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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

５０周年纪念会议上的讲话
(２０２１年１０月２５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尊敬的古特雷斯秘书长,

各位驻华使节和国际组织驻华代表,

女士们,先生们,

朋友们,同志们:

５０年前的今天,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以

压倒性多数通过第２７５８号决议,决定恢复中华

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权利,承认中华人民

共和国政府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的唯一合法代

表.这是中国人民的胜利,也是世界各国人民的

胜利!

今天,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汇聚一

堂,回顾历史,展望未来,很有意义.

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是世界上的

一个大事件,也是联合国的一个大事件.这是世

界上一切爱好和平和主持正义的国家共同努力的

结果.这标志着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

从此重新走上联合国舞台.这对中国、对世界都

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在这里,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

联合国大会第２７５８号决议所有提案国和支持国,

表示衷心的感谢! 向一切主持正义的国家和人

民,致以崇高的敬意!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同志们!

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以来的５０年,

是中国和平发展、造福人类的５０年.

———这５０年,中国人民始终发扬自强不息

精神,在风云变幻中把握中国前进方向,书写了

中国以及人类发展的壮阔史诗.在新中国成立以

来国家建设和发展的基础上,中国人民开启了改

革开放历史新时期,成功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

生活水平,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

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经过艰苦奋

斗,中国人民用自己的双手在中华大地上实现了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打赢了脱贫攻坚战,

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开启了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迎来了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这５０年,中国人民始终同世界各国人

民团结合作,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为世界和平与

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国人民热爱和平,深知

和平安宁的珍贵,始终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

政策,主持公道,伸张正义,坚决反对霸权主义

和强权政治.中国人民坚定支持广大发展中国家

维护自身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正义斗争.中

国人民致力于推动共同发展,从 “坦赞铁路”到

“一带一路”,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

助,不断以中国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在新冠

肺炎疫情席卷全球的危难之际,中国积极同世界

分享防控经验,向各国输送了大批抗疫物资、疫

苗药品,深入开展病毒溯源科学合作,真诚为人

类彻底战胜疫情而积极努力.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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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５０年,中国人民始终维护联合国权

威和地位,践行多边主义,中国同联合国合作日

益深化.中国忠实履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职责和使命,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

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中国积极倡导

以和平方式政治解决争端,派出５万多人次参加

联合国维和行动,已经成为第二大联合国会费

国、第二大维和摊款国.中国率先实现联合国千

年发展目标,带头落实２０３０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对世界减贫贡献超过７０％.中国始终遵循联合

国宪章和 «世界人权宣言»精神,坚持把人权普

遍性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走出了一条符合时代

潮流、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权发展道路,为中国人

权进步和国际人权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同志们!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

亡.过去５０年,尽管国际形势跌宕起伏,但在

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努力下,世界总体保持稳定,

世界经济快速发展,科技创新日新月异,一大批

发展中国家成长壮大,十几亿人口摆脱贫困,几

十亿人口不断走向现代化.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和

平发展进步力量不断增长.我们应该顺应历史大

势,坚持合作、不搞对抗,坚持开放、不搞封

闭,坚持互利共赢、不搞零和博弈,坚决反对一

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决反对一切形

式的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

———我们应该大力弘扬和平、发展、公平、

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同为建

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提供正确理念指引.和平

与发展是我们的共同事业,公平正义是我们的共

同理想,民主自由是我们的共同追求.世界是丰

富多彩的,多样性是人类文明的魅力所在,更是

世界发展的活力和动力之源. “非尽百家之美,

不能成一人之奇.”文明没有高下、优劣之分,

只有特色、地域之别,只有在交流中才能融合,

在融合中才能进步.一个国家走的道路行不行,

关键要看是否符合本国国情,是否顺应时代发展

潮流,能否带来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民生改

善、社会稳定,能否得到人民支持和拥护,能否

为人类进步事业作出贡献.

———我们应该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

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人类是一个整体,

地球是一个家园.任何人、任何国家都无法独善

其身.人类应该和衷共济、和合共生,朝着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方向不断迈进,共同创造更加美

好未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以一种

制度代替另一种制度,不是以一种文明代替另一

种文明,而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

同历史文化、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

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形成共建美好

世界的最大公约数.

———我们应该坚持互利共赢,共同推动经济

社会发展更好造福人民.中国古人说: “为治之

本,务在于安民;安民之本,在于足用.”推动

发展、安居乐业是各国人民共同愿望.为了人民

而发展,发展才有意义;依靠人民而发展,发展

才有动力.世界各国应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努

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

续、更为安全的发展.要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

问题,提高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包容性.要

增强人民发展能力,形成人人参与、人人享有的

发展环境,创造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每一个

国家每一个人的发展局面.不久前,我在第七十

六届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希望各国

共同努力,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发展的冲

击,加快落实２０３０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构建全

球发展共同体.

———我们应该加强合作,共同应对人类面临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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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种挑战和全球性问题.地区争端和恐怖主

义、气候变化、网络安全、生物安全等全球性问

题正摆在国际社会面前,只有形成更加包容的全

球治理、更加有效的多边机制、更加积极的区域

合作,才能有效加以应对.气候变化是大自然对

人类敲响的警钟.世界各国应该采取实际行动为

自然守住安全边界,鼓励绿色复苏、绿色生产、

绿色消费,推动形成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形成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格局,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可

持续发展的不竭源头.

———我们应该坚决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

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需要一个强有力的联合国,需要改革和建

设全球治理体系.世界各国应该维护以联合国为

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

准则.国际规则只能由联合国１９３个会员国共同

制定,不能由个别国家和国家集团来决定.国际

规则应该由联合国１９３个会员国共同遵守,没有

也不应该有例外.对联合国,世界各国都应该秉

持尊重的态度,爱护好、守护好这个大家庭,决

不能合则利用、不合则弃之,让联合国在促进人

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中发挥更为积极的作

用.中国愿同各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探索

合作思路,创新合作模式,不断丰富新形势下多

边主义实践.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同志们!

追昔抚今,鉴往知来.站在新的历史起点,

中国将坚持走和平发展之路,始终做世界和平的

建设者;坚持走改革开放之路,始终做全球发展

的贡献者;坚持走多边主义之路,始终做国际秩

序的维护者.

“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让我

们携起手来,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进

步的一边,为实现世界永续和平发展,为推动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不懈奋斗!

谢谢大家.

(新华社北京２０２１年１０月２５日电)　

在第二十四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的讲话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

(２０２１年１０月２６日,北京)

尊敬的哈桑纳尔苏丹陛下,

各位同事:

很高兴同大家在 “云端”会面,共同出席第

２４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感谢哈桑纳尔苏

丹陛下和文莱政府为举办此次会议所作贡献.

当前,中国－东盟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

域务实合作持续推进.去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与

东盟国家领导人通过多种方式进行深入战略沟通.

双方克服疫情不利影响,保持各层级密切交往,

线上线下交流活跃.中国和东盟国家团结一心,

共克时艰,双方关系韧性进一步显现,合作潜力

进一步释放,呈现全面深入发展的良好态势.

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３０周年.３０

年来,我们积极拥抱时代潮流,推动共同发展进

步,合力创造 “东亚奇迹”,维护了地区总体稳

定和经济持续增长,走出了一条睦邻友好、合作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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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赢之路,中国东盟关系实现历史性跨越.

坚持讲信修睦,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我们秉

持协商一致、照顾彼此舒适度的东亚方式,坚持

多边主义,共同维护以东盟为中心、开放包容的

地区架构,成为守护地区和平安宁的关键力量.

坚持对话协商主基调,稳妥处理分歧,有力维护

南海和平稳定.

坚持守望相助,积极开展抗疫合作.中国和

东盟国家因应疫情形势变化,从抗疫物资支持到

分享防控经验,再到疫苗研发、供应和生产协

作,及时响应对方需求,尽己所能互施援手.

坚持互利共赢,携手共促经济复苏.中国和东

盟国家始终保持市场相互开放,贸易投资持续扩

大,跨境电子商务蓬勃发展,产业链供应链更加紧

密.东盟自去年起成为中国最大贸易伙伴,是中国

最主要对外投资目的地和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地.

坚持心心相印,着力巩固人文相亲.尽管受

到疫情冲击,但双方人文交流并未断线,文化、

媒体、智库、青年等领域交往势头升温.中国－

东盟教育交流周、中国－东盟菁英奖学金等品牌

影响逐步扩大.

我期待同各位同事就进一步加强中国东盟合

作深入交换意见,为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提质

升级提供新的动力.

各位同事,

中国全面深化改革不会停歇,对外开放不会

止步,将继续坚定和各国同走互利合作的大道正

途,更好融入亚太和世界经济,在开放中同包括

东盟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深化友好互利合作.为

此,我愿就下阶段合作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共筑健康防线.疫情还在全球起伏反

复,我们要统筹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加

强政策沟通协调,持续协同发力,确保防控成

效.疫苗是战胜疫情的有力武器.中方愿结合东

盟方需求,进一步增加疫苗和抗疫物资援助,继

续支持东盟加快建设区域疫苗生产和分配中心,

加强疫苗和特效药研发、生产和技术转移合作.

中方正在建设全球新冠肺炎数据整合与风险分析

信息系统平台,愿及时同东盟分享疫情监测和防

控数据,共同提升预警和应急反应能力.着眼后

疫情时代需求,中方愿同东盟共同落实好 “中国

－东盟公共卫生合作倡议”,重点在传染病防控

和医疗卫生人才培养等领域加强交流合作.中方

倡议成立中国－东盟公共卫生科技合作中心,推

动科技赋能公共卫生合作.

二是深化经济融合.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正在

经历新一轮深刻调整,区域化势头不断发展.中

国和东盟国家要用好地理邻近、产业互补等优

势,推进更高水平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区域全面

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已接近生效门槛,

各方应加紧推动协定尽早生效,确保成果早日惠

及地区各国人民.中方将与东盟正式启动中国－

东盟自贸区升级后续谈判联合可行性研究,聚焦

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新兴合作领域,打造更加

互惠互利、开放包容的双边和区域经贸关系.中

柬双方已完成中柬自贸协定核准程序,协定即将

生效实施.中方倡议探讨开展中国东盟 “多国多

园”合作,建设具有示范意义的国际产能合作园

区.中方已正式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

伴关系协定 (CPTPP),希望得到东盟国家支

持.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中国国际进口博览

会、中国－东盟博览会是密切贸易投资合作的重

要渠道,欢迎各方继续积极参与.

三是推动包容发展.疫情扩大了发展鸿沟,

加剧了本地区发展不充分、不平衡问题.我们要

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做大共同利益蛋糕,做活合

作共享发展成果.我们一致同意发表 «中国－东

盟关于合作支持 ‹东盟全面经济复苏框架›的联

合声明».东盟峰会通过了蓝色经济宣言,中方

愿同东盟加快推进构建蓝色经济伙伴关系.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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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发挥好各自优势,促进协调发展.中方愿同东

盟加强国际发展合作,在东盟国家设立专门机

构,打造发展合作示范点.中方将继续举办中国

－东盟社会发展与减贫论坛,分享减贫与乡村振

兴的经验和实践,助力缩小发展差距.要用好中

国－东盟灾害管理部长级会议机制,合作提高防

灾减灾救灾能力.欢迎东盟积极参与中方将举办

的 “一带一路”自然灾害防治和应急管理国际合

作部长论坛.中方愿同东盟继续深化澜沧江－湄

公河合作和中国－东盟东部增长区合作,助力东

盟一体化进程.

四是坚持创新驱动.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

动力.我们要加快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与应用,为

后疫情时代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双方要共同

落实好 «中国－东盟建设面向未来更加紧密的科

技创新伙伴关系行动计划 (２０２１－２０２５)»,建

设联合研究平台和创新创业合作基地,加强人才

培养,深化科技人员交流.中方愿同东盟探讨开

展中国－东盟工业产业设计合作,通过创新设计

提升工业制造业产品价值.以大数据为核心的数

字化代表着未来,我们要尽快完成制定 «关于落

实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伙伴关系的行动计划

(２０２１－２０２５)»,规划数字经济合作重点.中方

将启动东盟智慧和可持续城市化方案开发等项

目,愿同东盟国家一起开展地学信息大数据平台

建设,建立中国－东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

五是拓展绿色合作.应对气候变化、保护生

态环境、推进经济社会低碳转型是中国和东盟国

家面临的共同课题.我们要进一步加强政策对话

和务实合作,共同落实好 «中国－东盟环境合作

战略及行动计划 (２０２１－２０２５)».双方可通过

加强红树林保护等合作,助力维护全球与区域生

物多样性,通过低碳学校与气候社区网络建设等

项目,促进应对气候变化与生态环保知识共享.

我们要合理推动能源产业和经济结构转换升级,

打造绿色工业园区.中方愿加大新能源投资,有

关部门将同东盟能源中心一道,实施好中国－东

盟清洁能源能力建设计划,共同建设清洁能源科

技合作平台,促进新能源技术转移.

六是夯实民意基础.人文相亲是中国东盟友

好合作的不竭动力.我们要根据疫情形势稳妥有

序恢复双方人员往来,特别是在确保防疫安全前

提下,分阶段处理好东盟国家留学生返华复学等

问题.要加强教育政策对接,深化人力资源开发

合作.中方倡议建立中国－东盟教育高官会晤机

制,愿继续办好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更好分

享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等发展经验和

成果.用好中国－东盟菁英奖学金等平台,不断

为双方民间友好大厦添砖加瓦.中方将继续向中

国－东盟合作基金增资１０００万美元,助力中国

东盟友好务实合作.

各位同事,

中国始终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之路,维护世

界和平与地区稳定,促进共同发展.南海和平符

合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共同利益,南海发展是我们

的共同期盼,南海安宁需要我们共同努力.我们

排除疫情干扰,实质性恢复 “南海行为准则”案

文磋商并取得积极进展.明年是 «南海各方行为

宣言»签署２０周年,中方愿同东盟国家共同办

好相关纪念活动,以此为契机积极拓展海上务实

合作,加快 “准则”磋商进程,力争早日达成

“准则”,把南海建设成为和平之海、友谊之海、

合作之海.

各位同事,

中国和文莱谚语都说,“团结就是力量”.团

结是东盟大家庭的力量源泉,是东盟中心地位的

根基所系.长期以来,东盟坚持协商一致、不干

涉内政、照顾各方舒适度等原则,为维护东盟利

益、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关键作用.东盟越

坚持团结和独立自主,就越有智慧和能力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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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盟方式”,妥善解决当前面临的紧迫问题.这

对东南亚有利,对地区与世界和平发展有利.

作为东盟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中方希

望看到一个团结、独立、强大的东盟.我愿在此重

申,中方始终视东盟为周边外交优先方向,将一如

既往坚定支持东盟团结,坚定支持东盟共同体建

设,坚定支持东盟在区域架构中的中心地位,坚定

支持东盟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

下个月,我们将共同举办中国东盟建立对话

关系３０周年纪念峰会,这是双方关系史上承前

启后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我相信,在中国和东盟

国家共同努力下,中国东盟友好合作巨轮将行稳

致远,共同为亚洲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更大

贡献.

谢谢!

(新华社北京２０２１年１０月２６日电)　

在第二十四次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上的讲话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

(２０２１年１０月２７日,北京)

尊敬的哈桑纳尔苏丹陛下,

各位同事:

很高兴以视频方式出席第２４次１０＋３领导

人会议,共商东亚发展大计.感谢苏丹陛下和文

莱政府为会议所作周到安排.

１０＋３国家山水相连,命运与共.２０多年

来,我们坚持合作主基调,持续推进区域经济一

体化,共同应对公共卫生、能源、粮食、金融等

多方面挑战,有力促进各国发展、助力东亚繁荣

稳定.去年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期间,我们坚持召

开１０＋３领导人特别会议,１０＋３国家守望相

助、相互支持,共同抗击疫情,保持地区产业链

供应链稳定.我们共同决定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

伴关系协定 (RCEP)并努力推动早日生效实

施,增强地区经济的韧性与活力,为促进地区经

济复苏注入信心和动力.

当前疫情仍在全球起伏反复,地区国家实现

可持续复苏面临金融稳定、能源安全等多重挑

战.习近平主席提出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的重要

倡议.我们要用好开展合作的成熟机制和应对危

机的丰富经验,共克时艰,共迎挑战,统筹推进

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促进东亚全面均衡复苏,

维护地区长期繁荣稳定.

各位同事,

明年是１０＋３合作启动２５周年.我们应以

此为新起点,加强规划,推动创新,共同打造更

加开放、包容和可持续发展的东亚.我愿提出几

点建议:

一是完善公共卫生治理.当务之急是确保疫

苗产能以及在发展中国家公平分配,加快疫苗接

种进程.我们要加快１０＋３应急医疗物资储备中

心建设,中方愿为此提供２０００万元人民币的资

金支持.中方正在建设全球新冠肺炎数据整合与

风险分析信息系统平台,开发１０＋３公共卫生应

急桌面演练系统,提升地区疫情应对能力.中方

支持会议发表关于青少年和儿童精神健康合作的

声明,确保我们的后代健康茁壮成长.

二是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东亚国家经济融

合度高,合作动力强劲.我们要加强宏观经济政

策协调,以更加开放的贸易和投资政策支持全球

经济 复 苏. 区 域 全 面 经 济 伙 伴 关 系 协 定

(RCEP)是东亚合作的标志性成果,即将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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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效门槛.要加紧推动协定尽早生效,持续深化

自贸建设,打造更高水平的一体化.中方愿为有

需要的东盟国家政府、商协会、企业,举办与

RCEP实施相关的人员培训、经验交流等能力建

设项目,还将在明年举办高标准实施 RCEP研

讨会,欢迎各方积极参与.中方倡议中日韩共同

深化在东盟的第三方投资合作,继续推动设立中

日韩共同投资基金,探讨设立中日韩东盟投资合

作平台,助推地区经济恢复发展.中方已正式申

请加 入 全 面 与 进 步 跨 太 平 洋 伙 伴 关 系 协 定

(CPTPP),愿进一步扩大开放,推动建立开放

的区域多边贸易和投资体系.

三是加强东亚产业合作.便利的人员与货物

跨境流动是维持产业链供应链顺畅的基石.中方

支持将东盟旅行走廊扩展到１０＋３范围的努力,

更好发挥现有 “快捷通道”和 “绿色通道”作

用,畅通地区经济循环.落实好１０＋３互联互通

再联通倡议,促进区域内商品、技术、服务、资

本等要素有序 流 动 和 高 效 配 置.中 方 将 举 办

１０＋３产业链供应链合作论坛,支持１０＋３国家

企业在重点领域构建沟通平台,就上下游企业协

作、增强产业链供应链抗风险能力开展交流合

作.着眼长远,中方愿与地区国家开展联合研

究,探讨如何进一步加强政策协调和标准衔接,

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协同均衡发展,进一步巩固提

升东亚区域整体竞争力.

四是推动东亚数字经济发展.数字化转型正

成为各国经济发展和产业革新的动力源泉.我们

要抓住机遇,发挥市场规模优势,推动信息通

信、云计算、数据中心等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合

作,拓展数字贸易等新领域合作.中方愿依托

１０＋３中小企业服务联盟,帮助企业加强数字能

力建设,举办１０＋３青年科学家论坛等活动,帮

助地区国家缩小 “数字鸿沟”.中国数据安全法

和个人信息保护法已正式生效,我们愿本着共商

共治原则,与各方就网络空间治理、数字治理、

网络安全等相关议题加强交流,推动形成开放、

包容、安全、共享的治理规则.

五是激发财金合作活力.中方欢迎清迈倡议

多边化协定特别修订文件生效,愿同各方进一步

研究本币出资路径,加快开发创新工具,服务成

员国需要.中方愿积极考虑向１０＋３宏观经济研

究办 公 室 (AMRO)中 国 技 援 基 金 增 资,以

AMRO成立十周年为契机,探讨拓展机构功能,

进一步加强其在区域经济金融治理中的作用.同

时,加强与亚洲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

行等机构协调.此外,我们还应加快财金合作创

新,推动开展绿色金融、供应链金融、基础设施

融资等合作,不断拓展合作领域.

六是促进绿色可持续增长.要秉持科学精神

和务实态度,在保证能源安全的基础上推动能源

消费和生产生活方式向绿色低碳转变,助力全球

发展迈向平衡协调包容的新阶段.中方倡议探讨

打造１０＋３低碳合作伙伴关系,通过政策沟通、

案例研究、能力建设等方式加强合作.中方愿继

续举办１０＋３清洁能源圆桌对话,加强区域清洁

能源科研合作和技术成果转移.中方愿同有关国

家分享减贫经验,推动 “东亚减贫合作倡议”二

期项目落地.同时,加大对１０＋３大米紧急储备

机制 (APTERR)支持与投入,更好维护地区

粮食安全.中方愿继续从东南亚国家进口优质农

产品.此外,应尽早建立１０＋３灾害管理部长级

会议机制,开展区域沿海城市应对气候变化交流

对话,提升灾害应对能力.

各位同事,

中方愿同各方一道,促进地区经济复苏,打

造世界经济的强大增长极,共同维护地区和世界

的和平与稳定.

谢谢!

(新华社北京２０２１年１０月２７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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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１６届东亚峰会上的讲话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

(２０２１年１０月２７日,北京)

尊敬的哈桑纳尔苏丹陛下,

各位同事:

很高兴通过视频同各位同事进行交流.感谢

苏丹陛下和文莱政府为本次会议所作周到安排.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延宕反复,全球贸易投

资增速放缓,通胀压力加大,粮食和能源安全等

风险持续发酵,世界经济实现可持续均衡复苏面

临挑战.在国际地区形势加速演变背景下,传统

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交织上升,气候变化等全球性

挑战更加突出.同时也要看到,新一轮科技革命

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加

速,为各国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机遇.东亚作为

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要推动抗击疫情和复

苏经济两个轮子一起转,不断为全球发展注入动

力.

各位同事,

东亚峰会作为 “领导人引领的战略论坛”,

成员涵盖亚太主要国家,具有广泛代表性和影响

力.峰会应始终坚持自身定位,把握区域合作正

确方向,平衡推进政治安全合作与经济社会发

展.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国际关系的基本

准则,也是东亚峰会的重要指导原则.前不久,

习近平主席提出 “全球发展倡议”,旨在推动实

现强劲、绿色、健康的全球发展,构建全球发展

共同体.当前形势下,各方尤其要秉持相互尊重

精神,团结协作,加大抗疫复苏投入,努力维护

地区和平稳定,促进发展繁荣.中方为此提出以

下建议:

一是携手抗击疫情.弘扬科学精神,秉持科

学规律,深化疫情防控合作.中方已向国际社会

提供超过１５８亿剂疫苗和原液,其中向东盟国

家提供约４６亿剂,还将通过 “新冠疫苗实施计

划”再向发展中国家无偿捐赠１亿剂疫苗.中方

将根据有关国家需求,力所能及加大疫苗及其他

抗疫物资援助,继续支持东盟国家建设好区域疫

苗生产和分配中心.加快推进 “中国－东盟公共

卫生合作倡议”,提升地区公共卫生能力,助力

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中方支持发表关于精

神健康合作的声明,切实呵护每个人的身心健康

和人格尊严.

二是促进经济全面复苏.坚持自由贸易、公

平贸易,增加大宗商品和关键零部件等重要商品

供给能力,维护国际物流畅通,反对各种形式的

贸易保护主义.持续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为经

济复苏提供新动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接近生效门槛,应加紧推动尽早生效

实施.中方已正式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

伙伴关系协定 (CPTPP),将进一步提高开放承

诺水平.积极对接疫后发展战略,中方率先全方

位对接 «东盟全面复苏框架»,将同地区国家高

质量共建 “一带一路”,提高数字化转型对疫后

复苏的贡献,支持地区国家促进旅游业复苏的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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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三是推动绿色发展.东亚是全球发展的高

地,应积极参与绿色低碳转型进程,促进疫后

地区经济绿色复苏.要遵循共同但有区别的责

任原则,全面有效实施气候变化 «巴黎协定»,

支持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六次

缔约方会议取得积极成果.中方倡议此次会议

发表关于可持续复苏的声明,也期待可持续、

绿色发展的理念能够融入新一期 «落实 ‹金边

发展宣言›马尼拉行动计划».要均衡有序推

进低碳转型,在保障能源稳定安全供给的同

时,实现与经济发展、民生保障协同增效.中

方将继续举办清洁能源论坛、新能源论坛,欢

迎各方积极参与.

四是支持东盟中心地位.地区国家曾普遍经

历战争与动荡、贫困与萧条,谋和平、促发展是

我们的时代使命和不懈追求.历史经验证明,以

东盟为中心、开放包容的区域合作架构顺应现实

需求,协商一致、不干涉内政、照顾各方舒适度

等 “东盟方式”符合东亚传统,是本地区长期和

平繁荣的重要基石.我们要全力支持增进东盟团

结,支持东盟共同体建设和维护多边主义的努

力,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

各位同事,

缅甸是东亚合作的重要参与方.中方支持东

盟以 “东盟方式”妥善处理有关问题,促进东盟

团结,促进地区稳定,促进缅甸和平和解进程,

国际社会应为此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各位同事,

南海是我们的共同家园.维护南海和平稳

定、维护南海航行和飞越自由符合各方共同利

益.中国作为最大的货物贸易国,６０％以上的货

物贸易经过南海.南海和平稳定关乎中国切身利

益.在中国和东盟国家共同努力下,南海局势整

体保持了稳定,航行和飞越自由也从未发生过问

题.中国和东盟国家坚持由直接当事国磋商谈判

和平解决争端,管控分歧,推进共同开发,为地

区和平稳定做出了积极贡献.

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作为 «联合国海

洋法公约»缔约国,始终同东盟国家一道,根据

包括 «公约»在内的国际法,结合地区实际情

况,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妥善处理南海问题.本

着这样的精神和原则,我们成功签署了 «南海各

方行为宣言»,正在全面有效落实.也正是本着

这样的精神和原则,我们正在积极推进 “南海行

为准则”磋商,同意尽早达成有效、富有实质内

容、符合包括 «公约»在内的国际法的 “准则”.

去年以来,我们克服疫情影响,恢复并积极推进

“准则”磋商,已就有关内容达成初步一致,将

坚定向前推进.希望域外国家尊重地区国家维护

南海和平稳定所作出的努力,不采取任何激化矛

盾、扩大分歧的行动,支持地区国家把南海建设

成为和平、友好和合作之海.

各位同事,

东亚地区的更好发展需要我们同心奋斗,东

亚地区的美好未来需要我们携手创造.中方愿与

各方一道,加强团结,拓展合作,促进共同发

展,实现繁荣稳定,书写东亚合作新的篇章.

谢谢!

(新华社北京２０２１年１０月２８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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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 «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并发出通知,要求

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主要

内容如下.

目　　录

　　前　言

第一章　规划背景

第二章　总体要求

第一节　指导思想

第二节　主要原则

第三节　战略定位

第四节　发展目标

第三章　构建双城经济圈发展新格局

第一节　提升双城发展能级

第二节　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

第三节　促进双圈互动两翼协同

第四节　分类推进大中小城市和县城发展

第四章　合力建设现代基础设施网络

第一节　构建一体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第二节　强化能源保障

第三节　加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

第五章　协同建设现代产业体系

第一节　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第二节　大力发展数字经济

第三节　培育发展现代服务业

第四节　建设现代高效特色农业带

第六章　共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第一节　建设成渝综合性科学中心

第二节　优化创新空间布局

第三节　提升协同创新能力

第四节　营造鼓励创新的政策环境

第七章　打造富有巴蜀特色的国际消费目的地

第一节　营造高品质消费空间

第二节　构建多元融合的消费业态

第三节　塑造安全友好的消费环境

第八章　共筑长江上游生态屏障

第一节　推动生态共建共保

第二节　加强污染跨界协同治理

第三节　探索绿色转型发展新路径

第九章　联手打造内陆改革开放高地

第一节　加快构建对外开放大通道

第二节　高水平推进开放平台建设

第三节　加强国内区域合作

第四节　营造一流营商环境

第五节　增强市场主体活力

第六节　探索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改革

第十章　共同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第一节　推动城乡要素高效配置

第二节　推动城乡公共资源均衡配置

第三节　推动城乡产业协同发展

第十一章　强化公共服务共建共享

第一节　推进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化便利化

第二节　共享教育文化体育资源

第三节　推动公共卫生和医疗养老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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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健全应急联动机制

第十二章　推进规划实施

第一节　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第二节　强化组织实施

第三节　完善配套政策体系

第四节　健全合作机制

前　　言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成渝地区发展.

２０２０年１月３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

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作出推动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建设、打造高质量发展重要增长极的重大

决策部署,为未来一段时期成渝地区发展提供了

根本遵循和重要指引.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位于 “一带一路”和长

江经济带交汇处,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起点,具

有连接西南西北,沟通东亚与东南亚、南亚的独

特优势.区域内生态禀赋优良、能源矿产丰富、

城镇密布、风物多样,是我国西部人口最密集、

产业基础最雄厚、创新能力最强、市场空间最广

阔、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在国家发展大局中具

有独特而重要的战略地位.为加强顶层设计和统

筹协调,加快推动成渝地区形成有实力、有特色

的双城经济圈,编制本规划纲要.

规划范围包括重庆市的中心城区及万州、涪

陵、綦江、大足、黔江、长寿、江津、合川、永

川、南川、璧山、铜梁、潼南、荣昌、梁平、丰

都、垫江、忠县等２７个区 (县)以及开州、云

阳的部分地区,四川省的成都、自贡、泸州、德

阳、绵阳 (除平武县、北川县)、遂宁、内江、

乐山、南充、眉山、宜宾、广安、达州 (除万源

市)、雅安 (除天全县、宝兴县)、资阳等１５个

市,总面积１８５万平方公里,２０１９年常住人口

９６００万人,地区生产总值近６３万亿元,分别

占全国的１９％、６９％、６３％.

本规划纲要是指导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纲领性文件,是制定相关

规划和政策的依据.规划期至２０２５年,展望到

２０３５年.

第一章　规划背景

　　 “十三五”以来,成渝地区发展驶入快车

道.中心城市辐射带动作用持续提升,中小城市

加快发展,基础设施更加完备,产业体系日渐完

善,科技实力显著增强,内需空间不断拓展,对

外交往功能进一步强化.到２０１９年,地区生产

总值年均增长８％以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

均增长１０％以上,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超过６０％,

铁路密度达３５公里/百平方公里,机场群旅客

吞吐量超过１亿人次,常住人口规模、地区经济

总量占全国比重持续上升,呈现出重庆和成都双

核相向发展、联动引领区域高质量发展的良好态

势,已经成为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生态文明

建设、改革创新和对外开放的重要引擎.与此同

时,成渝地区综合实力和竞争力仍与东部发达地

区存在较大差距,特别是基础设施瓶颈依然明

显,城镇规模结构不尽合理,产业链分工协同程

度不高,科技创新支撑能力偏弱,城乡发展差距

仍然较大,生态环境保护任务艰巨,民生保障还

存在不少短板.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

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分工体系面

临系统性调整.我国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共

建 “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发展、西部大开发

等重大战略深入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稳步推

进,扩大内需战略深入实施,为成渝地区新一轮

发展赋予了全新优势、创造了重大机遇.在这样

的背景下,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符合

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要求,是新形势下促

进区域协调发展,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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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经济布局的重大战略支撑,也是构建以国内大

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

局的一项重大举措,有利于在西部形成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增长极,增强人口和经济承载力;有助

于打造内陆开放战略高地和参与国际竞争的新基

地,助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

外开放新格局;有利于吸收生态功能区人口向城

市群集中,使西部形成优势区域重点发展、生态

功能区重点保护的新格局,保护长江上游和西部

地区生态环境,增强空间治理和保护能力.

第二章　总体要求

　　加强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牢固树立一体化

发展理念,唱好 “双城记”,共建经济圈,合力

打造区域协作的高水平样板,在推进新时代西部

大开发中发挥支撑作用,在共建 “一带一路”中

发挥带动作用,在推进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中发

挥示范作用.

第一节　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

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

导,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稳中求进工

作总基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立足构建以国内大循环

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

局,围绕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

经济布局,强化重庆和成都中心城市带动作用,

引领带动成渝地区统筹协同发展,促进产业、人

口及各类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加快形

成改革开放新动力,加快塑造创新发展新优势,

加快构建与沿海地区协作互动新局面,加快拓展

参与国际合作新空间,推动成渝地区形成有实

力、有特色的双城经济圈,打造带动全国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

第二节　主要原则

　　———双核引领,区域联动.提升重庆、成都

中心城市综合能级和国际竞争力,处理好中心和

区域的关系,强化协同辐射带动作用,以大带

小、加快培育中小城市,以点带面、推动区域均

衡发展,以城带乡、有效促进乡村振兴,形成特

色鲜明、布局合理、集约高效的城市群发展格

局.

———改革开放,创新驱动.充分发挥市场在

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强化改革的先导和突破作用,积极推动更高层次

开放.强化体制创新,面向国内外集聚创新资

源,推动科技创新应用与产业转型升级深度融

合,构建协同创新体系.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全面践行生态文

明理念,强化长江上游生态大保护,严守生态保

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三条控制

线,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提高用地、用水、

用能效率,构建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和建设

运营模式,实现可持续发展.

———共享包容,改善民生.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增加优质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

持续改善民生福祉,构建多元包容的社会治理格

局,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人民,提高

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统筹协同,合作共建.坚持 “川渝一盘

棋”思维,发挥优势、错位发展,优化整合区域

资源,加强交通、产业、科技、环保、民生政策

协同对接,做到统一谋划、一体部署、相互协

作、共同实施,辐射带动周边地区发展,显著提

升区域整体竞争力.

第三节　战略定位

　　尊重客观规律,发挥比较优势,把成渝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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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城经济圈建设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重要经济

中心、科技创新中心、改革开放新高地、高品质

生活宜居地.

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重要经济中心.依托综合

交通枢纽和立体开放通道,提高参与全球资源配

置能力和整体经济效率,培育竞争优势突出的现

代产业体系,发展富有巴蜀特色的多元消费业

态,打造西部金融中心、国际消费目的地,共建

全国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和现代服务业高地.

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紧抓新一

轮科技革命机遇,发挥科教人才和特色产业优

势,推动创新环境优化,加强创新开放合作,促

进创新资源集成,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大力

推进科技和经济发展深度融合,打造全国重要的

科技创新和协同创新示范区.

改革开放新高地.积极推进要素市场化配

置、科研体制、跨行政区经济社会管理等重点领

域改革.依托南向、西向、东向大通道,扩大全

方位高水平开放,形成 “一带一路”、长江经济

带、西部陆海新通道联动发展的战略性枢纽,成

为区域合作和对外开放典范.

