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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CM 简介

AICM 的宗旨之一是促进中国化工行业的和谐与可持续发
展。

AICM 成立于 1988 年。目前，AICM 代表近 70 家大型跨国
化工企业，其中有 5 家企业跻身世界十大企业之列，有 28 家企
业位列世界化工 50 强名录。AICM 会员的业务涵盖了化工产品
的制造、销售、运输、配送、处置等方面。

AICM 的主要贡献

为建设和谐社会，促进中国化工产业的可持续发展，AICM
作为国际领先化工企业的在华代表，一直致力于：

关于 AICM

3. 树立化工行
业在经济建设
中的贡献地位。

1. 向利益相关方
推广“责任关怀”
及其他全球范围
认知的化学品管
理理念；

2. 向政策制定者
倡导实行成本有
效、技术和风险
控制型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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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全球碳中和

01背景介绍

图 1. 碳中和 – 国家和地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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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活动使温室气体排放量迅速增长，从而导致的全球变暖正在持续给世界带

来负面影响。因此，全人类应该共同采取措施积极应对全球变暖的负面影响，与此

同时，全球各个国家应该密切合作，共同抵御全球变暖风险。

目前，巴黎气候协定已经设立了长期目标，致力于将全球气温升幅限制在比工

业化前水平高 2℃以内，并寻求将气温升幅进一步限制在 1.5℃以内。为实现此目标，

缔约国家承诺尽快达到温室气体排放的全球峰值，并在本世纪中期达成“气候中和”。

为了减少各自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家需要提前准备经济和社会转型，因此，所有缔

约国家均向联合国提交了《国家自主贡献》（NDCs）。

近几年，在不同政策与技术的支持下，许多国家、地区、城市与企业都在建立

各自的碳中和目标，从而促进了全球碳市场的快速增长。截至 2020 年，全球碳排

放许可的总价值超过 2,290 亿欧元。我们将在以下章节详细探讨全球各个国家及地

区的碳中和目标详情与趋势。

碳 中 和 正 成 为 全 球 的 大 趋 势。

根据英国能源与气候智库（Energy & 
Climate Intelligence Unit）机构统计，截

至 2020 年 3 月，已有 2 个国家实现了

碳排放目标、6 个国家将碳排放目标立

法、6 个国家与地区将碳排放目标纳入

拟议的法案中、20 个国家已将其碳排

放目标纳入政策文件、还有近 100 个

国家将碳中和列入发展进程。

1. 英国能源与气候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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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我们将具体展示部分国家与地区的碳中和目标。

欧 洲

· 欧盟

欧盟正通过一系列的政策来应对气候变化。举例来说，《欧洲绿色协议》（the European Green Deal）中涵盖

多项要求，覆盖范围广泛，包括大量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投资尖端科研创新以及保护欧洲自然环境等。《欧洲绿

色协议》出台的首批气候行动举措包括：

1. 《欧洲气候法》将欧盟 2050 年气候中立目标纳入欧盟法律

· 欧盟于 2019 年承诺为回应《巴黎协定》全球气候行动，将在 2050 年之前实现气候中和。欧盟碳中和目标已
纳入《欧洲气候法》，并要求欧盟成员国制定长期的温室气体减排战略，以达到巴黎协定以及欧盟承诺的目标。

2. 《欧洲气候公约》，旨在倡导公民和社会各界关注并参与气候行动

· 《欧洲气候公约》通过一系列措施，鼓励个人、社区以及相关组织关注并参与气候行动，共同倡导欧洲的绿
色发展。该公约内容主要涵盖了绿色城区、绿色出行、绿色建筑以及绿色技术等四个方面。

3. 《2030 气候目标规划》，计划在 2030 年之前，将温室气体净排放量减少至少 55%

· 相较于之前至少 40% 的减排目标，新目标提出了更大幅度的减排要求。而这一目标有助于帮助决策者与投
资者在决定的时候做出准确判断，确保所作出的选择可以帮助欧盟实现 2050 气候中和的目标。

4. 新的《欧盟气候变化适应战略》要求欧洲在 2050 年前具备气候应变能力，充分适应气候变化所带来的不可

避免的影响。

· 该战略提出四个行动目标：更智能、更快速、更系统地适应气候变化，并增加适应气候变化的国际行动。

以上目标和计划均为实现 2050 年的长期气候中立目标提供了必备基础和有力支持。

· 英国

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将减排目标立法的国家。2008 年，英国众议院通过了一项减排框架议案，计划在 2050
年将温室气体排放减少 80%。2019 年，英国对该法案进行调整，致力于在 2050 年实现碳中和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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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 美

