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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和调整产业布局和产业结构

一是大力推进资源基地建设。综合考虑资源禀赋、开发利用条件、环境承载力和区域产业布局等因素，从行业
层面需推动建设多个资源基地，将其作为保障国家金属矿山安全供应的战略核心区域，大力推进资源规模开发
和产业集聚发展。二是从产业结构层面，需培育建设大型矿业企业集团。把对稳定产能、产业升级、效益增长
具有重大影响的大型矿山项目新建、改扩建项目，列入国家重点建设工程；支持领军企业组建大型企业（集
团）。三是规范行业管理。建议出台行业规范条件，提高准入门槛，加强矿山生态环境治理，加快安全环保升
级改造，开展资源综合利用，推动产业集约化、绿色化、智能化转型，全面提高资源开发利用水平，实现高质
量、可持续发展。

大力推广低碳节能技术，提高用能效率

一是应用新工艺、新技术，如铁矿行业正在推广应用的层压粉碎技术 高压辊磨机 可实现多破少磨、降
低能源消耗和碳排放；二是大力推进智能矿山建设及能源管控体系建设，提高金属矿山能源利用效率，如露天
矿山无人运输、地下矿山无人采矿等技术的推广应用；三是进行工艺装备技术升级改造，采用新材料和节能技
术延长设备的使用周期，降低设备能耗。

我国金属矿山降碳路径探讨 (一)



3.发展新能源

优化用能结构一是充分利用选矿厂、办公楼等屋顶发展分布式光伏发电；二是充分利用金属矿山排土场、尾矿库、
工业场地等占地面积大的特点，大力发展风电、光伏、抽水蓄能电站等新能源，优化金属矿山用能结构，替代化石
燃料消耗，降低碳排放。

4.产业协同降碳

一是产业链上下游纵向协同降碳。金属矿产品作为冶炼产业的原料，产业链上下游协同降碳空间巨大。就钢铁产业
链看，钢铁行业是我国工业行业中主要的碳排放行业，年二氧化碳排放量约占全国碳排放量的15%，钢铁行业优化
炉料结构、提高入炉品位是重要的减碳路径之一，同时对上游矿山铁精矿品位提出了更高要求，也为产业上下游协
同降碳提供了机遇。从碳足迹角度看，产业链上下游协同降碳也是重要的减碳路径。二是产业间横向协同减碳。金
属矿山采选过程产生大量固体废弃物，近年来随着环保政策趋严，金属矿山废石综合利用生产建筑骨料、机制砂，
尾砂综合利用提取建筑砂、制作混凝土砌块等建筑材料，以及尾砂充填采矿法得到广泛应用。这些措施可大规模减
少砂石开采和河道取砂，减少崩落法采矿导致的地面塌陷，降低对环境的扰动，实现产业间协同降碳。

我国金属矿山降碳路径探讨 (二)



5.推进矿山生态修复和复垦，开展生态碳汇

矿山开发过程中，必然导致生态环境的损害，通过绿色矿山建设，推进生态环境修复和复垦，部分闭库尾矿库或
排土场还可开展生态碳汇建设，为企业碳中和打下坚实基础。

6.科技创新是实现碳中和的重要保障

在金属矿山降碳和实现碳中和的过程中，需要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力度，充分利用节能新装备、新技术提高能源利
用效率，研发负碳技术实现碳中和，建议金属矿山要加强与其他产业的协作，积极参与CCS、CCUS等负碳技术的
研发，充分利用矿山巷道、露天矿坑等空间，发展负碳技术，为碳中和奠定基础。

我国金属矿山降碳路径探讨 (三)



我国的新能源在大体上的情况下是可以按其划分类别为：新型太阳能、生物质能、氢能、地热能、海洋能、小规模
水电、核能等。

核电

核能主要是清洁的可再生能源。目前预计中国的核电在建的装机规模将继续居于目前全球第 ：在中国新建的
核电机组 台，总在运核电的装机容量 万千瓦，占全球装机容量仅次于全球的 年中国在运大型核电
的在建装机规模将在全球继续居于目前全球第三，达到 万千瓦，在世界新建 万千瓦，仅次于美国和法国。
目前关于我国新一届政府的核电发展规划的总体目标，也就是到 年，每年的核发电装机能力，从目前的
兆瓦，增加到 万兆瓦，意味着 年的 年里，中国将继续增建 座大型核电厂。

