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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成玉：企业是实践者、示范者、倡导者

7 月 30 日， 在“关注气候中国峰
会”开幕式上，全球契约中国网络主席
团成员、巴斯夫全球高级副总裁关志华
对巴斯夫公司的碳排放理念和措施进
行了阐述， 并表示在碳排放披露方面，
巴斯夫可以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案例。

关志华表示， 在以可持续发展作
为最终目标来整合企业发展的战略方
面，作为一个化学公司，巴斯夫首先要
把化学品的处理工作尽可能做好，把
风险降到最低。通过科学的研发，为社
会所追求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价值的
解决方案， 这是一个不断追求公司竞
争价值的议题。而对于能源的使用，关
志华则强调， 巴斯夫是一个非常懂得
综合利用能源和材料的企业， 在化工
行业里是发展循环经济的代表， 是以

一体化综合使用为生产理念。
为了解释这种生产理念是如何进

行实际应用的， 关志华提到了巴斯夫
公司跟中石化合作的在南京的一个生
产基地。 这个生产基地整合了巴斯夫
多年的经验， 在同一个生产基地有几
十个不同的工厂同时营运， 用管线综
合使用一个工厂多产生的热能和排
放，作为下一个工厂的能耗和原材料。
这种付诸实际的一体化综合使用的生
产理念，不仅节省了能源，对保护当地
的生态也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关志华同时指出，为了拥有更好的
节能技术，巴斯夫公司每年投入十几亿
欧元在研发方面， 并且每年都有超过
1000多个专利申请，其中超过 1/3是针
对可持续发展的议题。 同时，巴斯夫还

非常重视透明的生产和透明的经营，通
过对全面碳排放的统计，从原材料到产
品生产，再到产品最终的使用上都考虑
到碳排放的问题，这为下游产业减少碳
排放提供了很多帮助。

他表示，从 2008 年起，巴斯夫每
年都有一个关于全球区域性的综合报
告，里面的环境数据有 7 大数据，其中
包含最基本的三废， 三废里面的碳含
量，温室气体排放、耗水、耗电，再就是
安全指标。 综合报告里还包括经济发
展以及对生态、对社会的一些贡献，这
些数据每年都会被披露。 巴斯夫在针
对碳的排放方面做了很多的工作，对
此，关志华自豪地说，在碳排放披露方
面， 巴斯夫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案例
来参考。

王计：用部分淘汰和牺牲换取减排增容

宋志平：资源使用效率决定可持续发展

关志华：巴斯夫能做好碳排放披露工作

本报记者 任腾飞

7 月 30 日，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
司董事长、党组书记傅成玉在由联合国
全球契约中国网络主办的“关注气候中
国峰会”上致开幕词，并强调青年是世
界的未来，要关注青年人在气候领域发
挥的重要作用。

作为联合国全球契约中国网络首
任轮值主席， 傅成玉始终致力于通过
推动中国企业以及在中国的跨国企业
更好履行联合国全球契约， 来带动更
多国内优秀企业加入到联合国全球契
约当中。 就像出席本次峰会的中国建
材、东方电气、巴斯夫等企业，他们都
是率先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的先
锋。 他们在峰会上进行经验交流和介

绍，让更多的企业汲取经验，促使更多
的国内企业积极行动起来。

傅成玉认为，企业界既应该是应对
气候变化的实践者和示范者，也应该是
有力的倡导者。 企业作为市场的主体，
除了创造社会财富、 追求经济效益，同
时还应该注重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走
生态文明与企业发展共赢道路，通过负
责任的投资和生产经营实现可持续发
展和与利益相关方的合作共赢。

在这次会上，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
要着重加强青年人对气候变化的认识，
注重他们在其中发挥的作用。 对此，傅
成玉同时指出， 青年是世界的未来，要
关注青年人在气候领域发挥的重要作
用。在峰会期间，这些青年大使与日本、
韩国选派的优秀青年代表通过交流，探

讨青年人应如何做出表率，采取行动应
对气候变化。除了企业要在气候变化方
面起到先锋作用，抓起青年人这股力量
也是在根本上更有力的推动了整个社
会对生态文明保护的意识。

傅成玉还表示，要加强与地区网络
之间的沟通和合作，特别是要交流扩大
中日韩三国网络的影响。在可持续发展
中，环境相互关联和影响，任何行业和
组织都不能独善其身。中日韩三国要形
成关注气候共识，采取一致行动，在科
技、金融、人才和管理方面加强合作与
创新，共享好的实践经验，共同致力于
改善本地区的气候环境。中日韩三国加
强交流、 推进可持续发展不仅对本国，
也将对本地区乃至世界经济产生重要
影响。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
董事长、党组书记

傅成玉

7 月 30 日，在由中国企业界推动
和倡导的“生态文明美丽家园”关注气
候中国峰会上， 中国东方电气集团有
限公司董事长王计表示， 要满足绿色
发展就必须面对电力需求与生态文明
的双重压力，用局部的淘汰和牺牲，换
取了新技术带来的减排和增容。