·  加拿大

2020 年，加拿大签署《加拿大净零排放责任法》，承诺在 2050 年实现碳中和，并在每五年制定了一个阶段

性目标。该法案还要求制定相应行动计划，并进行阶段性报告，从而确保加拿大在 2050 年实现碳中和。此外，

政府还设立了一个由全国各地专家组成的独立咨询机构，帮助政府制定 2050 年实现净零排放的最佳路径。

·  美国

目前，美国尚未正式设定国家范围的碳中和目标，但根据美国提交给联合国的《国家自主贡献》，相较于

2005 年的碳排放，美国计划在 2030 年削减 50%-52% 的排放量。然而，美国的多个州政府已经设立本州的碳中和目

标；例如，加利福尼亚州在 2018 年宣布将在 2045 年实现碳中和，而加州空气资源委员会（California Air Resources 
Board）负责制定专项计划，确保实现阶段性减排目标并在 2045 年实现碳中和。

  亚 太

亚太国家就其碳排放目标也提出了相应的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

·  日本

日本于 2020 年宣布计划在 2050 年前实现碳中和，并制定实现 "Beyond-Zero " 碳目标的路线图，包括三项主要

措施：

- 推动技术创新，使之成为应对全球变暖挑战的主力

- 促进绿色金融发展

- 加强国际合作，促进企业主导的绿色创新技术应用

·  韩国

韩国宣布到 2050 年实现碳中和。韩国碳中和战略提出了下列五项关键要素，指导政策制定、社会转型和技术

创新，以实现其绿色转型。

- 在所有行业推进清洁能源和氢能应用

- 提升能源使用效率 
- 推动除碳技术和其他新技术的商业落地

- 扩大循环经济规模，提高工业可持续性

- 加强碳汇能力

·  新西兰

新西兰通过了《零碳法案》，承诺在 2050 年前实现碳中和。该法案为新西兰制定和实施气候变化政策建立了

框架，在《巴黎协定》的要求下为全球气候变化作出积极贡献。同时，新西兰已成立气候变化委员会，确保政府

有效缓解和适应气候变化，逐步实现 2050 年碳中和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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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事件 核心内容

2020 年 9 月 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

1) 2030 年前实现碳达峰

2) 2060 年实现碳中和

2020 年 12 月 气候雄心峰会

1) 以 2005 年为基准年，单位 GDP 二氧化碳排放量将减少 65％
以上

2) 能源消耗转型：非化石能源将达到一次能源消耗的约 25％

3) 森林资源增加 60 亿立方米

4) 风能和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将达到 1200GW 以上

2021 年 3 月 两会《政府工作报告》

1) 优化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

2) 推动煤炭的清洁高效利用，大力发展新能源，在确保安全的
前提下积极有序发展核电

3) 加快建设全国用能权和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完善能源消费双
控制度

4) 实施金融支持绿色低碳发展专项政策，设立碳减排支持工具

1.2 中国碳中和 

在全球积极致力于碳中和的同时，中国也设定了具体的碳排放目标。 2020 年 9 月 22 日，习近平主席在第 75
届联合国大会中承诺，中国将在 2030 年之前实现碳达峰，并在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碳中和随即成为中国近期

的主要任务。2019 年，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占全球排放总量的 30％，是世界上最大的排放国。为了实现 2060
年碳中和目标，中国需要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转变经济模式、产业结构和能源系统，加大力度改革。

目标和战略

自 2020 年 9 月提出碳中和战略以来，国家层面已经发布了大量重要文件。在 2020 年 12 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和

2021 年的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碳达峰和碳中和”已被确定为工作重点，再次反映出中国对实现碳目标的决心。

12 月 12 日，习近平主席在气候雄心峰会发表题为《继往开来，开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新征程》的重要讲话，

宣布了中国 2030 年前计划实现的重要阶段性目标。在 2021 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碳达峰和碳中和也被纳

入国家“十四五”（2021-2025）规划的重要工作方向，如下表所示。

表 1               国家层面碳中和部署 2

2. 政府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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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性碳减排计划和政策

以碳中和目标作为指导，中国已开始制定不同阶段的碳减排政策。同时，地方政府也在“十四五”规划文件

中制定了 2021 年及未来 5 年的碳减排目标和计划。

地区 碳减排计划

北京

·  推动绿色转型

·  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开发和建设

·  大力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

·  制定绿色金融改革和创新的试点计划

上海

·  分行业、分领域实施光伏专项工程，稳步推进海上风电开发

·  到 2025 年本地可再生能源占全社会用电量比重提高到 8%
·  制定全市范围行动计划，确保 2025 年实现碳达峰

天津
·  建设绿色低碳循环的工业体系、建筑体系和交通网络

·  减少煤炭消耗总量

江苏

·  持续推进石化、钢铁、建材、印染等重点行业清洁生产

·  倡导绿色消费和绿色出行

·  按国家规划推进煤炭削减行动，有序发展海上风电

浙江

·  在长三角地区建立绿色能源供应系统

·  促进碳排放权交易建设

·  调整能源结构、产业机构、运输结构，淘汰落后和过剩产能

广东

·  推进能源革命，积极发展风电、核电、氢能等清洁能源

·  推进绿色化改造，发展绿色建筑

·  制定实施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推动碳排放率先达峰

表 2               地方政府碳减排相关规划 3

3. 政府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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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化工行业碳中和