高品质生活宜居地.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在西部地区生态保

护中发挥示范作用,促进社会事业共建共享,大

幅改善城乡人居环境,打造世界级休闲旅游胜地

和城乡融合发展样板区,建设包容和谐、美丽宜

居、充满魅力的高品质城市群.

第四节　发展目标

　　到２０２５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经济实力、

发展活力、国际影响力大幅提升,一体化发展水

平明显提高,区域特色进一步彰显,支撑全国高

质量发展的作用显著增强.

———双城引领的空间格局初步形成.重庆、

成都作为国家中心城市的发展能级显著提升,区

域带动力和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都市圈同城化

取得显著突破,中小城市和县城发展提速,大中

小城市和小城镇优势互补、分工合理、良性互

动、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初步形成,常住人口城

镇化率达到６６％左右.

———基础设施联通水平大幅提升.现代化多

层次轨道交通网络初步建成,出渝出川四向通道

基本形成,重庆、成都间１小时可达,铁路网总

规模达到９０００公里以上、覆盖全部２０万以上人

口城市,航空枢纽地位更加凸显,长江上游航运

中心和物流中心基本建成,５G 网络实现城镇和

重点场景全覆盖,新型基础设施水平明显提高,

能源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

———现代经济体系初步形成.区域协同创新

体系基本建成,研发投入强度达到２５％左右,

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６３％,科技创新中心核心

功能基本形成.优势产业区域内分工更加合理、

协作效率大幅提升,初步形成相对完整的区域产

业链供应链体系,呈现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雏

形,数字经济蓬勃发展,西部金融中心初步建

成,现代服务业优势明显增强.

———改革开放成果更加丰硕.制度性交易成

本明显降低,跨行政区利益共享和成本共担机制

不断创新完善,阻碍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行政壁

垒和体制机制障碍基本消除,营商环境达到国内

一流水平,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基本建立.重

庆、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等重大开放平台建设取

得突破,协同开放水平显著提高,内陆开放战略

高地基本建成,对共建 “一带一路”支撑作用显

著提升.

———生态宜居水平大幅提高.生态安全格局

基本形成,环境突出问题得到有效治理,生态环

境协同监管和区域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更加完善,

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达到

８８％,跨界河流断面水质达标率达到９５％,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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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主要断面生态流量满足程度达到９０％以上,

城市开发模式更加集约高效,公共服务便利共享

水平明显提高,精细化治理能力显著增强.

到２０３５年,建成实力雄厚、特色鲜明的双

城经济圈,重庆、成都进入现代化国际都市行

列,大中小城市协同发展的城镇体系更加完善,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基本实现,具有全国影响力的

科技创新中心基本建成,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

优势全面形成,现代产业体系趋于成熟,融入全

球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基本建成,人民生活品质大

幅提升,对全国高质量发展的支撑带动能力显著

增强,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活跃增长极和强劲

动力源.

第三章　构建双城经济圈

发展新格局

　　以发挥优势、彰显特色、协同发展为导向,

突出双城引领,强化双圈互动,促进两翼协同,

统筹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促进形成疏密有

致、集约高效的空间格局.

第一节　提升双城发展能级

　　面向新发展阶段、着眼现代化,优化重庆主

城和成都功能布局,全面提升发展能级和综合竞

争力,引领带动双城经济圈发展.

重庆.以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新范例

为统领,在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中先行先

试,建设国际化、绿色化、智能化、人文化现代

城市,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中心、西部金融

中心、西部国际综合交通枢纽和国际门户枢纽,

增强国家中心城市国际影响力和区域带动力.以

长江、嘉陵江为主轴,沿三大平行槽谷组团式发

展,高标准建设两江新区、西部 (重庆)科学城

等,重塑 “两江四岸”国际化山水都市风貌.

成都.以建成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

范区为统领,厚植高品质宜居优势,提升国际国

内高端要素运筹能力,构建支撑高质量发展的现

代产业体系、创新体系、城市治理体系,打造区

域经济中心、科技中心、世界文化名城和国际门

户枢纽,提升国家中心城市国际竞争力和区域辐

射力.高水平建设天府新区、西部 (成都)科学

城等,形成 “一山连两翼”城市发展新格局.

第二节　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

　　把握要素流动和产业分工规律,围绕重庆主

城和成都培育现代化都市圈,带动中心城市周边

市地和区县加快发展.

重庆都市圈.梯次推动重庆中心城区与渝西

地区融合发展.畅通璧山、江津、长寿、南川联

系中心城区通道,率先实现同城化.强化涪陵对

渝东北、渝东南带动功能,支持永川建设现代制

造业基地和西部职教基地,支持合川加快发展网

络安全产业、推动建成区域性公共服务中心,推

进綦江、万盛一体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渝黔综合

服务区和渝黔合作先行示范区,打造重庆中心城

区辐射带动周边的战略支点.推进重庆向西发

展,提升荣昌、铜梁、大足、潼南特色化功能,

建设与成都相向发展的桥头堡.推动广安全面融

入重庆都市圈,打造川渝合作示范区.

成都都市圈.充分发挥成都带动作用和德

阳、眉山、资阳比较优势,加快生产力一体化布

局,促进基础设施同网、公共服务资源共享、政

务事项通办、开放门户共建,创建成德眉资同城

化综合试验区,建设经济发达、生态优良、生活

幸福的现代化都市圈.推动成都、德阳共建重大

装备制造基地,打造成德临港经济产业带.加快

天府新区成都片区和眉山片区融合发展,打造成

眉高新技术产业带.促进成都空港新城与资阳临

空经济区协同发展,打造成资临空经济产业带.

推动成都东进,以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为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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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成都东部建成与重庆联动的重要支点.

第三节　促进双圈互动两翼协同

　　依托资源禀赋、人员往来、产业联系等方面

优势,强化区域中心城市互动和毗邻地区协同,

优化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协同发展格局.

推动重庆、成都都市圈相向发展.依托成渝

北线、中线和南线综合运输通道,夯实成渝主轴

发展基础,强化重庆都市圈和成都都市圈互动.

支持遂宁与潼南、资阳与大足等探索一体规划、

成本共担、利益共享的建设模式.强化都市圈辐

射作用,带动成都平原一体化发展,把绵阳、乐

山打造为成都平原区域中心城市,支持雅安建设

绿色发展示范市,支持黔江建设渝东南区域中心

城市.

推动渝东北、川东北地区一体化发展.支持

万州建设渝东北区域中心城市,支持南充、达州

建设川东北区域中心城市,发挥垫江、梁平、丰

都、忠县、云阳节点作用,带动双城经济圈北翼

发展.支持万州、达州、开州共建川渝统筹发展

示范区,加强规划、政策、项目统筹,在产业发

展、公共服务、生态环保等领域探索建立符合高

质量发展要求的利益共享机制.

推动川南、渝西地区融合发展.支持宜宾、

泸州建设川南区域中心城市,推动内江、自贡同

城化,带动双城经济圈南翼跨越发展.支持自

贡、泸州、内江、宜宾、江津、永川、荣昌等共

建川南渝西融合发展试验区,探索建立重大政策

协同、重点领域协作、市场主体联动机制,协同

建设承接产业转移创新发展示范区,打造西部陆

海新通道和长江经济带物流枢纽.

辐射带动川渝两省市全域发展.强化双城经

济圈对重庆市、四川省其他地区特色产业发展、

基础设施建设的引领带动,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

等化,引导秦巴山区、武陵山区、乌蒙山区、涉

藏州县、大小凉山等周边欠发达地区人口向双城

经济圈集中,强化生态环境保护,切实巩固提升

脱贫成果,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

第四节　分类推进大中小城市和县城发展

　　分类指导、科学施策,推动公共资源在双城

经济圈各级各类城市间合理配置,优化城市规模

结构和功能布局.

推动超大特大城市中心城区瘦身健体.统筹

兼顾经济、生态、安全、健康等多元需求,推动

重庆和成都中心城区功能升级,合理控制规模,

优化开发格局,推动城市发展由外延扩张式向内

涵提升式转变,防止城市 “摊大饼”,积极破解

“大城市病”,合理控制开发强度和人口密度.集

聚创新要素,增强高端服务功能,率先形成以现

代服务业为主体、先进制造业为支撑的产业结

构.建设产城融合、职住平衡、生态宜居、交通

便利的郊区新城,实现多中心、串联式、组团化

发展.

加快提升大中城市产业水平和功能品质.主

动承接超大特大城市产业转移和功能疏解,夯实

实体经济发展基础.立足特色资源和产业基础,

推动制造业差异化、规模化、集群化发展,因地

制宜打造先进制造业基地、商贸物流中心和区域

专业服务中心.优化大中城市管辖范围和市辖区

规模结构.支持三级医院和新建高校、高校新建

校区在大中城市布局,增加医疗、文化、体育资

源供给.优化市政设施功能,改善人居环境,营

造现代时尚的消费场景,提升城市生活品质.

推进县城城镇化补短板强弱项.加快县城城

镇化建设,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就地就近城镇化.

推动重庆市郊区和四川省县城及县级市城区公共

服务设施、环境卫生基础设施、市政公用设施、

县域经济培育设施提级扩能,推动公共资源适当

向县城 (郊区、县级市城区)倾斜,补齐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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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强弱项,提升县域经济发展能力.引导产业项

目向资源环境承载力强、发展潜力大的县城 (郊

区、县级市城区)布局,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

业.推动具备条件的县有序改市.

分类引导小城镇发展.切实放权赋能,支持

位于都市圈范围内的重点镇加强与周边城市的规

划统筹、功能配套,分担城市功能.通过规划引

导、市场运作,将具有特色资源、区位优势的小

城镇培育成为专业特色镇.引导一般小城镇完善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增强服务农村、带动周边

功能.

第四章　合力建设现代

基础设施网络

　　以提升内联外通水平为导向,强化门户枢纽

功能,加快完善传统和新型基础设施,构建互联

互通、管理协同、安全高效的基础设施网络.

第一节　构建一体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打造国际航空门户枢纽.高质量建成成都天

府国际机场,打造国际航空枢纽,实施双流国际

机场扩能改造,实现天府国际机场与双流国际机

场 “两场一体”运营.推进重庆江北国际机场改

扩建,规划研究重庆新机场建设,提升重庆国际

枢纽功能.布局建设乐山、阆中、遂宁、雅安等

一批支线机场,研究广安机场建设.织密国际航

线网络,提高与全球主要城市之间的通达性.推

动两省市机场集团交叉持股,强化城市群机场协

同运营,合力打造世界级机场群.优化空域结

构,提升空域资源配置使用效率.深化低空空域

管理改革,加快通用航空发展.

共建轨道上的双城经济圈.科学规划干线铁

路、城际铁路、都市圈市域 (郊)铁路和城市轨

道交通,完善多层次轨道交通网络体系.规划建

设川藏铁路,适时推动引入成都枢纽的天府—朝

阳湖铁路项目实施.加快建设成都至西宁、重庆

至昆明、成都至自贡至宜宾、重庆至黔江、郑州

至万州铁路襄阳至万州段等铁路项目,规划建设

重庆至万州、成都至达州至万州、重庆至西安、

重庆至宜昌、成渝中线等铁路项目,规划研究重

庆至贵阳铁路,研究论证重庆至自贡至雅安铁

路,拓展出渝出川客运大通道.推进叙永至毕节

等铁路及铁路专用线等货运设施建设,逐步恢复

沪汉蓉铁路货运功能,完善货运通道布局.研究

规划重庆都市圈环线、成都外环、绵遂内等连接

重庆中心城区、成都与周边城市的城际铁路和都

市圈市域 (郊)铁路,优先利用铁路资源开行城

际、市域 (郊)列车,基本建成中心城市间、中

心城市与周边城市 (镇)间１小时交通圈和通勤

圈.有序推进重庆、成都城市轨道交通规划建

设.

完善双城经济圈公路体系.畅通对外高速公

路通道,强化主要城市间快速联通,加快推进省

际待贯通路段建设.提高既有路网通行能力,全

面推动 G３１８川藏公路升级改造,加快成渝、渝

遂、渝泸、渝邻和成自泸赤等国家高速公路繁忙

路段扩能改造,加强干线公路与城市道路有效衔

接.优化城际快速路网,疏通主要节点城市进出

通道,增强公路对客货运枢纽的集疏运服务能

力,提升路网通达效率和安全水平.推动毗邻地

区互联互通,建设重庆至合江至叙永、泸州至永

川、大足至内江、铜梁至安岳、南充至潼南、大

竹至垫江、开江至梁平等高速公路.

推动长江上游航运枢纽建设.健全以长江干

线为主通道、重要支流为骨架的航道网络,优化

干支流水库群联合调度,研究优化长江上游分段

通航标准,加快长江上游航道整治和梯级渠化,

全面畅通岷江、嘉陵江、乌江、渠江等.推进利

泽、白马、犍为、龙溪口、风洞子等航电枢纽建

设.加强港口分工协作,构建结构合理、功能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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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的港口群,打造要素集聚、功能完善的港航服

务体系.组建长江上游港口联盟,加强与上海国

际航运中心合作,推进港口企业加强合资合作,

促进区域港口码头管理运营一体化.

提升客货运输服务水平.推动多层次轨道交

通网络运营管理衔接融合,研究建立一体化建设

运营机制,推广交通 “一卡通”服务和二维码

“一码畅行”,加快实现运营公交化.加强机场与

轨道交通衔接,完善机场集疏运体系,探索空铁

联程联运新技术新模式.推进一体化综合客运枢

纽和衔接高效的综合货运枢纽建设,提升枢纽运

营智能化水平.推进铁路专用线进重要枢纽型港

区、大型工矿企业和物流园区,加快发展铁水、

公铁联运和 “一单制”联运服务.支持高铁快

运、电商快递班列、多式联运班列发展.

第二节　强化能源保障

　　优化区域电力供给.稳步推进金沙江、雅砻

江、大渡河水电基地开发,优先建设具有调节能

力的水库电站.统筹推进风光水多能互补能源基

地建设,积极推广分布式能源发展,研究开展氢

能运营试点示范,建设优质清洁能源基地.优化

川渝电力资源配置,完善川渝电网主网架结构,

优化重庆都市圈５００千伏目标网架.研究论证疆

电入渝工程.推进白鹤滩水电站留存部分电量在

川渝电网消纳.培育发展电力现货市场和川渝一

体化电力辅助服务市场.

统筹油气资源开发.发挥长宁—威远、涪陵

国家级页岩气示范区引领作用,推动页岩气滚动

开发,建设天然气千亿立方米产能基地,打造中

国 “气大庆”.完善天然气管网布局.优化完善

成品油储运设施,有序开展中航油西南战略储运

基地、陕西入川渝成品油管道、沿江成品油管道

等前期工作.发挥重庆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作

用,形成具有影响力的价格基准.完善页岩气开

发利益共享机制,有序放开油气勘探开发市场,

加大安岳等地天然气勘探开发力度.

第三节　加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

　　研究推进跨区域重大蓄水、提水、调水工程

建设,增强跨区域水资源调配能力,推动形成多

源互补、引排得当的水网体系.推动大型水库及

引水供水重点工程建设.有序推进引大济岷、涪

江右岸、向家坝灌区二期、长征渠、渝南及重庆

中部水资源配置、沱江团结等引水供水重大工程

的研究论证.加强大中型灌区续建配套和现代化

改造.加强饮用水水源地和备用水源建设,推进

人口分散区域重点小型标准化供水设施建设,保

障区域供水安全.推进防洪减灾设施建设,加强

主要江河和中小河流防洪治理,实施防洪控制性

水库联合调度.系统推进城市堤防、排水管渠、

排涝除险、蓄水空间等设施建设,有效治理城市

内涝问题.构建智慧水利平台,健全水资源监控

体系,推进水利资源共享、调配、监管一体化.

第五章　协同建设现代产业体系

　　以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链重塑为契

机,坚持市场主导、政府引导,强化机制创新,

优化、稳定、提升产业链供应链,加快构建高效

分工、错位发展、有序竞争、相互融合的现代产

业体系.

第一节　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整合提升优势产业,

加快补齐关键短板,增强全产业链优势,形成特

色鲜明、相对完整、安全可靠的区域产业链供应

链体系.提升重庆、成都产业创新发展能力,打

造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双引擎,推动都市圈外围地

区加快发展电子信息、汽车等产业,形成研发在

中心、制造在周边、链式配套、梯度布局的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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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产业分工体系.强化双城经济圈北翼地区先进

材料、汽摩配件等产业协作,南翼地区联动集聚

食品饮料、装备制造、能源化工、节能环保等产

业.

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以

智能网联和新能源为主攻方向,共建高水平汽车

产业研发生产制造基地.聚焦航空航天、轨道交

通、能源装备、工业机器人、仪器仪表、数控机

床、摩托车等领域,培育世界级装备制造产业集

群.整合白酒主产区优质资源,壮大健康食品、

精品服饰、特色轻工等产业,培育特色消费品产

业集群.深入推进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

工程,前瞻布局一批先导产业,壮大先进材料产

业,协同发展生物医药、医疗器械、现代中药产

业,共建西部大健康产业基地.

大力承接产业转移.发挥要素成本、市场和

通道优势,以更大力度、更高标准承接东部地区

和境外产业链整体转移、关联产业协同转移,补

齐建强产业链.积极发挥产业转移项目库作用,

建立跨区域承接产业转移协调机制,完善信息对

接、权益分享、税收分成等政策体系.布局产业

转移集中承接地,继续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

国家级新区、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重点园区的基

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不断提升承接产业

能力.研究以市场化方式设立区域产业协同发展

投资基金,支持先导型、牵引性重大产业项目落

地.

整合优化重大产业平台.发挥重庆两江新

区、四川天府新区旗舰作用,加快重庆经济技术

开发区、海峡两岸产业合作区、成都国际铁路港

经济开发区及其他国家级、省级开发区建设,推

动成都天府临空经济区建设.鼓励涪陵、綦江、

合川、资阳、遂宁、宜宾等创建国家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打造一批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

地,推动建设广安—渝北等一批跨省市毗邻地区

产业合作园区.支持自贡等老工业城市转型升

级,建设新时代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示范城市.创

新 “一区多园”、“飞地经济”等建园方式,推动

各类开发区和产业集聚区政策叠加、服务体系共

建.

第二节　大力发展数字经济

　　布局完善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加快５G网

络建设,推进千兆光纤接入网络广泛覆盖,加快

推进基于IPv６的下一代互联网部署,推动国家

级互联网骨干直联点宽带扩容.统筹布局大型云

计算和边缘计算数据中心.完善工业互联网标识

解析国家顶级节点功能,加快建设二级节点.积

极发展物联网,建设全面覆盖、泛在互联的城市

智能感知网络.开展新一代移动通信网络试验验

证,实施车联网试点示范建设工程.加快提升传

统基础设施智能化水平.

合力打造数字产业新高地.聚焦集成电路、

新型显示、智能终端等领域,打造 “云联数算

用”要素集群和 “芯屏器核网”全产业链,培育

超高清视频、人工智能、区块链、数字文创等创

新应用,联手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电子信息产

业集群.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推动数字产业化、

产业数字化,促进软件、互联网、大数据等信息

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加快重点领域数字化

发展,引领产业转型升级.围绕产业发展需要,

推动共建成渝工业互联网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区

域协同公共服务平台和服务体系,构建全国领先

的 “５G＋工业互联网”生态.支持联合建设国

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和国家数字服务出口

基地,建设 “智造重镇”和 “智慧名城”.

积极拓展数字化应用.探索建立统一标准、

开放互通的公共应用平台,推动双城经济圈政务

数据资源共享共用,推动地级以上城市全面建立

数字化管理平台.推进城市基础设施、建筑楼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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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的数字化管理,稳步推进 “数字＋”与城市运

营管理各领域深度融合.完善大数据辅助科学决

策机制,加快提高治理数字化水平.适应数字技

术全面融入社会交往和日常生活新趋势,促进公

共服务、社会运行和治理方式创新,构筑全民畅

享的数字生活.

全面提升数字安全水平.加强通信网络、重

要信息系统和数据资源保护,增强关键信息基础

设施安全防护能力.深化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制度

和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制度.完善重庆和

成都重要数据灾备中心功能,建设联合异地灾备

数据基地.建设网络安全产业基地,支持开展法

定数字货币研究及移动支付创新应用.

第三节　培育发展现代服务业

　　推动先进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发展.引导制

造企业延伸服务链条、发展服务环节,推动生产

服务型企业创新服务供给,提升制造业服务化水

平和全产业链价值.在研发设计、科技服务、商

务咨询、人力资源服务等领域,联合打造一批服

务品牌.依托优势企业培育发展工业设计中心,

支持食品药品检测基地、重庆工业设计产业城等

建设.支持在成渝地区建设国家检验检测高技术

服务业集聚区.支持川渝毗邻地区建立人力资源

服务产业园.鼓励重庆、成都等开展先进制造业

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试点.

提升商贸物流发展水平.强化重庆、成都国

家物流枢纽功能,合力建设国际货运中心.支持

万州、涪陵、长寿、遂宁、达州、泸州、自贡等

打造区域性物流中心.支持全货运航空公司在成

渝地区设立基地,加快完善多式联运国际物流服

务网络,打造多元化、国际化、高水平物流产业

体系,培育发展龙头企业.围绕优势产业和主导

产品,差异化建设一批内外贸相结合的专业市

场.扎实推进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建设.大

力发展数字商务,探索建立反向定制 (C２M)

产业基地.强化会展经济对商贸物流的带动作

用,联合打造一批专业会展品牌.

共建西部金融中心.支持重庆开展区域性股

权市场制度和业务创新.支持开展共建 “一带一

路”金融服务.开展本外币合一账户试点.支持

跨境人民币业务创新,探索开展跨国企业集团本

外币合一跨境资金池等试点业务,支持在自由贸

易试验区设立人民币海外投贷基金.支持开展合

格境内投资企业 (QDIE)和合格境内有限合伙

人 (QDLP)试点.积极支持区域金融改革创

新,开展绿色金融、金融科技等创新试点,在成

都建设基于区块链技术的知识产权融资服务平

台.推进金融市场和监管区域一体化,推动在担

保、不良资产处置、创业投资和私募股权投资等

领域跨区域合作.支持设立市场化征信机构,研

发适合西部地区的征信产品,支持中外信用评级

机构在成渝地区设立实体机构,推动信用融资产

品和服务创新.设立破产法庭,健全金融审判体

系.

第四节　建设现代高效特色农业带

　　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支持川渝平坝和浅丘

地区建设国家优质粮油保障基地,打造国家重要

的生猪生产基地、渝遂绵优质蔬菜生产带、优质

道地中药材产业带、长江上游柑橘产业带和安

岳、潼南柠檬产区.推进特色农产品精深加工,

打造全球泡 (榨)菜出口基地、川菜产业和竹产

业基地.发展都市农业,高质量打造成渝都市现

代高效特色农业示范区.

强化农业科技支撑.共建国家农业高新技术

产业示范区.支持建设西南特色作物种质资源

库、西部农业人工智能技术创新中心、国家现代

农业产业科技创新中心等.推动畜禽遗传资源保

护利用,建设区域性畜禽基因库、畜牧科技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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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重庆 (荣昌)生猪大数据中心.

大力拓展农产品市场.积极开展有机产品认

证,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做强地理标

志农产品,推广巴味渝珍、天府龙芽等特色品

牌,打造川菜渝味等区域公用品牌.强化农产品

分拣、加工、包装、预冷等一体化集配设施建

设,大力建设自贡等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大

力发展农村电商,建设一批重点网货生产基地和

产地直播基地.建设国际农产品加工产业园.

第六章　共建具有全国

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坚定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瞄准突破共性

关键技术尤其是 “卡脖子”技术,强化战略科技

力量,深化新一轮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增强协同

创新发展能力,增进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等

创新合作,合力打造科技创新高地,为构建现代

产业体系提供科技支撑.

第一节　建设成渝综合性科学中心

　　聚焦核能、航空航天、智能制造和电子信息

等领域的战略性产品开发,在四川天府新区、重

庆高新区集中布局建设若干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

一批科教基础设施,引导地方、科研机构和企业

建设系列交叉研究平台和科技创新基地,打造学

科内涵关联、空间分布集聚的原始创新集群.发

挥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的引领作用,吸引高水平

大学、科研机构和创新型企业入驻,强化开放共

享,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有效支撑成渝全域高水

平创新活动.

第二节　优化创新空间布局

　　统筹天府国际生物城、未来科技城和成都高

新区等资源,建设西部 (成都)科学城.瞄准新

兴产业设立开放式、国际化高端研发机构,建设

重庆两江协同创新区.依托重庆大学城、重庆高

新区等,夯实智能产业、生物医学发展基础,建

设西部 (重庆)科学城.高水平建设中国 (绵

阳)科技城,鼓励大院大所发展孵化器、产业

园.以 “一城多园”模式合作共建西部科学城.

推动中国科学院等在双城经济圈布局科研平台.

第三节　提升协同创新能力

　　强化创新链产业链协同.坚持企业主体、市

场导向,健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科技创新体

系,建设产业创新高地.鼓励有条件的企业组建

面向行业共性基础技术、前沿引领技术开发的研

究院,支持创新型领军企业联合行业上下游组建

创新联合体.支持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共建联

合实验室或新型研究机构,共同承担科技项目、

共享科技成果.建设一批产业创新中心、技术创

新中心、制造业创新中心、工程研究中心等创新

平台和综合性检验检测平台.

推动区域协同创新.实施成渝科技创新合作

计划,联合开展技术攻关,参与实施高分卫星、

载人航天、大型飞机、长江上游生态环境修复等

国家重大科技任务,积极申报航空发动机、网络

空间安全等科技创新重大项目.鼓励共用科技创

新平台和大型科研仪器设备,共建创业孵化、科

技金融、成果转化平台,打造成渝地区一体化技

术交易市场.完善区域知识产权快速协同保护机

制,支持设立知识产权法庭.鼓励区域内高校、

科研院所、企业共同参与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

学工程.

第四节　营造鼓励创新的政策环境

　　大力吸引创新人才.实施有吸引力的人才政

策,引进和培养高水平创新人才队伍,鼓励科技

人才在区域内自主流动、择业创业.支持在人才

评价、外籍人才引进等政策创新方面先行先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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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成渝地区大学面向全球招生,引进优秀博士

后和青年学者.支持引进国内外顶尖高校和科研

机构在成渝地区合作建设研究院和研发中心,设

立长期、灵活、有吸引力的科研岗位.

深化科技创新体制改革.深入推进职务科技

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改革试点,探索高校和

科研院所职务科技成果国有资产管理新模式.深

化政府部门和科研单位项目资金管理制度改革,

允许科研资金跨省市使用.探索建立两省市改革

举措和支持政策异地同享机制.

健全创新激励政策体系.加大对引进高水平

研发机构和先进科技成果的支持力度.综合运用

财政、金融等政策手段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力

度,引导创业投资机构投资早中期、初创期科技

型企业,依法运用技术、能耗、环保等方面的标

准促进企业技术改造和新技术应用.支持通过股

权与债权相结合等方式,为企业创新活动提供融

资服务.支持符合条件的创新型企业上市融资.

第七章　打造富有巴蜀特色的

国际消费目的地

　　以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市场新需求,坚持

高端化与大众化并重、快节奏与慢生活兼具,激

发市场消费活力,不断增强巴蜀消费知名度、美

誉度、影响力.

第一节　营造高品质消费空间

　　打造城市消费品牌.支持重庆、成都塑造城

市特色消费品牌,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推动

涪陵、合川、乐山、雅安、南充等发展人文休

闲、度假康养,打造成渝 “后花园”.发挥宜宾、

泸州白酒品牌优势.推动万州、江津、铜梁、自

贡、内江等围绕特色美食、传统工艺产品、民俗

节庆、自然遗迹等,建设特色消费聚集区.改造

提升商业街区,集聚高端消费资源,打造世界知

名商圈.建设一批人文气息浓厚的特色商业名

镇.

共建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充分挖掘文化旅游

资源,以文促旅、以旅彰文,讲好巴蜀故事,打

造国际范、中国味、巴蜀韵的世界级休闲旅游胜

地.打造贯通四川、重庆的文化遗产探秘、自然

生态体验、红色文化体验等一批精品旅游线路,

扩大长江三峡、九寨沟、武隆喀斯特、都江堰—

青城山、峨眉山—乐山大佛、三星堆—金沙、三

国文化、大足石刻、自贡彩灯等国际旅游品牌影

响力.规划建设长征国家文化公园 (重庆段、四

川段).打造绵竹熊猫谷和玫瑰谷,探索川西林

盘、巴渝村寨保护性开发,依托特色自然风光、

民俗风情、农事活动等,发展巴蜀乡村旅游.推

动黔江与周边区县文旅融合发展,建设文化产业

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区.

第二节　构建多元融合的消费业态

　　推动消费供给升级.促进经典川菜、重庆火

锅、盖碗茶等餐饮产品品牌化,创建美食地标.

推动传统文化和全新科技元素融入创意设计产

业,提升传媒影视、动漫游戏、音乐演艺等产业

发展水平,支持举办有国际影响力的时装周、电

影节、艺术节等文化展演活动.发展水上运动、

山地户外运动、汽车摩托车运动、航空运动等,

布局建设自驾游营地和野外露营地,发展乡村民

宿,推出温泉、游轮、徒步、自驾等一批特色

化、品质化旅游产品,大力发展 “旅游＋”产

品.提升健康、养老、托育、家政服务等市场化

供给质量,壮大社会服务消费.

发展消费新场景.引导网络直播、短视频等

新消费形态健康发展,促进直播电商、社交电商

等线上新模式新业态发展,推动教育、医疗等服

务线上线下交互融合.鼓励发展智慧门店、自助

终端、智能机器人等 “无接触”零售.发展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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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式、体验式消费模式和业态.发展假日经

济,丰富夜市、夜展、夜秀、夜游等夜间经济产

品,建设一批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擦亮 “两江

游”、“街巷游”等夜间经济名片,展现国际时尚

范、巴蜀慢生活.

第三节　塑造安全友好的消费环境

　　完善消费促进政策.规范发展消费金融,在

风险可控、商业可持续前提下稳妥开发适应新消

费趋势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拓展移动支付使用范

围,提升境外人员在境内使用移动支付便利化水

平.研究将闲置厂房、办公用房等改为商业用途

的支持政策.支持符合条件的地区建设市内免税

店、口岸免税店、离境提货点.优化离境退税服

务,促进国际消费便利化.

健全消费者权益保障制度.推动服务标准化

建设,发布行业优质企业名录,鼓励企业开展消

费体验评价并公开评价结果.对涉及安全、健

康、环保等方面的产品依法实施强制性产品认证

(CCC认证),建设针对食品、药品等重点产品

的溯源公共服务平台,推动溯源信息资源稳妥有

序向社会开放.加强重点领域广告监管.鼓励线

下实体店自主承诺无理由退货,探索建立特色旅

游商品无理由退货制度.健全消费领域信用监管

体系,加强信用信息采集,开展消费投诉信息公

示,强化社会监督.完善消费环节经营者首问责

任制和赔偿先付制度.

第八章　共筑长江上游生态屏障

　　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把修复长江

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理念,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

共同体,深入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全面加快生

态文明建设,建立健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形成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格局.

第一节　推动生态共建共保

　　共建生态网络.构建以长江、嘉陵江、乌

江、岷江、沱江、涪江为主体,其他支流、湖

泊、水库、渠系为支撑的绿色生态廊道.依托龙

门山、华蓥山、大巴山、明月山等,实施森林生

态系统休养生息和矿区恢复治理,共筑绿色生态

屏障.加大对重点流域、三峡库区 “共抓大保

护”项目支持力度,实施 “两岸青山千里林

带”等生态治理工程.推动大熊猫国家公园建

设,加强珍稀濒危动植物保护.加快各类自然保

护地整合优化,强化重要生态空间保护.打造龙

泉山城市森林公园.强化周边地区生态系统保护

和治理,加强三峡库区小流域和坡耕地水土流失

综合治理,实施三峡库区消落带治理和岩溶地区

石漠化综合治理.

共抓生态管控.统筹建立并实施双城经济圈

及其周边地区 “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制

度.加强流域水资源统一管理和联合调度.建立

跨流域跨区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加大国家

和省级生态保护补偿资金对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建

设支持力度.严格执行生态损害赔偿制度.试点

推进生态敏感区生态搬迁.落实好长江十年禁

渔,实施长江上游流域重点水域全面禁捕,严厉

打击非法捕捞,建立禁捕长效机制.依法联合查

处交界区域破坏生态环境的违法行为.

第二节　加强污染跨界协同治理

　　统一环保标准.制定统一的环保标准编制技

术规范,联合开展现行环保标准差异分析评估,

有序制定修订统一的大气、水、土壤以及危险废

物、噪声等领域环保标准.坚持一张负面清单管

川渝两地,严格执行长江经济带发展负面清单管

理制度体系,建立健全生态环境硬约束机制.开

展跨区域联合环境执法,统一管控对象的界定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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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和管控尺度,共同预防和处置突发环境事件.

完善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制度.

推进跨界水体环境治理.完善跨省市水体监

测网络,建立上下游水质信息共享和异常响应机

制.开展联合巡河,加强工业污染、畜禽养殖、

入河排污口、环境风险隐患点等协同管理.加强

三峡库区入库水污染联合防治,加快长江入河排

污口整改提升,统筹规划建设港口船舶污染物接

收、转运及处置设施,推进水域 “清漂”联动.

推动毗邻地区污水处理设施共建共享.支持在长

江、嘉陵江一级支流开展水环境治理试点示范,

深化沱江、龙溪河、岷江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与

可持续发展试点.完善饮用水水源地风险联合防

控体系.

深化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建设跨省市空气质

量信息交换平台,发挥西南区域空气质量预测预

报中心作用,实施联合预报预警.建立重污染天

气共同应对机制,推进应急响应一体联动.探索

实施细颗粒物(PM２５)和臭氧 (O３)污染连片整

治.实施 “散乱污”企业清理整治,依法淘汰落

后产能,加快淘汰老旧车辆,加强油品质量联合

监督.创建清洁能源高质量发展示范区,提高清

洁能源消费比例.

加强土壤污染及固废危废协同治理.以沿江

工业园区、矿山、受污染耕地、污染地块为重点

开展修复与治理.推动固体废物区域转移合作,

建立健全固体废物信息化监管体系.统筹规划建

设工业固体废物资源回收基地和危险废物资源处

置中心,加强尾矿库污染治理,推进毗邻地区处

置设施共建共享.依法严厉打击危险废物非法跨

界转移、倾倒等违法行为.推动地级以上城市医

疗废物集中处置设施全覆盖,县级以上城市及县

城医疗废物全收集、全处理,并逐步覆盖到建制

镇.协同开展 “无废城市”建设.