太阳能

太阳能是清洁可再生的新型清洁能源，目前已在我国各地区得到较大程度和范围的推广使用，主要是体现在人
为对太阳能热水器的研发和普及推广使用。在河北山东等全国各地，太阳能热水器产业正逐步得到快速的发展，许
多高新技术产品如太阳能动力电池等也日臻成熟。

新能源的类别 (一)



水能

水能在目前的发展阶段我国早已充分开始使用并得到了较大规模的研究开发和推广使用，主要用途之一最重要
的就是水力发电。较早期的风力水电站主要有小浪底水电站，刘家峡水电站等现在还有规模较大的如三峡水电站
等。这些大型水电站的建设和发展为促进了我国的健康可持续发展经济和人民的社会发展建设了事业并且为人民提
供了清洁能源的安全保障，对于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也作出了巨大的社会贡献。

风能

据世界和中国的近十年风电建设和综合利用发展研究的报告分别指出，如果充分的研究和深入开发，中国到
年将已经有能力在 年实现 万千瓦的大规模风电的并网和装机容量，风电将远远的超过日本和美国的

核电成为目前世界和中国第三大以利用风能为主力发电的风能综合电源。在目前我国四川和甘肃等西北盆地风能的
综合利用发电和资源丰富的发达省份和边远地区有较大实力和规模的投资进行风电建设和应用。

新能源的类别 (二)



全球新能源企业 强总营业收入实现逆势增长，达 万亿元，比 年的 万亿元增加 亿元，同比
增长 。风电三巨头 、 和 占据了 强 前三的
位置，且营业收入均超过了 亿元人民币，创造了新的历史记录。其中，中国有协鑫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力
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晶科能源有限公司、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天能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 企业入围榜单，排名第一。

年，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规模突破 亿千瓦，水电、风电装机均超 亿千瓦，海上风电装机规模跃居世界
第一，新能源年发电量首次突破 万亿千瓦时大关，继续保持领先优势。
截至 年 月底，全国发电装机容量约 亿千瓦，同比增长 。其中，风电装机容量约 亿千瓦，同比增
长 ；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约 亿千瓦，同比增长 。

年 月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为未来 年我国标准化发展圈定了目标和任
务，提出加强关键技术领域标准研究。在两化融合、新一代信息技术、大数据、区块链、卫生健康、新能源、新
材料等应用前景广阔的技术领域，同步部署技术研发、标准研制与产业推广，加快新技术产业化步伐。 年
月 日，国务院印发《 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提出大力发展新能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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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关于促进新时代新能源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旨在锚定到
年我国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达到 亿千瓦以上的目标，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

全球和中国新能源趋势



国际能源署（IEA）2022年5月发布《可再生能源市场报
告：2022-2023年展望》报告，基于全球形势变化对2021

年底发布的《可再生能源2021》报告中2022-2023年展望预
测进行了更新。报告指出，尽管疫情影响全球供应链稳定。

但2021年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依然再创新高，增长了6%，
达到近295吉瓦。由于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预计2022-

2023年太阳能光伏和风电成本将高于全球疫情前水平，但
由于天然气和煤炭价格的大幅上涨，可再生能源仍具有一定
的竞争力。

到2022年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将进一步增长8%以上，达到
近320吉瓦；而生物燃料预计将同比增长5%，2023年将增
长3%。当前能源市场的不确定性增加，能源安全成为各国
重点关注对象，提高能源效率和发展可再生能源成为下一阶
段各国政策实施重点。

Source: IEA

全球和中国新能源趋势



吉瓦

Source: IEA

全球和中国新能源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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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和中国新能源趋势



全球和中国新能源趋势

太阳能主流



在中国和欧盟的推动下，2022年和2023年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容量预计将同比增长8%
中国尽管在2021年逐步取消了对所有可再生能源的激励措施，但2022年和2023年可再生能源仍
将保持增长势头。
这主要由于：①大部分省份太阳能光伏和陆上风电成本低于煤炭基准价格；②政府宣布在被称
为 超级枢纽 的新疆和内蒙古两省新增450吉瓦的大型陆上风电和太阳能光伏项目，其中100吉
瓦的可再生能源项目于2022年初开建；③中国财政部确认将在2022年之前支付价值600亿美元的
无偿可再生能源补贴，改善开发商的资产负债信誉，并为新项目释放新的资金；④在没有国家
补贴的情况下，省级政府仍在为可再生能源项目提供税收优惠和低成本融资。