在中国工业发展日益关注碳中和的大背景下，化工行业正在积极采取措施，降低碳排放，为中国碳中和提供

必要支持。

化工行业碳排放

化工行业是能源消耗大户，二氧化碳排放较高。据统计，2019 年中国化工行业的排放量为 5.88 亿吨，占工

业行业总排放量的 16.7%，占中国总排放量的 6%。

图 2. 中国能源相关二氧化碳排放部门占比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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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中国化工行业的碳排放结构相对密集，主要集中在甲醇、合成氨、电石等子领域。同时，中国石油

和化学工业协会（CPCIF）预测，前 2,000 家化工企业的排放量占全行业的近 65%。巨大的碳排放总量、集中的

排放结构，促使化工行业的碳中和势在必行。

图 4. 化学产业链中碳排强度高的子产业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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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各省份化工行业碳排量占各省总排放量的比例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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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化工行业的主要碳排放源和现有技术，目前合适的减排方案包括以下三大类：

- 减少以煤为原料的使用：调整原料结构，增加石油的使用。

- 增加产品的碳含量：优化技术和产品需求结构，制造高碳氢化合物比例的产品，以便将原材料的碳固定在产品上。

- 降低综合能耗：采用先进的技术工艺（包括余热利用、低品位热回收、变频技术）和有效管理，降低企业的综合

能耗和碳排放。

中国化工行业采取的行动
17 家石油和化工企业、化工园区和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协会于 2021 年 1 月签署了《中国石油和化工工业碳

达峰与碳中和宣言》，宣示将推动化工行业的绿色低碳转型。为了实现碳排放目标，化工行业提出了 6 个方面的

承诺，包括推进能源结构清洁低碳化、大力提高能效、提升高端石化产品供给水平、碳捕获和储存技术、研发投资、

大幅增加绿色低碳投资强度等。

推进能源结构清洁低

碳化
大力发展低碳天然气产业，加速布局氢能、风能、太阳能、地热、生物质能等新能源。

大力提高能效 大幅降低资源能源消耗强度，全面提高综合利用效率，有效控制化石能源消耗总量。

提升高端石化产品供

给水平

积极开发优质耐用可循环的绿色石化产品，开展生态产品设计，提高低碳化原料比例，

减少产品全生命周期碳足迹。

加快部署二氧化碳捕

集利用
加快部署二氧化碳捕集和封存项目、二氧化碳用作原料生产化工产品项目。

加大科技研发力度
瞄准新一代清洁高效可循环生产工艺、节能减碳及二氧化碳循环利用技术、化石能

源清洁开发转化与利用技术等。

大幅增加绿色低碳投

资强度

加快清洁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加强碳资产管理，积极参与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

主动参与和引领行业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

表 3               宣言中提出的碳减排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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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和战略

2.1 碳减排和碳中和目标

根据《巴黎协定》关于气候变化和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规定，AICM 成员均积极制定碳目标，为应对气候变化

做出贡献。为了解相关策略和措施，我们邀请 AICM 成员公司参与问卷调查，总共收集了来自 35 家公司的反馈。

在受访公司中，约 60% 的公司来自欧洲，30% 来自美国，约 10% 来自亚洲。我们发现，大部分受访公司已经设定

了碳减排或碳中和目标；部分公司在设定碳中和目标的同时，还设立了阶段性的碳减排目标。

02

56%

11%

33%

欧洲公司

美国公司

亚洲公司

参与调查的 AICM 成员公司地区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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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调查的 AICM 成员公司所设立的碳目标实现时间分布于 2025-2050 年，其中，部分公司已计划

在 2050 年前实现碳中和。

参与调查的 AICM 成员公司中已设定近期碳目标公司数量 

温室气体不仅来源于生产制造过程中化石燃料消耗和能源使用 ( 包括电力、蒸汽、热力和冷却 )，
同时也来源于供应链中的加工过程。因此，多数参与调查的 AICM 成员公司已开始关注、计算并减少整