第三节　探索绿色转型发展新路径

　　构建绿色产业体系.培育壮大节能环保、清

洁生产、清洁能源产业,打造国家绿色产业示范

基地.联合打造绿色技术创新中心和绿色工程研

究中心,实施重大绿色技术研发与示范工程.实

施政府绿色采购,推行绿色产品优先.鼓励国家

绿色发展基金加大向双城经济圈投资力度.推行

企业循环式生产、产业循环式组合、园区循环化

改造,开展工业园区清洁生产试点.落实最严格

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实施节水行动,加大节能技

术、节能产品推广应用力度.深化跨省市排污

权、水权、用能权、碳排放权等交易合作.

倡导绿色生活方式.共建绿色城市标准化技

术支撑平台,完善统一的绿色建筑标准及认证体

系,推广装配式建筑、钢结构建筑和新型建材.

推动可再生能源利用,支持能源互联网创新,统

筹布局电动汽车充换电配套设施.加快推进垃圾

分类,共建区域一体化垃圾分类回收网络体系.

完善对汽车等的强制报废配套政策,统筹布局再

生资源分拣中心,建设城市废弃资源循环利用基

地.鼓励创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县,深入

开展爱国卫生运动.

开展绿色发展试验示范.支持万州及渝东北

地区探索三峡绿色发展新模式,在生态产品价值

实现、生态保护和补偿、绿色金融等领域先行先

试、尽快突破,引导人口和产业向城镇化地区集

聚,走出整体保护与局部开发平衡互促新路径,

保护好三峡库区和长江母亲河.支持四川天府新

区在公园城市建设中先行先试,开展可持续发展

创新示范,实施城市生态用地改革创新,探索建

立公园城市规划导则、指标评价、价值转化等体

系.支持重庆广阳岛开展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示

范.建设沱江绿色发展经济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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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联手打造内陆

改革开放高地

　　以共建 “一带一路”为引领,打造陆海互

济、四向拓展、综合立体的国际大通道,加快建

设内陆开放枢纽,深入推进制度型开放,聚焦要

素市场化配置等关键领域,深化综合配套改革试

验,全面提升市场活力,在西部改革开放中发挥

示范带动作用.

第一节　加快构建对外开放大通道

　　合力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深化西部省区市

协作,支持发挥重庆通道物流和运营组织中心、

成都国家重要商贸物流中心作用,共同建设跨区

域平台,统筹设置境内外枢纽和集货分拨节点.

支持建立铁路运输市场化与政府购买服务相结合

的定价机制,降低综合运价水平.对接２１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推动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合作,

与新加坡合作推动东盟及相关国家共同参与通道

建设,探讨衔接中国—中南半岛、孟中印缅等经

济走廊和中欧班列建设合作.

统筹完善亚欧通道.加强协调联动,推动中

欧班列高质量发展,打造西向开放前沿高地,紧

密对接丝绸之路经济带.统筹优化中欧班列 (成

渝)去回程线路和运力,推动集结点、代理、运

输、仓储、信息等资源共建共享,强化多式联运

衔接,探索国际贸易新规则,提高通关便利化水

平,增强国际竞争力.完善跨境邮递体系,建设

铁路口岸国际邮件互换中心.打造重庆兴隆场、

成都北中欧班列枢纽节点.开拓中欧班列中、东

通道,积极衔接中蒙俄经济走廊.

优化畅通东向开放通道.依托长江黄金水道

和沿江铁路,构建通江达海、首尾联动的东向国

际开放通道,扩大与日韩、欧美等国家和地区经

贸合作.加强陆水、港航联动,开通往返主要港

口的 “水上穿梭巴士”和铁水联运班列,建设统

一运营品牌,提高进出口货物运输效率、降低运

输成本.推进沿江省市港口、口岸合作,优化

“沪渝直达快线”运行机制,提高通关效率.

第二节　高水平推进开放平台建设

　　建设川渝自由贸易试验区协同开放示范区.

加大力度推进首创性、差异化改革,支持重庆、

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协同开放,试行有利于促进

跨境贸易便利化的外汇管理政策.探索更加便利

的贸易监管制度.在双城经济圈复制推广自由贸

易试验区改革创新成果.扩大金融、科技、医

疗、贸易和数字经济等领域开放.

打造内陆开放门户.以重庆两江新区、四川

天府新区为重点,优先布局国家重大战略项目、

试点示范项目,创建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扩

大包括第五航权在内的国际航权开放,按规定积

极扩大铁路、港口、机场以适当方式对外开放,

合理规划发展综合保税区、保税物流中心 (B

型).加快建设中德、中法、中瑞 (士)、中意等

双边合作园区.培育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

建设 “一带一路”进出口商品集散中心.

高标准实施高层级开放合作项目.推进中新

(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合规有序发

展供应链金融和特色跨境金融服务平台,依托贸

易金融区块链平台,探索形成贸易金融区块链标

准体系.推动建设中新金融科技、航空产业、跨

境交易、多式联运等领域合作示范区,建设第三

方飞机维修中心,共同打造国际数据港.开展中

日 (成都)城市建设和现代服务业开放合作示范

项目,建设药物供应链服务中心、先进医疗服务

中心,推动科技、金融等领域合作.

共建 “一带一路”对外交往中心.支持举办

重要国际会议和赛事.支持共建 “一带一路”科

技创新合作区和国际技术转移中心,共同举办

—７２—

国务院公报２０２１３１　　　　　　　　　 　　　　　　　　　　　　　　　　　　　 中央文件



“一带一路”科技交流大会.高标准举办中国国

际智能产业博览会、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

会、中国西部国际博览会、中国 (绵阳)科技城

国际科技博览会等国际大型会展.深化文化、教

育、医疗、体育等领域国际交流,高质量建设国

家文化出口基地,支持川剧、彩灯等中国文化走

出去.加强国际友好城市往来.支持建立境外专

业人才执业制度,放宽境外人员参加各类职业资

格 (不包括医疗卫生人员资格)考试限制,支持

为外籍高层次人才来华投资就业提供入出境和停

居留便利.

第三节　加强国内区域合作

　　加强与西部地区协调联动.加强与关中平

原、兰州—西宁城市群联动,深化能源、物流、

产业等领域合作,辐射带动西北地区发展.加强

与北部湾、滇中城市群协作,把出境出海通道优

势转化为贸易和产业优势,促进西南地区全方位

开放.深化与黔中城市群合作,带动黔北地区发

展.

有力支撑长江经济带发展.加强与长江中游

和下游协作,共同推动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促

进生态环境联防联治,加快建立长江流域常态化

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共同推进长江黄金水

道、沿江铁路、成品油输送管道等建设.优化沿

江经济布局,有序承接产业转移和人口迁移.

深化与东部沿海地区交流互动.对接京津冀

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

展等重大战略,加强科技创新合作与科技联合攻

关.鼓励与东部沿海城市建立产业合作结对关

系,共建跨区域产业园区,促进项目、技术、人

才等高效配置.支持沿海港口在双城经济圈设立

无水港.深化三峡库区对口支援工作.

第四节　营造一流营商环境

　　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共建统一的市场规

则、互联互通的市场基础设施,加快清理废除妨

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打破

行政区划对要素流动的不合理限制,推动要素市

场一体化,探索以电子营业执照为基础,加快建

立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市场主体信息共享与互认机

制.探索建立 “市场准入异地同标”机制,推进

双城经济圈内同一事项无差别受理、同标准办

理.全面实施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

单管理制度.推动信用一体化建设,逐步形成统

一的区域信用政策法规制度和标准体系,支持共

同开发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信用产品.

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深化 “放管服”改革,

对标国际一流水平,加快服务型政府建设,最大

限度精简行政审批事项和环节,推行政务服务

“最多跑一次”改革,发布 “零跑腿”事项清单,

加快实现区域内 “一网通办”.推行企业简易注

销登记,开展企业投资项目承诺制改革,深化工

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优化综合监管体系,

建立健全行政执法联动响应和协作机制.

第五节　增强市场主体活力

　　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有力有序推进国有企业

混合所有制改革,推动国有企业建立健全有效制

衡的现代企业治理体制、高度市场化和灵活高效

的现代企业经营机制、激励和约束并重的现代企

业激励机制,推进国有企业经理层成员任期制和

契约化管理,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切实

激发国有企业发展活力和内生动力.支持开展区

域性国资国企综合改革试验.支持以市场化方式

设立成渝混合所有制改革产业基金,吸引更多资

本参与国有企业改革.加快完善国资监管体制,

充分发挥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作用,推动国资

监管从管企业向管资本转变,真正实现政企分

开、政资分开,使国有企业真正成为独立市场主

体.深化效率导向的国资经营评价制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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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建立规范化、常态化政

商沟通机制,畅通民营企业反映问题和诉求的渠

道.积极缓解民营企业和中小微企业发展难题,

创建民营经济示范城市.搭建川商渝商综合服务

平台,引导川渝两省市商 (协)会和重点民营企

业共同开展项目推介、银企对接,鼓励川商渝商

回乡创业.支持举办川渝民营经济发展合作峰

会.

第六节　探索经济区与行政区

适度分离改革

　　支持在重庆都市圈、成都都市圈以及川渝统

筹发展示范区、川南渝西融合发展试验区等地,

率先探索建立统一编制、联合报批、共同实施的

规划管理体制,试行建设用地指标、收储和出让

统一管理机制,探索招商引资、项目审批、市场

监管等经济管理权限与行政区范围适度分离.支

持在合作园区共同组建平台公司,协作开发建设

运营,建立跨行政区财政协同投入机制,允许合

作园区内企业自由选择注册地.以市场化为原

则、资本为纽带、平台为载体,推动两省市机

场、港口、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等领域企

业采取共同出资、互相持股等模式促进资源整合

和高效运营.允许能源、电信、医疗等行业有序

提供跨行政区服务.探索经济统计分算方式,支

持建立互利共赢的地方留存部分税收分享机制,

推进税收征管一体化.

第十章　共同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以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为目标,推动要素

市场化配置,破除体制机制弊端,加快建设国家

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

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第一节　推动城乡要素高效配置

　　促进城乡人口有序流动.在重庆主城和成都

加快取消对稳定就业居住３年以上农业转移人口

等重点群体的落户限制,推动都市圈内实现户籍

准入年限同城化累计互认、居住证互通互认,完

善居民户籍迁移便利化政策措施.尽快实现公共

资源按常住人口规模配置.完善集体经济组织人

力资源培育和开发利用机制,探索农业职业经理

人培育模式和多种人才引进方式.维护进城落户

农民在农村的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

收益分配权,研究通过合资、合作、投资入股等

方式保障新村民依法享有农村相关权益.健全统

一的人力资源市场体系,加快建立衔接协调的劳

动力流动政策体系和交流合作机制.

深化城乡土地制度改革.探索工业项目标准

地出让,探索建立国有土地使用权到期续期制

度.深化土地用途转用模式探索,推进城镇低效

用地再开发,探索混合产业用地供给和点状供地

模式,允许不同产业用地类型依法合理转换.完

善建设用地使用权分层管理、统筹开发利用制

度,促进地下空间开发.

增强城乡建设资金保障.鼓励发展基础设施

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在防范债务风险前提

下,推动城市建设投资稳定增长.发挥中央预算

内投资作用,支持引导工商资本在农村投资.依

法积极拓宽农业农村抵质押物范围,鼓励创新开

发适应农业农村发展、农民需求的金融产品.通

过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等支持乡村振兴、农村

产业融合发展等领域建设项目.运用大数据、区

块链等技术,提高涉农信贷风险管理水平,优化

普惠金融发展环境.

第二节　推动城乡公共资源均衡配置

　　推动城乡一体规划.加快推进 “多规合一”,

统筹生产、生活、生态、安全需要,建立国土空

间规划留白机制和动态调整机制,提高规划适应

性.开展城市体检,查找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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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风险和问题,探索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有

序推进老旧小区、老旧厂区、老旧街区及城中村

改造.强化城市风貌管理,促进建筑物设计更加

适用、经济、绿色、美观,推动天际线、街道立

面、建筑色彩更加协调,严格控制超高层建筑建

设.加强历史文化街区、古镇古村、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等遗产遗迹的整体保护和合理利用,

延续城市和乡村文脉,保护传统的山水城格局.

严禁违背农民意愿和超越发展阶段撤村并居.

推动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完善级配合理的

城乡路网和衔接便利的公交网络.推进城市电

力、通信、供水、燃气、污水收集等市政管网升

级改造和向乡村延伸,合理建设城市地下综合管

廊.开展国家数字乡村试点.大力推进生活垃圾

分类处理及再生利用设施建设,全面改善城乡居

民卫生环境.加强城乡无障碍设施建设和设施适

老化改造.推进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管护资源、模

式和手段逐步向乡村延伸,明确乡村基础设施产

权归属,合理确定管护标准和模式,以政府购买

服务等方式引入专业化机构管理运行.优化应急

避难场所布局,完善抗震、防洪、排涝、消防等

安全设施.

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建立城乡教

育联合体和县域医共体.深化义务教育阶段教师

“县管校聘”管理改革,鼓励招募优秀退休教师

到乡村和基层学校支教讲学,动态调整乡村教师

岗位生活补助标准,在职称评审和分配特级教师

名额时适当向农村薄弱学校倾斜.加快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标准化建设,提高医护人员专业技术水

平,对在农村基层工作的卫生技术人员在职称晋

升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推动对符合条件的全科

医生实行 “乡管村用”.把防止返贫摆在重要位

置.

健全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健全党组织领导的

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

加强农村新型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的党建工作.

培育专业化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者队伍,调动企

业履行社会责任积极性,畅通公众参与城乡治理

渠道,推动政府、社会、企业、居民多方共治.

推动基层治理重心下沉,完善社区网格化管理体

系和便民服务体系,显著提升社区在流动人口服

务管理、公共服务提供、社情民意收集等方面的

作用.积极运用现代化手段,推动实现智慧化治

理.妥善解决村改社区遗留问题.加强交界地带

管理联动,建立重大工程项目选址协商制度,充

分征求毗邻地区意见.

第三节　推动城乡产业协同发展

　　依托相应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推动农村集体

经营性建设用地、承包地经营权、宅基地使用

权、集体林权等依法流转和高效配置,盘活农村

闲置资源资产.培育高品质特色小镇,着力发展

优势主导特色产业.优化提升美丽乡村和各类农

业园区,创建一批城乡融合发展典型项目,打造

城乡产业协同发展先行区.

第十一章　强化公共服务共建共享

　　以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为目标,

扩大民生保障覆盖面,提升公共服务质量和水

平,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

第一节　推进基本公共服务

标准化便利化

　　建立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体系.实施基本公共

服务标准化管理,以标准化促进均等化、普惠

化、便利化.联合制定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建立

标准动态调整机制,合理增加保障项目,稳妥提

高保障标准.创新政府公共服务投入机制,鼓励

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服务供给.加大双城经济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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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边地区支持力度,保障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

提升基本公共服务便利化水平.共建公共就

业综合服务平台,打造 “智汇巴蜀”、 “才兴川

渝”人力资源品牌.重庆市和四川省互设劳务办

事机构,推动农民工劳务企业规范化发展.支持

探索发展灵活共享就业方式,强化对灵活就业人

员的就业服务和权益保障.加快实现双城经济圈

社会保险关系无障碍转移接续,推动养老金领取

资格核查互认,加快推进全国统一医保信息平台

跨省异地就医管理子系统建设,推进跨省市异地

就医门急诊医疗直接结算,推进工伤认定和保险

待遇政策统一.建设统一的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

台,推广以社会保障卡为载体的 “一卡通”服务

管理模式.将常住人口纳入城镇公共租赁住房保

障范围,逐步实现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和异地贷

款信息共享、政策协同.

第二节　共享教育文化体育资源

　　推动教育合作发展.扩大普惠性幼儿园供

给,加大对社会力量开展托育服务的支持力度.

鼓励有条件的中小学集团化办学、开展对口帮

扶,完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就学和在流入地

升学考试的政策措施.统筹职业教育布局和专业

设置,扩大招生规模,打造一批职业教育基地.

建设一批实训基地和国家级创业孵化基地,联手

打造 “巴蜀工匠”职业技能大赛品牌,打造有区

域特色的产教融合行业、企业和院校.组建双城

经济圈高校联盟,联手开展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

学科建设,支持高校向区域性中心城市布局.建

设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试验区.支持引进境

外高水平大学开展中外合作办学,允许外国教育

机构、其他组织和个人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内单独

设立非学制类职业培训机构、学制类职业教育机

构,支持建设国际合作教育园区.

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 “书香成

渝”全民阅读服务体系,鼓励博物馆、美术馆、

文化馆等建立合作联盟,实现公共文化资源共

享.建设三星堆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推动

出版、影视、舞台艺术发展,共同打造 “成渝

地巴蜀情”等文化品牌.放宽文化演艺准入,

研究建设文化艺术品和文物拍卖中心.建立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协调机制,支持川剧、蜀锦、羌

绣、夏布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发展,研

究建设巴蜀非遗文化产业园.

共同推进体育事业发展.促进全民健身,推

动公共体育场馆、全民健身活动中心、体育公

园、社区体育场地等资源设施建设和开放共享,

支持公办中小学校和高校的体育场馆、附属设施

向社会分时段开放.建立成渝体育产业联盟,支

持建设国家级足球竞训基地等专业场地,推动体

育项目合作和竞技人才交流培养,协同申办国际

国内高水准大型体育赛事.

第三节　推动公共卫生和医疗养老合作

　　构建强大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增强公共卫生

早期监测预警能力.健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医疗救治体系,建设省级和市地级重大疫情救治

基地、公共卫生综合临床中心.分级推动城市传

染病救治体系建设,实现地级市传染病医院全覆

盖,加强县级医院感染疾病科和相对独立的传染

病区建设.提高公共卫生应急能力,完善联防联

控常态机制.加强公共卫生应急物资储备,提升

应急物资生产动员能力.

优化医疗资源配置.依托四川大学华西医

院、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等优质医疗资源,加

快建设国家医学中心.支持共建区域医疗中心和

国家临床重点专科群.推进国家老年疾病临床医

学研究中心创新基地建设,支持重庆整合有关资

源建设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推进四川省儿童

医学中心建设.深化中医药创新协作.推动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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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资源下沉,支持医联体建设和跨区办医,推

动中心城市三甲医院异地设置医疗机构.加强基

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和全科医生队伍建设,构建

更加成熟定型的分级诊疗制度.发展在线医疗,

建立区域专科联盟和远程医疗协作体系,实现会

诊、联网挂号等远程医疗服务.完善二级以上医

疗机构医学检验结果互认和双向转诊合作机制.

推进养老服务体系共建共享.开展普惠养老

城企联动专项行动,发展居家养老、社区养老、

机构养老,构建综合连续、覆盖城乡的老年健康

服务体系.支持以市场化方式稳妥设立养老产业

发展引导基金,制定产业资本和品牌机构进入养

老市场指引,支持民营养老机构品牌化、连锁化

发展.推动老年人照护需求评估、老年人入住评

估等互通互认.鼓励养老设施跨区域共建.统筹

医疗卫生和养老服务资源,促进医养融合.推动

人口信息互通共享,率先建立人口发展监测分析

系统,开展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综合创新试点.

第四节　健全应急联动机制

　　健全公共安全风险防控标准和规划体系.强

化防灾备灾体系和能力建设,完善重大灾害事件

预防处理和紧急救援联动机制,加快建设国家西

南区域应急救援中心以及物资储备中心,打造２

小时应急救援圈,推进防灾减灾救灾一体化.建

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和联动长效机制,有效

防范和坚决遏制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发生.推广

实施公共设施平急两用改造,提升平急转换能

力.在跨界毗邻地区,按可达性统筹１２０、１１０

等服务范围.

第十二章　推进规划实施

　　加强党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领导,

明确各级党委和政府职责,细化各项政策措施,

建立健全协同实施机制,确保规划纲要主要目标

和任务顺利实现.

第一节　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坚定不移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增强 “四个意

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充

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

把党的领导始终贯穿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重

大事项决策、重大规划制定调整等各方面全过

程.充分发挥党的各级组织在推进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建设中的领导作用和战斗堡垒作用,激励

干部锐意进取、担当作为,组织动员全社会力量

落实规划纲要,形成强大合力.

第二节　强化组织实施

　　重庆市、四川省作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的责任主体,要明确工作分工,完善工作机

制,共同研究制定年度工作计划,落实工作责

任,把规划纲要确定的各项任务落到实处.中央

有关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加强对规划纲要实施

的指导,在规划编制、体制创新、政策制定、项

目安排等方面给予积极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要

依托城镇化工作暨城乡融合发展工作部际联席会

议制度,加强对规划纲要实施的统筹指导,协调

解决规划纲要实施中面临的突出问题,督促落实

重大事项,适时组织开展评估,及时总结经验做

法.重大规划、重大政策、重大项目按程序报

批,重大问题及时向党中央、国务院请示报告.

第三节　完善配套政策体系

　　中央有关部门要加强与重庆市、四川省沟通

衔接,负责编制印发实施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国

土空间规划以及多层次轨道交通体系、综合交通

发展、西部金融中心建设、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生态环境保护、巴蜀文化旅游走廊等规划或实施

方案,指导编制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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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川渝统筹发展示范区、川南渝西融合发展试

验区等建设方案,研究出台产业、人才、土地、

投资、财政、金融等领域配套政策和综合改革措

施.重庆市、四川省编制出台重庆都市圈、成都

都市圈发展规划,共同推动形成规划和政策体

系,不改变不减弱对三峡库区等周边地区的支持

政策.

第四节　健全合作机制

　　健全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重庆四川

党政联席会议机制,研究落实重点任务、重大改

革、重大项目等,压茬推进各项任务.建立交

通、产业、创新、市场、资源环境、公共服务等

专项合作机制,分领域策划和推进具体合作事项

及项目.培育合作文化,鼓励两省市地方建立合

作协同机制.推动与东部地区开展干部人才双向

交流、挂职任职.广泛听取社会各界意见和建

议,营造全社会共同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的良好氛围.

(新华社北京２０２１年１０月２０日电)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

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
(２０２１年９月２２日)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的重大战

略决策,是着力解决资源环境约束突出问题、实

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必然选择,是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庄严承诺.为完整、准确、全面贯彻

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现提出

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

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深入贯

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

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系统观念,

处理好发展和减排、整体和局部、短期和中长期

的关系,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全

局,以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为引领,以能

源绿色低碳发展为关键,加快形成节约资源和保

护环境的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空间

格局,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

发展道路,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碳中和.

(二)工作原则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要坚持 “全国统

筹、节约优先、双轮驱动、内外畅通、防范风

险”原则.

———全国统筹.全国一盘棋,强化顶层设

计,发挥制度优势,实行党政同责,压实各方责

任.根据各地实际分类施策,鼓励主动作为、率

先达峰.

———节约优先.把节约能源资源放在首位,

实行全面节约战略,持续降低单位产出能源资源

消耗和碳排放,提高投入产出效率,倡导简约适

度、绿色低碳生活方式,从源头和入口形成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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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碳排放控制阀门.

———双轮驱动.政府和市场两手发力,构建

新型举国体制,强化科技和制度创新,加快绿色

低碳科技革命.深化能源和相关领域改革,发挥

市场机制作用,形成有效激励约束机制.

———内外畅通.立足国情实际,统筹国内国

际能源资源,推广先进绿色低碳技术和经验.统

筹做好应对气候变化对外斗争与合作,不断增强

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坚决维护我国发展权益.

———防范风险.处理好减污降碳和能源安

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粮食安全、群众正常生

活的关系,有效应对绿色低碳转型可能伴随的经

济、金融、社会风险,防止过度反应,确保安全

降碳.

二、主要目标

到２０２５年,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

初步形成,重点行业能源利用效率大幅提升.单

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比２０２０年下降１３５％;单

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２０２０年下降

１８％;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２０％左右;森

林覆盖率达到２４１％,森林蓄积量达到１８０亿

立方米,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奠定坚实基础.

到２０３０年,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取

得显著成效,重点耗能行业能源利用效率达到国

际先进水平.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大幅下降;

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２００５年下降

６５％以上;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２５％左右,

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达到１２亿千瓦以

上;森林覆盖率达到２５％左右,森林蓄积量达

到１９０亿立方米,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峰值并实

现稳中有降.

到２０６０年,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

和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全面建立,能源

利用效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非化石能源消费比

重达到８０％以上,碳中和目标顺利实现,生态

文明建设取得丰硕成果,开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新境界.

三、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三)强化绿色低碳发展规划引领.将碳达

峰、碳中和目标要求全面融入经济社会发展中长

期规划,强化国家发展规划、国土空间规划、专

项规划、区域规划和地方各级规划的支撑保障.

加强各级各类规划间衔接协调,确保各地区各领

域落实碳达峰、碳中和的主要目标、发展方向、

重大政策、重大工程等协调一致.

(四)优化绿色低碳发展区域布局.持续优

化重大基础设施、重大生产力和公共资源布局,

构建有利于碳达峰、碳中和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

新格局.在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区域重大战略实施

中,强化绿色低碳发展导向和任务要求.

(五)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大力推

动节能减排,全面推进清洁生产,加快发展循环

经济,加强资源综合利用,不断提升绿色低碳发

展水平.扩大绿色低碳产品供给和消费,倡导绿

色低碳生活方式.把绿色低碳发展纳入国民教育

体系.开展绿色低碳社会行动示范创建.凝聚全

社会共识,加快形成全民参与的良好格局.

四、深度调整产业结构

(六)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快推进农

业绿色发展,促进农业固碳增效.制定能源、钢

铁、有色金属、石化化工、建材、交通、建筑等

行业和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以节能降碳为导

向,修订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开展钢铁、煤

炭去产能 “回头看”,巩固去产能成果.加快推

进工业领域低碳工艺革新和数字化转型.开展碳

达峰试点园区建设.加快商贸流通、信息服务等

绿色转型,提升服务业低碳发展水平.

(七)坚决遏制高耗能高排放项目盲目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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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扩建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电解铝等高

耗能高排放项目严格落实产能等量或减量置换,

出台煤电、石化、煤化工等产能控制政策.未纳

入国家有关领域产业规划的,一律不得新建改扩

建炼油和新建乙烯、对二甲苯、煤制烯烃项目.

合理控制煤制油气产能规模.提升高耗能高排放

项目能耗准入标准.加强产能过剩分析预警和窗

口指导.

(八)大力发展绿色低碳产业.加快发展新

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

端装备、新能源汽车、绿色环保以及航空航天、

海洋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建设绿色制造体

系.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第五代移

动通信 (５G)等新兴技术与绿色低碳产业深度

融合.

五、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能源体系

(九)强化能源消费强度和总量双控.坚持

节能优先的能源发展战略,严格控制能耗和二氧

化碳排放强度,合理控制能源消费总量,统筹建

立二氧化碳排放总量控制制度.做好产业布局、

结构调整、节能审查与能耗双控的衔接,对能耗

强度下降目标完成形势严峻的地区实行项目缓批

限批、能耗等量或减量替代.强化节能监察和执

法,加强能耗及二氧化碳排放控制目标分析预

警,严格责任落实和评价考核.加强甲烷等非二

氧化碳温室气体管控.

(十)大幅提升能源利用效率.把节能贯穿

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持续深化工

业、建筑、交通运输、公共机构等重点领域节

能,提升数据中心、新型通信等信息化基础设施

能效水平.健全能源管理体系,强化重点用能单

位节能管理和目标责任.瞄准国际先进水平,加

快实施节能降碳改造升级,打造能效 “领跑者”.

(十一)严格控制化石能源消费.加快煤炭

减量步伐, “十四五”时期严控煤炭消费增长,

“十五五”时期逐步减少.石油消费 “十五五”

时期进入峰值平台期.统筹煤电发展和保供调

峰,严控煤电装机规模,加快现役煤电机组节能

升级和灵活性改造.逐步减少直至禁止煤炭散

烧.加快推进页岩气、煤层气、致密油气等非常

规油气资源规模化开发.强化风险管控,确保能

源安全稳定供应和平稳过渡.

(十二)积极发展非化石能源.实施可再生

能源替代行动,大力发展风能、太阳能、生物质

能、海洋能、地热能等,不断提高非化石能源消

费比重.坚持集中式与分布式并举,优先推动风

能、太阳能就地就近开发利用.因地制宜开发水

能.积极安全有序发展核电.合理利用生物质

能.加快推进抽水蓄能和新型储能规模化应用.

统筹推进氢能 “制储输用”全链条发展.构建以

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提高电网对高比

例可再生能源的消纳和调控能力.

(十三)深化能源体制机制改革.全面推进

电力市场化改革,加快培育发展配售电环节独立

市场主体,完善中长期市场、现货市场和辅助服

务市场衔接机制,扩大市场化交易规模.推进电

网体制改革,明确以消纳可再生能源为主的增量

配电网、微电网和分布式电源的市场主体地位.

加快形成以储能和调峰能力为基础支撑的新增电

力装机发展机制.完善电力等能源品种价格市场

化形成机制.从有利于节能的角度深化电价改

革,理顺输配电价结构,全面放开竞争性环节电

价.推进煤炭、油气等市场化改革,加快完善能

源统一市场.

六、加快推进低碳交通运输体系建设

(十四)优化交通运输结构.加快建设综合

立体交通网,大力发展多式联运,提高铁路、水

路在综合运输中的承运比重,持续降低运输能耗

和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优化客运组织,引导客运

企业规模化、集约化经营.加快发展绿色物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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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运输资源,提高利用效率.

(十五)推广节能低碳型交通工具.加快发

展新能源和清洁能源车船,推广智能交通,推进

铁路电气化改造,推动加氢站建设,促进船舶靠

港使用岸电常态化.加快构建便利高效、适度超

前的充换电网络体系.提高燃油车船能效标准,

健全交通运输装备能效标识制度,加快淘汰高耗

能高排放老旧车船.

(十六)积极引导低碳出行.加快城市轨道

交通、公交专用道、快速公交系统等大容量公共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强自行车专用道和行人步

道等城市慢行系统建设.综合运用法律、经济、

技术、行政等多种手段,加大城市交通拥堵治理

力度.

七、提升城乡建设绿色低碳发展质量

(十七)推进城乡建设和管理模式低碳转型.

在城乡规划建设管理各环节全面落实绿色低碳要

求.推动城市组团式发展,建设城市生态和通风

廊道,提升城市绿化水平.合理规划城镇建筑面

积发展目标,严格管控高能耗公共建筑建设.实

施工程建设全过程绿色建造,健全建筑拆除管理

制度,杜绝大拆大建.加快推进绿色社区建设.

结合实施乡村建设行动,推进县城和农村绿色低

碳发展.

(十八)大力发展节能低碳建筑.持续提高

新建建筑节能标准,加快推进超低能耗、近零能

耗、低碳建筑规模化发展.大力推进城镇既有建

筑和市政基础设施节能改造,提升建筑节能低碳

水平.逐步开展建筑能耗限额管理,推行建筑能

效测评标识,开展建筑领域低碳发展绩效评估.

全面推广绿色低碳建材,推动建筑材料循环利

用.发展绿色农房.

(十九)加快优化建筑用能结构.深化可再

生能源建筑应用,加快推动建筑用能电气化和低

碳化.开展建筑屋顶光伏行动,大幅提高建筑采

暖、生活热水、炊事等电气化普及率.在北方城

镇加快推进热电联产集中供暖,加快工业余热供

暖规模化发展,积极稳妥推进核电余热供暖,因

地制宜推进热泵、燃气、生物质能、地热能等清

洁低碳供暖.

八、加强绿色低碳重大科技攻关和推广应用

(二十)强化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布局.制

定科技支撑碳达峰、碳中和行动方案,编制碳中

和技术发展路线图.采用 “揭榜挂帅”机制,开

展低碳零碳负碳和储能新材料、新技术、新装备

攻关.加强气候变化成因及影响、生态系统碳汇

等基础理论和方法研究.推进高效率太阳能电

池、可再生能源制氢、可控核聚变、零碳工业流

程再造等低碳前沿技术攻关.培育一批节能降碳

和新能源技术产品研发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技

术创新中心、重大科技创新平台.建设碳达峰、

碳中和人才体系,鼓励高等学校增设碳达峰、碳

中和相关学科专业.

(二十一)加快先进适用技术研发和推广.

深入研究支撑风电、太阳能发电大规模友好并网

的智能电网技术.加强电化学、压缩空气等新型

储能技术攻关、示范和产业化应用.加强氢能生

产、储存、应用关键技术研发、示范和规模化应

用.推广园区能源梯级利用等节能低碳技术.推

动气凝胶等新型材料研发应用.推进规模化碳捕

集利用与封存技术研发、示范和产业化应用.建

立完善绿色低碳技术评估、交易体系和科技创新

服务平台.

九、持续巩固提升碳汇能力

(二十二)巩固生态系统碳汇能力.强化国

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控,严守生态保护红线,严

控生态空间占用,稳定现有森林、草原、湿地、

海洋、土壤、冻土、岩溶等固碳作用.严格控制

新增建设用地规模,推动城乡存量建设用地盘活

利用.严格执行土地使用标准,加强节约集约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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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评价,推广节地技术和节地模式.

(二十三)提升生态系统碳汇增量.实施生

态保护修复重大工程,开展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

化保护和修复.深入推进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

巩固退耕还林还草成果,实施森林质量精准提升

工程,持续增加森林面积和蓄积量.加强草原生

态保护修复.强化湿地保护.整体推进海洋生态

系统保护和修复,提升红树林、海草床、盐沼等

固碳能力.开展耕地质量提升行动,实施国家黑

土地保护工程,提升生态农业碳汇.积极推动岩

溶碳汇开发利用.

十、提高对外开放绿色低碳发展水平

(二十四)加快建立绿色贸易体系.持续优

化贸易结构,大力发展高质量、高技术、高附加

值绿色产品贸易.完善出口政策,严格管理高耗

能高排放产品出口.积极扩大绿色低碳产品、节

能环保服务、环境服务等进口.

(二十五)推进绿色 “一带一路”建设.加

快 “一带一路”投资合作绿色转型.支持共建

“一带一路”国家开展清洁能源开发利用.大力

推动南南合作,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应对气候变

化能力.深化与各国在绿色技术、绿色装备、绿

色服务、绿色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交流与合

作,积极推动我国新能源等绿色低碳技术和产品

走出去,让绿色成为共建 “一带一路”的底色.