王计介绍到，东方电气集团有限
公司是中央确定的涉及国家安全和
国民经济命脉的 53 户国有重要骨干
企业之一，在近几年，东方电气为满
足社会能源供应和生态文明建设的
需要方面做了不少工作。

在新能源的开发利用方面，东方
电气是最早的进入者。 2002 年东方电
气的火电机组占全集团当年发电设
备总量的 82.5%，水电占 17.5%，而到

了 2012 年， 煤电机组降至 54%，水
电、风电在内的可再生能源的比例升
至 22.5%， 清洁能源的核电燃气发电
达到了 23.3%， 初步实现了产品结构
从满足市场电力需求型到符合绿色
能源、绿色经济的未来型转变。

王计同时表示，在调整结构和推
动转变的过程中，东方电气也并非一
帆风顺。 2011 年，东方电气受到日本
福岛核事故影响，股价下跌，市值缩
水。 祸不单行的是，在风能发电和太
阳能发电领域，也因产能严重过剩和
恶性竞争导致的价格扭曲，使东方电
气在新能源领域的开发和调整上遭
受了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虽然道路充满曲折和挑战，东方
电气还是坚持完成了调整之路。 面对

复杂的局面， 东方电气调整战略，通
过不断提高光伏电磁片的转换效率，
继续向客户提供太阳能光伏发电的
电磁片、组件和系统控制装备。

对此，王计表示，关键在于选择。
燃煤发电仍是我国电力装机不能放
弃的选择之一，如何使其既能符合中
国资源禀赋的实际，又能满足绿色发
展，关键在于用什么样的燃煤发电技
术，什么样的布局方式来装备小康社
会所必须具备的装机容量。 比如在
2007 年—2012 年的五年间，电力行业
共关闭部分中小火电机组，换来了原
煤少烧 9200 万吨， 二氧化碳排放减
少 1.84 亿吨，可以说这是用局部的淘
汰和牺牲，换取了新技术带来的减排
和增容。

中国东方电气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计

2013 年全球契约峰会于 7 月 30
日在北京举行， 中国建筑材料集团董
事长、 中国医药集团董事长宋志平会
上发言时表示，高效使用资源，降低能
源消耗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最直接
的渠道。

宋志平从事建材行业 30 余年，这
种工作经历使他对资源消耗型行业有
着更加深刻的理解。他指出，建材行业
是资源能源依赖型产业， 生产过程当
中排放的温室气体和氮氧化物会对环
境造成严重负荷， 资源使用效率和环
境治理效果决定着企业、 环境乃至全
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目前， 中国建材集团有控股上市
公司 6 家， 其中包括 2 家香港上市公
司，员工超过 16 万人，2013 年居财富

世界 500 强第 319 位， 是全球最大的
水泥制造商。 作为目前中国最大的综
合性建材产业集团， 节能环保始终都
是中国建材五大社会责任核心的议题
之一。企业秉承建设创新绩效型、资源
节约型、 环境友好型和社会责任型的
四型企业， 在资源型企业的队伍中一
直是节能环保的倡导者。

作为建材行业的领头羊和节能环
保的倡导者，宋志平表示，中国建材在
积极利用自身优势， 为促进行业健康
发展做出更多的贡献。2012 年，中国建
材集团在行业内率先发起低碳、 安全
与环保责任宣言，得到了广泛的响应。
通过承担编制水泥生产企业二氧化碳
排放计算方法， 为行业走低碳发展道
路提供了数据基础。 通过淘汰落后产

能，实施工艺升级和技术改造，提高能
源利用效率，充分利用煤矸石、污泥、
城市垃圾等可燃废物，减少能源消耗。

在原材料的选择上， 宋志平向与
会者介绍， 中国建材正在全力开发推
广新型建材、新型房屋和新能源材料，
为全社会实现低碳发展贡献力量。 目
前， 建筑能耗已经成为社会能耗的大
户， 差不多消耗总能源的 40%左右。
为了改善这种高能耗局面， 中国建材
研发推广了绿色节能的新型建材和新
型房屋， 努力打造生态建筑、 绿色建
筑。 这些以资源综合利用为特征的循
环经济产业下的低碳环保建材产品，
具有耐久性、节能性、安全性和循环性
的特点， 值得在更广泛的领域进行采
用和推广。

中国建筑材料集团董事长、
中国医药集团董事长

宋志平

全球契约中国网络主席团成员、
巴斯夫全球高级副总裁

关志华

声音
（上接第一版）

中国作为世界上的一个新兴经济体， 正处在工业
化、城镇化进程的关键时期。人口众多，自然资源、能源
禀赋状况较差，经济发展不平衡、结构不合理等，使得
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任务十分艰巨和迫切。 企业是推
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在应对气候变化中担负
着重要任务和责任。 广大企业要认真按照“把生态文
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的要求，为应对气候变化做出更
大的努力。