个供应链的碳足迹，并将供应链碳足迹纳入碳目标中。

2025

7

1

3

8

14

2030 2035 2040 2050



14 2021 AICM 可持续发展报告

下表中列出了参与调查的 AICM 成员公司所提出的碳减排和碳中和目标。

提供反馈的
AICM 成员公司

碳中和目标

到 2035 年 ( 相较于 2020 年 ) 减少 33% 的二氧化碳排放，到 2050 年实现碳中和。

到 2030 年减少 50% 的碳排放。

对于范畴 1 和 2, 及消耗臭氧层物质（ODS），力求到 2030 年减少 38% 的 CO2 排放（相较

于 2015 年）。2030 年的范畴 3 温室气体减排目标设定为 19%（相较于 2015 年）。

2025 年，在全球范围内实现生产过程和能源消耗的二氧化碳零排放。

到 2050 年实现净零排放，到 2030 年在全球范围内将温室气体排放量较 2018 年削减
25%。

2025 年，温室气体排放强度与 2005 年相比降低 20%。

2025 年，指定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比 2005 年减少 50%。

到 2030 年，在 2013 年的基础上，将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 范畴 1 和 2) 减
少 30%。

在 2050 年实现碳中和。

DSM 制定了在 2050 年前实现净零排放的长期目标。

在 2050 年实现碳中和。

在 2050 年实现碳中和。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 范畴 1 和范畴 2 的绝对排放量到 2025 年减少 50%( 参考基准 2008 年 )
- 范畴 3 上游价值链的排放（主要来自“原辅材料”）到 2025 年减少 15%( 参考基础 2020 年 )

已制定 2025 年温室气体减排计划（参考 2016 年基准）。

已宣布碳目标的 AICM 参与调研公司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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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高的长期愿景是在 2040 年前成为为气候带来积极影响的企业，并进一步推动价值链相
关领域的进展，为保护气候作出积极贡献。

2009 年公开宣布将努力在未来 10 年内将其每吨货物和每公里运输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
25%。

到 2040 年实现气候中和。

到 2028 年将公司运营所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强度削减 35%（以 2018 年为基准）。

承诺到 2030 年将范畴 1 和 2 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 20%。

到 2040 年，将实现气候中和，减少资源消耗。

到 2050 年实现碳中和。

到 2050 年成为碳中和公司

- 到 2050 年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为社会改革做出重大贡献；

- 与客户合作，实现温室气体减排产品的广泛实施，尽最大努力减排。

到 2025 年，碳排放 ( 范畴 1 和 2) 减少 25%，低碳能源增加到 60%( 基线年 2019 年 )。

到 2030 年，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将比 2013 年减少至少 26%。

到 2025 年将温室气体排放强度削减 15%（以 2017 年为基准）。

到 2030 年，将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比 2020 年减少 30%。

2010-2025 年内将能源强度和温室气体排放量降低 25%。

到 2030 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将减少 20%。

到 2030 年减少 26% 的温室气体（相较于 2018 年的 1230 万吨二氧化碳排放量）。

到 2035 年，将范畴 1 和 2 温室气体排放强度减少 35%( 以 2017 年为基准 )。

到 2030 年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削减 33%（以 2012 年为基准）。

已宣布碳目标的 AICM 参与调研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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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碳减排和碳中和战略

根据从问卷调查和可持续发展报告中收集到的信息，我们发现参与调查的 AICM 成员公司将其碳中和目标纳

入了他们的业务发展战略。从技术创新到工艺改进，制定了包括可再生能源，工艺改进，碳友好产品，碳补偿方

法四个方面的减碳战略。

可再生能源
发展可再生能源是实现碳中和的主要途径之一。与煤炭和天然气相比，可再生能源产生的温室气体较少或趋

近于零。 燃煤发电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为 0.6 至 1.6kg 二氧化碳 / 千瓦时，而可再生能源产生的二氧化碳趋近

于零。很多跨国化工企业已通过采购风电、太阳能电力、核电、水电等清洁能源，以减少运营过程中所排放的二

氧化碳。 随着世界化石燃料储备的减少，采用可再生能源来转变能源结构将是非常重要的。

参与调查的 AICM 成员公司中超过 60％的受访公司在其战略中提到了可再生能源。例如，DIC 在其战略中表示，

公司将“在合适的运营地使用可再生能源（包括生物质锅炉，风能和太阳能）”；SABIC 在战略中宣布公司“正在

积极过渡到可再生能源，并探索可再生能源的生产，采购和存储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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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改进
生产工艺改进具有强大的碳减排潜力。 参与调查的 AICM 成员公司在碳减排战略中提到，监控生产过程的碳

足迹，优化资源管理系统，提升能源效率，将成为碳减排的重要举措。此外，参与调查的成员公司认为投资与创

新对于提高工艺效率、优化固废处理系统等绿色低碳技术也至关重要。

对于现有的生产项目，BASF 将“系统地对现有生产工厂推行可持续改进”；ExxonMobil 重点关注新技术的研

究与开发，对“正在开发和部署的低排放技术”进行大力投资。

以可再生能源作为战略的参与调查的 AICM 成员公司：

以工艺改进作为战略的参与调查的 AICM 成员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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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补偿方法 
碳补偿对于实现碳中和目标至关重要。碳足迹包括从工厂生产到办公运营的各个步骤，其中，一部分碳排放