(二十六)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积极参与

应对气候变化国际谈判,坚持我国发展中国家定

位,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公平原则和

各自能力原则,维护我国发展权益.履行 «联合

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 «巴黎协定»,发布

我国长期温室气体低排放发展战略,积极参与国

际规则和标准制定,推动建立公平合理、合作共

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加强应对气候变化国际

交流合作,统筹国内外工作,主动参与全球气候

和环境治理.

十一、健全法律法规标准和统计监测体系

(二十七)健全法律法规.全面清理现行法

律法规中与碳达峰、碳中和工作不相适应的内

容,加强法律法规间的衔接协调.研究制定碳中

和专项法律,抓紧修订节约能源法、电力法、煤

炭法、可再生能源法、循环经济促进法等,增强

相关法律法规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二十八)完善标准计量体系.建立健全碳

达峰、碳中和标准计量体系.加快节能标准更新

升级,抓紧修订一批能耗限额、产品设备能效强

制性国家标准和工程建设标准,提升重点产品能

耗限额要求,扩大能耗限额标准覆盖范围,完善

能源核算、检测认证、评估、审计等配套标准.

加快完善地区、行业、企业、产品等碳排放核查

核算报告标准,建立统一规范的碳核算体系.制

定重点行业和产品温室气体排放标准,完善低碳

产品标准标识制度.积极参与相关国际标准制

定,加强标准国际衔接.

(二十九)提升统计监测能力.健全电力、

钢铁、建筑等行业领域能耗统计监测和计量体

系,加强重点用能单位能耗在线监测系统建设.

加强二氧化碳排放统计核算能力建设,提升信息

化实测水平.依托和拓展自然资源调查监测体

系,建立生态系统碳汇监测核算体系,开展森

林、草原、湿地、海洋、土壤、冻土、岩溶等碳

汇本底调查和碳储量评估,实施生态保护修复碳

汇成效监测评估.

十二、完善政策机制

(三十)完善投资政策.充分发挥政府投资

引导作用,构建与碳达峰、碳中和相适应的投融

资体系,严控煤电、钢铁、电解铝、水泥、石化

等高碳项目投资,加大对节能环保、新能源、低

碳交通运输装备和组织方式、碳捕集利用与封存

等项目的支持力度.完善支持社会资本参与政

策,激发市场主体绿色低碳投资活力.国有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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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加大绿色低碳投资,积极开展低碳零碳负碳技

术研发应用.

(三十一)积极发展绿色金融.有序推进绿

色低碳金融产品和服务开发,设立碳减排货币政

策工具,将绿色信贷纳入宏观审慎评估框架,引

导银行等金融机构为绿色低碳项目提供长期限、

低成本资金.鼓励开发性政策性金融机构按照市

场化法治化原则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提供长期

稳定融资支持.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上市融资和

再融资用于绿色低碳项目建设运营,扩大绿色债

券规模.研究设立国家低碳转型基金.鼓励社会

资本设立绿色低碳产业投资基金.建立健全绿色

金融标准体系.

(三十二)完善财税价格政策.各级财政要

加大对绿色低碳产业发展、技术研发等的支持力

度.完善政府绿色采购标准,加大绿色低碳产品

采购力度.落实环境保护、节能节水、新能源和

清洁能源车船税收优惠.研究碳减排相关税收政

策.建立健全促进可再生能源规模化发展的价格

机制.完善差别化电价、分时电价和居民阶梯电

价政策.严禁对高耗能、高排放、资源型行业实

施电价优惠.加快推进供热计量改革和按供热量

收费.加快形成具有合理约束力的碳价机制.

(三十三)推进市场化机制建设.依托公共

资源交易平台,加快建设完善全国碳排放权交易

市场,逐步扩大市场覆盖范围,丰富交易品种和

交易方式,完善配额分配管理.将碳汇交易纳入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立健全能够体现碳汇

价值的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健全企业、金融机构

等碳排放报告和信息披露制度.完善用能权有偿

使用和交易制度,加快建设全国用能权交易市

场.加强电力交易、用能权交易和碳排放权交易

的统筹衔接.发展市场化节能方式,推行合同能

源管理,推广节能综合服务.

十三、切实加强组织实施

(三十四)加强组织领导.加强党中央对碳

达峰、碳中和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碳达峰碳中

和工作领导小组指导和统筹做好碳达峰、碳中和

工作.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和重点行业、重点企业

率先实现碳达峰,组织开展碳达峰、碳中和先行

示范,探索有效模式和有益经验.将碳达峰、碳

中和作为干部教育培训体系重要内容,增强各级

领导干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本领.

(三十五)强化统筹协调.国家发展改革委

要加强统筹,组织落实２０３０年前碳达峰行动方

案,加强碳中和工作谋划,定期调度各地区各有

关部门落实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任务进展情况,

加强跟踪评估和督促检查,协调解决实施中遇到

的重大问题.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协调配合,形成

工作合力,确保政策取向一致、步骤力度衔接.

(三十六)压实地方责任.落实领导干部生

态文明建设责任制,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坚决

扛起碳达峰、碳中和责任,明确目标任务,制定

落实举措,自觉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作出贡

献.

(三十七)严格监督考核.各地区要将碳达

峰、碳中和相关指标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

体系,增加考核权重,加强指标约束.强化碳达

峰、碳中和目标任务落实情况考核,对工作突出

的地区、单位和个人按规定给予表彰奖励,对未

完成目标任务的地区、部门依规依法实行通报批

评和约谈问责,有关落实情况纳入中央生态环境

保护督察.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贯彻落实情况每年

向党中央、国务院报告.

(新华社北京２０２１年１０月２４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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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进一步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意见»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了 «关于进一步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意见»,

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

彻落实.

«关于进一步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意见»

全文如下.

生物多样性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是地球生命共同体的血脉和根基,为人类提供了

丰富多样的生产生活必需品、健康安全的生态环

境和独特别致的景观文化.中国是世界上生物多

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生物多样性保护已取得

长足成效,但仍面临诸多挑战.为贯彻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有关决策部署,切实推进生物多样性

保护工作,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

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深入贯

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立足新发展阶段,完

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

局,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以有效应对生物

多样性面临的挑战、全面提升生物多样性保护水

平为目标,扎实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

持续加大监督和执法力度,进一步提高保护能力

和管理水平,确保重要生态系统、生物物种和生

物遗传资源得到全面保护,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理

念融入生态文明建设全过程,积极参与全球生物

多样性治理,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二)工作原则

———尊重自然,保护优先.牢固树立尊重自

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坚持

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遵循自然生态系统演

替和地带性分布规律,充分发挥生态系统自我修

复能力,避免人类对生态系统的过度干预,对重

要生态系统、生物物种和生物遗传资源实施有效

保护,保障生态安全.

———健全体制,统筹推进.在党中央、国务

院领导下,发挥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国家委员会

统筹协调作用,完善年度工作调度机制.各成员

单位应着眼于提升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聚焦重点

区域、领域和关键问题,各司其职,协调一致,

密切配合,互通信息,有序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

工作.

———分级落实,上下联动.明确中央和地方

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管理事权,分级压实责任.中

央层面做好规划、立法等顶层设计,制定出台政

策措施、规划和技术规范等,加强对地方工作的

指导和支持.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落实生物多样

性保护责任,上下联动、形成合力.

———政府主导,多方参与.发挥各级政府在

生物多样性保护中的主导作用,加大管理、投入

和监督力度,建立健全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和

公众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长效机制,提高社会

各界保护生物多样性的自觉性和参与度,营造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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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共同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良好氛围.

(三)总体目标

到２０２５年,持续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

区域和国家战略区域的本底调查与评估,构建国

家生物多样性监测网络和相对稳定的生物多样性

保护空间格局,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

占陆域国土面积的１８％左右,森林覆盖率提高

到２４１％,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到５７％左右,

湿地保护率达到５５％,自然海岸线保有率不低

于３５％,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数保护

率达到７７％,９２％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得到有

效保护,长江水生生物完整性指数有所改善,生

物遗传资源收集保藏量保持在世界前列,初步形

成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利用机制,基本建立生物多

样性保护相关政策、法规、制度、标准和监测体

系.

到２０３５年,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法规、

制度、标准和监测体系全面完善,形成统一有序

的全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空间格局,全国森林、草

原、荒漠、河湖、湿地、海洋等自然生态系统状

况实现根本好转,森林覆盖率达到２６％,草原

综合植被盖度达到 ６０％,湿地保护率提高到

６０％左右,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占陆

域国土面积的１８％以上,典型生态系统、国家

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濒危野生动植物及其

栖息地得到全面保护,长江水生生物完整性指数

显著改善,生物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可持

续利用机制全面建立,保护生物多样性成为公民

自觉行动,形成生物多样性保护推动绿色发展和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良好局面,努力建设美丽中

国.

二、加快完善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法规

(四)加快生物多样性保护法治建设.健全

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监管制度,研究推进野生动物

保护、渔业、湿地保护、自然保护地、森林、野

生植物保护、生物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等领

域法律法规的制定修订工作.研究起草生物多样

性相关传统知识保护条例,制定完善外来入侵物

种名录和管理办法.各地可因地制宜出台相应的

生物多样性保护地方性法规.

(五)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纳入各地区、各有

关领域中长期规划.制定新时期国家生物多样性

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编制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

工程十年规划.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时,应提出生物多样性

保护目标和主要任务.相关部门将生物多样性保

护纳入行业发展规划,加强可持续管理,减少对

生态系统功能和生物多样性的负面影响.各地可

结合实际制定修订本区域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计

划及规划,明确省、市、县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目

标和职责分工.鼓励企业和社会组织自愿制定生

物多样性保护行动计划.

(六)制定和完善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政策

制度.健全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补偿制度,完善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健全生物多样性损害鉴

定评估方法和工作机制,完善打击野生动植物非

法贸易制度.推行草原森林河流湖泊海湾休养生

息,实施长江十年禁渔,健全耕地休耕轮作制

度.落实有关从事种源进口等的个人或企业财税

政策.

三、持续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空间格局

(七)落实就地保护体系.在国土空间规划

中统筹划定生态保护红线,优化调整自然保护

地,加强对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的保护监

管,明确重点生态功能区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管控

政策.因地制宜科学构建促进物种迁徙和基因交

流的生态廊道,着力解决自然景观破碎化、保护

区域孤岛化、生态连通性降低等突出问题.合理

布局建设物种保护空间体系,重点加强珍稀濒危

动植物、旗舰物种和指示物种保护管理,明确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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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保护对象及其受威胁程度,对其栖息生境实施

不同保护措施.选择重要珍稀濒危物种、极小种

群和遗传资源破碎分布点建设保护点.持续推进

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地、城市绿地等保护空间标准

化、规范化建设.

(八)推进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统筹

考虑生态系统完整性、自然地理单元连续性和经

济社会发展可持续性,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

冰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实施 «全国重要生态系统

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 总 体 规 划 (２０２１－２０３５

年)»,科学规范开展重点生态工程建设,加快

恢复物种栖息地.加强重点生态功能区、重要自

然生态系统、自然遗迹、自然景观及珍稀濒危物

种种群、极小种群保护,提升生态系统的稳定性

和复原力.

(九)完善生物多样性迁地保护体系.优化

建设动植物园、濒危植物扩繁和迁地保护中心、

野生动物收容救护中心和保育救助站、种质资源

库 (场、区、圃)、微生物菌种保藏中心等各级

各类抢救性迁地保护设施,填补重要区域和重要

物种保护空缺,完善生物资源迁地保存繁育体

系.科学构建珍稀濒危动植物、旗舰物种和指示

物种的迁地保护群落,对于栖息地环境遭到严重

破坏的重点物种,加强其替代生境研究和示范建

设,推进特殊物种人工繁育和野化放归工作.抓

好迁地保护种群的档案建设与监测管理.

四、构建完备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监测体系

(十)持续推进生物多样性调查监测.完善

生物多样性调查监测技术标准体系,统筹衔接各

类资源调查监测工作,全面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

优先区域和黄河重点生态区、长江重点生态区、

京津冀、近岸海域等重点区域生态系统、重点生

物物种及重要生物遗传资源调查.充分依托现有

各级各类监测站点和监测样地 (线),构建生态

定位站点等监测网络.建立反映生态环境质量的

指示物种清单,开展长期监测,鼓励具备条件的

地区开展周期性调查.持续推进农作物和畜禽、

水产、林草植物、药用植物、菌种等生物遗传资

源和种质资源调查、编目及数据库建设.每５年

更新 «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

(十一)完善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监测信息云

平台.加大生态系统和重点生物类群监测设备研

制和设施建设力度,加快卫星遥感和无人机航空

遥感技术应用,探索人工智能应用,推动生物多

样性监测现代化.依托国家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平

台,有效衔接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应用云计

算、物联网等信息化手段,充分整合利用各级各

类生物物种、遗传资源数据库和信息系统,在保

障生物遗传资源信息安全的前提下实现数据共

享.研究开发生物多样性预测预警模型,建立预

警技术体系和应急响应机制,实现长期动态监

控.

(十二)完善生物多样性评估体系.建立健

全生物多样性保护恢复成效、生态系统服务功

能、物种资源经济价值等评估标准体系.结合全

国生态状况调查评估,每５年发布一次生物多样

性综合评估报告.开展大型工程建设、资源开发

利用、外来物种入侵、生物技术应用、气候变

化、环境污染、自然灾害等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评价,明确评价方式、内容、程序,提出应对策

略.

五、着力提升生物安全管理水平

(十三)依法加强生物技术环境安全监测管

理.严格落实生物安全法,建立健全生物技术环

境安全评估与监管技术支撑体系,充分整合现有

监测基础,合理布局监测站点,快速识别感知生

物技术安全风险.完善监测信息报告系统,建立

生物安全培训、跟踪检查、定期报告等工作制

度,制定风险防控计划和生物安全事件应急预

案,强化过程管理,保障生物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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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建立健全生物遗传资源获取和惠益

分享监管制度.实施生物遗传资源及其相关传统

知识调查登记,制定完善生物遗传资源目录,建

立生物遗传资源信息平台,促进生物遗传资源获

取、开发利用、进出境、知识产权保护、惠益分

享等监管信息跨部门联通共享.完善获取、利

用、进出境审批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强化生物

遗传资源对外提供和合作研究利用的监督管理.

(十五)持续提升外来入侵物种防控管理水

平.完善外来入侵物种防控部际协调机制,统筹

协调解决外来入侵物种防控重大问题.开展外来

入侵物种普查,加强农田、渔业水域、森林、草

原、湿地、近岸海域、海岛等重点区域外来入侵

物种的调查、监测、预警、控制、评估、清除、

生态修复等工作.完善外来物种入侵防范体系,

加强外来物种引入审批管理,强化入侵物种口岸

防控,加强海洋运输压载水监管.推进野生动物

外来疫病监测预警平台布局建设,构建外来物种

风险评价和监管技术支撑体系,进一步加强早期

预警狙击、应急控制、阻断扑灭、可持续综合防

御控制等技术研究和示范应用.

六、创新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利用机制

(十六)加强生物资源开发和可持续利用技

术研究.开展新作物、新品种、新品系、新遗传

材料和作物病虫害发展动态调查研究,加强野生

动植物种质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利用,保障粮食安

全和生态安全.提高种质资源品种改良生物技术

水平,推进酿造、燃料、环境、药品等方面替代

资源研发,促进环保、农业、医疗、军事、工业

等领域生物资源科技成果转化应用.

(十七)规范生物多样性友好型经营活动.

引导规范利用生物资源,发展野生生物资源人工

繁育培育利用、生物质转化利用、农作物和森林

草原病虫害绿色防控等绿色产业.进一步扩大生

物多样性保护与乡村振兴相协同的示范技术、创

新机制等应用范围.制定自然保护地控制区经营

性项目特许经营管理办法,鼓励原住居民参与特

许经营活动,在适当区域开展自然教育、生态旅

游和康养等活动,构建高品质、多样化生态产品

体系.

七、加大执法和监督检查力度

(十八)全面开展执法监督检查.建立重要

保护物种栖息地生态破坏定期遥感监测机制,将

危害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行为和

整治情况纳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绿盾”

自然保护地强化监督等专项行动.定期组织开展

海洋伏季休 (禁)渔和内陆大江大河 (湖)禁渔

期专项执法行动,清理取缔各种非法利用和破坏

水生生物资源及其生态、生境的行为.健全联合

执法机制,严厉打击非法猎捕、采集、运输、交

易野生动植物及其制品等违法犯罪行为,形成严

打严防严管严控的高压态势.健全行政执法与刑

事司法联动机制,建立健全案件分级管理、应急

处置、挂牌督办等机制,对严重破坏重要生物物

种、生物遗传资源等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结合生态保护红线生态破坏监管试点,严肃

查处危害生物多样性行为.

(十九)严格落实责任追究制度.构建生物

多样性保护成效考核指标体系,将生物多样性保

护成效作为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

价及责任追究、离任审计的重要参考,对造成生

态环境和资源严重破坏的实行终身追责.

八、深化国际合作与交流

(二十)积极参与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秉

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主动参与全球多边环境

治理,加强关键议题交流磋商,推动制定 “２０２０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切实履行我国参加

的生物多样性公约、湿地公约、濒危野生动植物

种国际贸易公约等生物多样性相关的国际条约,

积极参与生物多样性相关国际标准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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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加强多元化生物多样性保护伙伴

关系.借助生物多样性公约和湿地公约等缔约方

大会、“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等契机和

平台,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领域的双

多边对话合作,增强伙伴关系认同,推动知识、

信息、科技交流和成果共享,提升国际影响力.

继续积极参与打击跨境生物资源贸易犯罪国际专

项联合执法行动.

九、全面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公众参与

(二十二)加强宣传教育.加强生物多样性

保护相关法律法规、科学知识、典型案例、重大

项目成果等宣传普及,推动新闻媒体和网络平台

积极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公益宣传,推动生物多

样性博物馆建设,推出一批具有鲜明教育警示意

义和激励作用的陈列展览,面向地方各级党政干

部加大教育培训力度,引导各级党委和政府、企

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及公众自觉主动参与生物多

样性保护.

(二十三)完善社会参与机制.通过政府购

买服务等形式激励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开展生

物多样性保护宣传教育、咨询服务和法律援助等

活动.完善违法活动举报机制,畅通举报渠道,

鼓励公民和社会组织积极举报滥捕滥伐、非法交

易、污染环境等导致生物多样性受损的违法行

为,支持新闻媒体开展舆论监督.强化信息公开

机制,及时回应公众关注的相关热点问题.建立

健全生物多样性公益诉讼机制,强化公众参与生

物多样性保护的司法保障.

十、完善生物多样性保护保障措施

(二十四)加强组织领导.地方各级党委和

政府要严格落实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

责,进一步加强相关组织建设、队伍建设和制度

建设,切实担负起生物多样性保护责任,推进环

境污染防治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协同增效.各有关

部门要认真履行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职能,将生

物多样性保护有关工作纳入绩效考核内容,实行

目标责任制,加强协调配合,推动工作落实.

(二十五)完善资金保障制度.加强各级财

政资源统筹,通过现有资金渠道继续支持生物多

样性保护.研究建立市场化、社会化投融资机

制,多渠道、多领域筹集保护资金.

(二十六)强化科技与人才支撑.加强生物

多样性保护、恢复领域基础科学和应用技术研

究,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发挥科研院所专业

教育优势,加强生物多样性人才培养和学术交

流.完善人才选拔机制和管理办法,建设高素质

专业化人才队伍,增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履约、

对话合作能力.

(新华社北京２０２１年１０月１９日电)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推动城乡建设绿色发展的意见»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了 «关于推动城乡建设绿色发展的意见»,并发

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

实.

«关于推动城乡建设绿色发展的意见»主要

内容如下.

城乡建设是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美丽中国的

重要载体.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人居环境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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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住房水平显著提高,同时仍存在整体性缺

乏、系统性不足、宜居性不高、包容性不够等问

题,大量建设、大量消耗、大量排放的建设方式

尚未根本扭转.为推动城乡建设绿色发展,现提

出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

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践行习

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

署,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

发展格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生态优先、

节约优先、保护优先,坚持系统观念,统筹发展

和安全,同步推进物质文明建设与生态文明建

设,落实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任务,推进城市更

新行动、乡村建设行动,加快转变城乡建设方

式,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为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奠定坚实基础.

(二)工作原则.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推动构建人与

自然生命共同体.坚持整体与局部相协调,统筹

规划、建设、管理三大环节,统筹城镇和乡村建

设.坚持效率与均衡并重,促进城乡资源能源节

约集约利用,实现人口、经济发展与生态资源协

调.坚持公平与包容相融合,完善城乡基础设

施,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坚持保护与发展

相统一,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坚持党建引领与群众共建共治

共享相结合,完善群众参与机制,共同创造美好

环境.

(三)总体目标

到２０２５年,城乡建设绿色发展体制机制和

政策体系基本建立,建设方式绿色转型成效显

著,碳减排扎实推进,城市整体性、系统性、生

长性增强,“城市病”问题缓解,城乡生态环境

质量整体改善,城乡发展质量和资源环境承载能

力明显提升,综合治理能力显著提高,绿色生活

方式普遍推广.

到２０３５年,城乡建设全面实现绿色发展,

碳减排水平快速提升,城市和乡村品质全面提

升,人居环境更加美好,城乡建设领域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基本实现现代化,美丽中国建设目标

基本实现.

二、推进城乡建设一体化发展

(一)促进区域和城市群绿色发展.建立健

全区域和城市群绿色发展协调机制,充分发挥各

城市比较优势,促进资源有效配置.在国土空间

规划中统筹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

城镇开发边界等管控边界,统筹生产、生活、生

态空间,实施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建立水资

源刚性约束制度,建设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匹

配、重大风险防控相结合的空间格局.统筹区

域、城市群和都市圈内大中小城市住房建设,与

人口构成、产业结构相适应.协同建设区域生态

网络和绿道体系,衔接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

底线、资源利用上线和生态环境准入清单,改善

区域生态环境.推进区域重大基础设施和公共服

务设施共建共享,建立功能完善、衔接紧密、保

障有力的城市群综合立体交通等现代化设施网络

体系.

(二)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城市.

建立分层次、分区域协调管控机制,以自然资源

承载能力和生态环境容量为基础,合理确定城市

人口、用水、用地规模,合理确定开发建设密度

和强度.提高中心城市综合承载能力,建设一批

产城融合、职住平衡、生态宜居、交通便利的郊

区新城,推动多中心、组团式发展.落实规划环

评要求和防噪声距离.大力推进城市节水,提高

水资源集约节约利用水平.实施海绵城市建设,

完善城市防洪排涝体系,提高城市防灾减灾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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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增强城市韧性.实施城市生态修复工程,保

护城市山体自然风貌,修复江河、湖泊、湿地,

加强城市公园和绿地建设,推进立体绿化,构建

连续完整的生态基础设施体系.实施城市功能完

善工程,加强婴幼儿照护机构、幼儿园、中小学

校、医疗卫生机构、养老服务机构、儿童福利机

构、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社区足球场地等设

施建设,增加公共活动空间,建设体育公园,完

善文化和旅游消费场所设施,推动发展城市新业

态、新功能.建立健全推进城市生态修复、功能

完善工程标准规范和工作体系.推动绿色城市、

森林城市、“无废城市”建设,深入开展绿色社

区创建行动.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

设,加强县城绿色低碳建设,大力提升县城公共

设施和服务水平.

(三)打造绿色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按照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

活富裕的总要求,以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为目

标,建立乡村建设评价机制,探索县域乡村发展

路径.提高农房设计和建造水平,建设满足乡村

生产生活实际需要的新型农房,完善水、电、

气、厕配套附属设施,加强既有农房节能改造.

保护塑造乡村风貌,延续乡村历史文脉,严格落

实有关规定,不破坏地形地貌、不拆传统民居、

不砍老树、不盖高楼.统筹布局县城、中心镇、

行政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促进城乡设施

联动发展.提高镇村设施建设水平,持续推进农

村生活垃圾、污水、厕所粪污、畜禽养殖粪污治

理,实施农村水系综合整治,推进生态清洁流域

建设,加强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加强农村防灾减

灾能力建设.立足资源优势打造各具特色的农业

全产业链,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支持以

“公司＋农户”等模式对接市场,培育乡村文化、

旅游、休闲、民宿、健康养老、传统手工艺等新

业态,强化农产品及其加工副产物综合利用,拓

宽农民增收渠道,促进产镇融合、产村融合,推

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三、转变城乡建设发展方式

(一)建设高品质绿色建筑.实施建筑领域

碳达峰、碳中和行动.规范绿色建筑设计、施

工、运行、管理,鼓励建设绿色农房.推进既有

建筑绿色化改造,鼓励与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农

村危房改造、抗震加固等同步实施.开展绿色建

筑、节约型机关、绿色学校、绿色医院创建行

动.加强财政、金融、规划、建设等政策支持,

推动高质量绿色建筑规模化发展,大力推广超低

能耗、近零能耗建筑,发展零碳建筑.实施绿色

建筑统一标识制度.建立城市建筑用水、用电、

用气、用热等数据共享机制,提升建筑能耗监测

能力.推动区域建筑能效提升,推广合同能源管

理、合同节水管理服务模式,降低建筑运行能

耗、水耗,大力推动可再生能源应用,鼓励智能

光伏与绿色建筑融合创新发展.

(二)提高城乡基础设施体系化水平.建立

健全基础设施建档制度,普查现有基础设施,统

筹地下空间综合利用.推进城乡基础设施补短板

和更新改造专项行动以及体系化建设,提高基础

设施绿色、智能、协同、安全水平.加强公交优

先、绿色出行的城市街区建设,合理布局和建设

城市公交专用道、公交场站、车船用加气加注站、

电动汽车充换电站,加快发展智能网联汽车、新

能源汽车、智慧停车及无障碍基础设施,强化城

市轨道交通与其他交通方式衔接.加强交通噪声

管控,落实城市交通设计、规划、建设和运行噪

声技术要求.加强城市高层建筑、大型商业综合

体等重点场所消防安全管理,打通消防生命通道,

推进城乡应急避难场所建设.持续推动城镇污水

处理提质增效,完善再生水、集蓄雨水等非常规

水源利用系统,推进城镇污水管网全覆盖,建立

污水处理系统运营管理长效机制.因地制宜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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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港区管网建设,做好船舶生活污水收集处理.

统筹推进煤改电、煤改气及集中供热替代等,加

快农村电网、天然气管网、热力管网等建设改造.

(三)加强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建立完

善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健全管理监督机

制,完善保护标准和政策法规,严格落实责任,

依法问责处罚.开展历史文化资源普查,做好测

绘、建档、挂牌工作.建立历史文化名城、名

镇、名村及传统村落保护制度,加大保护力度,

不拆除历史建筑,不拆真遗存,不建假古董,做

到按级施保、应保尽保.完善项目审批、财政支

持、社会参与等制度机制,推动历史建筑绿色化

更新改造、合理利用.建立保护项目维护修缮机

制,保护和培养传统工匠队伍,传承传统建筑绿

色营造方式.

(四)实现工程建设全过程绿色建造.开展

绿色建造示范工程创建行动,推广绿色化、工业

化、信息化、集约化、产业化建造方式,加强技

术创新和集成,利用新技术实现精细化设计和施

工.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重点推动钢结构装配

式住宅建设,不断提升构件标准化水平,推动形

成完整产业链,推动智能建造和建筑工业化协同

发展.完善绿色建材产品认证制度,开展绿色建

材应用示范工程建设,鼓励使用综合利用产品.

加强建筑材料循环利用,促进建筑垃圾减量化,

严格施工扬尘管控,采取综合降噪措施管控施工

噪声.推动传统建筑业转型升级,完善工程建设

组织模式,加快推行工程总承包,推广全过程工

程咨询,推进民用建筑工程建筑师负责制.加快

推进工程造价改革.改革建筑劳动用工制度,大

力发展专业作业企业,培育职业化、专业化、技

能化建筑产业工人队伍.

(五)推动形成绿色生活方式.推广节能低

碳节水用品,推动太阳能、再生水等应用,鼓励

使用环保再生产品和绿色设计产品,减少一次性

消费品和包装用材消耗.倡导绿色装修,鼓励选

用绿色建材、家具、家电.持续推进垃圾分类和

减量化、资源化,推动生活垃圾源头减量,建立

健全生活垃圾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转运、

分类处理系统.加强危险废物、医疗废物收集处

理,建立完善应急处置机制.科学制定城市慢行

系统规划,因地制宜建设自行车专用道和绿道,

全面开展人行道净化行动,改造提升重点城市步

行街.深入开展绿色出行创建行动,优化交通出

行结构,鼓励公众选择公共交通、自行车和步行

等出行方式.

四、创新工作方法

(一)统筹城乡规划建设管理.坚持总体国

家安全观,以城乡建设绿色发展为目标,加强顶

层设计,编制相关规划,建立规划、建设、管理

三大环节统筹机制,统筹城市布局的经济需要、

生活需要、生态需要、安全需要,统筹地上地下

空间综合利用,统筹各类基础设施建设,系统推

进重大工程项目.创新城乡建设管控和引导机

制,完善城市形态,提升建筑品质,塑造时代特

色风貌.完善城乡规划、建设、管理制度,动态

管控建设进程,确保一张蓝图实施不走样、不变

形.

(二)建 立 城 市 体 检 评 估 制 度.建立健全

“一年一体检、五年一评估”的城市体检评估制

度,强化对相关规划实施情况和历史文化保护传

承、基础设施效率、生态建设、污染防治等的评

估.制定城市体检评估标准,将绿色发展纳入评

估指标体系.城市政府作为城市体检评估工作主

体,要定期开展体检评估,制定年度建设和整治

行动计划,依法依规向社会公开体检评估结果.

加强对相关规划实施的监督,维护规划的严肃性

权威性.

(三)加大科技创新力度.完善以市场为导

向的城乡建设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培育壮大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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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低碳技术创新企业,充分发挥国家工程研究

中心、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家企业技术中心、

国家重点实验室等创新平台对绿色低碳技术的支

撑作用.加强国家科技计划研究,系统布局一批

支撑城乡建设绿色发展的研发项目,组织开展重

大科技攻关,加大科技成果集成创新力度.建立

科技项目成果库和公开制度,鼓励科研院所、企

业等主体融通创新、利益共享,促进科技成果转

化.建设国际化工程建设标准体系,完善相关标

准.

(四)推动城市智慧化建设.建立完善智慧

城市建设标准和政策法规,加快推进信息技术与

城市建设技术、业务、数据融合.开展城市信息

模型平台建设,推动建筑信息模型深化应用,推

进工程建设项目智能化管理,促进城市建设及运

营模式变革.搭建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加强

对市政基础设施、城市环境、城市交通、城市防

灾的智慧化管理,推动城市地下空间信息化、智

能化管控,提升城市安全风险监测预警水平.完

善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逐步实现智能化

全程网上办理,推进与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

台等互联互通.搭建智慧物业管理服务平台,加

强社区智慧化建设管理,为群众提供便捷服务.

(五)推动美好环境共建共治共享.建立党

组织统一领导、政府依法履责、各类组织积极协

同、群众广泛参与,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

基层治理体系,推动形成建设美好人居环境的合

力,实现决策共谋、发展共建、建设共管、效果

共评、成果共享.下沉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资

源,按照有关规定探索适宜城乡社区治理的项目

招投标、奖励等机制,解决群众身边、房前屋后

的实事小事.以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历史文化街

区保护与利用、美丽乡村建设、生活垃圾分类等

为抓手和载体,构建社区生活圈,广泛发动组织

群众参与城乡社区治理,共同建设美好家园.

五、加强组织实施

(一)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把党的全面领导

贯穿城乡建设绿色发展各方面各环节,不折不扣

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建立省负总责、市县具

体负责的工作机制,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充分

认识推动城乡建设绿色发展的重要意义,加快形

成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各

省 (自治区、直辖市)要根据本意见确定本地区

推动城乡建设绿色发展的工作目标和重点任务,

加强统筹协调,推进解决重点难点问题.市、县

作为工作责任主体,要制定具体措施,切实抓好

组织落实.

(二)完善工作机制.加强部门统筹协调,

住房城乡建设、发展改革、工业和信息化、民

政、财政、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交通运输、水

利、农业农村、文化和旅游、金融、市场监管等

部门要按照各自职责完善有关支持政策,推动落

实重点任务.加大财政、金融支持力度,完善绿

色金融体系,支持城乡建设绿色发展重大项目和

重点任务.各地要结合实际建立相关工作机制,

确保各项任务落实落地.

(三)健全支撑体系.建立完善推动城乡建

设绿色发展的体制机制和制度,推进城乡建设领

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制定修订城乡建

设和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等法律法规,为城乡建设

绿色发展提供法治保障.深化城市管理和执法体

制改革,加强队伍建设,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

执法,提高城市管理和执法能力水平.健全社会

公众满意度评价和第三方考评机制,由群众评判

城乡建设绿色发展成效.加快管理、技术和机制

创新,培育绿色发展新动能,实现动力变革.

(四)加强培训宣传.中央组织部、住房城

乡建设部要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加强培训,不断提高党政主要负责同

志推动城乡建设绿色发展的能力和水平.在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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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校 (行政学院)、干部学院增加相关培训课程,

编辑出版系列教材,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和广

大专业技术人员尊重城乡发展规律,尊重自然生

态环境,尊重历史文化传承,重视和回应群众诉

求.加强国际交流合作,广泛吸收借鉴先进经

验.采取多种形式加强教育宣传和舆论引导,普

及城乡建设绿色发展法律法规和科学知识.

(新华社北京２０２１年１０月２１日电)　

国务院关于印发２０３０年前碳达峰

行 动 方 案 的 通 知

国发 〔２０２１〕２３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现将 «２０３０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国　务　院　　　　　　　

２０２１年１０月２４日　　

(本文有删减)

２０３０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碳达

峰、碳中和的重大战略决策,扎实推进碳达峰行

动,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

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深入贯

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立足新发展阶段,完

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

局,坚持系统观念,处理好发展和减排、整体和

局部、短期和中长期的关系,统筹稳增长和调结

构,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坚持 “全国统筹、节约优先、双轮驱动、内外畅

通、防范风险”的总方针,有力有序有效做好碳

达峰工作,明确各地区、各领域、各行业目标任

务,加快实现生产生活方式绿色变革,推动经济

社会发展建立在资源高效利用和绿色低碳发展的

基础之上,确保如期实现２０３０年前碳达峰目标.

(二)工作原则.

