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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产业结构优化明显加快，能源消费增速放缓
，资源性、高耗能、高排放产业发展放缓。但是必须指出的是，随着工
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和消费结构持续升级，我国能源需求刚性增长，
资源环境问题仍是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之一，节能减排依然形
势严峻、任务艰巨。

我国在“十二五”时期，就已经做出了很多努力。从《方案》可知，“
十二五”时期，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18.4%，化学需氧量、二
氧化硫、氨氮、氮氧化物等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分别减少12.9%、18%、
13%和18.6%，超额完成节能减排预定目标任务，为经济结构调整、环境
改善、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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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同时，相应的配套政策也已经出台。

2021年4月9日，国家财政部发布《关于下达2021年节能减排补助资金预
算的通知》，补助资金预算主要用于2019年度节能与新能源公交车运营
补助、2016-2019年度新能源汽车购置补贴、高效电机推广补贴三大部分
。此次下达的补助资金共97.7443亿元。其中，2019年度节能与新能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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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车运营补助50.884亿元，占比52.1%;2016-2019年度新能源汽车购置补贴
40.8904亿元，占比41.8%;高效电机推广补贴5.9699亿元，占比6.1%。反映
出目前国内节能减排政策重点聚焦新能源公交、新能源汽车的应用推广
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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