无法通过节能减排实现零排放，而碳补偿技术正是减少这类碳排放的重要措施。

投资碳补偿项目也是另一种实现谈补偿的途径。公司可以通过植树或投资相关项目来实现碳中和目标。近年

来涌现了很多新的碳补偿项目，企业通过投资这些项目来抵消其碳足迹，如植树造林和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相关的

项目。 Ashland 和 Lubrizol 正在全球范围内植树，而 BASF 在其战略中提到碳捕集并计划投资碳捕集与封存（CCS）

项目，该项目是全球最大的碳捕集与封存（CCS）项目之一。

碳友好产品 
未来，可持续发展将重点关注产品本身的化石碳含量。根据产品的生命周期分析（LCA），产品在达到使用

寿命后，处置过程所产生的二氧化碳同样会造成温室效应，而使用生物原料可以减少该类排放。部分 AICM 成员

公司已开展对生物基产品的研究和开发。

此外，部分参与调查的 AICM 成员公司还致力于建立可持续的碳友好供应链。通过与合作伙伴的协作创新以

及对供应商的高标准要求等方式，积极减少行业的碳排放。

例如，Clariant 在战略中指出了他们对环保产品的态度，他们介绍了“利用农业废弃物生产生物材料的创新方

法”；在谈及供应商时，ALTANA 在碳减排战略中提到“除了高标准要求自己，ALTANA 还与供应商开展项目合作，

不断改善购入原材料的碳足迹”。

以碳友好产品作为战略的参与调查的 AICM 成员公司 :

以碳补偿作为战略的参与调查的 AICM 成员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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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实践

  可再生能源

03

参与调查的 AICM 成员公司已经发布了领先的碳目标计划。根据调

查问卷中收集到的信息和公开资料，大多数成员公司已经围绕可再生能

源、工艺改进、碳友好产品和碳补偿的战略开展实际行动。

购电协议

在签署美国和西班牙的电力购买协议（Power Purchase Agreement，PPA）协议之后，

Air Liquide 已与欧洲最大的电力和热力生产商和零售商之一 Vattenfall 签订了长期电力购

买协议，承诺购买荷兰总计 25 兆瓦的海上风能。 得益于这份长达 15 年的长期合同，Air 
Liquide 将能够为其在荷兰的部分工业和医疗气体生产基地提供可再生能源，包括该集团

在莫尔代克港建造的第一座世界规模的制氧厂。 在合同期限内，Air Liquide 将为其集团在

荷兰的活动提供相当于集团当前消耗量 15% 的可再生能源，将节省高达 75 万吨的二氧化

碳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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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Pont 在丹麦格林斯泰兹的工厂是该公司向碳中和设施和价值链迈进的成功案例之

一。 该工厂用木屑代替煤炭燃烧。投资前，该厂二氧化碳排放量高达约 45,000 吨。而

这个项目使他们能够实现负排放（即减少的二氧化碳量高于排放的二氧化碳量）。此外，

新的设施产生的余热将提供给当地社区，为 3,600 户家庭供暖，从而达到进一步减排。

预计该系统每年将削减 64,000 吨二氧化碳排放量。

截至 2017 年，该工厂已经实现了 100％碳中和。

AICM 受访成员 可再生能源实践

位 于 中 国 南 部 珠 海 的 ECKART 工 厂 是 ALTANA 集 团 中 首 家 成 功 完 成 TfS（Together for 
Sustainability）审核的工厂之一。

碳中和设施 - 能源转换   

参与调查的 AICM 成员公司的可再生能源实践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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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 ARKEMA 企业社会责任承诺的一部分，同时为了支持 Apple 的清洁能源计划，

ARKEMA 承诺到 2018 年底为 Apple 生产的生物基特种聚合物提供 100％可再生能源。

作为实现二氧化碳中和的重要一步，BASF 位于广东省湛江市的湛江 Verbund 工厂的首批

电厂将使用 100％可再生电力。

Clariant 通过多种途径，例如购电协议（Power Purchase Agreement, PPA）、直接投资、绿

色能源产品和可再生能源证书，力求增加其运营中使用的清洁电力的占比，进而对温室

气体排放产生积极影响 。公司在德国，诺瓦拉，意大利的 Knapsack 站点以及瑞典和比利

时的所有站点均提供 100％可再生电力。

作为行业内清洁能源的先行者，Dow 致力于投资可再生能源以减少碳足迹。 Dow 在 2019
年购买了 542 兆瓦的可再生能源，达到了 Dow 2025 年 750 兆瓦可再生能源购买目标的一

半以上。

Eastman 已在两个工厂使用太阳能和风能等清洁电力。 此外，Eastman 致力于支持北美可

再生能源项目。

ExxonMobil 和 NREL 正在努力探索使用生物燃料替代石油基燃料。 两者已达成协议，将共

同开展提高藻类产量、提炼纤维素生物质作为燃料等研究。

LANXESS 通过增加生物能和太阳能供应，将其印度工厂的全部能源供应转换为可再生能源。

计划到 2024 年将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 15 万吨。 2025 年，LANXESS 将削减二氧化碳排放