———总体部署、分类施策.坚持全国一盘

棋,强化顶层设计和各方统筹.各地区、各领

域、各行业因地制宜、分类施策,明确既符合自

身实际又满足总体要求的目标任务.

———系统推进、重点突破.全面准确认识碳

达峰行动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深远影响,加强政策

的系统性、协同性.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

方面,推动重点领域、重点行业和有条件的地方

率先达峰.

———双轮驱动、两手发力.更好发挥政府作

用,构建新型举国体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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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大力推进绿色低碳科技创新,深化能源和相

关领域改革,形成有效激励约束机制.

———稳妥有序、安全降碳.立足我国富煤贫

油少气的能源资源禀赋,坚持先立后破,稳住存

量,拓展增量,以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和经济发展

为底线,争取时间实现新能源的逐渐替代,推动

能源低碳转型平稳过渡,切实保障国家能源安

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粮食安全和群众正常生

产生活,着力化解各类风险隐患,防止过度反

应,稳妥有序、循序渐进推进碳达峰行动,确保

安全降碳.

二、主要目标

“十四五”期间,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调整

优化取得明显进展,重点行业能源利用效率大幅

提升,煤炭消费增长得到严格控制,新型电力系

统加快构建,绿色低碳技术研发和推广应用取得

新进展,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得到普遍推行,有利

于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政策体系进一步完善.到

２０２５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２０％左右,

单位国 内 生 产 总 值 能 源 消 耗 比 ２０２０ 年 下 降

１３５％,单 位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二 氧 化 碳 排 放 比

２０２０年下降１８％,为实现碳达峰奠定坚实基础.

“十五五”期间,产业结构调整取得重大进

展,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初步建立,重

点领域低碳发展模式基本形成,重点耗能行业能

源利用效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非化石能源消费

比重进一步提高,煤炭消费逐步减少,绿色低碳

技术取得关键突破,绿色生活方式成为公众自觉

选择,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政策体系基本健全.到

２０３０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２５％左右,

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２００５年下降

６５％以上,顺利实现２０３０年前碳达峰目标.

三、重点任务

将碳达峰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方

面,重点实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行动、节能降碳

增效行动、工业领域碳达峰行动、城乡建设碳达

峰行动、交通运输绿色低碳行动、循环经济助力

降碳行动、绿色低碳科技创新行动、碳汇能力巩

固提升行动、绿色低碳全民行动、各地区梯次有

序碳达峰行动等 “碳达峰十大行动”.

(一)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行动.

能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也是

碳排放的最主要来源.要坚持安全降碳,在保障

能源安全的前提下,大力实施可再生能源替代,

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

１ 推进煤炭消费替代和转型升级.加快煤

炭减量步伐,“十四五”时期严格合理控制煤炭

消费增长,“十五五”时期逐步减少.严格控制

新增煤电项目,新建机组煤耗标准达到国际先进

水平,有序淘汰煤电落后产能,加快现役机组节

能升级和灵活性改造,积极推进供热改造,推动

煤电向基础保障性和系统调节性电源并重转型.

严控跨区外送可再生能源电力配套煤电规模,新

建通道可再生能源电量比例原则上不低于５０％.

推动重点用煤行业减煤限煤.大力推动煤炭清洁

利用,合理划定禁止散烧区域,多措并举、积极

有序推进散煤替代,逐步减少直至禁止煤炭散

烧.

２ 大力发展新能源.全面推进风电、太阳

能发电大规模开发和高质量发展,坚持集中式与

分布式并举,加快建设风电和光伏发电基地.加

快智能光伏产业创新升级和特色应用,创新 “光

伏＋”模式,推进光伏发电多元布局.坚持陆海

并重,推动风电协调快速发展,完善海上风电产

业链,鼓励建设海上风电基地.积极发展太阳能

光热发电,推动建立光热发电与光伏发电、风电

互补调节的风光热综合可再生能源发电基地.因

地制宜发展生物质发电、生物质能清洁供暖和生

物天然气.探索深化地热能以及波浪能、潮流

能、温差能等海洋新能源开发利用.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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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保障机制.到２０３０年,风

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达到１２亿千瓦以上.

３ 因地制宜开发水电.积极推进水电基地

建设,推动金沙江上游、澜沧江上游、雅砻江中

游、黄河上游等已纳入规划、符合生态保护要求

的水电项目开工建设,推进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

开发,推动小水电绿色发展.推动西南地区水电

与风电、太阳能发电协同互补.统筹水电开发和

生态保护,探索建立水能资源开发生态保护补偿

机制.“十四五”、 “十五五”期间分别新增水电

装机容量４０００万千瓦左右,西南地区以水电为

主的可再生能源体系基本建立.

４ 积极安全有序发展核电.合理确定核电

站布局和开发时序,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有序发

展核电,保持平稳建设节奏.积极推动高温气冷

堆、快堆、模块化小型堆、海上浮动堆等先进堆

型示范工程,开展核能综合利用示范.加大核电

标准化、自主化力度,加快关键技术装备攻关,

培育高端核电装备制造产业集群.实行最严格的

安全标准和最严格的监管,持续提升核安全监管

能力.

５ 合理调控油气消费.保持石油消费处于

合理区间,逐步调整汽油消费规模,大力推进先

进生物液体燃料、可持续航空燃料等替代传统燃

油,提升终端燃油产品能效.加快推进页岩气、

煤层气、致密油 (气)等非常规油气资源规模化

开发.有序引导天然气消费,优化利用结构,优

先保障民生用气,大力推动天然气与多种能源融

合发展,因地制宜建设天然气调峰电站,合理引

导工业用气和化工原料用气.支持车船使用液化

天然气作为燃料.

６ 加快建设新型电力系统.构建新能源占

比逐渐提高的新型电力系统,推动清洁电力资源

大范围优化配置.大力提升电力系统综合调节能

力,加快灵活调节电源建设,引导自备电厂、传

统高载能工业负荷、工商业可中断负荷、电动汽

车充电网络、虚拟电厂等参与系统调节,建设坚

强智能电网,提升电网安全保障水平.积极发展

“新能源＋储能”、源网荷储一体化和多能互补,

支持分布式新能源合理配置储能系统.制定新一

轮抽水蓄能电站中长期发展规划,完善促进抽水

蓄能发展的政策机制.加快新型储能示范推广应

用.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快构建全国统一电力

市场体系.到２０２５年,新型储能装机容量达到

３０００万千瓦以上.到２０３０年,抽水蓄能电站装

机容量达到１２亿千瓦左右,省级电网基本具备

５％以上的尖峰负荷响应能力.

(二)节能降碳增效行动.

落实节约优先方针,完善能源消费强度和总

量双控制度,严格控制能耗强度,合理控制能源

消费总量,推动能源消费革命,建设能源节约型

社会.

１ 全面提升节能管理能力.推行用能预算

管理,强化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对项目

用能和碳排放情况进行综合评价,从源头推进节

能降碳.提高节能管理信息化水平,完善重点用

能单位能耗在线监测系统,建立全国性、行业性

节能技术推广服务平台,推动高耗能企业建立能

源管理中心.完善能源计量体系,鼓励采用认证

手段提升节能管理水平.加强节能监察能力建

设,健全省、市、县三级节能监察体系,建立跨

部门联动机制,综合运用行政处罚、信用监管、

绿色电价等手段,增强节能监察约束力.

２ 实施节能降碳重点工程.实施城市节能

降碳工程,开展建筑、交通、照明、供热等基础

设施节能升级改造,推进先进绿色建筑技术示范

应用,推动城市综合能效提升.实施园区节能降

碳工程,以高耗能高排放项目 (以下称 “两高”

项目)集聚度高的园区为重点,推动能源系统优

化和梯级利用,打造一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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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低碳园区.实施重点行业节能降碳工程,推动

电力、钢铁、有色金属、建材、石化化工等行业

开展节能降碳改造,提升能源资源利用效率.实

施重大节能降碳技术示范工程,支持已取得突破

的绿色低碳关键技术开展产业化示范应用.

３ 推进 重 点 用 能 设 备 节 能 增 效.以电机、

风机、泵、压缩机、变压器、换热器、工业锅炉

等设备为重点,全面提升能效标准.建立以能效

为导向的激励约束机制,推广先进高效产品设

备,加快淘汰落后低效设备.加强重点用能设备

节能审查和日常监管,强化生产、经营、销售、

使用、报废全链条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

为,确保能效标准和节能要求全面落实.

４ 加强新型基础设施节能降碳.优化新型

基础设施空间布局,统筹谋划、科学配置数据中

心等新型基础设施,避免低水平重复建设.优化

新型基础设施用能结构,采用直流供电、分布式

储能、“光伏＋储能”等模式,探索多样化能源

供应,提高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对标国际先进

水平,加快完善通信、运算、存储、传输等设备

能效标准,提升准入门槛,淘汰落后设备和技

术.加强新型基础设施用能管理,将年综合能耗

超过１万吨标准煤的数据中心全部纳入重点用能

单位能耗在线监测系统,开展能源计量审查.推

动既有设施绿色升级改造,积极推广使用高效制

冷、先进通风、余热利用、智能化用能控制等技

术,提高设施能效水平.

(三)工业领域碳达峰行动.

工业是产生碳排放的主要领域之一,对全国

整体实现碳达峰具有重要影响.工业领域要加快

绿色低碳转型和高质量发展,力争率先实现碳达

峰.

１ 推动工业领域绿色低碳发展.优化产业

结构,加快退出落后产能,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

产业,加快传统产业绿色低碳改造.促进工业能

源消费低碳化,推动化石能源清洁高效利用,提

高可再生能源应用比重,加强电力需求侧管理,

提升工业电气化水平.深入实施绿色制造工程,

大力推行绿色设计,完善绿色制造体系,建设绿

色工厂和绿色工业园区.推进工业领域数字化智

能化绿色化融合发展,加强重点行业和领域技术

改造.

２ 推动钢铁行业碳达峰.深化钢铁行业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严格执行产能置换,严禁新增

产能,推进存量优化,淘汰落后产能.推进钢铁

企业跨地区、跨所有制兼并重组,提高行业集中

度.优化生产力布局,以京津冀及周边地区为重

点,继续压减钢铁产能.促进钢铁行业结构优化

和清洁能源替代,大力推进非高炉炼铁技术示

范,提升废钢资源回收利用水平,推行全废钢电

炉工艺.推广先进适用技术,深挖节能降碳潜

力,鼓励钢化联产,探索开展氢冶金、二氧化碳

捕集利用一体化等试点示范,推动低品位余热供

暖发展.

３ 推动有色金属行业碳达峰.巩固化解电

解铝过剩产能成果,严格执行产能置换,严控新

增产能.推进清洁能源替代,提高水电、风电、

太阳能发电等应用比重.加快再生有色金属产业

发展,完善废弃有色金属资源回收、分选和加工

网络,提高再生有色金属产量.加快推广应用先

进适用绿色低碳技术,提升有色金属生产过程余

热回收水平,推动单位产品能耗持续下降.

４ 推动建材行业碳达峰.加强产能置换监

管,加快低效产能退出,严禁新增水泥熟料、平

板玻璃产能,引导建材行业向轻型化、集约化、

制品化转型.推动水泥错峰生产常态化,合理缩

短水泥熟料装置运转时间.因地制宜利用风能、

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逐步提高电力、天然气应

用比重.鼓励建材企业使用粉煤灰、工业废渣、

尾矿渣等作为原料或水泥混合材.加快推进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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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材产品认证和应用推广,加强新型胶凝材料、

低碳混凝土、木竹建材等低碳建材产品研发应

用.推广节能技术设备,开展能源管理体系建

设,实现节能增效.

５ 推动石化化工行业碳达峰.优化产能规

模和布局,加大落后产能淘汰力度,有效化解结

构性过剩矛盾.严格项目准入,合理安排建设时

序,严控新增炼油和传统煤化工生产能力,稳妥

有序发展现代煤化工.引导企业转变用能方式,

鼓励以电力、天然气等替代煤炭.调整原料结

构,控制新增原料用煤,拓展富氢原料进口来

源,推动石化化工原料轻质化.优化产品结构,

促进石化化工与煤炭开采、冶金、建材、化纤等

产业协同发展,加强炼厂干气、液化气等副产气

体高效利用.鼓励企业节能升级改造,推动能量

梯级利用、物料循环利用.到２０２５年,国内原

油一次加工能力控制在１０亿吨以内,主要产品

产能利用率提升至８０％以上.

６ 坚决遏制 “两高”项目盲目发展.采取

强有力措施,对 “两高”项目实行清单管理、分

类处置、动态监控.全面排查在建项目,对能效

水平低于本行业能耗限额准入值的,按有关规定

停工整改,推动能效水平应提尽提,力争全面达

到国内乃至国际先进水平.科学评估拟建项目,

对产能已饱和的行业,按照 “减量替代”原则压

减产能;对产能尚未饱和的行业,按照国家布局

和审批备案等要求,对标国际先进水平提高准入

门槛;对能耗量较大的新兴产业,支持引导企业

应用绿色低碳技术,提高能效水平.深入挖潜存

量项目,加快淘汰落后产能,通过改造升级挖掘

节能减排潜力.强化常态化监管,坚决拿下不符

合要求的 “两高”项目.

(四)城乡建设碳达峰行动.

加快推进城乡建设绿色低碳发展,城市更新

和乡村振兴都要落实绿色低碳要求.

１ 推进城乡建设绿色低碳转型.推动城市

组团式发展,科学确定建设规模,控制新增建设

用地过快增长.倡导绿色低碳规划设计理念,增

强城乡气候韧性,建设海绵城市.推广绿色低碳

建材和绿色建造方式,加快推进新型建筑工业

化,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推广钢结构住宅,推

动建材循环利用,强化绿色设计和绿色施工管

理.加强县城绿色低碳建设.推动建立以绿色低

碳为导向的城乡规划建设管理机制,制定建筑拆

除管理办法,杜绝大拆大建.建设绿色城镇、绿

色社区.

２ 加快提升建筑能效水平.加快更新建筑

节能、市政基础设施等标准,提高节能降碳要

求.加强适用于不同气候区、不同建筑类型的节

能低碳技术研发和推广,推动超低能耗建筑、低

碳建筑规模化发展.加快推进居住建筑和公共建

筑节能改造,持续推动老旧供热管网等市政基础

设施节能降碳改造.提升城镇建筑和基础设施运

行管理智能化水平,加快推广供热计量收费和合

同能源管理,逐步开展公共建筑能耗限额管理.

到２０２５年,城镇新建建筑全面执行绿色建筑标

准.

３ 加快优化建筑用能结构.深化可再生能

源建筑应用,推广光伏发电与建筑一体化应用.

积极推动严寒、寒冷地区清洁取暖,推进热电联

产集中供暖,加快工业余热供暖规模化应用,积

极稳妥开展核能供热示范,因地制宜推行热泵、

生物质能、地热能、太阳能等清洁低碳供暖.引

导夏热冬冷地区科学取暖,因地制宜采用清洁高

效取暖方式.提高建筑终端电气化水平,建设集

光伏发电、储能、直流配电、柔性用电于一体的

“光储直柔”建筑.到２０２５年,城镇建筑可再生

能源替代率达到８％,新建公共机构建筑、新建

厂房屋顶光伏覆盖率力争达到５０％.

４ 推进农村建设和用能低碳转型.推进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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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农房建设,加快农房节能改造.持续推进农村

地区清洁取暖,因地制宜选择适宜取暖方式.发

展节能低碳农业大棚.推广节能环保灶具、电动

农用车辆、节能环保农机和渔船.加快生物质

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在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

中的应用.加强农村电网建设,提升农村用能电

气化水平.

(五)交通运输绿色低碳行动.

加快形成绿色低碳运输方式,确保交通运输

领域碳排放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

１ 推动运输工具装备低碳转型.积极扩大

电力、氢能、天然气、先进生物液体燃料等新能

源、清洁能源在交通运输领域应用.大力推广新

能源汽车,逐步降低传统燃油汽车在新车产销和

汽车保有量中的占比,推动城市公共服务车辆电

动化替代,推广电力、氢燃料、液化天然气动力

重型货运车辆.提升铁路系统电气化水平.加快

老旧船舶更新改造,发展电动、液化天然气动力

船舶,深入推进船舶靠港使用岸电,因地制宜开

展沿海、内河绿色智能船舶示范应用.提升机场

运行电动化智能化水平,发展新能源航空器.到

２０３０年,当年新增新能源、清洁能源动力的交

通工具比例达到４０％左右,营运交通工具单位

换算周转量碳排放强度比２０２０年下降９５％左

右,国家铁路单位换算周转量综合能耗比２０２０

年下降１０％.陆路交通运输石油消费力争２０３０

年前达到峰值.

２ 构建绿色高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智能

交通,推动不同运输方式合理分工、有效衔接,

降低空载率和不合理客货运周转量.大力发展以

铁路、水路为骨干的多式联运,推进工矿企业、

港口、物流园区等铁路专用线建设,加快内河高

等级航道网建设,加快大宗货物和中长距离货物

运输 “公转铁”、“公转水”.加快先进适用技术

应用,提升民航运行管理效率,引导航空企业加

强智慧运行,实现系统化节能降碳.加快城乡物

流配送体系建设,创新绿色低碳、集约高效的配

送模式.打造高效衔接、快捷舒适的公共交通服

务体系,积极引导公众选择绿色低碳交通方式.

“十四五”期间,集装箱铁水联运量年均增长

１５％以上.到２０３０年,城区常住人口１００万以

上的城市绿色出行比例不低于７０％.

３ 加快绿色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将绿色低

碳理念贯穿于交通基础设施规划、建设、运营和

维护全过程,降低全生命周期能耗和碳排放.开

展交通基础设施绿色化提升改造,统筹利用综合

运输通道线位、土地、空域等资源,加大岸线、

锚地等资源整合力度,提高利用效率.有序推进

充电桩、配套电网、加注 (气)站、加氢站等基

础设施建设,提升城市公共交通基础设施水平.

到２０３０年,民用运输机场场内车辆装备等力争

全面实现电动化.

(六)循环经济助力降碳行动.

抓住资源利用这个源头,大力发展循环经

济,全面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充分发挥减少资源

消耗和降碳的协同作用.

１ 推进产业园区循环化发展.以提升资源

产出率和循环利用率为目标,优化园区空间布

局,开展园区循环化改造.推动园区企业循环式

生产、产业循环式组合,组织企业实施清洁生产

改造,促进废物综合利用、能量梯级利用、水资

源循环利用,推进工业余压余热、废气废液废渣

资源化利用,积极推广集中供气供热.搭建基础

设施和公共服务共享平台,加强园区物质流管

理.到２０３０年,省级以上重点产业园区全部实

施循环化改造.

２ 加强大宗固废综合利用.提高矿产资源

综合开发利用水平和综合利用率,以煤矸石、粉

煤灰、尾矿、共伴生矿、冶炼渣、工业副产石

膏、建筑垃圾、农作物秸秆等大宗固废为重点,

—３５—

国务院公报２０２１３１　　　　　　　　　 　　　　　　　　　　　　　　　　　　 国务院文件



支持大掺量、规模化、高值化利用,鼓励应用于

替代原生非金属矿、砂石等资源.在确保安全环

保前提下,探索将磷石膏应用于土壤改良、井下

充填、路基修筑等.推动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

推广废弃路面材料原地再生利用.加快推进秸秆

高值化利用,完善收储运体系,严格禁烧管控.

加快大宗固废综合利用示范建设.到２０２５年,

大宗固废年利用量达到４０亿吨左右;到２０３０

年,年利用量达到４５亿吨左右.

３ 健全资源循环利用体系.完善废旧物资

回收网络,推行 “互联网＋”回收模式,实现再

生资源应收尽收.加强再生资源综合利用行业规

范管理,促进产业集聚发展.高水平建设现代化

“城市矿产”基地,推动再生资源规范化、规模

化、清洁化利用.推进退役动力电池、光伏组

件、风电机组叶片等新兴产业废物循环利用.促

进汽车零部件、工程机械、文办设备等再制造产

业高质量发展.加强资源再生产品和再制造产品

推广应用.到２０２５年,废钢铁、废铜、废铝、

废铅、废锌、废纸、废塑料、废橡胶、废玻璃等

９种主要再生资源循环利用量达到４５亿吨,到

２０３０年达到５１亿吨.

４ 大力推进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扎实

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加快建立覆盖全社会的生活

垃圾收运处置体系,全面实现分类投放、分类收

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加强塑料污染全链条

治理,整治过度包装,推动生活垃圾源头减量.

推进生活垃圾焚烧处理,降低填埋比例,探索适

合我国厨余垃圾特性的资源化利用技术.推进污

水资源化利用.到２０２５年,城市生活垃圾分类

体系基本健全,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比例提升至

６０％左右.到２０３０年,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实现

全覆盖,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比例提升至６５％.

(七)绿色低碳科技创新行动.

发挥科技创新的支撑引领作用,完善科技创

新体制机制,强化创新能力,加快绿色低碳科技

革命.

１ 完善创新体制机制.制定科技支撑碳达

峰碳中和行动方案,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中设立

碳达峰碳中和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等重点专项,

采取 “揭榜挂帅”机制,开展低碳零碳负碳关键

核心技术攻关.将绿色低碳技术创新成果纳入高

等学校、科研单位、国有企业有关绩效考核.强

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承担国家绿色低

碳重大科技项目,鼓励设施、数据等资源开放共

享.推进国家绿色技术交易中心建设,加快创新

成果转化.加强绿色低碳技术和产品知识产权保

护.完善绿色低碳技术和产品检测、评估、认证

体系.

２ 加强创新能力建设和人才培养.组建碳

达峰碳中和相关国家实验室、国家重点实验室和

国家技术创新中心,适度超前布局国家重大科技

基础设施,引导企业、高等学校、科研单位共建

一批国家绿色低碳产业创新中心.创新人才培养

模式,鼓励高等学校加快新能源、储能、氢能、

碳减排、碳汇、碳排放权交易等学科建设和人才

培养,建设一批绿色低碳领域未来技术学院、现

代产业学院和示范性能源学院.深化产教融合,

鼓励校企联合开展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组建

碳达峰碳中和产教融合发展联盟,建设一批国家

储能技术产教融合创新平台.

３ 强化应用基础研究.实施一批具有前瞻

性、战略性的国家重大前沿科技项目,推动低碳

零碳负碳技术装备研发取得突破性进展.聚焦化

石能源绿色智能开发和清洁低碳利用、可再生能

源大规模利用、新型电力系统、节能、氢能、储

能、动力电池、二氧化碳捕集利用与封存等重

点,深化应用基础研究.积极研发先进核电技

术,加强可控核聚变等前沿颠覆性技术研究.

４ 加快先进适用技术研发和推广应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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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力量开展复杂大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控制、大

容量风电、高效光伏、大功率液化天然气发动

机、大容量储能、低成本可再生能源制氢、低成

本二氧化碳捕集利用与封存等技术创新,加快碳

纤维、气凝胶、特种钢材等基础材料研发,补齐

关键零部件、元器件、软件等短板.推广先进成

熟绿色低碳技术,开展示范应用.建设全流程、

集成化、规模化二氧化碳捕集利用与封存示范项

目.推进熔盐储能供热和发电示范应用.加快氢

能技术研发和示范应用,探索在工业、交通运

输、建筑等领域规模化应用.

(八)碳汇能力巩固提升行动.

坚持系统观念,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

保护和修复,提高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提升

生态系统碳汇增量.

１ 巩固生态系统固碳作用.结合国土空间

规划编制和实施,构建有利于碳达峰、碳中和的

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严守生态保护红线,严

控生态空间占用,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

保护地体系,稳定现有森林、草原、湿地、海

洋、土壤、冻土、岩溶等固碳作用.严格执行土

地使用标准,加强节约集约用地评价,推广节地

技术和节地模式.

２ 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实施生态保护

修复重大工程.深入推进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

巩固退耕还林还草成果,扩大林草资源总量.强

化森林资源保护,实施森林质量精准提升工程,

提高森林质量和稳定性.加强草原生态保护修

复,提高草原综合植被盖度.加强河湖、湿地保

护修复.整体推进海洋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提

升红树林、海草床、盐沼等固碳能力.加强退化

土地修复治理,开展荒漠化、石漠化、水土流失

综合治理,实施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工程.到

２０３０年,全国森林覆盖率达到２５％左右,森林

蓄积量达到１９０亿立方米.

３ 加强生态系统碳汇基础支撑.依托和拓

展自然资源调查监测体系,利用好国家林草生态

综合监测评价成果,建立生态系统碳汇监测核算

体系,开展森林、草原、湿地、海洋、土壤、冻

土、岩溶等碳汇本底调查、碳储量评估、潜力分

析,实施生态保护修复碳汇成效监测评估.加强

陆地和海洋生态系统碳汇基础理论、基础方法、

前沿颠覆性技术研究.建立健全能够体现碳汇价

值的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研究制定碳汇项目参与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相关规则.

４ 推进农业农村减排固碳.大力发展绿色

低碳循环农业,推进农光互补、 “光伏＋设施农

业”、“海上风电＋海洋牧场”等低碳农业模式.

研发应用增汇型农业技术.开展耕地质量提升行

动,实施国家黑土地保护工程,提升土壤有机碳

储量.合理控制化肥、农药、地膜使用量,实施

化肥农药减量替代计划,加强农作物秸秆综合利

用和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

(九)绿色低碳全民行动.

增强全民节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

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方

式,把绿色理念转化为全体人民的自觉行动.

１ 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将生态文明教

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开展多种形式的资源环境

国情教育,普及碳达峰、碳中和基础知识.加强

对公众的生态文明科普教育,将绿色低碳理念有

机融入文艺作品,制作文创产品和公益广告,持

续开展世界地球日、世界环境日、全国节能宣传

周、全国低碳日等主题宣传活动,增强社会公众

绿色低碳意识,推动生态文明理念更加深入人

心.

２ 推广绿色低碳生活方式.坚决遏制奢侈

浪费和不合理消费,着力破除奢靡铺张的歪风陋

习,坚决制止餐饮浪费行为.在全社会倡导节约

用能,开展绿色低碳社会行动示范创建,深入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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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绿色生活创建行动,评选宣传一批优秀示范典

型,营造绿色低碳生活新风尚.大力发展绿色消

费,推广绿色低碳产品,完善绿色产品认证与标

识制度.提升绿色产品在政府采购中的比例.

３ 引导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引导企业主动

适应绿色低碳发展要求,强化环境责任意识,加

强能源资源节约,提升绿色创新水平.重点领域

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要制定实施企业碳达峰

行动方案,发挥示范引领作用.重点用能单位要

梳理核算自身碳排放情况,深入研究碳减排路

径,“一企一策”制定专项工作方案,推进节能

降碳.相关上市公司和发债企业要按照环境信息

依法披露要求,定期公布企业碳排放信息.充分

发挥行业协会等社会团体作用,督促企业自觉履

行社会责任.

４ 强化领导干部培训.将学习贯彻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作为干部教育培训的重要内容,各

级党校 (行政学院)要把碳达峰、碳中和相关内

容列入教学计划,分阶段、多层次对各级领导干

部开展培训,普及科学知识,宣讲政策要点,强

化法治意识,深化各级领导干部对碳达峰、碳中

和工作重要性、紧迫性、科学性、系统性的认

识.从事绿色低碳发展相关工作的领导干部要尽

快提升专业素养和业务能力,切实增强推动绿色

低碳发展的本领.

(十)各地区梯次有序碳达峰行动.

各地区要准确把握自身发展定位,结合本地

区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和资源环境禀赋,坚持分类

施策、因地制宜、上下联动,梯次有序推进碳达

峰.

１ 科学合理确定有序达峰目标.碳排放已

经基本稳定的地区要巩固减排成果,在率先实现

碳达峰的基础上进一步降低碳排放.产业结构较

轻、能源结构较优的地区要坚持绿色低碳发展,

坚决不走依靠 “两高”项目拉动经济增长的老

路,力争率先实现碳达峰.产业结构偏重、能源

结构偏煤的地区和资源型地区要把节能降碳摆在

突出位置,大力优化调整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

逐步实现碳排放增长与经济增长脱钩,力争与全

国同步实现碳达峰.

２ 因地制宜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各地区要

结合区域重大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主体功

能区战略,从实际出发推进本地区绿色低碳发

展.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区域要发

挥高质量发展动力源和增长极作用,率先推动经

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长江经济带、黄河流

域和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要严格落实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战略导向,在绿色低碳发展方面走在全

国前列.中西部和东北地区要着力优化能源结

构,按照产业政策和能耗双控要求,有序推动高

耗能行业向清洁能源优势地区集中,积极培育绿

色发展动能.

３ 上下联动制定地方达峰方案.各省、自

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要按照国家总体部署,结

合本地区资源环境禀赋、产业布局、发展阶段

等,坚持全国一盘棋,不抢跑,科学制定本地区

碳达峰行动方案,提出符合实际、切实可行的碳

达峰时间表、路线图、施工图,避免 “一刀切”

限电限产或运动式 “减碳”.各地区碳达峰行动

方案经碳达峰碳中和工作领导小组综合平衡、审

核通过后,由地方自行印发实施.

４ 组织开展碳达峰试点建设.加大中央对

地方推进碳达峰的支持力度,选择１００个具有典

型代表性的城市和园区开展碳达峰试点建设,在

政策、资金、技术等方面对试点城市和园区给予

支持,加快实现绿色低碳转型,为全国提供可操

作、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

四、国际合作

(一)深 度 参 与 全 球 气 候 治 理.大力宣传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分享中国生态文明、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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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理念与实践经验,为建设清洁美丽世界贡献

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共同构建人与

自然生命共同体.主动参与全球绿色治理体系建

设,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公平原则和

各自能力原则,坚持多边主义,维护以联合国为

核心的国际体系,推动各方全面履行 «联合国气

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 «巴黎协定».积极参与

国际航运、航空减排谈判.

(二)开展绿色经贸、技术与金融合作.优

化贸易结构,大力发展高质量、高技术、高附加

值绿色产品贸易.加强绿色标准国际合作,推动

落实合格评定合作和互认机制,做好绿色贸易规

则与进出口政策的衔接.加强节能环保产品和服

务进出口.加大绿色技术合作力度,推动开展可

再生能源、储能、氢能、二氧化碳捕集利用与封

存等领域科研合作和技术交流,积极参与国际热

核聚变实验堆计划等国际大科学工程.深化绿色

金融国际合作,积极参与碳定价机制和绿色金融

标准体系国际宏观协调,与有关各方共同推动绿

色低碳转型.

(三)推进绿色 “一带一路”建设.秉持共

商共建共享原则,弘扬开放、绿色、廉洁理念,

加强与共建 “一带一路”国家的绿色基建、绿色

能源、绿色金融等领域合作,提高境外项目环境

可持续性,打造绿色、包容的 “一带一路”能源

合作伙伴关系,扩大新能源技术和产品出口.发

挥 “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等合作平台作

用,推动实施 «“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推

进 “一带一路”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计划和

“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计划.

五、政策保障

(一)建立统一规范的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

加强碳排放统计核算能力建设,深化核算方法研

究,加快建立统一规范的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

支持行业、企业依据自身特点开展碳排放核算方

法学研究,建立健全碳排放计量体系.推进碳排

放实测技术发展,加快遥感测量、大数据、云计

算等新兴技术在碳排放实测技术领域的应用,提

高统计核算水平.积极参与国际碳排放核算方法

研究,推动建立更为公平合理的碳排放核算方法

体系.

(二)健全法律法规标准.构建有利于绿色

低碳发展的法律体系,推动能源法、节约能源

法、电力法、煤炭法、可再生能源法、循环经济

促进法、清洁生产促进法等制定修订.加快节能

标准更新,修订一批能耗限额、产品设备能效强

制性国家标准和工程建设标准,提高节能降碳要

求.健全可再生能源标准体系,加快相关领域标

准制定修订.建立健全氢制、储、输、用标准.

完善工业绿色低碳标准体系.建立重点企业碳排

放核算、报告、核查等标准,探索建立重点产品

全生命周期碳足迹标准.积极参与国际能效、低

碳等标准制定修订,加强国际标准协调.

(三)完善经济政策.各级人民政府要加大

对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支持力度.建立健全有

利于绿色低碳发展的税收政策体系,落实和完善

节能节水、资源综合利用等税收优惠政策,更好

发挥税收对市场主体绿色低碳发展的促进作用.

完善绿色电价政策,健全居民阶梯电价制度和分

时电价政策,探索建立分时电价动态调整机制.

完善绿色金融评价机制,建立健全绿色金融标准

体系.大力发展绿色贷款、绿色股权、绿色债

券、绿色保险、绿色基金等金融工具,设立碳减

排支持工具,引导金融机构为绿色低碳项目提供

长期限、低成本资金,鼓励开发性政策性金融机

构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为碳达峰行动提供长期

稳定融资支持.拓展绿色债券市场的深度和广

度,支持符合条件的绿色企业上市融资、挂牌融

资和再融资.研究设立国家低碳转型基金,支持

传统产业和资源富集地区绿色转型.鼓励社会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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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以市场化方式设立绿色低碳产业投资基金.

(四)建立健全市场化机制.发挥全国碳排

放权交易市场作用,进一步完善配套制度,逐步

扩大交易行业范围.建设全国用能权交易市场,

完善用能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制度,做好与能耗双

控制度的衔接.统筹推进碳排放权、用能权、电

力交易等市场建设,加强市场机制间的衔接与协

调,将碳排放权、用能权交易纳入公共资源交易

平台.积极推行合同能源管理,推广节能咨询、

诊断、设计、融资、改造、托管等 “一站式”综

合服务模式.

六、组织实施

(一)加强统筹协调.加强党中央对碳达峰、

碳中和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碳达峰碳中和工作

领导小组对碳达峰相关工作进行整体部署和系统

推进,统筹研究重要事项、制定重大政策.碳达

峰碳中和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要按照党中央、

国务院决策部署和领导小组工作要求,扎实推进

相关工作.碳达峰碳中和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要

加强统筹协调,定期对各地区和重点领域、重点

行业工作进展情况进行调度,科学提出碳达峰分

步骤的时间表、路线图,督促将各项目标任务落

实落细.

(二)强化责任落实.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

深刻认识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重要性、紧迫

性、复杂性,切实扛起责任,按照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

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和本方案确定的主要目

标和重点任务,着力抓好各项任务落实,确保政

策到位、措施到位、成效到位,落实情况纳入中

央和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各相关单位、人民

团体、社会组织要按照国家有关部署,积极发挥

自身作用,推进绿色低碳发展.