在欧盟，太阳能光伏占可再生能源增量的绝大部分，更快的激励政策推动了在德国、荷兰、波
兰、意大利和法国光伏产业的发展。巴西宽松的净计价方案促进了分布式光伏市场的繁荣，为
拉丁美洲预测的上调提供了支撑。在印度，2021年延期的可再生能源项目将促使2022年可再生
能源装机容量出现更高增长。此外，随着分布式太阳能光伏产能的增加，将进一步支撑印度整
体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上涨。日本2022-2023年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也较2021年有所下调，
主要是由于太阳能光伏的上网电价审批较慢。新的上网电价补贴（FIP）计划于2022年4月启
动。从长远来看，这将会促使日本太阳能光伏和陆上风电的装机容量进一步增长，但短期内仍
然存在不确定性。

全球和中国新能源趋势



中国碳市场交易模式
合规市场



中国碳市场交易工具



数据来源：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

年更新

全国碳交易市场与 年 月 日正式开始，碳配额开
盘价为 元 吨，截至 年 月 日，碳配额升至

元 吨，涨幅 ，中国全国碳市场运行平稳，累
计交易量特破 亿吨，总成交金额大约 亿元。

全国碳市场的配额总量约为 亿吨，根据目前的交易量
测算，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交易换手率在 左右。
而欧盟碳市场是目前全球范围内交易最活跃的碳市场，
欧盟碳市场的换手率从初期的 ，提升至当前的

，与欧盟碳市场相比，中国全国碳市场尚处于发展
初期，市场活跃程度还有较大提升空间。

碳市场的发展现状 配额交易情况

截至 年 月 日



加州
13美元/吨

欧盟
95欧元/吨

澳洲
40澳元/吨

韩国
30美元/吨

魁北克
28.86美元/吨

中国
50-60元人民币/吨

（约8-10美元/吨）

瑞典
129美元/吨

新西兰
47美元/吨

碳市场的发展机遇 中国碳价被严重低估



合规市场（排放交易系统） 自愿碳信用交易市场

亿美元

20亿
美元

全球碳信用市场价值

Source: Reuters 2022, Ecosystem Market Place 2022



港交所推香港国际碳市场

港交所 于 年 月 日宣布推出全新的国际碳市场 ，致力连接资
本与香港、中国内地、亚洲以至全球的气候相关产品和机遇。 支持市场进行
高效和透明的碳信用产品和工具的交易，协助推动全球净零转型。 平台参与
者可透过平台获取产品讯息、持有、交易、交收及注销自愿碳信用产品。

港交所集团行政总裁欧冠升表示，应对气候危机是这一代最迫切的议题，必须果断采取
行动，加强地区和国际合作，资本市场在其中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 的推出
将进一步巩固港交所支持全球过渡至低碳经济的承诺，建设可持续未来。

港交所市场联席主管苏盈盈称，相信 会发展成为重要的基础设施。作为其与
国际紧密联系的生态圈之一， 为新气候项目、技术及业务模式配对资金。平
台将有助加快全球过渡至净零排放的进程，为新世代建设可持续未来。

上的碳信用产品来自全球各地经国际认证的碳项目，包括碳避免、减碳及碳
消除项目。所有于 上市的项目均经认证及符合国际标准，例如 的核证减
排标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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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物碳汇独特的化学俘获机理可确保CO2被永久封存在地球内部，泄露风
险很低，易被公众接受，是较为安全和理想的CO2封存方法。

全球项目实施概况:

近年来，世界上已经有少数国家（如美国、日本、冰岛等）启动了矿物碳汇
工程验证项目，以便开展现场试验和研究。这些项目对今后全球矿物碳汇技
术的推广和应用将起到重要的引领和示范作用。

冰岛Carbfix项目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的CO2矿物转化示范项目之一。在
项目第一阶段，工作人员把280吨CO2饱和水注入30℃的玄武岩中，结果在
两年内完全矿化。从2014年开始，工作人员将注入速度提高到每年10～15

千吨，并注入深度更大、温度更高的岩层里。研究表明，注入的大部分CO

2在几个月的时间内就开始转化为碳酸盐矿物，CO2在玄武岩层中的矿化速
度远远超过了研究人员预期。2021年，Carbfix计划启动另外两个注入项目：
在雷克雅未克能源公司地热厂每年注入约1千吨的CO2进行先导性试验；向
另外一个较浅的玄武岩储层内每年注入高达4千吨的CO2。

矿物碳汇：二氧化碳减排的新契机



Source: ESG Report 2021

将矿山生态修复与国土空间规
划、乡村振兴规划等相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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