量 80 万吨，届时减排项目投资额将高达 1 亿欧元。

Linde 在安大略省的蒸汽甲烷重整器现已生产绿色氢气，并已达到加州空气资源委员会的

可再生要求。到 2021 年，该设施将在最新一代氢气加气站所需的压力下供应氢气。Linde
的绿色氢气日产量可满足 1600 辆汽车的燃料需求，每年可削减二氧化碳排放量 5 万吨。

Nouryon 通过电力购买协议（Purchase Power Agreement）支持了两个新风电场的开发。公

司在荷兰 Delfzijl 和 Hengelo 工厂大量使用来自废弃物和生物质的蒸汽，并在瑞士与芬兰

全面采用水力与风力发电。

2017 年富士工厂实施了能源设施转型，将原始燃料从重油转换为液化天然气（LNG）。

西班牙的 SABIC 卡塔赫纳工厂，通过电力购买协议（PPA）采购了 100MW 可再生能源。

作为苹果公司可再生能源制造产品的供应商，Solvay 的供应材料采用 100％可再生能源生

产，并参与苹果公司的供应商清洁能源计划。

瓦克德国博格豪森生产基地自建水电厂，平均每年为基地提供 265 吉瓦的水电。

参与调查的 AICM 成员公司的可再生能源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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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加热蒸汽裂解炉  
化石燃料是化工行业最大的二氧化碳来源。BASF 与 SABIC，Linde 合作，共同研发世界

上第一台电加热蒸汽裂解炉的试验炉。他们计划用一个电阻加热器或电子炉来加热裂解炉。

若该加热系统完全由风能和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提供动力，则该系统可实现零碳排。

与传统的裂解炉相比，能源从天然气转换为可再生电力可减少高达 90% 的二氧化碳排

放，并使基础化学品的生产基本实现零二氧化碳排放。

聚酯再生技术       
聚酯再生技术是一种分子或更高级的回收利用形式，它使伊士曼能够将一系列聚酯塑

料废物回收，其中包括软饮料瓶、地毯、甚至以聚酯为原料的服装等材料，避免聚酯塑料

进入填埋场和垃圾焚烧厂。该技术不仅可以回收透明的一次性水瓶，还包括彩色塑料瓶和

地毯纤维等产品。

伊士曼的聚酯再生技术可降解聚酯，利用糖酵解或甲醇酵解将其转化为基本单体，从

而制造新材料。回收分子所制成的材料与用原生或非回收材料制成的材料基本没有区别。

伊士曼通过解聚作用可以使聚酯废物多次回收，使其不再自然降解。与传统技术相比，该

技术可以减少 20%-30% 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工艺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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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技术创新和可持续产品实现脱碳
               

将农业废弃物转化成环保型生物燃料的工艺需要在技术创新和经济效益上取得突

破，而 Clariant 开发的 sunliquid® 工艺可满足其所有要求。通过利用集成工艺的酶生

产、优化的酶、同时将纤维素和半纤维素转化为乙醇和节能的工艺设计，极有可能

克服技术上的挑战并充分降低生产成本，以达商业性的推广运用。与汽油相比，用

sunliquid® 生产的纤维素乙醇可降低约 95% 的温室气体排放，在整个生产过程中实现

能源的自给自足，不需要添加额外的化石燃料。

从 2009 年开始，Clariant 就在慕尼黑研究中心成功运营第一个试点工厂，每年能

够生产 2 吨的乙醇。2012 年 7 月，Clariant 在施特劳宾试运营了一个工厂，每年生产

量高达 1,000 吨的纤维素乙醇。2018 年秋季，Clariant 还在罗马尼亚的波达里建设当

地第一个商业规模的纤维素乙醇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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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CM 受访成员 工艺改进实践

Air liquide 在不同地区部署了多个智能化创新运营（SIO）中心，利用预测分析和数字技

术集成，优化和远程控制生产装置。这些功能使 Air liquide 在氧气、氮气、氩气和氢气

的供应方面可以更好地预测并适应整个地区不断变化的客户需求。SIO 中心可实现 24/7
全天候响应客户需求，提高生产装置的能源效率，降低碳排放，并利用预测性维护来