(三)严格监督考核.实施以碳强度控制为

主、碳排放总量控制为辅的制度,对能源消费和

碳排放指标实行协同管理、协同分解、协同考

核,逐步建立系统完善的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

考核制度.加强监督考核结果应用,对碳达峰工

作成效突出的地区、单位和个人按规定给予表彰

奖励,对未完成目标任务的地区、部门依规依法

实行通报批评和约谈问责.各省、自治区、直辖

市人民政府要组织开展碳达峰目标任务年度评

估,有关工作进展和重大问题要及时向碳达峰碳

中和工作领导小组报告.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部分债务沉重地区

违规兴建楼堂馆所问题的通报

国办发 〔２０２１〕３９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

委、各直属机构:

严格控制党政机关办公楼等楼堂馆所建设,

是加强党风廉政建设、落实过紧日子要求的重要

内容,党中央、国务院对此高度重视.习近平总

书记多次强调,要发扬艰苦奋斗、勤俭节约优良

作风,坚决反对铺张浪费;党政机关要坚持过紧

日子,严肃财经纪律,把各方面资金管好用好.

李克强总理指出,各级政府要过紧日子,把每一

笔钱都用在刀刃上、紧要处;严禁新建扩建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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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楼堂馆所和搞豪华装修.韩正副总理等国务院

领导同志多次对相关工作提出要求.

党中央、国务院明确要求,高负债地区除必

要的基本民生支出和机关有效运转支出外,要大

力压减基本建设支出,筹措资金化解债务风险.

«机关团体建设楼堂馆所管理条例»规定,机关、

团体不得建设培训中心等各类具有住宿、会议、

餐饮等接待功能的场所和设施.近期,审计署审

计发现,一些地区不顾自身财力状况,在政府债

务沉重、风险突出的情况下,违反财经纪律和管

理制度兴建楼堂馆所.为进一步严肃财经纪律,

严格楼堂馆所建设管理,经国务院同意,现将有

关情况通报如下:

一、部分地区违规建设楼堂馆所情况

审计发现,青海、宁夏、贵州、云南等４个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较高的地区,有８个项目不同

程度存在违规兴建楼堂馆所问题.

(一)青海国际会展中心.该项目于２０１９年

４月由西宁市发展改革委批复立项,主要包括会

展中心和酒店两部分,其中会展中心部分由青海

省与西宁市共同出资建设,酒店部分面向社会筹

资建设.２０１９年７月,在社会投资没有落实的

情况下,项目单位按照整体招标、统一建设、统

一核算的方式对会展中心和酒店同时开工建设.

截至２０２１年５月底,项目到位资金２２７７亿元

全部为财政资金,实际上通过财政资金支付了酒

店建设费用.

(二)青海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公共服务中

心.该项目于２０１５年９月由青海省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厅报省政府负责同志批准,通过购置写

字楼方式建设,规划作为业务用房,主要用作就

业创业培训和社会保险、劳动权益等经办服务.

在实际使用中,部分作为青海省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厅机关、事业单位办公用房,还设有２４间

客房,改变了业务用房的用途.财政部门安排项

目资金２４亿元.

(三)青海省胜利宾馆.该宾馆原为财政差

额拨款事业单位,２００２年转制为企业,在提供

社会 化 服 务 的 同 时 承 担 政 务 接 待 保 障 任 务.

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青海省财政厅经报省政府批准,

以补助、注资等 方 式 向 该 宾 馆 拨 付 财 政 资 金

８９６６４５万元,用于维修改造和运营.

(四)宁 夏 闽 宁 会 议 中 心.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在未明确建设主体、没有资金来源、未办理施工

手续的情况下,由银川市委、市政府直接选定中

冶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垫资建设,用于考察接待、

会议、展览、餐饮、住宿.因缺乏资金,项目一

度停工.２０１９年４月和６月,银川市政府决定

安排财政资金拨付市国资委,由市国资委按照

“政府支 持、市 场 化 运 作”的 原 则 推 进 建 设.

２０２０年６月,项目竣工预验收,按照酒店模式

运行.银川市和闽宁镇以向企业注资等方式拨付

财政资金５５００万元.

(五)宁夏闽宁镇酒店管理与服务职业技能

实训中心.２０１９年６月,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

厅同意该中心立项建设,同时加挂宁夏回族自治

区教育工委、教育厅培训基地牌子,主要作为宁

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工委、教育厅培训基地和闽宁

教师远程培训中心、酒店管理与服务职业技能教

育培训中心,建设资金来源于财政拨款.２０２０

年８月—２０２１年３月,该中心主要用于开展教

育系统内部培训.

(六)宁夏丝路明珠塔.该项目是银川市筹

划建设的集广播电视发射、观光旅游、商务会展

等于一体的综合性建筑.２０１８年１２月,银川市

决定由中铁城市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市属国

有企业银川通联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共同出资

建设.目前已完成塔楼和北裙楼部分工程.项目

实际到位资金５２亿元,其中银川通联资本投资

运营有限公司出资的３亿元全部为财政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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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贵 州 省 遵 义 市 会 议 中 心.２０１８ 年 ２

月,遵义市确定由市属国有企业遵义道桥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负责建设该项目,建设内容包

括会议中心、酒店等.２０１９年底,项目部分竣

工验收并开始试运行,承担了２０２０年和２０２１年

遵义市 “两会”接待工作.遵义市财政局通过市

自然资源局安排土地出让金５６２亿元,拨付给

遵义道桥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使用.此外,还

拨付给该公司土地整治成本经费２０００万元、保

障地方 “两会”经费１０００万元.

(八)云南省级民主党派大楼和云南中华职

业教育社办公楼.２０１９年４月,云南省政府决

定,该项目由昆明市出资、企业代建,建成后由

昆明市以零租金或低租金永久租赁给省级民主党

派、云南中华职业教育社等单位使用.２０２０年４

月,经昆明滇池国家旅游度假区经济发展局备

案,代建项目由昆明市城建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

司自主投资建设.２０２１年,昆明市向该公司注

资２２４亿元.

二、存在的突出问题

上述违规动用财政资金兴建楼堂馆所问题,

反映出相关地区部门和单位有关人员 “四个意

识”不强,纪律规矩意识淡薄,艰苦奋斗、勤俭

节约思想弱化,对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贯彻

不到位;一些地区业务主管部门、监管部门作用

发挥不够,未能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主要体现

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执行财经纪律松弛.有的地方漠视财经

纪律,在建设资金没有落实的情况下擅自开工建

设,或安排财政资金用于宾馆维修改造和运营,

违反了预算管理等相关制度规定.青海省违规向

已转制为企业的胜利宾馆安排财政资金用于维修

改造和运营.宁夏闽宁会议中心在无建设主体、

无资金来源的情况下直接委托企业开工建设,项

目一度因资金缺乏而停工,依靠财政支持才完成

建设.

二是规避项目审批程序.有的地方采取 “未

批先建”、“先建后补”或以政策文件、会议代替

审批等方式规避审批,违反了政府投资项目审批

管理等相关制度规定.青海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公共服务中心直接以政府文件作为建设依据,未

履行审批手续.宁夏闽宁会议中心在未办理任何

手续的情况下直接开工建设,边实施边补手续.

三是钻制度空子搞变通.有的地方模糊政府

和企业界限,混淆业务用房和办公用房界限,违

规兴建会议中心,违规使用业务用房,违反了党

政机关办公用房管理等相关制度规定.青海省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公共服务中心以业务用房名义建

设,实际违规将部分业务用房作为机关、事业单

位办公用房.遵义市以国有企业经营项目名义建

设具有住宿、会议、餐饮等接待功能的场所和设

施,并通过财政注资、补贴等方式给予支持.

对于审计发现问题,有关地方党委和政府高

度重视,积极开展整改工作.有的已经停止项目

建设,通过公开拍卖等方式对项目进行转让;有

的对违规使用的业务用房进行了封存和移交;有

的已按原渠道退还了财政补助资金.后续整改及

执纪问责等工作正在进行中.

三、工作要求

严控楼堂馆所建设是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

对浪费的重要内容,事关党和政府形象,无论政

府债务风险高低都必须坚持.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及其工作人员要从审计发现问题中深刻汲取教

训,举一反三,引以为戒,认真开展自查自纠,

公开曝光典型案例,坚决防止此类问题再次发

生,坚定不移把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落到实

处.

(一)切实提高思想认识.各地区、各部门

要进一步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

做到 “两个维护”,对 “国之大者”做到心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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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决

策部署上来,不折不扣地抓好贯彻落实.要坚持

守土有责、守土尽责,继承和发扬党的光荣传统

和优良作风,坚持勤俭办一切事业,抓实抓细楼

堂馆所建设管理,坚决反对铺张浪费,坚决刹住

违规兴建楼堂馆所的不正之风.

(二)从严落实财经纪律.各地区、各部门

要坚持把党政机关过紧日子、严控楼堂馆所建设

作为重要财经纪律落实到位.要坚持依法行政、

依法理财,推进财政法治建设,细化实化管理措

施,大力压缩自由裁量权,扎紧扎密制度的篱

笆,消除漏洞和盲点.要硬化预算约束,严格遵

循先有预算、后有支出原则,把严把紧预算支出

关口.

(三)落实严控楼堂馆所建设主体责任.有

关地方人民政府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对审计

发现问题实事求是推进整改,坚决不搞形式主

义、不做表面文章;积极防范整改中的风险,防

止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防止财政资金损失.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切实担

负起严控楼堂馆所建设的主体责任,充分考虑客

观经济规律、发展阶段和财政可承受能力,做到

尽力而为、量力而行,严格履行决策和审批程

序,完善管理制度和措施,加大审查监督力度,

杜绝违规兴建楼堂馆所.

(四)强化项目审批管理和财政支出约束.

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严格执行审批程序和规

定,防止变相规避审批程序,从严审批楼堂馆所

建设项目,加强国有企业投资监管.要加强预算

安排与项目审批的衔接,未经审批一律不得安排

预算,落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投向领域禁止

类项目清单.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较高地区要进一

步强化财政支出约束,大力压缩非刚性非重点支

出,筑牢 “三保” (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

转)防线,同时加强财政可承受能力评估,杜绝

超越财力安排支出,防范化解财政运行风险.

(五)加大监督问责力度.地方各级人民政

府要进一步健全监督约束机制,对违反财经纪

律、不顾偿还能力盲目举债上项目、变相规避审

批程序等问题加大核查监督力度,充分发挥审计

监督、财会监督、纪检监察监督等方面作用,加

强对本地区楼堂馆所建设的全方位监督,对违法

违规行为始终保持高压态势,严肃查处、问责到

人,让违法违规和失职渎职者付出应有的代价.

国务院有关部门要对地方楼堂馆所建设情况持续

开展重点监督,及时发现问题并督促地方切实整

改.

国务院办公厅　　　 　　　

２０２１年１０月２２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令

２０２１年 第１７号

　　 «交通运输部关于修改 ‹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服务管理办法›的决定»已于２０２１年６月２３日经

第１５次部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部　长　　李小鹏　　　　

２０２１年８月１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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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部关于修改«小微型客车

租赁经营服务管理办法»的决定
　　交通运输部决定对 «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服务管理办法»(交通运输部令２０２０年第２２号)作如

下修改:

将第二十五条中的 “５０００元以上３万元以下”修改为 “３０００元以上１万元以下”.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服务管理办法»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正,重新发布.

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服务管理办法

　　注:«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服务管理办法»具体内容略,详情请登录交通运输部网站.

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令

２０２１年 第１８号

　　 «交通运输部关于修改 ‹机动车维修管理规定›的决定»已于２０２１年６月２３日经第１５次部务

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部 长　　李小鹏

２０２１年８月１１日

交通运输部关于修改«机动车维修管理规定»的决定

　　交通运输部决定对 «机动车维修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２０１９年第２０号)作如下修改:

删去第五十三条中的 “限期整改不合格的,予以通报”.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机动车维修管理规定»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正,重新发布.

机 动 车 维 修 管 理 规 定

　　注:«机动车维修管理规定»具体内容略,详情请登录交通运输部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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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家 统 计 局 令

第　３４　号

　　 «节能环保清洁产业统计分类 (２０２１)»已经２０２１年７月６日国家统计局第１２次常务会议通

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局　长　　宁吉喆　　　　

２０２１年７月２６日　　

节能环保清洁产业统计分类(２０２１)

　　一、分类目的

为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

的重大决策部署,准确反映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

绿色发展新动能培育情况,科学界定节能环保清

洁产业统计范围,满足统计上测算节能环保清洁

产业发展规模、结构和速度的需要,制定本分

类.

二、分类范围和适用领域

节能环保清洁产业涵盖节能环保产业、清洁

生产产业和清洁能源产业.

其中,节能环保产业是指以实现高效节能、

先进环保和资源综合利用为目的,提供相应产品

或服务的产业.该产业包括高效节能产业、先进

环保产业、资源循环利用产业、绿色交通车船和

设备制造产业等４大领域.

清洁生产产业是指为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

中提供清洁生产技术、装备和服务的产业,包

括提供清洁生产技术服务的、生产低毒低害或

无毒无害原辅材料的、为企业生产过程提供过

程减排技术与装备的及末端废物资源化利用的

产业.该产业包括清洁生产原料制造业、清洁

生产设备制造和设施建设业、清洁生产技术服

务业等３大领域.

清洁能源产业是指为全社会提供清洁能源产

品或服务的产业.该产业包括核电产业、风能产

业、太阳能产业、生物质能产业、水力发电产

业、智能电网产业、其他清洁能源产业、传统能

源清洁高效利用产业等８大领域.

本分类适用于各地区、各部门、各专业开展

统计监测与分析等相关工作时对节能环保清洁产

业的界定.

三、编制原则

(一)以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推动生态文明

建设和绿色发展的政策为指导.本分类以贯彻落

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基本遵循,以党的十九

大报告、«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共中央、国务院关

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等文件中关于

绿色发展和绿色产业的决策部署为指导,确定编

制的总体思路,以确保本分类满足国家对节能环

保清洁产业发展的监测.

(二)以现行统计分类标准为基础.本分类

以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４７５４－２０１７)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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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对符合节能环保清洁产业特征的有关活动

进行再分类.

(三)以«绿色产业指导目录(２０１９年版)»为

依据.本分类以贯彻落实 «绿色产业指导目录

(２０１９年版)»为主线,以 «新产业新业态新商

业模式统计分类 (２０１８)»、«战略性新兴产业分

类 (２０１８)»等相关统计分类标准为参照,确定

分类的框架和范围,以确保相关内容与政策的协

调性、一致性.

(四)注重实际可操作性.本分类立足现行

统计制度和方法,充分考虑数据的可获得性,以

保证能够采集到节能环保清洁产业活动的数据.

四、结构和编码

本分类为独立的分类体系,采用线分类法和

分层次编码方法.本分类主体编码分为一、二、

三层,所有编码分层用 “．”隔开,每一层采用

阿拉伯数字编码.其中,节能环保产业第一层共

有４个类别,第二层有２３个类别,第三层有６０

个类别;清洁生产产业第一层共有３个类别,第

二层有９个类别,第三层有１４个类别;清洁能

源产业第一层共有８个类别,第二层有２３个类

别,第三层有３９个类别.

类别代码结构:

五、有关说明

(一)本分类建立了与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GB/T４７５４－２０１７)的对应关系.国民经济某

行业类别仅部分活动属于节能环保清洁产业,则

在行业代码后加 “∗”做标识,并在 “产品和服

务索引”中给出对应的指导产品和服务;国民经

济某行业类别全部纳入节能环保清洁产业,则对

应的行业类别的具体范围和说明参见 «２０１７国

民经济行业分类注释».

(二)本分类提供了 “产品和服务索引”,对

第三层所有加 “∗”类别列出了指导性的节能环

保清洁产品和服务,该产品和服务与 «绿色产业

指导目录 (２０１９年版)»中相同产品和服务的

节能环保清洁标准保持一致.

　　六、节能环保产业

代码
节能环保产业
分类名称

对应国民
经济行业
代码(２０１７)

对应国民经济
行业名称

产品和服务索引

１　 高效节能产业

１１ 高效节能通用
设备制造

１１１ 节能锅炉制造 ３４１１∗ 锅炉及辅助设备制造 节能型电站锅炉(固体可燃废弃物循环流化床锅炉等)
节能型工业锅炉
节能型船用蒸汽锅炉

H 型省煤器
高低差速循环流化床油页岩锅炉
秸秆发电锅炉
煤泥循环流化床锅炉
蓄热稳燃高炉煤气锅炉
锅炉用辅助设备及装置
核反应堆及其零件
高效煤粉工业锅炉
工业锅炉燃烧自动调节控制技术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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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节能环保产业
分类名称

对应国民
经济行业
代码(２０１７)

对应国民经济
行业名称

产品和服务索引

燃油、燃气工业锅炉窑炉燃烧技术装备
新型省煤器
采用高温空气燃烧技术的冶金加热炉
分布式高效煤粉燃烧技术装备
大型流化床锅炉
高效低污染层燃室燃复合燃烧锅炉
工业锅炉效率与污染物实时传输及监控系统装备
高效生物质成型燃料锅炉
多流程生物质循环流化床锅炉

１１２ 节能汽轮机制造 ３４１３∗ 汽轮机及辅机制造 中低热值燃气轮机

１１３ 节能 泵 及 真 空
设备制造

３４４１∗ 泵及真空设备制造 节能泵
节能型真空炉
节能型水泵设备
水泵节能改造技术装置
节能型清水离心泵
节能型石油化工离心泵
节能型潜水电泵

１１４ 节能 压 缩 机 及
类似 机 械 元 件
制造

３４４２∗ 气体压缩机械制造 节能型制冷设备用压缩机
节能型非制冷设备用压缩机
节能型空压机设备
空压机节能改造技术装置
空调、冰箱高效压缩机
节能型空气压缩机
空气调节器用压缩机
容积式空气压缩机
空气调节器用全封闭型电动机－压缩机
磁悬浮离心压缩机

３４４４∗ 液压动力机械及元件制造 节能型液压动力机械及元件

３４４６∗ 气压动力机械及元件制造 节能型气压动力机械及元件

１１５ 节能窑炉、风机
制造

３４６１∗ 烘炉、熔炉及 电 炉 制
造

节能型炉用燃烧器
节能型机械加煤机及类似装置
节能工业电炉
节能型非电热金属处理用炉
节能型辊道窑
节能型隧道窑
节能型梭式窑
节能型推板窑
节能型保护气氛窑炉
节能型氮化窑
节能型烧成窑炉
节能型烘烤干燥炉
钢坯步进蓄热式加热炉

３４６２∗ 风机、风扇制造 节能型风机
节能型通风机设备
节能型工业风扇
节能型工业用通风罩
节能型工业用循环气罩
磁悬浮离心鼓风机

１１６ 其他 高 效 节 能
通用设备制造

３４２４∗ 金属切割及焊接设备
制造

节能型电焊机

３４３∗ 物料搬运设备制造 节能电梯、电动叉车和停车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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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节能环保产业
分类名称

对应国民
经济行业
代码(２０１７)

对应国民经济
行业名称

产品和服务索引

３４６３∗ 气体、液体分 离 及 纯
净设备制造

余热余气余压利用设备
低温烟气余热深度回收装置
除尘、脱硫、脱硝及余热利用一体化装备
多喷嘴对置式水煤浆气化设备
粉煤加压气化煤气化设备
非熔渣－熔渣水煤浆分级气化装备
低热值煤气燃气轮机
乏汽与凝结水闭式回收技术设备
螺杆膨胀动力驱动技术设备
汽轮机低真空供热技术设备
有机朗肯循环发电技术设备
窑炉余热利用装置
基于吸收式换热的集中供热装置
循环水及乏汽余热回收大型热泵装置
高效换热器
高效蓄能器
高效冷凝器
矿井乏风和排水热能综合利用技术与装置
非稳态余热回收及饱和蒸汽发电技术与装置
矿热炉烟气余热利用技术与装置
油田采油污水余热综合利用技术与装置
氯化氢合成余热利用技术与装置
隧(辊)道窑辐射换热式余热利用技术与装置
火电厂烟气综合优化系统余热深度回收技术与装置
磁悬浮飞轮储能装置

３４６４∗ 制冷、空调设备制造 节能型工商用制冷设备
节能办公和商用空调设备
企业智能空调系统节能技术装置
低温水－直燃单双效溴化锂吸收式冷温水机
节能型单元式空调

３４７２∗ 幻灯及投影设备制造 节能幻灯、投影设备
３４７３∗ 照相机及器材制造 节能照相器材
３４７４∗ 复印和胶印设备制造 节能型复印机

节能型打印机
节能型传真机

３４７５∗ 计算器及货币专用设
备制造

节能货币专用设备

３４９９∗ 其他未列明通用设备
制造业

节能型干燥设备
节能型真空干燥设备

３９１１∗ 计算机整机制造 节能型微型计算机

１２ 高效节能专用
设备制造

１２１ 节能采矿、建筑
专用设备制造

３５１１∗ 矿山机械制造 节能型建井设备
节能型采掘、凿岩设备
节能型矿山提升设备
节能型矿物破碎机械
节能型矿物粉磨机械
节能型矿物筛分、洗选设备
节能型矿山牵引车及其矿车
节能型矿山设备专用配套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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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节能环保产业
分类名称

对应国民
经济行业
代码(２０１７)

对应国民经济
行业名称

产品和服务索引

机械化自动化开采装备(综采工作面高效机械化充
填开采技术、无人工作面智能化采煤技术、地下气化
采煤技术、高效干法选煤技术)
选煤厂高效低能耗煤泥干燥脱水设备
电缸驱动游梁式抽油机

３５１２∗ 石油钻采专用设备制造 页岩气开采设备

１２２ 其他 节 能 专 用
设备 以 及 相 关
电子设备制造

３５１５∗ 建筑材料生产专用机
械制造

节能型建筑材料专用窑炉
节能型水泥专用设备
节能型建筑材料制品成型机械
节能型建筑材料及制品专用机械零件
节能型建筑卫生陶瓷机械

３５２１∗ 炼油、化工生 产 专 用
设备制造

节能型热交换装置
节能型化工专用炉

３５３１∗ 食品、酒、饮料及茶生
产专用设备制造

节能型乳品加热及冷却设备
节能型乳品饮料加工成套装备

３５３２∗ 农副食品加工专用设
备制造

节能型农产品干燥机械
屠宰肉类加工成套节能型装备
果蔬加工成套节能型装备
粮油加工成套节能型设备

３５４６∗ 玻璃、陶瓷和 搪 瓷 制
品生产专用设备制造

节能型玻璃热加工机械
节能型玻璃制品制造机械
节能型日用陶瓷制品成型机械
节能型玻璃、陶瓷制品专用设备零件
节能型硬质材料加工机床
节能型搪瓷制品生产设备

３５６２∗ 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
制造

感应耦合等离子体刻蚀机芯片
有机发光二极管材料生产设备
有机发光二极管器件生产设备
有机发光二极管照明产品生产设备

３５６９∗ 其他电子专用设备制造 感应耦合等离子体刻蚀机封装设备

３５９９∗ 其他专用设备制造 生产型金属有机化学气相沉积设备
外延装备(氢化物气相外延等)

１３ 高效节能电气机
械和器材制造

１３１ 节能电机制造 ３８１１∗ 发电机及发电机组制
造

节能型交流发电机
节能型直流发电机
节能型内燃发电机组
节能型旋转式变流机
与内燃机配用的节能型发电机
超临界及超超临界发电机组
节能电机及发电机组专用零件
煤气化多联产燃气轮机发电设备
其他节能发电机及发电机组

３８１２∗ 电动机制造 节能型直流电动机
节能型交流电动机
节能型交直流两用电动机
节能型小功率电动机
其他节能电机
电机节能改造技术装置

节能型空调、冰箱驱动控制器

３８１３∗ 微特电机及组件制造 节能型微特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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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２ 节能型变压器、
整流 器 和 电 感
器制造

３８２１∗ 变压器、整流 器 和 电
感器制造

节能型互感器
静止式节能变流器
节能型电抗器
节能型电感器
变频器
谐波治理设备
高压变频调速技术装置
植物绝缘油变压器
非晶合金变压器
干式半芯电抗器
壳式电炉变压器
立体卷铁心变压器
三相配电变压器
电力变压器
其他节能型变压器
交流接触器

１kV及以下通用变频调速设备

１kV 以上不超过３５kV 通用变频调速设备

１３３ 节能型电线、电
缆和 其 他 电 工
器材制造

３８３１∗
３８３９∗

电线、电缆制造
其他电工器材制造

新型节能导线
节能型起动电机
节能型起动发电机
节能型电磁铁及电磁性装置

１３４ 高效 节 能 家 用
电器制造

３８５∗ 家用电力器具制造 节能型家用电器(冰箱、冰柜、空调、抽油烟机、电风扇、
排风扇、烤箱、微波炉、电磁炉、电饭锅、洗衣机、烘干
机、脱水机、电热水器、吸尘器、吹风机、电动按摩器等)
节能型家用电器零配件

３８６２∗ 太阳能器具制造 双工况太阳能热泵空调机组

３９５１∗ 电视机制造 节能型平板电视机

１３５ 高效 照 明 产 品
及系统制造

３５６２∗ 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
制造

大尺寸高效低成本LED外延生长和芯片制备

３８７１∗ 电光源制造 替代型半导体照明光源
节能型荧光灯
节能型半导体照明产品
筒灯半导体照明光源
射灯半导体照明光源
路灯半导体照明光源
隧道灯半导体照明光源
球泡灯半导体照明光源

３８７２∗ 照明灯具制造 三基色双端直管荧光灯(T８、T５型)高效照明产品

３８７９∗ 灯用电器附件及其他
照明器具制造

大功率电子镇流器芯片
大功率电子镇流器封装设备

３９７５∗ 半导体照明器件制造 LED光源器件
３９７９∗ 其他电子器件制造 新型LED照明应用产品

３９８５∗ 电子专用材料制造 LED用大尺寸开盒即用蓝宝石

１４ 节能计控设备制造

１４１ 节能 通 用 仪 器
仪表制造

４０１１∗ 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
置制造

节能自控设备
温度计量设备
流量计量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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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１２∗ 电工仪器仪表制造 电力自动化仪表及系统
电力负荷控制系统
电磁参数测量仪器仪表
电磁参量分析与记录装置
电源装置
自动测试系统与虚拟仪器

４０１４∗ 实验分析仪器制造 太阳能能流密度测量分析仪
太阳能聚光器精度测量分析仪

４０１６∗ 供应用仪器仪表制造 电力计量设备
电能表
自动抄表系统
热力计量设备

１４２ 节能 专 用 仪 器
仪表制造

４０２９∗ 其他专用仪器制造 节能检测设备
在线能源计量设备
在线能源检测设备
热工在线检测、便携式检测等设备
能源计量、监测、控制设备

１５ 绿色节能建筑
材料制造

１５１ 节能 非 金 属 矿
物制品制造

３０２１∗ 水泥制品制造 预拌混凝土
预拌砂浆
建筑保温节能水泥制品
混凝土空心砌块
砼多孔砖
砼空心砖
轻集料砼小型空心砌块

３０２２∗ 砼结构构件制造 装配式建筑部品部件

３０２４∗ 轻质建筑材料制造 粉煤灰制品
粉煤灰盲孔砖
粉煤灰空心砌块
粉煤灰多孔砖
硅酸钙水泥板
陶粒增强加气砌块

３０３１∗ 粘土砖瓦及建筑砌块
制造

节能墙体材料
建筑保温节能砌块
加气混凝土砌块
煤矸石烧结制品
蒸压轻质加气混凝土制品
泡沫混凝土制品
高效节能新型墙体材料

３０３４∗ 隔热和隔音材料制造 外墙保温材料
泡沫混凝土保温板
珍珠岩保温板
岩棉保温板
发泡陶瓷保温板
发泡玻璃保温板
保温砂浆
真空保温材料

３０４２∗ 特种玻璃制造 真空节能玻璃
高性能建筑玻璃
低辐射玻璃
光伏一体化建筑用外墙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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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５１∗ 技术玻璃制品制造 建筑节能玻璃
热反射镀膜玻璃
镀膜低辐射玻璃

３０６２∗ 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制
品制造

玻璃钢门窗
复合材料节能房屋
高性能复合材料桥梁
高性能纤维增强水泥基复合材料构件

１５２ 其他 绿 色 节 能
建筑材料制造

２９２４∗
２９２７∗

泡沫塑料制造
日用塑料制品制造

橡塑保温材料
节能门窗

PVC门窗
铝塑复合门窗
节能建筑门窗

３３１２∗ 金属门窗制造 铝木复合门窗
断桥隔热门窗

１６ 节能工程勘察
设计与施工

１６１ 节能 工 程 勘 察
设计活动

７４８１∗ 工程管理服务 高效节能工程评估与管理
节能项目方案编制和设计
节能项目风险评估服务

７４８２∗ 工程监理服务 高效节能电力工程监理服务

７４８３∗ 工程勘察活动 高效节能电力工程勘察服务
资源循环利用工程勘察服务
高效节能热力工程勘察服务
高效节能照明工程勘察服务
水利工程勘察服务
节水工程勘察服务
海洋利用工程勘察服务
节能建筑勘察服务

７４８４∗ 工程设计活动 高效节能电力工程设计服务
资源循环利用工程设计服务
高效节能热力工程设计服务
高效节能照明工程设计服务
水利工程设计服务
节水工程设计服务
海洋利用工程设计服务
节能建筑设计服务
海水利用工程设计服务

７４９１∗ 工业设计服务 节能生产工艺设计

１６２ 节能工程施工 ４８６１　 节能工程施工

１７ 节能技术研发
与技术服务

１７１ 节能 技 术 研 发
服务

７３２０∗ 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
验发展

高效节能设备技术研究与试验发展
高效节能照明技术开发

LED技术研发(发光二极管用大尺寸开盒即用蓝宝
石、碳化硅等衬底、高纯金属有机化合物、高纯氨气、
新型高效荧光粉等)
大尺寸高效低成本LED外延生长技术研发
芯片制备产业化技术研发
高效白光LED新型封装技术研发
半导体照明检测设备开发及检测平台建设
支撑海洋和大型湖泊生态治理与修复技术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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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２ 节能技术推广服务 ７５１４　 节能技术推广服务

１７３ 节能信息技术服务 ６４３４∗
６４５０∗
６４９０∗
６５１３∗
６５３１∗
６５３２∗

互联网公共服务平台
互联网数据服务
其他互联网服务
应用软件开发
信息系统集成服务
物联网技术服务

互联网节能平台
节能环保大数据服务
节能环保物联网服务
节能环保软件开发
节能环保信息系统集成服务
节能环保物联网技术服务

１７４ 其他节能技术研
发与技术服务

７２１３∗
７２３９∗
７２４１∗
７２４９∗

资源与产权交易服务
其他法律服务
会计、审计及税务服务
其他专业咨询与调查

节能量交易服务
节能研发相关法律服务
能源审计
节能评估
节能量测量与验证
节能服务公司综合能力评定服务

７４５２∗ 检测服务 半导体照明检测技术体系建设
７４５４∗ 标准化服务 半导体照明标准体系服务
７４５５∗ 认证认可服务 节能低碳产品认证

节能技术产品认证评估服务
能源管理体系认证

７４５９∗ 其他质检技术服务 高效节能质量评估服务
资源综合利用质量评估服务
整机设备运行效能评估服务
机电系统运行效能评估服务

７５２０∗ 知识产权服务 节能相关知识产权服务

７５３０∗ 科技中介服务 节能相关科技中介服务

２ 先进环保产业

２１ 环境污染防治和
处理设备制造

２１１ 水污 染 防 治 装
备制造

３５９１∗ 环境保护专用设备制
造

城镇污水处理与再生利用装备
城镇生活饮用水深度处理技术装备
城市污水处理工艺设备及配套设备
农村污水处理与回用装备
工业废水处理及回用装备
地表水水体污染治理装备
地下水污染防控与修复装备
海绵城市建设配套装备
城镇雨水收集与处理装备
城镇合流制溢流污染控制与治理装备
饮用水安全保障及漏损控制装备
水污染防治设备
超细格栅
正渗透膜分离装备
高效节能曝气设备
精确曝气控制系统
厌氧氨氧化脱氮技术装备
氮磷资源回收与利用技术装备
电化学(催化)氧化技术装备
大功率污水消毒与脱色设备
集成式污水处理成套设备
城镇生活污水脱氮除磷深度处理技术装备
快速传质内循环生物流化床污水处理技术装备
城市住宅生活污水分管道分别处理技术装备
分散式无人值守污水处理装备
一体化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备
畜禽养殖粪污深度处理技术和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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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９７∗ 水资源专用机械制造

水产养殖尾水处理设备
工厂化循环水养殖设备
除砷技术与装置
有机废水处理技术设备
重金属、含汞废水处理技术设备
电絮凝和电解催化氧化设备
电脱盐技术设备
精馏－生化法耦合处理技术与成套装备
无酸金属材料表面清洗技术与成套设备
疏水膜蒸馏耦合处理技术及其成套设备
气助油膜分散大相比萃取装置
地埋式竖向流厌氧污水处理反应器
超旋磁氧曝气污水处理装置
高浊度污水磁分离处理技术和设备
含油污水真空分离净化机
微波处理技术与成套装备
重金属特征吸附－解吸及资源回收成套技术装备
重金属废水处理及资源回收微生物反应器
凝胶法重金属检测吸附一体化装备
耐压型超滤膜设备
叠式振动膜过滤装备
回用水技术设备
湿式氧化技术装备
船舶含油污水接收处理技术装备
船舶生活污水处理技术装备
化学品洗舱水接收处理技术装备
船舶生活污水接收处理技术装备
水域藻类清除技术装备
溢油污染消除与水体修复技术装备
重金属污染水下固定化与水体修复技术装备
污染水体综合治理技术装备
水体生态修复技术装备
河流生态修复技术装备
湖泊富营养化控制技术装备
水污染控制与治理关键技术装备
地下水污染防治技术设备
高风险地下水污染源阻隔技术装置
排污管网泄漏快速修复技术装备
地下水污染原位修复技术装备
移动式渗滤液处理设备
阻截式油水分离及回收装备
水上溢油处置及回收装置
水中除油用功能单分子复合装备
臭氧发生器成套装备
紫外线消毒技术装备
市政管网漏损监控技术装备
装配式一体化净水装备
膜过滤装备
高效气浮分离装备
分散式无人值守饮用水处理装备
电站废水清淤机械
水库清淤机械
水电站尾水清淤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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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清淤机械
水资源专用机械
城市黑臭水体清淤装备

