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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国务院印发《“十三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以下简称《
方案》），明确了“十三五”节能减排工作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对
全国节能减排工作进行全面部署。方案中指出：到2020年，全国万元国
内生产总值能耗比2015年下降15%，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在50亿吨标准煤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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