确保设备的持续运行。

Altana 持续开发先进的技术，如漆包线，汽车电池中聚丙烯的回收解决方案，零聚氯

乙烯胶带等。

Keltan®Eco 首次使用从甘蔗中提取的生物基乙烯制造 EPDM 橡胶。根据不同橡胶等级的

乙烯含量，生物基材料的比例在 50%-70% 之间。与传统 EPDM 相比，Keltan®Eco 减少

了对化石资源的依赖和碳足迹，从而促进了可持续的未来。

Ashland 的 Merry Hill 工厂采用独特的可持续发展实践方法，得到业界认可。

Covestro 上海一体化基地 DEACON II 项目（盐酸氧化装置）于 2021 年 3 月正式投入运行，

该项目进一步提高了生产效率，每年可相应减少 9,000 吨二氧化碳排放。

DIC 千叶工厂通过利用回转窑焚烧废油和废塑料，削减工厂的废物排放量。

Dow 已实施了 100 多个循环经济项目，并与 Fuenix Ecogy 集团和 UPM 生物燃料公司建

立了可再生 / 可回收材料的合作伙伴关系。

参与调查的 AICM 成员公司的工艺改进实践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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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M 从可持续材料替换到新技术应用等多个方面推动低碳经济发展。他们的 Brighter 
Living Solutions 为客户提供可持续的高质量产品，这些产品投入占他们整个投资组合中

的三分之二。

Evonik 通过采用大量先进技术以及优化工厂结构以提高能源效率，例如建设联合发电

站、扩大化学品和能源生产联动。

ExxonMobil 在中国的润滑油调配厂持续探索削减碳排放的方法，包括减少柴油消耗、

使用电池电动叉车、加强管道和设备维护以提高能源效率等。

Mitsubishi Chemical 努力通过提升信息化管理和优化生产工艺减少能源消耗。

Polyplastics 用液化天然气替代重油，努力减少废弃物的产生。

SABIC 在乙烯尾气中加入更多氢气，使得气体燃烧时不会排放二氧化碳。2019 年，

SABIC 减少了 7.8 万吨二氧化碳排放量。SABIC 还实现了低温回收工段（LTRS-2）设施的

改进，使其甲基叔丁基醚（MTBE）的燃烧量减少了 53%，该厂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同比

减少了 9.1 万吨。

Solenis 通过采用 LED 照明、锅炉改进和空气压缩机替代等措施降低其工厂的二氧化碳

排放。

Trinseo 通过升级空气压缩机、减少蒸汽消耗、采用 LED 灯、改善隔热性能、安装变频装置、

设置微调燃烧器、推进可持续技术和参与价值链等措施以减少碳排放。

WACKER 通过创建高效和安全流程，有效避免浪费和尽可能减低我们的碳足迹。通过进

一步优化内部流程，WACKER 整合了生产工艺优化、能源效率提高和碳捕集与利用，发

展了循环经济和非化石燃料蒸汽应用潜力。

参与调查的 AICM 成员公司的工艺改进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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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碳友好产品

零碳排放的聚碳酸酯    
Covestro 将于 2021 年开始制造并提供世界上首批气候中立的聚碳酸酯，这是其实现闭

环生产的重要一步，更好地支持客户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这些聚碳酸酯原料均为生物废弃

物和一般废弃物，能源均为可再生能源，以实现生产全周期的气候中和。

Covestro 计划将在欧洲生产首批聚碳酸酯，因为欧洲具备充足的原材料和可再生能源。

Covestro 聚碳酸酯公司在全球有 5 个大型基地和 7 个小型基地。公司希望通过价值链体系并

持续积累原材料和可再生能源，以实现生产零碳排的聚碳酸酯。Covestro 希望在中国市场推

广这一战略，目前，公司与上游合作伙伴一起积极筹备，积累可再生原材料和可再生能源。

Covestro 的目标是在全球所有基地逐步实现该计划。Covestro 在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聚碳酸

酯生产基地，计划在中国基地尽快推行这一战略。

CYCOM® 产品降低使用排放        
Solvay 公司的 CYCOM® 解决方案有助于减少飞行过程中 25% 的燃料消耗。具体来说， 

CYCOM® 在商用和军用飞机项目以及极端需求的工业应用中拥有数量最多的合格产品，并同

时实现产品的高性能。从主要和次要的飞机结构到内部应用，CYCOM® 产品为制造商提供了

不同的选择，帮助用户实现减重的同时降低成本，并从价值链上满足用户对低碳产品和服务

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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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CM 受访成员 碳友好产品实践

建筑业约占全球能源相关碳排放的 39%，AkzoNobel 为建筑业提供冷化学技术，该技术可

对抗城市热岛效应，并减少冷却所需的能源。

Arkema 与 Zebra 项目合作，研究和制造第一个 100% 可回收的风力涡轮机叶片。此外，他

们还启动了一项生产后和 / 或消费后的回收服务， Virtucycle® 计划，该计划将服务 Arkema
及其使用其高性能材料的客户。

Ashland 通过提升产品、改善工艺解决碳排放问题。他们减少公司对环境的影响，保护世

界的自然资源，并提高他们所处社区的生活质量。

巴斯夫通过使用替代原材料和可再生能源为客户提供减少碳足迹的产品。巴斯夫应用了生

物量平衡方法。此外，巴斯夫将为其客户提供所有产品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总值。根据内部