２１２ 大气 污 染 防 治
装备制造

３５９１∗ 环境保护专用设备制造 除尘装备
燃煤烟气脱硫脱硝装备
挥发性有机污染物处理装备
机动车尾气后处理装备
食品业油烟净化装备
粉尘电凝并技术设备
烟气调质技术设备
电除尘高频高压整流设备
光触媒组件
细颗粒物去除技术设备
管束式除尘技术装备
高温长袋脉冲袋式除尘设备
移动极板静电除尘设备
湿式静电除尘器
低低温静电除尘器
电袋复合式除尘器
电袋混合式除尘器(嵌入式电袋复合式除尘器)
电厂及工业燃煤炉窑超净排放技术装备
移动污染源污染物减排技术设备
粉尘重污染场所和行业抑尘技术设备
双碱及强碱脱硫技术装备
氨法脱硫技术装备
燃煤工业锅炉脱硫脱硝脱汞一体化设备

CO循环还原脱硫脱硝技术和装备
焦炉烟气钢渣联合脱硫脱硝技术
高压细水雾脱硫除尘降温成套设备
低氮燃烧技术装备
烧结烟气复合污染物集成脱除设备
汽车尾气高效催化转化技术
资源化脱硫技术设备
超低排放石灰石－石膏脱硫技术装备
燃煤锅炉全负荷脱硝技术装备
脱硫石膏资源化利用技术设备
废弃脱硝催化剂回收再生技术装备
大流量等离子体有机废气治理成套装备
挥发性有机污染物新型吸附回收工艺技术装备
挥发性有机污染物新型优化催化燃烧及热回收装备
燃气锅炉氮氧化物排放控制技术装备
多污染物协同控制技术装备
污染物脱除与资源化利用一体化技术装备
油库和加油站油气回收设备
酸性气体处理硫回收设备
支撑大气污染控制技术装备集成
支撑先进工业烟气净化技术装备集成
支撑挥发性有机污染物污染控制装备集成
支撑机动车污染排放控制技术设备集成
袋除尘用大口径脉冲阀
无膜片高压低能耗脉冲阀
电除尘器用高频电源
其他大气污染防治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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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国民
经济行业
代码(２０１７)

对应国民经济
行业名称

产品和服务索引

２１３ 土壤污染治理与
修复装备制造

３５９１∗ 环境保护专用设备制
造

矿山复垦与生态修复装备
农用地土壤污染修复装备
污染地块治理与修复装备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置综合利用装备
土壤及场地等治理与修复装备
土壤生态修复与污染治理技术装备
典型污染场地土壤与地下水联合控制技术装备
农药污染场地修复技术装备
农药污染场地快速异位生物修复设备
有毒与危险化学品污染土壤治理与修复装备
有机污染物污染土壤治理与修复装备
放射源污染土壤治理与修复装备
重金属超富植物修复收获物安全处置设备
重金属及汞污染土壤治理与修复设备

２１４ 固体 废 物 处 理
处置装备制造

３５９１∗ 环境保护专用设备制
造

污泥浓缩装备
高效脱水干化装备
热干化装备
高温好氧发酵装备
热解装备
污泥焚烧装备
固体废物处理装备
黑臭水体清淤底泥存储和处理装备
污泥生物法消减装备
污泥厌氧消化和焚烧装备
污泥无害化处理技术装备
污泥生物发酵除臭一体化装置

污泥氧化法消减成套设备
活性污泥生物膜复合式一体化处理设备
污泥生物沥浸法处理装备
油泥回转式连续低温热解装备
油田钻井废物处理处置装备
污泥耦合煤电高效发电脱水回用装置
固体废物焚烧处理装备
垃圾热解气化处理装备
垃圾焚烧尾气处理系统
垃圾厌氧消化处理成套设备
垃圾好氧处理和除臭设备
污泥与餐厨垃圾等协同厌氧处理技术设备
农村固体废物处置装备
危险废物无害化处理成套设备
危险废物焚烧残渣、飞灰熔融装备
危险废物污染事故应急处理设备

２１５ 减振 降 噪 设 备
制造

３５９１∗ 环境保护专用设备制
造

声屏障设备
消声器
动力设备隔振装置
管道隔振用软连接设备
轨道振动与噪声控制装置
阻尼抑振材料和设备
有源噪声与振动控制设备

２１６ 放射性污染防治
和处理设备制造

３５９１∗ 环境保护专用设备制
造

放射性废物处理和处置装置
放射源污染土壤的治理与修复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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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７ 其他污染防治和
处理设备制造

３５９１∗ 环境保护专用设备制
造

其他未列明环境保护专用设备制造

３８５２∗ 家用空气调节器制造 民用室内空气净化器

３９９０∗ 其他电子设备制造 噪声与振动控制设备
室内低频噪声控制装备
固体声污染控制设备
固体声污染集成控制设备
大荷载设备隔振、减振装置

２２ 环境污染处理药
剂与材料制造

２２１ 环境 污 染 处 理
专用 药 剂 材 料
制造

２６６６∗ 环境污染处理专用药
剂材料制造

新型化学除磷药剂
杀菌灭藻剂
有机合成高分子絮凝剂
微生物絮凝剂
高性能袋式除尘滤料及纤维
膜材料和膜组件
水污染防治药剂、材料
大气污染防治药剂、材料
固体废物处理处置药剂、材料
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药剂、材料
纳米级催化净化材料
化学催化氧化材料
水处理用纳米纤维生物膜载体
水中除油用功能单分子复合材料
高效生物膜填料
高性能防渗材料
地下水污染原位修复功能材料
挥发性有机污染物控制用新型功能性吸附材料
挥发性有机污染物控制用新型催化材料
离子交换树脂(水污染处理用)
生物滤料及填料
低磷缓蚀阻垢剂
微生物除臭剂
地下水污染原位修复药剂
湖泊蓝藻去除药剂
污泥脱水剂
循环冷却水处理药剂
固废处理固化剂
固废处理稳定剂
饮用水用新型防腐涂料

２２２ 其他 环 境 污 染
处理 药 剂 与 材
料制造

２６６３∗ 林产化学产品制造 高效活性炭

２３ 环境监测仪器
设备制造

２３１ 环境 监 测 专 用
仪器设备制造

４０１４∗ 实验分析仪器制造 营养盐自动分析仪
有机物测量仪(多环芳烃等)
黄色有机物测量仪
金属水质指标检测仪(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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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２１∗ 环境监测专用仪器仪
表制造

水污染监测仪器
气体或烟雾分析、检测仪器
噪声监测仪器、相关环境监测仪器
船舶防污检测系统
环境质量监测网络专用设备
生态监测仪器
污染源过程监控设备
空气质量及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
在线PM２５ 成分分析仪

温室气体监测技术及设备
机动车尾气云检测系统工程装备
适用于超低排放的高精度燃煤烟气污染物监测系统
有毒及重金属在线监测系统
持久性有机污染物自动在线检测系统
挥发性有机污染物自动在线检测系统
有机碳/元素碳全自动在线分析仪
激光过程气体分析系统
在线生物毒性水质预警监控技术及设备
便携式无线广谱智能分光光度水体污染物检测仪
水质挥发性有机物在线自动分析仪
水体中基因毒性污染物快速筛查仪
污水处理系统精细化控制仪器仪表
地下水采样与检测一体化移动式设备
填埋场防渗层渗漏监测/检测预警系统
环境遥感监测和量值溯源标准设备
多物种智能生物预警仪
农村生态环境快速检测设备
畜禽粪污在线监测仪器
畜禽粪污检测设备
化工园区环境污染监测预警系统
危险品运输载体实时监测系统
土壤重金属监测仪器
移动固体废弃物重金属在线快速检测装置
移动固体废弃物重金属环境风险分析平台
土壤重金属便携式应急监测仪器
土壤污染物监测及检测仪器仪表
环境应急监测设备
海上污染移动式野外应急监测设备
海上污染水体输移监测系统与设备
便携式现场快速测定仪及预警、警报仪器
重金属监测设备
藻类监测设备
海洋水质传感器
支撑大气环境污染监测装备集成
车载式水质监测仪器仪表
饮用水水质监测和检测仪器仪表
排水管网维护检测装备
排污管网泄漏检测技术装备
其他生态环境监测及检测仪器仪表
其他环境应急检测仪器仪表
其他环境应急检测装备

２３２ 其他 环 境 监 测
仪器制造

４０２７　 核子及核辐射测量仪
器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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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名称

产品和服务索引

２４ 环保工程勘察
设计与施工

２４１ 环保 工 程 勘 察
设计

７４８１∗
７４８２∗
７４８３∗

７４８４∗

７４８５∗

工程管理服务
工程监理服务
工程勘察活动

工程设计活动

规划设计管理

先进环保工程评估与管理
先进环保工程监理服务
先进环保工程勘察活动
核设施退役及放射性废物处理处置工程勘察服务
环境保护工程专项勘察服务
森林利用工程勘察服务
先进环保工程设计活动
核设施退役及放射性废物处理处置工程设计服务
环境保护工程专项设计服务
森林利用工程设计服务
海洋工程设计服务
资源循环利用项目规划和方案编制

２４２ 环保 与 生 态 保
护工程施工

４８３９∗ 其他海洋工程建筑 滨海污水海洋处置工程
海水利用工程
海水淡化工程

４８４０　 工矿工程建筑

４８５２∗ 管道工程建筑 城市管道设施工程
输油、输气、输水管道设施工程

４８６２　 环保工程施工

４８６３　 生态保护工程施工

２５ 环境评估与监
测服务

２５１ 环境保护监测 ７４６１　 环境保护监测

２５２ 生态资源监测 ７４６２　 生态资源监测

２５３ 其他 环 境 评 估
与监测服务

７４４１∗ 遥感测绘服务 无人机水质监测
无人机大气监测
无人机土地测绘

７６２０∗ 水资源管理 原水安全预警系统

２６ 生态环境保护及
污染治理服务

２６１ 生态环境保护服务 ７４３２　 海洋环境服务

７４３９∗ 其他海洋服务 海域使用论证服务
海域价格评估服务
海域使用后评估服务
海洋资源管理服务
大洋和极地考察服务
海底工程、作业服务
海洋工程咨询服务
无居民海岛开发利用评审服务
无居民海岛使用金评估服务
海洋信息服务
海洋调查服务

７７１１　 自然生态系统保护管理

７７１９　 其他自然保护

７７２１　 水污染治理

７８１０∗ 市政设施管理 城市污水排放管理服务
城市雨水排放管理服务
城市生活垃圾及污泥处置
给水管网模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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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水管网渗漏监控系统
城市雨水分级收集处理控制系统
暴雨应急预警控制系统
精确曝气系统
排水管网模型系统
排水数据管理与模拟工具
城市给排水优化调度系统
给排水信息化平台
气候变化影响与应对信息平台

２６２ 污染治理服务 ０５３２∗ 畜禽粪污处理活动 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活动
支撑畜禽养殖污染控制与资源化技术工程化活动

４６２０　 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

７７２２　 大气污染治理

７７２３　 固体废物治理

７７２４　 危险废物治理

７７２５　 放射性废物治理

７７２６　 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服务

７７２７　 噪声与振动控制服务

７７２９　 其他污染治理

２７ 环保技术研发
与技术服务

２７０ 环保 技 术 研 发
与技术服务

６５７９∗
７２１３∗

其他数字内容服务
资源与产权交易服务

数字矿山技术服务
碳排放交易活动
循环经济资源交易及鉴证服务

７２３９∗ 其他法律服务 碳交易法律服务

７２４５　 环保咨询

７３１０∗ 自然科学研究和试验
发展

化学研究服务
地球科学研究服务

７３２０∗ 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
验发展

工程和技术基础科学研究服务
环境保护技术研究与试验发展
动力与电力工程研究服务
环境科学技术研究服务
煤制气合成技术研究
焦炉煤气制合成氨技术研发
煤粉气流床加压气化技术研发
非熔渣－熔渣水煤浆分级气化技术研发
水煤浆气化技术研发
煤矿低浓度瓦斯发电技术开发
煤矸石电厂低真空供热技术开发
重金属超富集植物选种培育技术
轨道噪音控制技术研发
碳减排及碳转化利用技术研发
利用系统、非能源领域温室气体排放控制技术研发
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研发
支撑大气污染控制技术研发
支撑先进工业烟气净化技术研发
支撑挥发性有机污染物污染控制技术研发
支撑机动车污染排放控制技术研发
支撑饮用水安全保障技术研发
支撑高浓度难降解有机废水处理技术研发
支撑污水深度处理与再生利用技术研发
支撑农田土壤污染防控与修复技术研发
支撑有机污染场地修复技术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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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国民经济
行业名称

产品和服务索引

支撑重金属污染场地修复技术研发
支撑农田面源污染防治技术研发
支撑重金属污染农田修复技术、产品与装备研发
支撑重金属污染耕地安全利用与替代种植技术、产品研发
支撑农业有机废弃物无害化消纳利用技术与装备研发
支撑村镇生活污水处理技术研发
支撑畜禽养殖污染控制与资源化技术研发
仿真仪表技术研发
支撑大气环境污染监测技术研发
支撑先进水环境污染监测研发
支撑土壤(地下水)环境监测评估技术与装备研发
微生物开采煤层气技术研发
煤焦油深度加工工程技术研发

７４５４∗ 标准化服务 环保技术标准服务

７４５５∗ 认证认可服务 碳交易过程中的第三方认证服务
碳核查服务
环境保护产品认证服务
环境服务认证服务
环境标志产品认证服务

７４５９∗ 其他质检技术服务 先进环保质量评估服务

７５１１∗ 农林牧渔技术推广服务 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技术推广服务

７５１６　 环保技术推广服务

７５１９∗ 其他技术推广服务 低碳技术推广服务
负碳技术推广服务

７５２０∗ 知识产权服务 环保相关知识产权服务

７５３０∗ 科技中介服务 环保相关科技中介服务

３ 资源循环利用产业

３１ 资源循环利用
装备制造

３１１ 矿产 资 源 综 合
利用装备制造

３５１１∗ 矿山机械制造 自动化采矿选矿技术设备
高性能空气钻机
采动(空)区煤层气地面抽采装备
井下定向长钻孔钻机
井下压裂增产装备
微细粒磁铁矿全磁分选机
磁铁矿细筛－再磨再选机
贫磁铁矿预选机
贫磁铁矿弱磁－反浮选机
永磁中磁场磁选机
大型永磁筒式磁选机
磁场筛选机
加压浸出装置
生物冶金装置
矿浆电解装置
稀贵金属共生矿选冶综合利用装置
电池破壳分离装置
钴镍元素提纯和原生化装置
超细粉末的再制备装置
复杂铜铅锌金属矿资源高效开发装置
电化学控制浮选技术装备
低品位铜矿浸出－萃取－反萃－电积法技术装备
低品位氧化镍矿煤基直接还原镍铁等高效提取技术装备
难浸金精矿生物氧化预处理提金技术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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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国民
经济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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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国民经济
行业名称

产品和服务索引

复杂难处理金矿循环流态化焙烧技术装备
大型机械搅拌式充气浮选机技术装备
磷矿酸性废水循环利用技术装备
磷矿伴生氟碘资源回收技术装备
从碳酸盐型富锂卤水中提取锂技术装备
鳞片石墨多段磨矿多段选别技术装备
低品位萤石和伴生矿物选矿技术装备
能源矿产资源综合利用装备
黑色金属矿产资源综合利用装备
有色金属(含稀有金属)矿产资源综合利用装备
非金属矿产资源综合利用装备

３５１２∗ 石油钻采专用设备制造 连续油管成套设备

４０２５∗ 地质勘探和地震专用
仪器制造

水平井钻完井、分段压裂及随钻测量设备
水平井钻完井、分段压裂及随钻地质导向设备

３１２ 工业固体废物综
合利用装备制造

３５１１∗ 矿山机械制造 固体废物二次利用或综合利用装备(煤矸石、粉煤
灰、尾矿等)

３５１５∗ 建筑材料生产专用机
械制造

固体废物二次利用或综合利用装备(脱硫石膏、磷石
膏等)

３５１６∗ 冶金专用设备制造 固体废物二次利用或综合利用装备(冶炼废渣等)
冶金烟灰粉尘回收装备
稀贵金属高效低成本回收工艺与装备

３５２１∗ 炼油、化工生 产 专 用
设备制造

固体废物二次利用或综合利用装备(化工废渣等)

３５９１∗ 环境保护专用设备制
造

固体废物二次利用或综合利用装备(赤泥等)
固体废物生产水泥技术装备

３１３ 建筑废弃物、道
路废 弃 物 资 源
化无 害 化 利 用
装备制造

３５９１∗ 环境保护专用设备制造 移动式和固定式相结合的建筑废弃物综合利用成套设备
废旧沥青再生装备
沥青再生材料利用装备
建筑废弃物混杂料再生利用装备
道路沥青资源化无害化利用技术设备
制备再生骨料的强化、废旧砂灰粉的活化和综合利用装置
轻质物料分选、除尘、降噪等设施的集成移动式设备
建筑废弃物生产的道路结构层材料、人行道透水材
料、市政设施复合材料装备

３１４ 餐厨 废 弃 物 资
源化 无 害 化 利
用装备制造

３５９１∗ 环境保护专用设备制
造

餐厨废弃物预处理设备
餐厨废弃物密闭化装置
餐厨废弃物专业化收集装置
餐厨废弃物回收利用装置
餐厨废弃物低能耗高效灭菌和废油高效回收利用、
厌氧发酵产沼装备
餐厨废弃物制成生物柴油、有机肥及沼气、工业乙醇
等资源化产品与提纯净化及装备
餐厨废弃物分类回收和减量化、无害化处理装备

３１５ 农林 废 物 资 源
化无 害 化 利 用
装备制造

３５９１∗ 环境保护专用设备制
造

秸秆气化装备
农林废物固化成型装备
农林废物打捆直燃装备
畜禽、水产养殖废弃物发酵制饲料、沼气/生物质天
然气、高效有机肥等装置
粪污资源化利用装备(畜禽粪污和农村厕所粪污处
理、收集、加工和粪肥、沼肥综合利用等)
畜禽养殖及加工废弃物无害化处理技术及装置
水产加工废弃物综合利用技术及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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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行业
代码(２０１７)

对应国民经济
行业名称

产品和服务索引

农林废弃物碳捕集、利用与封存装备

３１６ 污水 处 理 资 源
化综 合 利 用 装
备制造

３５９７∗ 水资源专用机械制造 污泥处理处置与资源化综合利用装备

３１７ 其他 资 源 循 环
利用装备制造

３３３２∗ 金属压力容器制造 高效压缩液化设备
瓦斯浓缩和液化装备

３３５２∗ 建筑装饰及水暖管道
零件制造

节水淋浴喷头

３４１２∗ 内燃机及配件制造 燃气发动机装备

３４４３∗ 阀门和旋塞制造 节水阀门、节水水龙头

３４６３∗ 气体、液体分 离 及 纯
净设备制造

气体净化、过滤、冷却、循环利用设备
液体净化、过滤、冷却、循环利用设备

３５７２∗ 机械化农业及园艺机
具制造

节水型喷灌机械设备
农业节水型灌溉机械、灌溉系统

３５９１∗ 环境保护专用设备制
造

再生金属制造装备
含铜、重金属废弃电子产品回收提纯成套装备
含铜、重金属污泥(渣)回收提纯成套装备
废旧家电和废印刷电路板物料分离装置
废橡胶、废塑料无害化再生利用装置
轮胎翻新再制造装备
多种塑料混杂物直接利用装置
废轮胎常温粉碎及常压连续再生橡胶技术和成套设备
废塑料复合材料回收处理成套设备
废轮胎橡胶粉改性沥青成套装备
废轮胎整胎切块破碎机
废旧轮胎分解制油和炭黑装置
纸塑铝分离装置
橡塑分离及合成装置
废塑料、废橡胶深层清洗装置
废塑料再生造粒装置
废塑料再生液化技术装置
废钢铁加工利用装备
无机改性聚合物再生利用装置
废旧机电产品分拣、拆解装置
废旧机电产品无害化再生利用装备
报废汽车拆解和再生利用装备
报废汽车废液收集装置
报废汽车废液专用密闭容器
报废汽车安全气囊引爆装置
报废汽车贵金属再生利用技术及装备
车身破碎技术及装备
车身材料分选技术及装备
油水分离环保设施装备
废旧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拆卸技术及装备
余能检测、拆解、梯级利用装备
动力电池无害化再生利用技术装备
废旧太阳能设备再生利用装备
硅片回收利用设备
单晶硅棒边角料回收利用设备
硅片切割废砂浆的回收利用设备
废旧纺织品清洗、分类、分拣、无害化再生利用装备
废矿物油再生利用装备
废矿物油过滤与分离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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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矿物油减压蒸馏设备
溶剂精制设备
加氢精制设备
废弃生物质再生利用装备
废弃生物质再生液化技术装置
废弃生物质材料制成纤维乙醇、成型燃料技术及装备
玻璃、废纸等非金属材料无害化再生利用装备
土壤改良剂制造技术装备
煤炭企业废气综合利用和技术装备
矿井水综合利用和技术装备
高效环保拆解清洗设备
分离及去除表面涂层技术装备
废铅蓄电池铅膏脱硫资源化利用技术装备
失效钴镍材料循环利用技术装备

４０００马力以上废钢破碎成套装备
城市排泄物收集输送装置
小型锅炉专用燃烧设备
二氧化碳生物转化清洁能源装备
废油再生基础油成套装备
低能耗熔融气化裂解成套装备
生物质型煤锅炉

３５９７∗ 水资源专用机械制造 工业节水专用设备
节水工程专用设备
高用水行业废水处理及再生水回用装置(电力、钢
铁、有色、石油石化、煤炭、化工、造纸、纺织印染、食
品加工、机械、电子等)
城镇污水再生利用装置
建筑中水利用装置
矿井水利用和净化装置
苦咸水综合利用设施
雨水收集利用与回渗装置
利用电厂余热、核能以及风能、海洋能和太阳能等可
再生能源进行海水淡化的装备
浓盐水综合利用及浓缩洁净零排放装备
饮用水强化处理装置
饮用水高效安全消毒装置
管网水质稳定装置
直饮水净化装置
农村饮用水除氟装置
海水污染物与废弃物快速分离、回收、应急处置设备

３５９９∗ 其他专用设备制造 废旧汽车尾气催化剂中贵金属高效消解技术和提纯装置

３７３７∗ 海洋工程装备制造 大型膜法反渗透海水淡化膜组件、高压泵、能量回收
等关键部件和热法海水淡化核心部件
热膜耦合海水淡化装备

４０１５∗ 试验机制造 旧件无损检测与寿命评估技术装备

４０１６∗ 供应用仪器仪表制造 水控机、水控器

４０２１∗ 环境监测专用仪器仪
表制造

煤与瓦斯突出预警监控仪器
瓦斯参数快速测定仪器

３２ 矿产资源综合利用

３２０ 矿产资源综合利用 ０６９０∗ 其他煤炭采选 尾矿资源开发和综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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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７１１∗ 陆地石油开采 油母页岩资源开发和综合利用
油砂资源开发和综合利用
伴生天然气资源开发和综合利用

煤系油母页岩资源开发利用

０７１２∗ 海洋石油开采 海洋石油资源开发和综合利用

０７２１∗ 陆地天然气开采 煤矿瓦斯(煤层气)资源开发和综合利用
微生物开采煤层气技术应用
页岩气综合利用

０７２２∗ 海洋天然气及可燃冰开采 海洋天然气及可燃冰资源开发和综合利用

０８１０∗ 铁矿采选 铁矿尾矿再开发利用和中低品位矿、伴生矿综合开
发利用

０８２０∗ 锰矿、铬矿采选 锰矿、铬矿尾矿再开发利用和中低品位矿、伴生矿综
合开发利用

０９１１∗ 铜矿采选 铜矿资源高效开发利用、尾矿再开发利用和伴生矿
综合开发利用

０９１２∗ 铅锌矿采选 铅矿资源高效开发利用、尾矿再开发利用和伴生矿
综合开发利用

０９１３∗ 镍钴矿采选 镍矿资源高效开发利用、尾矿再开发利用和伴生矿
综合开发利用

０９１４∗ 锡矿采选 锡矿资源高效开发利用、尾矿再开发利用和伴生矿
综合开发利用

０９１６∗ 铝矿采选 铝矿资源高效开发利用、尾矿再开发利用和伴生矿
综合开发利用

０９１７∗ 镁矿采选 镁矿资源高效开发利用、尾矿再开发利用和伴生矿
综合开发利用

０９２１∗ 金矿采选 金矿资源高效开发利用、尾矿再开发利用和伴生矿
综合开发利用

０９２２∗ 银矿采选 银矿资源高效开发利用、尾矿再开发利用和伴生矿
综合开发利用

０９３２∗ 稀土金属矿采选 稀土金属矿尾矿再开发利用

０９３９∗ 其他稀有金属矿采选 其他稀有金属矿尾矿再开发利用

１０１１∗ 石灰石、石膏开采 高岭土矿产资源尾矿再开发利用和伴生矿综合开发利用
铝矾土矿产资源尾矿再开发利用和伴生矿综合开发利用
石灰石矿产资源尾矿再开发利用和伴生矿综合开发利用
石膏矿产资源尾矿再开发利用和伴生矿综合开发利用

１０１９∗ 粘土及其他土砂石开
采

土砂石矿尾矿再开发利用
高岭土、铝矾土等共伴生非金属矿产资源的综合利
用和深加工
高岭土等资源开发利用

１０２０∗ 化学矿开采 化学矿、磷矿产资源尾矿再开发利用和伴生矿综合
开发利用

１２００∗ 其他采矿业 地热综合利用

４４１９∗ 其他电力生产 风排瓦斯安全发电
低浓度瓦斯安全发电

３３ 工业固体废物、
废气、废液回收
和资源化综合
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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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１ 废旧 资 源 再 生
利用

４２１０ 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
处理

４２２０ 非金属废料和碎屑加
工处理

３３２ 其他 工 业 固 体
废 物、废 气、废
液回 收 和 资 源
化综合利用

０６∗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煤炭企业废气综合利用
煤矸石综合利用
粉煤灰综合利用
矿井水综合利用

１４６∗ 调味品、发酵 制 品 制
造

食品发酵企业废气、废水综合利用
发酵糟渣综合利用

１５１∗ 酒的制造 酿酒企业废水综合利用
酒糟及其他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

１７∗ 纺织业 印染、漂白企业废水综合利用

１９∗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
制品和制鞋业

制革加工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
制革加工废水综合利用

２２∗ 造纸和纸制品业 造纸企业废水综合利用
碱回收白泥综合利用
废水污泥、脱墨污泥综合利用

２５２１∗ 炼焦 焦化企业废气综合利用

２９１１∗ 轮胎制造 轮胎翻新

３０∗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建材企业废气综合利用

３１∗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
加工业

钢铁企业冶炼废气、废渣综合利用
锰渣综合利用

３２∗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
加工业

有色金属企业废气综合利用
有色冶炼渣综合利用
表面处理废液综合利用

３４２９∗ 其他金属加工机械制造 机床再制造

３４７９∗ 其他文化、办 公 用 机
械制造

办公设备再制造

３４９９∗ 其他未列明通用设备
制造业

高压热水清洁机
自动清洗机

３５１４∗ 建筑工程用机械制造 工程机械再制造

３５９９∗ 其他专用设备制造 农林残余物耦合煤电高效发电装置
纳米颗粒复合电刷镀技术装备
高速电弧喷涂技术装备
等离子熔覆技术装备

４４１１∗ 火力发电 电力企业废气综合利用

４４１２　 热电联产

５１９１　 再生物资回收与批发

３４ 城乡生活垃圾
与农林废弃资
源综合利用

３４０ 城乡 生 活 垃 圾
与农 林 废 弃 资
源综合利用

０５１９∗ 其他农业专业及辅助
性活动

农作物秸秆的资源化利用
农业废弃物综合利用(尾菜、农产品初加工剩余物
等)
农村沼气综合利用

０５２９∗ 其他林业专业及辅助
性活动

林业加工废弃物(副产物)综合利用
林业剩余物综合利用

０５３２∗ 畜禽粪污处理活动 畜禽粪污的资源化利用
牧业加工废弃物(副产物)综合利用

０５３９∗ 其他畜牧专业及辅助
性活动

畜禽养殖废弃物无害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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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节能环保产业
分类名称

对应国民
经济行业
代码(２０１７)

对应国民经济
行业名称

产品和服务索引

０５４９∗ 其他渔业专业及辅助
性活动

渔业加工废弃物综合利用
水产养殖尾水处理

７８２０∗ 环境卫生管理 生活垃圾处理及综合利用
利用水泥窑协同处置生活垃圾
道路垃圾处理及综合利用
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城市污泥综合利用
建筑和交通废物循环利用
建筑垃圾综合利用
桥梁、轨道拆除后垃圾综合利用
利用水泥窑协同处置城市污泥
港口、巷道疏浚土综合利用

３５ 汽车零部件及机
电产品再制造

３５０ 汽车零部件及机
电产品再制造

３６７０∗ 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
造

汽车零部件再制造(包括电镀刷、激光熔覆、电沉积
等当前的主流再制造技术)

３６ 水资源循环利用

３６１ 雨水的收集、处
理、利用

４６９０∗ 其他水的处 理、利 用
与分配

雨水的收集、处理、利用
微咸水及其他类似水的收集、处理和再利用

７６３０∗ 天然水收集与分配 原水供应服务
水库管理服务
引水、提水设施管理服务

３６２ 海水淡化处理 ４６３０　 海水淡化处理

３６３ 其他 水 资 源 循
环利用

７６９０　 其他水利管理业

４ 绿色交通车船和
设备制造产业

４１ 新能源汽车节
能环保关键零
部件制造

４１０ 新能 源 汽 车 节
能环 保 关 键 零
部件制造

３６７０∗ 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
造

新能源汽车整车电子控制系统
新能源汽车机电耦合系统
新能源汽车能量回收系统

４２ 充电、换电、加氢
及加气设施制造

４２０ 充电、换电、加氢
及加气设施制造

３８２３∗ 配电开关控制设备制
造

换电设施

３８２９∗ 其他输配电及控制设
备制造

分布式交流充电桩
集中式快速充电站
站用加氢及储氢设施

LNG加注设施

４３ 绿色船舶制造

４３０ 绿色船舶制造 ３７３１∗ 金属船舶制造 金属制天然气动力船舶
金属制电力船舶
金属制太阳能、风能等新能源船舶
金属制节能和新能源施工船舶
金属制天然气加注船舶/趸船
金属制氢燃料动力船舶
金属制醇燃料动力船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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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节能环保产业
分类名称

对应国民
经济行业
代码(２０１７)

对应国民经济
行业名称

产品和服务索引

３７３２∗ 非金属船舶制造 非金属制天然气动力船舶
非金属制电力船舶
非金属制太阳能、风能等新能源船舶
非金属制节能和新能源施工船舶
非金属制氢燃料动力船、醇燃料动力船舶

　　七、清洁生产产业

代码
清洁生产产业
分类名称

对应国民
经济行业
代码(２０１７)

对应国民经济
行业名称

产品和服务索引

１ 清洁生产原料
制造业

１１ 高效低毒低残留
农药制造

１１０ 高效 低 毒 低 残
留农药制造

２６３∗ 农药制造 杀虫剂(虫酰肼、除虫脲、氟啶脲、氟铃脲、松毛虫赤眼
蜂、氟虫脲、甲氧虫酰肼、氯虫苯甲酰胺、杀铃脲、印楝
素、苦参碱、矿物油、螺虫乙酯、苏云金杆菌、菜青虫颗
粒体病毒、除虫菊素、短稳杆菌、耳霉菌、甘蓝夜蛾核
型多角体病毒、金龟子绿僵菌、球孢白僵菌、甜菜夜蛾
核型多角体病毒、小菜蛾颗粒体病毒、斜纹夜蛾核型
多角体病毒、乙基多杀菌素、苜蓿银纹夜蛾核型多角
体病毒、多杀霉素、联苯肼酯、四螨嗪、溴螨酯等)
杀菌剂(苯醚甲环唑、春雷霉素、丙环唑、吡唑醚菌
酯、啶酰菌胺、噁霉灵、己唑醇、咪鲜胺、咪鲜胺锰盐、
醚菌酯、嘧菌环胺、嘧菌酯、噻呋酰胺、噻菌灵、三唑
醇、三唑酮、戊菌唑、烯酰吗啉、异菌脲、氨基寡糖素、
多抗霉素、氟啶胺、氟菌唑、氟吗啉、几丁聚糖、井冈
霉素、喹啉铜、宁南霉素、噻霉酮、烯肟菌胺、低聚糖
素、地衣芽孢杆菌、多粘类芽孢杆菌、菇类蛋白多糖、
寡雄腐霉菌、哈茨木霉菌、蜡质芽孢杆菌、木霉菌、葡
聚烯糖、香菇多糖、乙嘧酚、荧光假单胞杆菌、淡紫拟
青霉、厚孢轮枝菌、枯草芽孢杆菌等)
除草剂(苯磺隆、丙炔氟草胺、精喹禾灵、氯氟吡氧乙
酸、烯禾啶、硝磺草酮、仲丁灵、丙炔噁草酮、精异丙
甲草胺、精吡氟禾草灵、高效氟吡甲禾灵等)
植物生长调节剂(萘乙酸、胺鲜酯、超敏蛋白、赤霉酸

A３、赤霉酸 A４＋A７、复硝酚钠、乙烯利、芸苔素内
酯、S－抗素、三十烷醇等)

１２ 无毒无害原料制造

１２０ 无毒 无 害 原 料
制造

２６４１∗ 涂料制造 水性木器涂料
水性高弹性防水涂料
水性环氧树脂涂料
水性塑料涂料
水性或无溶剂型紫外光固化涂料
不含异氰脲酸三缩水甘油酯(TGIC)的粉末涂料
无烷基酚聚氧乙烯醚类(APEO)的建筑涂料乳液

２６４２∗ 油墨及类似产品制造 水性油墨
全植物油基胶印油墨
醇酯型无苯无酮油墨
水性或无溶剂型紫外光固化油墨

２６４３∗ 工业颜料制造 无铅防锈颜料
环保稀土颜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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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清洁生产产业
分类名称

对应国民
经济行业
代码(２０１７)