一是要深刻认识企业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重要
作用。 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的中心问题是，经济发展与
环境保护相协调，经济发展、工业化、城镇化等人类活
动和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相适应。 在这一进程中，企业
扮演着关键性角色，起着关键性作用。企业提高能效，
向绿色低碳发展转型，可以直接减少企业生产经营活
动的碳排放；开发、推广绿色低碳产品和服务，能够有
力促进低碳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的建立。 这些都对应
对气候变化具有重要意义。 企业要敢于担当，采取更
加自觉和主动的行动，在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中发挥
作用。

二是要切实把绿色低碳发展纳入企业发展战略规
划。 企业需要从长远发展的角度，以全球视野，把绿色
低碳发展作为企业转变发展方式， 走质量效益型发展
道路的重要内涵和主要抓手， 纳入企业可持续发展规
划；需要关注国际应对气候变化发展趋势，认真研究分
析国际国内降低碳排放、发展低碳技术国际公约、标准
和政策，使企业发展战略目标、方向与应对气候变化发
展趋势保持一致， 减少未来因气候变化问题给企业发
展带来的风险。绿色创新是新的全球性需求，企业应当
抓住机遇，促进向低碳发展转型，建立低碳竞争优势，
提升企业综合竞争能力。

三是要大力开发和采用低碳技术。 为应对气候变
化，我国提出到 2020 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
放要比 2005 年下降 40%—45%。“十二五”时期，我国单
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降低 16%， 二氧化碳排放降
低 17%。 完成这一目标，企业必须加大技术改造和技术
创新力度， 开发能够大幅减少能源消耗和直接温室气
体排放的新低碳技术，并广泛运用这些技术。特别是能
源、运输、冶金等碳排放密集行业的企业，更要大力采
用低碳技术。 运用新的低碳技术 ,建设以低排放为特征
的企业生产体系。 企业特别是大型企业，应当通过制定
标准等， 带动供应链及行业内企业提高低碳生产技术
水平， 促进供应链和行业共同采取应对气候变化的行
动。

四是要努力推进企业结构调整。 电力、钢铁、有色、
建材、化工、石油加工等行业，是我国经济的主体。这些
行业的企业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 能源消耗与国
际先进水平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 要通过调整和优化
结构，提升产业水平，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向低消耗、低
污染、低排放发展方式转变。认真研究分析低碳生活方
式、 低碳消费发展带来的对低碳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和
市场，积极开发和发展低碳产品和业务。围绕防治环境
污染、改善生态环境、保护自然资源，积极研发环保技
术与装备，提供环保服务，大力发展环保产业。 6 月 20
日，我国深圳率先启动碳排放权交易，企业推进结构调
整和减排行动中， 也应当利用市场机制， 促进节能减
排、控制温室气体排放。

五是要勇于承担低碳发展社会责任。 减少碳排放
是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内容。 企业应当勇于向社会做
出承诺，并自愿接受社会对企业低碳发展情况的监督。
企业要进一步提高认识，转变思路，不但要认真完成政
府部门要求的节能减排任务， 而且要积极履行社会责
任，从应对气候变化的角度，主动实施针对气候变化的
节能减排措施。 积极响应和落实我国政府应对气候变
化方面的政策和要求，积极支持全社会应对气候变化，
参与社会应对气候变化共同行动。

应对气候变化， 保护环境， 需要全社会的共同行
动，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在应对气候变化进程
中扮演着不同角色。 中国企联和行业协会作为联系政
府与企业的桥梁纽带，是推动企业和行业发展的一支
重要力量，应当在应对气候变化中发挥积极主动的作
用。 多年来，中国企联一直十分重视推动企业节能减
排、保护环境和应对气候变化等方面的工作。 中国企
联在 2011 和 2012 年，连续对中国企业节能减排现状
进行评估并发布权威调研报告； 通过开展调查研究，
为加强环境污染治理、促进环保产业发展提出政策建
议；积极推进能源和气候变化项目，制定石油天然气
开采、石油化工、水泥、航运等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
计算方法的标准；努力推动中国企业加入联合国全球
契约，增进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国际交流，提高企业社
会责任能力和水平，促进企业绿色低碳发展。

建设美丽幸福家园是我们的共同愿望和责任。 在
当前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的严峻形势下， 广大企业要积
极行动起来，坚持科学发展观，牢固树立绿色低碳发展
理念，走可持续发展道路，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不断
通过自身的实际行动和影响力，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建设人类美好家园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本文是 7 月 30 日作者在关注气候中国峰会上的
主旨讲话，发表时略有删节）

我们的共同愿望
和责任

实现合作共赢
负责任做好投资经营

案例

高端

（1—3版图片由本报记者林瑞泉拍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