开发的数字解决方案，截至 2021 年底，巴斯夫将能够计算出其全球约 45,000 种销售产品

的产品碳足迹 (PCF)。

Clariant 的组合价值计划（Portfolio Value Program, PVP）对其整个产品组合及创新项目条线

进行了系统的筛选。产品的全生命周期温室气体排放是 PVP 的一个主要评估方面。

陶氏推出了 Dow AGILITY™ CE，这是他们塑料循环产品组合中的第一个消费后的可回收产品。

Evonik 在市场上销售多种产品，与传统产品相比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上有更加突出的贡献。

WACKER 的产品广泛应用于光伏太阳能系统、电动汽车、绿色建筑等领域，有效减少了二

氧化碳的排放。

参与调查的 AICM 成员公司的碳友好产品实践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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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捕捉和封存    
ExxonMobil 是碳捕捉领域的先驱，在碳捕捉与封存（CCS）技术方面拥有超过

30 年的经验。公司目前的碳捕捉能力共计约 900 万吨 / 年。ExxonMobil 是第一家碳

捕获超过 1.2 亿吨二氧化碳的公司，这相当于超过 2,500 万辆汽车一年的排放量。

此外，ExxonMobil 投资了全球约五分之一的二氧化碳捕捉项目，其碳捕捉量占全球

碳捕捉量约 40%。

ExxonMobil 还宣布创建一个新的业务 --ExxonMobil 碳解决方案，以实现减排技

术的商业化和部署。此业务将专注于碳捕捉与封存，这是实现净零排放和《巴黎协

定》中概述的气候目标所需的关键技术之一。

  碳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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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树造林   
森林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减轻气候变化的风险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Lubrizol 承诺增加对气候变化复原力事业的资助。他们与俄亥俄州东北部的克

利夫兰大都会公园建立多年合作关系，保护该公园的 16,000 英亩森林，提升其对

气候变化的复原能力。Lubrizol 也是向大自然保护协会（The Nature Conservatory） 
" 种植十亿棵树运动 " 捐款的 Berkshire Hathaway 公司之一，其目标是在地球上种植

十亿棵树。同时，为了保护其员工居住地的生物多样性，Lubrizol 基金会还对蒙大

拿州公园基金会和德克萨斯州阿曼德河口自然中心提供了资金支持。

AICM 受访成员 碳补偿实践

Ashland 捐赠 2 万美元用于在巴西、中国、墨西哥和美国种植大约 1 万棵树，每年可产生

多达 48 万磅的二氧化碳抵消量。

BASF 计划在北海下投资碳捕获和储存（CCS）项目，这将成为全球最大的 CCS 项目之一，

这将抵消基础化学品生产中产生的超过 100 万公吨二氧化碳排放。

Solvay 加强了地区 CER 购买机制的投资，以进行碳抵消。

参与调查的 AICM 成员公司的碳抵消实践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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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60 碳中和计划为中国所有行业的长期减碳计划奠定了基础，而化工行业作

为高能耗排放行业之一，制定有效的减碳目标是帮助国家实现碳中和目标不可或

缺的重要步骤。

中国未来会有更多支持性的政策与新的机遇，以鼓励更多的企业与行业进行

低碳技术投资。在政府与政策的支持下，AICM 会持续激励成员企业制定碳中和目

标及战略，共同迈向未来的碳中和之路。AICM 的会员企业持续致力于制定不同的

碳中和战略，如使用可再生能源，改善工艺流程，使用环保产品，碳补偿等。然而，

AICM 坚信化工行业将会使用更多技术性改善方案，以提升工艺流程中的能源使用

效率，并最终达到减少碳排放的目的。

除了技术层面上的发展机遇以外，中国的碳市场也有蓬勃发展之势。在一系

列政策的支持下，2020 年，中国碳补偿市场的规模扩大了 46%，总交易的中国认

证减排量达到 6,300 万。同时，中国的“十四五”规划为未来的碳中和之路与碳

交易市场的参与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AICM 与其成员企业会及时关注国家碳市场

的变化以及其为化工产业带来的机遇。

变化与挑战总是相辅相成的。AICM 意识到化工行业对化石燃料有很高的依赖

性，而过渡到清洁能源可能会带来很高的技术成本。因此，中小型企业要改变现

有的能源结构或使用新技术并不容易。我们相信，随着技术的发展与政策的支持，

企业的低碳之路成本将会随之降低。

AICM 的成员企业所做出的努力是我们迈向低碳未来的第一步。我们坚信，在

技术与政策的支持下，化工行业将有机会改善现有的低碳战略。AICM 中将会有越

来越多的成员企业克服挑战，共创碳中和的未来。

4. 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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