对应国民经济
行业名称

产品和服务索引

２６５１∗ 初级形态塑料及合成
树脂制造

水性与无溶剂聚氨酯
丁二烯－苯乙烯溴化共聚物
甲基碳酸酯胺
甲基碳酸酯酯基季铵盐
氧化法醇醚羧酸盐
水性醇酸树脂
间苯二酚－甲醛树脂 HT１００５

２６５９∗ 其他合成材料制造 低 VOC散发PC/ABS合金
防水透湿膜
钨基合金镀层

２６６１∗ 化学试剂和助剂制造 无汞催化剂
稀土脱硝催化剂
全氟聚醚乳化剂
帘帆布 NF浸渍剂
无溶剂纤维线绳浸渍剂
全氟丁基类织物三拒整理剂
橡胶硫化促进剂ZBEC
硫磺给予体 TB７１０
茶粕催化剂
间苯二胺
柠檬酸酯类增塑剂
橡胶硫化剂促进剂 DTDC
促进剂ZBOP７０
橡胶硫化促进剂 TBzTD
植物源增效剂
钙基复合稳定剂
钙锌复合稳定剂
稀土稳定剂
锌基复合热稳定剂
低汞催化剂(氯化汞含量为４％－６５％)
二氧化氯
松脂基油溶剂

C２３－２９链烷烃类溶剂

２６６２∗ 专项化学用品制造 三价铬硬铬电镀工作液
多不饱和脂肪酸衍生物类表面活性剂
脂肪醇聚氧乙烯醚
无PAHs芳烃油
高覆盖能力的硫酸盐三价黑铬电镀液
三价铬电镀液
金属表面硅烷处理剂
对苯二甲酸二辛酯
二乙酰环氧植物油酸甘油酯
全氟己基乙基化合物
青霉素酰化酶和左旋苯甘氨酸甲酯盐酸盐
无铬达克罗涂液

N烷基葡萄糖酰胺
烷基多糖苷

２６６９∗ 其他专用化学产品制
造

塑解剂(A８６、A８９)
塑解剂 DBD

２９１４∗ 再生橡胶制造 绿色环保颗粒再生胶

２９２７∗ 日用塑料制品制造 木塑复合材料

３０８９∗ 耐火陶瓷制品及其他
耐火材料制造

无铬耐火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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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生产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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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国民
经济行业
代码(２０１７)

对应国民经济
行业名称

产品和服务索引

３２４０∗ 有色金属合金制造 无铅易切削黄铜
多元复合稀土钨电极

３８４１　 锂离子电池制造

３８４２　 镍氢电池制造

３８４４∗ 锌锰电池制造 无汞扣式碱性锌锰电池

３９８５∗ 电子专用材料制造 彩色三价铬常温钝化液
铝合金锆钛系无铬钝化剂
电解锰无铬钝化剂
无铅电子浆料

１３ 清洁包装原料制造

１３０ 清洁 包 装 原 料
制造

２８３２∗ 生物基、淀粉 基 新 材
料制造

生物基清洁包装材料

２ 清洁生产设备制
造和设施建设业

２１ 清洁生产设备制造

２１１ 气体、液体分离
设备制造

３４６３∗ 气体、液体分 离 及 纯
净设备制造

生产产出的污染气体、液体的分离剂提纯设备

２１２ 水污 染 防 治 设
备制造

３５９１∗ 环境保护专用设备制
造

循环用水系统设备
堵漏修复设备
水污染防治设备

２１３ 节水设备制造 ３５９７∗ 水资源专用机械制造 工业冷却用水节水改造设备制造
热力和工艺用水节水改造设备制造
洗涤用水节水改造设备制造

２２ 清洁生产设施建设

２２０ 清洁生产设施建设 ４８４０∗ 工矿工程建筑 工厂清洁产出设施的施工安装

４８６２∗ 环保工程施工 农牧业清洁产出设施施工

３ 清洁生产技术
服务业

３１ 清洁生产技术
研发与推广

３１１ 清洁 生 产 技 术
研发

７３２０∗ 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
验发展

生物基材料清洁生产技术研究

３１２ 清洁 生 产 技 术
推广服务

７５１２∗
７５１３∗
７５１６∗

生物技术推广服务
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
环保技术推广服务

生物基材料清洁生产技术推广
用于清洁生产的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
清洁生产技术咨询服务

３２ 生产过程节水和
水资源高效利用

３２０ 生产 过 程 节 水
和水 资 源 高 效
利用

７４９１∗ 工业设计服务 工业冷却用水节水改造设计服务
热力和工艺用水节水改造设计服务
洗涤用水节水改造设计服务

７６９０∗ 其他水利管理业 工业冷却用水节水改造管理与技术咨询服务
热力和工艺用水节水改造管理与技术咨询服务
洗涤用水节水改造管理与技术咨询服务

３３ 生产过程废气、废
水、废渣处理及资
源化综合利用

３３１ 生产 过 程 废 气
处理 及 资 源 化
综合利用

７７２２∗ 大气污染治理 工业脱硫脱硝除尘改造
燃煤锅炉脱硫脱硝除尘改造
钢铁行业烧结机脱硫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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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生产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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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国民
经济行业
代码(２０１７)

对应国民经济
行业名称

产品和服务索引

水泥行业脱硝改造
燃煤电厂超低排放改造
脱硫、脱硝、烟尘超低排放改造
超低排放控制系统优化
燃煤发电机组超低排放改造
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整治
煤化工基地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整治
油气运输储备系统油气回收及综合治理(加油站、油
罐车、储油库等)
工业涂装和包装印刷行业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整治
钢铁企业超低排放改造
有机化工园区大气污染整治
医药化工园区大气污染整治
钢铁生产工艺脱硫脱硝设施升级改造
加装低氮燃烧设备
加装高效除尘设施
设备和管线排放泄漏检测与修复

３３２ 生产 过 程 废 水
处理 及 资 源 化
综合利用

０５３２∗ 畜禽粪污处理活动 畜禽养殖废弃物污染预防改造
清洁养殖与废弃物收集改造
废弃物无害化处理与综合利用
畜禽养殖废水处理
畜禽养殖空气污染防治
畜禽养殖二次污染防治

４６２０∗ 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
用

蒸汽冷凝水回收再利用
外排废水回用
非常规水资源利用

４６３０　 海水淡化处理

４６９０∗ 其他水的处 理、利 用
与分配

雨水收集利用和再生水利用
矿井水的收集、处理与利用

７７２１∗ 水污染治理 重点行业清洁化改造(造纸、焦化、氮肥、有色金属、印
染、农副食品加工、原料药制造、制革、农药、电镀等)
工业集聚区污水预处理系统建设
工业集聚区污水收集系统和污水集中处理
基础设施的建设、施工和运营
酚氰废水处理设施升级改造
有机化工园区水污染整治
医药化工园区水污染整治

３３３ 生产 过 程 废 渣
处理 及 资 源 化
综合利用

４２１０∗ 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
处理

金属包装容器及材料等包装废弃物的回收与处理
黑色和有色金属共伴生矿及尾矿有价组分提取和综
合利用
废钢铁、废有色金属集中拆解处理和集中污染治理
重金属污染地块河道废渣污染修复治理
尾矿库的尾矿堆存、排洪、回水处理

４２２０∗ 非金属废料和碎屑加
工处理

纸包装容器及材料、塑料包装容器及材料、玻璃包装
容器、木包装容器及材料等包装废弃物的回收与处理
废旧农膜、渔具回收站点建设
废旧农膜、渔具机动收购站建设
废旧农膜、渔具运输和储存系统建设
废旧农膜、渔具用于生产再生颗粒
防水防漏材料、塑料编织袋、裂解油等设备的制造、
采购和运营
废塑料、废橡胶集中拆解处理和集中污染治理

７２９２∗ 包装服务 无污染生产包装服务

—９８—

国务院公报２０２１３１　　　　　　　　　 　　　　　　　　　　　　　　　　　　　 部门文件



代码
清洁生产产业
分类名称

对应国民
经济行业
代码(２０１７)

对应国民经济
行业名称

产品和服务索引

７７２３∗ 固体废物治理 工业固体废弃物回收、无害化处理和再利用(粉煤
灰、冶炼渣、工业副产石膏、赤泥、化工废渣等)
共伴生矿及尾矿、道路和建筑废物综合利用
煤系共伴生高岭土综合利用
铝矾土综合利用工程和煤层气综合利用
高铝粉煤灰综合利用

７７２４∗ 危险废物治理 卫生行业医疗废物治理服务
其他医药废物治理服务(化学药品原料、化学药品制
剂、兽用药品、生物药品制品制造产生)
废药物、药品、农药废物治理服务
木材防腐剂废物治理服务
废有机溶剂与含有机溶剂废物治理服务
热处理含氰废物治理服务
废矿物油与含矿物油废物治理服务
油/水、烃/水混合物或乳化液治理服务
多氯(溴)联苯类废物治理服务
精(蒸)馏残渣治理服务(精炼石油产品制造、煤炭加工、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基础化学原料制造、石墨及其他非
金属矿物制品制造、环境治理业和非特定行业产生)
燃料、涂料废物治理服务
有机树脂类废物治理服务
新化学物质废物治理服务
爆炸性废物治理服务
感光材料废物治理服务
表面处理废物治理服务
焚烧处置残渣治理服务
含金属羰基化合物、铍、铬、铜、锌、砷、硒、镉、锑、碲、
汞、铊、铅废物治理服务
无机氟化物废物治理服务
无机氰化物废物治理服务
废酸、废碱治理服务
石棉废物治理服务
有机磷化合物、有机氰化物废物治理服务
含酚、醚、有机卤化物、镍、钡废物治理服务
有色金属采选和冶炼废物治理服务
其他废物治理服务(石墨及其他非金属矿物制品制
造、环境治理和非特定行业产生)
废催化剂治理服务

７７２５∗ 放射性废物治理 生产过程中放射性废物治理服务

３４ 危险废物运输

３４０ 危险废物运输 ５３２０∗ 铁路货物运输 危险废物清洁铁路运输服务

５４３５∗ 危险货物道路运输 危险废物清洁道路运输服务

５５２∗ 水上货物运输 危险废物清洁水上运输服务

５６１２∗ 航空货物运输 危险废物清洁航空运输服务

５７∗ 管道运输业 危险废物清洁管道运输服务

５８１０∗ 多式联运 危险废物清洁多式联运运输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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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清洁能源产业

代码
清洁能源产业
分类名称

对应国民
经济行业
代码(２０１７)

对应国民经济
行业名称

产品和服务索引

１ 核电产业

１１ 核燃料加工及
设备制造

１１１ 核燃料加工 ２５３０　 核燃料加工

１１２ 核燃 料 加 工 设
备制造

３５９９∗ 其他专用设备制造 铀纯化转化、铀浓缩等设备
高性能燃料元件
堆内构件
先进乏燃料后处理装置
核辐射安全与监测装置
核设施退役与放射性废物处理和处置装置
铀钚混合氧化物燃料制备装置
铀、钍伴生矿综合利用技术和设备

１２ 核电装备制造

１２０ 核电装备制造 ３４１１∗ 锅炉及辅助设备制造 百万千瓦级先进压水堆核电站成套设备
快中子堆和高温气冷堆核电站设备
模块化小型核能装置
核级海绵锆
核级泵
核级阀
核电用锆合金包壳管
核电用换热管
核电用钛合金管道及其管配件
核动力蒸汽发生器传热管
核电用防辐射材料
核安全技术保障平台
核电设备成套
核电设备成套工程

３４６１∗ 烘炉、熔炉及电炉制造 核应急装置

１３ 核电运营、工程
施工与技术服务

１３１ 核电运营维护 ４４１４　 核力发电

１３２ 核电工程施工 ４８５１∗ 架线及设备工程建筑 核电电力输送设备工程

４８７３　 核电工程施工

１３３ 核电工程技术服务 ４３２０∗ 通用设备修理 核能发电设备维修(含核发电用核燃料专用炉)
４３３０∗ 专用设备修理 核电产业相关新能源设备修理

７２４９∗ 其他专业咨询与调查 核电工业咨询服务

７３１０∗ 自然科学研究和试验发展 核能相关的基础学科研究

７３２０∗ 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
验发展

核电工程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

７４５２∗ 检测服务 核电产品检测服务

７４５４∗ 标准化服务 核电产品标准服务

７４５５∗ 认证认可服务 核电产品认证服务

７４８１∗ 工程管理服务 核能发电工程管理

７４８２∗ 工程监理服务 核能发电工程监理

７４８３∗ 工程勘察活动 核电站建筑工程勘察

７４８４∗ 工程设计活动 核电站建筑工程设计

７５１５∗ 新能源技术推广服务 核电技术推广服务

２ 风能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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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清洁能源产业
分类名称

对应国民
经济行业
代码(２０１７)

对应国民经济
行业名称

产品和服务索引

２１ 风能发电装备制造

２１１ 风能发电机装备
及零部件制造

３４１５　
３８１１∗

风能原动设备制造
发电机及发电机组制
造

陆上风力发电机组
海上风力发电机组
海上风力发电机
海上风力发电风轮叶片
海上风力发电用轴承
海上风力发电用齿轮箱
海上风力发电用整机控制系统
海上风力发电用变桨系统
海上风力发电用偏航系统
海上风力发电用变流器
海上风力发电用变压器
海上风力发电用密封件
高原型风力发电机
高原型风力发电风轮叶片
高原型风力发电用轴承
高原型风力发电用齿轮箱
高原型风力发电用整机控制系统
高原型风力发电用变桨系统
高原型风力发电用偏航系统
高原型风力发电用变流器
高原型风力发电用变压器
高原型风力发电用密封件
低温型风力发电机
低温型风力发电风轮叶片
低温型风力发电用轴承
低温型风力发电用齿轮箱
低温型风力发电用整机控制系统
低温型风力发电用变桨系统
低温型风力发电用偏航系统
低温型风力发电用变流器
低温型风力发电用变压器
低温型风力发电用密封件
低风速风力发电机
低风速风力发电风轮叶片
低风速风力发电用轴承
低风速风力发电用齿轮箱
低风速风力发电用整机控制系统
低风速风力发电用变桨系统
低风速风力发电用偏航系统
低风速风力发电用变流器
低风速风力发电用变压器
低风速风力发电用密封件
风能监测与应用装备

２１２ 风能 发 电 其 他
相关 装 备 及 材
料制造

２６４１∗
２６５２∗
３０１１∗

涂料制造
合成橡胶制造
水泥制造

重防腐涂料
海上施工防腐橡胶材料
海航施工专用高强度灌浆材料

３０６２∗ 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制
品制造

海上施工防腐玻璃钢材料

３５１６∗ 冶金专用设备制造 大型法兰锻造设备

３７３１∗ 金属船舶制造 运行维护专用船舶及装备

—２９—

国务院公报２０２１３１　　　　　　　　　 　　　　　　　　　　　　　　　　　　　 部门文件



代码
清洁能源产业
分类名称

对应国民
经济行业
代码(２０１７)

对应国民经济
行业名称

产品和服务索引

３７３７∗ 海洋工程装备制造 海缆敷设装备(包括护管)
海上升压站专用设备

３７９２∗ 水下救捞装备制造 海上作业逃生救援装置

３８２４∗ 电力电子元器件制造 电流保护装置
风能发电保护控制装置与设备

３８３１∗ 电线、电缆制造 交流输电 XLPE绝缘海底电缆及附件
直流输电 XLPE绝缘海底电缆及附件

４０２３∗ 导航、测绘、气象及海
洋专用仪器制造

风能测量与应用装备
海洋水文观测仪器
海洋测风设备
海缆故障检测设备
海上防撞导航设备

４０２８∗ 电子测量仪器制造 海上风电电位检测装置

２２ 风能发电运营、
工程施工与技
术服务

２２１ 风能发电运营维护 ４４１５　 风力发电

２２２ 风能 发 电 工 程
施工

４８３９∗
４８５１∗
４８７４∗

其他海洋工程建筑
架线及设备工程建筑
风能发电工程施工

海上风电机组施工
风能发电电力输送设备工程
海上风电设备安装
风电场建设施工

２２３ 风能 发 电 工 程
技术服务

４３２０∗
４３３０∗
４３５０∗
７２４９∗

７３１０∗
７３２０∗

７４５２∗
７４５４∗
７４５５∗
７４８１∗

７４８２∗
７４８３∗
７４８４∗
７４９１∗

通用设备修理
专用设备修理
电气设备修理
其他专业咨询与调查

自然科学研究和试验发展
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
验发展
检测服务
标准化服务
认证认可服务
工程管理服务

工程监理服务
工程勘察活动
工程设计活动
工业设计服务

风能原动设备维修
风电产业相关新能源设备修理
风力发电机组维修
风力发电咨询服务
风能资源评估服务
风能相关的基础学科研究
风力发电工程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

风电产品检测服务
风电产品标准服务
风电产品认证服务
风电场验收及后评价服务
风电场风险评估服务
风能发电工程监理
风能发电建筑工程勘察
风能发电建筑工程设计
风电场设计服务

７５１５∗ 新能源技术推广服务 风能发电技术推广服务

３ 太阳能产业

３１ 太阳能设备和
生产装备制造

３１０ 太阳 能 设 备 和
生产装备制造

３４１３∗
３４１９∗
３４２３∗
３４２４∗
３４４１∗

汽轮机及辅机制造
其他原动设备制造
铸造机械制造
金属切割及焊接设备制造
泵及真空设备制造

滑参数汽轮机
太阳能源原动机
多晶硅铸锭装备
太阳能集热产品用的激光焊接设备
熔融盐泵
薄膜铜铟镓硒吸收层共蒸发镀膜设备
连续卷对卷多点分布式共蒸法镀膜设备
太阳能吸热涂层的镀膜设备
大型镀膜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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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清洁能源产业
分类名称

对应国民
经济行业
代码(２０１７)

对应国民经济
行业名称

产品和服务索引

３４６３∗ 气体、液体分 离 及 纯
净设备制造

真空管排气设备
熔融盐合成设备

３５１５∗ 建筑材料生产专用机
械制造

玻璃弯曲钢化设备
夹胶玻璃弯曲设备
金属/玻璃封接设备

３５２１∗ 炼油、化工生 产 专 用
设备制造

油盐换热器
蒸汽发生器

３５６１∗ 电工机械专用设备制
造

高效电池片及组件制造设备
新型太阳电池制造装备

３５６２∗ 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
制造

太阳能级多晶硅生产设备
单晶硅拉制设备
自动化集成芯片互联设备
多线切割设备

３５６９∗ 其他电子专用设备制造 太阳能电池片生产设备

３８１１∗ 发电机及发电机组制
造

斯特林发电机
有机郎肯循环发电设备

３８２４∗ 电力电子元器件制造 光热设备及其元器件制造
太阳能发电保护控制装置与设备制造

３８２５　 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

３８４３∗ 铅蓄电池制造 太阳能用蓄电池

３８４９∗ 其他电池制造 太阳能用蓄电池充放电控制器
太阳能储能材料及产品
有机聚合物电极

３８５２∗ 家用空气调节器制造 太阳能空调制冷系统与设备
太阳能热泵空调机组
太阳能在工农业应用的中低温系统与设备

３８６２∗ 太阳能器具制造 太阳能采暖系统与设备
太阳能中高温集热系统与设备
太阳能与空气源热泵热水系统
太阳能与建筑结合集热系统
太阳能吸热涂层镀膜设备
平板太阳能集热器生产设备
数兆瓦或数十兆瓦级太阳能高温热发电系统及装备

３８６９∗ 其他非电力家用器具
制造

中高温太阳能集热管
高效平板集热器
太阳能集热产品

４０１５∗ 试验机制造 集热管圆度校准机

４０２９∗ 其他专用仪器制造 真空管质量在线监测仪

４０４０∗ 光学仪器制造 高强度曲面反射镜
聚光器
聚光场控制装置
聚光器用减速机
聚光器用控制器

３２ 太阳能材料制造

３２０ 太阳能材料制造 ０９１９∗ 其他常用有色金属矿采选 钙钛矿

２６１４∗ 有机化学原料制造 硅烷

２６４１∗ 涂料制造 高光利用率涂层材料
吸热体涂层材料

３０４２∗ 特种玻璃制造 光伏导电玻璃
与金属封接用玻璃管材

３０９１∗ 石墨及碳素制品制造 太阳能用石墨材料

３３９３∗ 锻件及粉末冶金制品制造 吸气剂

３５６２∗ 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制造 光伏电池封装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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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能源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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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国民
经济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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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国民经济
行业名称

产品和服务索引

３９８５∗ 电子专用材料制造 单晶硅锭
碲化镉
专用银浆
晶硅材料
单晶硅片
光伏电池材料

３３ 太阳能发电运
营、工程施工与
技术服务

３３１ 太阳 能 发 电 运
营维护

４４１６　
４４１９∗

太阳能发电
其他电力生产 风光互补供电系统服务

３３２ 太阳能工程施工 ４８５１∗ 架线及设备工程建筑 太阳能电力输送设备工程

４８７５∗ 太阳能发电工程施工 太阳能发电系统工程建设

３３３ 太阳 能 工 程 技
术服务

４３２０∗
４３３０∗
４３５０∗
７２４９∗
７３１０∗
７３２０∗

７４５２∗
７４５４∗
７４５５∗
７４８１∗

７４８２∗
７４８３∗
７４８４∗
７５１５∗

通用设备修理
专用设备修理
电气设备修理
其他专业咨询与调查
自然科学研究和试验发展
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
验发展
检测服务
标准化服务
认证认可服务
工程管理服务

工程监理服务
工程勘察活动
工程设计活动
新能源技术推广服务

太阳能源原动机维修
太阳能发电产业相关新能源设备修理
太阳能设备维修
太阳能咨询服务
太阳能相关的基础学科研究
太阳能工程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

太阳能发电产品检测服务
太阳能发电产品标准服务
太阳能发电产品认证服务
太阳能电站发电量和功率预测服务
太阳能发电系统验收及后评价服务
太阳能发电系统风险评估服务
太阳能资源评估服务
太阳能发电工程监理
太阳能发电建筑工程勘察
太阳能发电系统设计服务
分布式并网光伏发电系统技术服务
离网光伏发电系统技术服务
公共电网侧并网光伏发电系统技术服务
槽式太阳能热发电系统技术服务
塔式太阳能热发电系统技术服务
碟式太阳能热发电系统技术服务

４ 生物质能产业

４１ 生物质燃料加
工及生物质能
设备制造

４１１ 生物质燃料加工 ２５４１　 生物质液体燃料生产

２５４２　 生物质致密成型燃料加工

４１２ 生物质能设备制造 ３４１９∗ 其他原动设备制造 生物质能原动力设备

３４６１∗ 烘炉、熔炉及电炉制造 生物质燃烧锅炉及设备
生物燃料装备(农林废弃物生产高值生物燃料)
生物质成型燃料生产装备(大型自动化秸秆收集机械等)

３４６３∗ 气体、液体分 离 及 纯
净设备制造

生物质气化制氢装备
油料植物的高附加值利用装备
生物质降解与转化装备(秸秆、芦苇、麻类、藻类高效等)
二氧化碳藻类转化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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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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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２１∗ 炼油、化工生 产 专 用
设备制造

生物燃料乙醇及配套产品联产装备(非粮作物生物
燃料乙醇)
新型农林作物生物质能源生产装备
绿色生物柴油精制装备
生物质热解、气化燃料装备
生物质制氢、微生物制氢装备

３８１１∗ 发电机及发电机组制
造

兆瓦级沼气发电机组
垃圾、垃圾填埋气和沼气发电装备
生物质直燃、混燃和气化供热/发电装备

４２ 生物质能发电

４２０ 生物质能发电 ４４１７　 生物质能发电

４３ 生物质能供热

４３０ 生物质能供热 ４４３０∗ 热力生产和供应 生物质燃料供热(以秸秆、林业剩余物、生活垃圾等
生物质原料为燃料提供锅炉供热)

４４ 生物质燃气生
产和供应

４４０ 生物 质 燃 气 生
产和供应

４５２０　 生物质燃气生产和供
应业

４５ 生物质能发电
工程施工与技
术服务

４５１ 生物质能工程施工 ４８５１∗ 架线及设备工程建筑 生物质能发电电力输送设备工程

４８７９∗ 其他电力工程施工 生物质能发电建筑工程

４５２ 生物质能技术服务 ４３２０∗ 通用设备修理 生物质能发电设备维修

４３３０∗ 专用设备修理 生物质能发电产业相关新能源设备修理

７２４９∗ 其他专业咨询与调查 生物质能咨询服务

７３１０∗ 自然科学研究和试验发展 生物质能相关的基础学科研究

７３２０∗ 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
验发展

生物质能工程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

７４５２∗ 检测服务 生物质能发电产品检测服务

７４５４∗ 标准化服务 生物质能发电产品标准服务

７４５５∗ 认证认可服务 生物质能发电产品认证服务

７４８１∗ 工程管理服务 生物质能发电工程管理

７４８２∗ 工程监理服务 生物质能发电工程监理

７４８３∗ 工程勘察活动 生物质能建筑工程勘察

７４８４∗ 工程设计活动 生物质能发电建筑工程设计
生物质能发电电力输送设备工程设计

７５１５∗ 新能源技术推广服务 生物质能技术推广服务

５ 水力发电产业

５１ 水力发电和抽水
蓄能装备制造

５１０ 水力发电和抽水
蓄能装备制造

３３９１∗
３４１４∗

３８１１∗

３８２４∗

黑色金属铸造
水轮机及辅机制造

发电机及发电机组制
造

电力电子元器件制造

抽水蓄能铸件
高水头大容量抽水蓄能机组成套设备制造
变速抽水蓄能机组制造
海水抽水蓄能机组制造
高性能大容量水电机组制造
百万千瓦级大型水轮发电机组制造
超高水头大型冲击式水轮发电机组制造
水力发电保护控制装置与设备
水力发电设备及其元器件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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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和服务索引

５２ 水力发电运营、
工程施工与技
术服务

５２１ 水力发电运营维护 ４４１３　 水力发电

５２２ 水力发电工程施工 ４８５１∗ 架线及设备工程建筑 水力发电电力输送设备工程

４８７２　 水力发电工程施工

５２３ 水力发电技术服务 ４３２０∗ 通用设备修理 水力发电设备维修

４３３０∗ 专用设备修理 水电产业相关新能源设备修理

７２４９∗ 其他专业咨询与调查 水力咨询服务

７３１０∗ 自然科学研究和试验发展 水力相关的基础学科研究

７３２０∗ 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
验发展

水力工程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

７４５２∗ 检测服务 水电产品检测服务

７４５４∗ 标准化服务 水电产品标准服务

７４５５∗ 认证认可服务 水电产品认证服务

７４８１∗ 工程管理服务 水力发电工程管理

７４８２∗ 工程监理服务 水力发电工程监理

７４８３∗ 工程勘察活动 水力建筑工程勘察

７４８４∗ 工程设计活动 水力发电建筑工程设计
水力发电电力输送设备工程设计

７５１５∗ 新能源技术推广服务 水力技术推广服务

６ 智能电网产业

６１ 智能电力控制设
备及电缆制造

６１０ 智能电力控制设
备及电缆制造

３８２１∗ 变压器、整流 器 和 电
感器制造

智能型大型变压器
智能型直流换流变压器
智能型电抗器
智能无功补偿设备
自同步电压源逆变器
双模式逆变器
大功率充放电控制器
双向变流器

３８２３∗ 配电开关控制设备制
造

智能型配电系统
智能配电设施
高压和超高压开关
在线监测及诊断装置

５００千伏以上直流输电设备

８００千伏以上交流长距离输电设备
环保绝缘材料输变电设备
高精度、高性能不间断电源设备

３８３１∗ 电线、电缆制造 交联聚乙烯绝缘电力电缆及附件

６２ 电力电子基础
元器件制造

６２０ 电力 电 子 基 础
元器件制造

３８２４∗ 电力电子元器件制造 金属氧化物半导体场效应管
绝缘栅双极晶体管芯片及模块
快恢复二极管
功率肖特级二极管
中小功率智能模块

５英寸以上大功率晶闸管
集成门极换流晶闸管
新型真空开关管
新型动态无功补偿及谐波治理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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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功率高压变频装置
全数字控制交流电机调速系统
电气化铁路专用电力变流装置
超、特高压交直流输变电设备用绝缘成型件
垂直双扩散金属－氧化物场效应晶体管
可控硅

６３ 智能电网输送
与配电

６３０ 智能 电 网 输 送
与配电

４４２０∗ 电力供应 ７５０kV以上级交流输电
大规模电网安全保障和防御体系及智能调度系统
大规模储能系统
可再生能源规模化接入与消纳、分布式电源并网及
控制系统
正负５００kV以上常规直流输电
柔性直流输电

６４ 智能电网技术服务

６４０ 智能电网技术服务 ４３２０∗ 通用设备修理 智能电网通用设备修理

４３３０∗ 专用设备修理 智能电网专用设备修理

７２４９∗ 其他专业咨询与调查 智能电网其他专业咨询与调查

７３１０∗ 自然科学研究和试验发展 智能电网自然科学研究和试验发展

７３２０∗ 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
验发展

智能电网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

７４５２∗ 检测服务 智能电网检测服务

７４５４∗ 标准化服务 智能电网标准化服务

７４５５∗ 认证认可服务 智能电网认证认可服务

７４８１∗ 工程管理服务 智能电网工程管理服务

７４８２∗ 工程监理服务 智能电网工程监理服务

７４８３∗ 工程勘察活动 智能电网工程勘察活动

７４８４∗ 工程设计活动 智能电网工程设计活动

７ 其他清洁能源产业

７１ 其他清洁能源
装备制造

７１０ 其他 清 洁 能 源
装备制造

３４１９∗ 其他原动设备制造 潮汐能源原动机
原子能动力设备

３５９１∗ 环境保护专用设备制造 地热水处理设备

３５９７∗ 水资源专用机械制造 高效地热钻探设备
尾水回灌设备

３８１１∗ 发电机及发电机组制
造

地热能发电装备
氢能新兴能源装备
潮汐能发电装备
波浪发电装备
海流发电装备
温差发电装备
兆瓦级低热值燃气内燃发电机组
潮汐发电装备
深层干热岩发电系统
液化天然气动力装备

７２ 其他清洁能源
运营、工程施工
与技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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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２１ 其他 清 洁 能 源
运营维护

４４１９∗ 其他电力生产 潮汐能发电
地热能发电及热利用运维服务
氢能新兴能源运维服务
潮汐发电
波浪能发电
海流能发电
温差能发电
地热能发电
液化天然气能源运维服务

７２２ 其他 清 洁 能 源
工程施工

４８５１∗
４８７９∗

架线及设备工程建筑
其他电力工程施工

其他新能源发电电力输送设备工程
地热能发电及热利用工程建设
氢能新兴能源工程建设
液化天然气能源应用工程建设

７２３ 其他 清 洁 能 源
技术服务

４３２０∗
４３３０∗
７２４９∗
７３１０∗
７３２０∗

７４５２∗
７４５４∗
７４５５∗
７４８１∗
７４８２∗
７４８３∗
７４８４∗

７５１５∗

通用设备修理
专用设备修理
其他专业咨询与调查
自然科学研究和试验发展
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
验发展

检测服务
标准化服务
认证认可服务
工程管理服务
工程监理服务
工程勘察活动
工程设计活动

新能源技术推广服务

其他新能源发电设备维修
其他新能源发电产业相关新能源设备修理
其他新能源咨询服务
其他清洁能源相关的基础学科研究
地热能发电及热利用新兴能源技术研发
氢能新兴能源技术研发
液化天然气能源应用技术研发
其他清洁能源发电产品检测服务
其他清洁能源发电产品标准服务
其他清洁能源发电产品认证服务
其他新能源发电工程管理
其他新能源发电工程监理
其他新能源建筑工程勘察
其他新能源建筑工程设计
其他新能源发电电力输送设备工程设计
其他新能源技术推广服务

８ 传统能源清洁
高效利用产业

８１ 传统能源清洁生产

８１０ 传统能源清洁生产 ０６１０∗ 烟煤和无烟煤开采洗选 烟煤和无烟煤综合利用

０６２０∗ 褐煤开采洗选 褐煤综合利用

０６９０∗ 其他煤炭采选 其他煤炭综合利用

０７２１∗ 陆地天然气开采 陆地天然气资源开发和综合利用

０７２２∗ 海洋天然气及可燃冰开采 海洋天然气及可燃冰资源开发和综合利用

２５１１∗ 原油加工及石油制品
制造

重劣质原油、煤焦油加工
符合国 VI汽油标准的汽油产品生产
符合国 VI柴油标准的柴油产品生产
燃油清净增效剂生产

３５１２∗ 石油钻采专用设备制造 非常规油气勘查开采装备制造

３５１３∗ 深海石油钻探设备制造 海洋油气开采装备制造

３５２１∗ 炼油、化工生 产 专 用
设备制造

生产合规燃油设备制造
重劣质原油、煤焦油加工技术装备制造
人工智能技术炼化装备制造

８２ 传统能源清洁
运营、工程施工
与技术服务

８２１ 传统 能 源 清 洁
运营维护

４４１１∗

４４１２∗

火力发电

热电联产

电力企业废气综合利用
燃气发电
热电联产企业废气综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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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清洁能源产业
分类名称

对应国民
经济行业
代码(２０１７)

对应国民经济
行业名称

产品和服务索引

８２２ 传统 能 源 清 洁
工程施工

４８５１∗
４８７１∗

架线及设备工程建筑
火力发电工程施工

煤炭、石油等传统化石能源高效利用输送设备工程
火力发电建筑工程

８２３ 传统 能 源 清 洁
技术服务

７２４９∗
７３１０∗
７３２０∗

７４５２∗
７４５４∗
７４５５∗
７４８１∗
７４８２∗
７４８３∗
７４８４∗

其他专业咨询与调查
自然科学研究和试验发展
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
验发展
检测服务
标准化服务
认证认可服务
工程管理服务
工程监理服务
工程勘察活动
工程设计活动

传统能源高效利用技术咨询服务(煤炭、石油等)
传统能源清洁相关的基础学科研究
传统化石能源高效利用工程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
(煤炭、石油等)
传统能源清洁产品检测服务
传统能源清洁产品标准服务
传统能源清洁产品认证服务
传统化石能源高效利用工程管理(煤炭、石油等)
传统化石能源高效利用工程监理(煤炭、石油等)
传统化石能源高效利用工程勘察(煤炭、石油等)
传统化石能源高效利用建筑工程设计(煤炭、石油等)
传统化石能源高效利用输送设备工程设计(煤炭、石油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任免人员

２０２１年１０月４日

任命李立功为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副局长;免去张建华的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副局长职务.

２０２１年１０月１５日

任命卢映川为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

任命刘国永为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

免去石刚的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职务.

任命王建军为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免去阎庆民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职务.

２０２１年１０月１７日

任命邓励为外交部副部长.

任命华春莹 (女)为外交部部长助理.

任命尤政为华中科技大学校长 (副部长级);免去李元元的华中科技大学校长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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