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来源。所以碳排放与大气污染物的排

体系融合在一起，进而通过生态环境监测体系进行碳排放的

放的源头是相同的。将碳排放纳入环评制度中，根据具体的

监测。

环境影响评价结果对国内的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进行调整，

3.2 完善环评内容和评价过程

不仅可以对碳排放进行有效的控制，还可以从根源上减少各
种大气污染物的排放量。由此可见，将碳排放纳入环评制度
中，实现二者的充分衔接，可以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早

要想做好碳排放与环评制度的有效衔接，需要对当前
的环评内容加以完善。
首先，从以下三个方面对规划项目和建设项目的碳排

日实现提供保障。

放情况进行分析：第一能源活动排放方面；第二调入电力和

2.2 碳排放与环评制度衔接的可行性
2.2.1 碳排放与大气污染物排放同根同源同过程

热力排放方面；第三生产过程排放方面。与此同时，还要对
碳排放的现状展开调查，做好相应的碳排放预测评价工作和

自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很多学者已经开始对“环境

碳减排潜力分析工作。需要注意的是，针对建设完成且已经

生态保护与气候变化的应对之间存在的协同效益”展开了研

投入运行的项目，需要通过《碳排放核查报告》的编制，来

究，并发现二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协同性。分析中国的能源

对碳排放量进行核算。如果项目正在拟定规划阶段，则需要

结构，发现高碳化石能源是最主要的能源。燃烧化石能源，

从环境影响评价阶段开始，分析该项目实施之后的碳排放形

不仅会排放大量的 CO2 等温室气体，还会产生大量的颗粒物、

式，测算和预估碳排放量，为环保部门和节能管理部门提前

SO2、NOX 等，使大气污染问题更为严峻。另外，在污水处

分配调剂碳排放总量提供方便。

理的过程中，不仅会排放 CO2、CH4 等温室气体，也会排放

其次，针对评价因子，按照《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

具有恶臭气味的污染物。也就是说，碳排放与大气污染物的

行）》（生态环境部第 19 号令）中第 42 条规定，以下七种

排放，有着相同的排放源头和排放过程。所以，在对碳排放

因子都属于温室气体：第一二氧化碳；第二甲烷；第三氧化

和大气污染物排放方面，可以实现协同控制。

亚氮；第四氢氟碳化物；第五全氟化碳；第六六氟化硫；第

2.2.2 吸碳工作与减污工作之间存在协同效应

七三氟化氮 [2]。

中国 70% 以上的碳排放，都来自钢铁行业、建材行业、

最后，在对企业生产活动的碳排放进行评价的过程中，

有色行业、化工行业、煤炭行业、电力行业以及石化行业。

需要从以下几方面切入：第一企业的产品产量；第二企业的

而维持生态系统的平衡，不仅可以加强 CO2 等温室气体的

能源种类；第三企业的净调入电力和热力量；第四与碳排放

固定与吸收，还可以对各种污染物进行有效的吸收和降解。

有关的生产环节；第五企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原料与辅料用

也就是说，站在加强生态环境保护角度分析，吸碳工作和减

量；第六园区的产值与用地规模等。

污工作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协同效应。一些以森林、湿地和

3.3 加强增量控制和存量治理

草原为代表的生态系统，是主要的吸碳方式。尤其中国的森

要想做好碳排放与环评制度的有效衔接，需要在碳排

林生态系统，可以将大气中 80% 的碳进行固定、吸收。这

放的评价过程中，加强增量控制和存量治理。只有对新增量

样一来，碳排放与环评制度的衔接，也就具有较高的可行性。

进行严格的控制，对能源消耗较高和碳排放较高的项目发展

3 做好碳排放与环评制度衔接的有效策略
3.1 加强顶层设计和统筹融合
要想做好碳排放与环评制度的有效衔接，需要加强顶

予以遏制，才能够有效减少碳的排放量。同时，只有不断地
研究和普及清洁型能源，才能够进一步降低碳排放量。根据
相关研究，发现实现全国范围的碳中和目标，PM2.5 平均浓
度可以降低为 10μg/m3 [3]。

层设计，即对环境影响评价分类名录和技术导则进行修订。

一方面，如果某些项目的碳排放量比较大，可以提出

以条款补充的形式，将碳排放纳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从源头上降低碳排放量的要求。常用的从源头上降低碳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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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方法包含以下几种：一是对企业当前使用的生产工艺进

分别对碳排放量进行计算，明确碳排放总量、碳排放浓度、

行优化和升级；二是对企业生产过程中使用的原料和辅料进

碳排放速度等指标，然后对项目的碳减排潜力进行计算。

行分析，并分析哪些材料替换成清洁型原料；三是做好清洁

其次，对企业的能耗水平进行分析，然后结合相关行

运输工作；四是对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多余能量和热量进行回

业及企业所在区域的碳排放数据，对企业碳排放的水平高低

收再利用。另外，还可以采用物理工艺、化工工艺或者生物

进行评价，然后采取相应的措施，加大低碳产业的扶持力度，

固碳工艺，对末端碳进行有效的收集。

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

另一方面，加强碳排放的管理与监测。即对项目的碳

最后，不断地增加碳排放指标，同时借助环境准入制

排放清单进行编制，结合项目的实际情况明确碳排放管理要

度以及环评一票否决制度，加大高碳企业的限制力度，并对

求和监测要求。

低碳企业的发展予以一定程度的政策扶持。

3.4 实现温室气体排放与污染物排放的协同控制
要想做好碳排放与环评制度的有效衔接，需要实现温

4 结语

室气体排放与污染物排放的协同控制。论文前面已经提到，

综上所述，碳排放与环评制度的衔接，并非一朝一夕、

温室气体的排放与污染物的排放之间是同根、同源、同过程

一人一力可以完成的。只有全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参与到环

的关系。实现温室气体排放与污染物排放的协同控制，在改

境保护工作当中，从源头上加强碳排放的控制，才能够早日

善生态环境、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

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的发展目标，为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提供

[4]

义 。首先，可以利用当前的大气污染管理与治理体系，保

保障。

证温室气体减排工作的正常开展。其次，将碳作为温室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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