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实施低碳扶贫 促进全面小康 
—武汉市低碳扶贫工作实践 

项定先 

武汉市节能监察中心 



武汉市低碳城市建设简介 

观念引领—坚持低碳扶贫发展理念 一、 

制度设计—建立低碳扶贫长效机制 二、 

目录 
Contents 

政策支持—加强低碳扶贫实施推进 三、 



3 

海南 

黑龙江 

吉林 

辽宁 

河北 

山东 

福建 

江西 

安徽 
湖北 

湖南 

广东 广西 

上海 

河南 

山西 

内蒙古 

陕西 

宁夏 

甘肃 

青海 

四川 
 

贵州 

云南 

西藏 

新疆 

江苏 

浙江 

北京 

武汉wuhan 

 全国经济中心 National economic center            

     8569平方公里/1121.2万人/GDP16223亿元/人均2.1万美元 

 商贸物流中心Commerce & trade logistics center 

     8 条国家铁路干线/14 条高速公路/长江黄金水道 

     65条国际直达航线/130余条国内航线 

 科技创新中心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center 

     89所高等院校/121国家级科研院所/在校大学生120万人/年发明专利近4

万件 

 国际交往中心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center 

    中国历史上重要的对外通商口岸/有109余座友好交流城市/世界500强企

业近300在汉投资/出口国别和地区数192个 

 百湖之市Hundreds of lake City 

     166个湖泊/165条河流 

     水域面积占比24.7% 

武汉市简介 
Introduction of Wu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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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城市建设成效 

经济持续发展 

经济、能源、环境….3E初步实现协调发展 
Economy, Energy, Environment…. 

能源持续优化 环境持续改善 低碳指标完成 

经济稳步增长： 
十二五，GDP年均增长
11%；十三五，年均增长
7.9%，到2019年，
GDP1.6万亿，人均
GDP14.6万元。 
 
经济结构改善： 
第三产业占比不断上升，
2019年达到60.8%，二产
降到36.9%； 
光电子信息、健康医药等
高新技术产业占GDP比重
上升到25.7%。传统的六
大高耗能行业占比已降至
6%以下。 

增速放缓： 
十二五，能源均增长6.1%；
十三五，年均增长2.8%。 
 
能效提高： 
能源消费弹性系数由“十
二五”期间的 0.58，降低
到“十三五” 的 0.35。单
位GDP 能耗累计下降18%。 
 
结构优化： 
煤炭占比由49.8%降低到
37.4%，电力和天然气等
清洁能源比重由20.0%增
加到30.5%，非化石能源
占比超过14.8%。 

武汉市空气质量逐年好转，
各项大气污染物浓度逐年
下降。特别是SO2、NO2、
PM10、PM2.5下降明显。 

武汉市空气质量逐年好转，
各项大气污染物浓度逐年
下降。特别是SO2、NO2、
PM10、PM2.5下降明显。 

能源消费总量、煤炭占能
源消费总量比重、二氧化
碳排放总量、单位GDP二
氧化碳排放降低率等22项
低碳发展指标完成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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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城市建设经验做法 

经验
总结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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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3 

1 

加强顶层设计，将低
碳理念纳入经济社会
发展全局 
《武汉市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
要》、 《关于加快生态文

明体制改革建设生态化大
武汉的意见》等 

推动改革创新，不断
健全低碳发展的体制
机制 
武汉市低碳发展“十三五”
规划、 武汉市碳排放达峰
行动计划（2017-2022年）
等 

重视基础研究，科学指导低
碳建设各项工作 
连续4年安排《武汉市碳排放峰值
预测及减排路径研究 》等30多项

重大低碳绿色发展课题研究、
2005-2016年GHG清单编制、工业
建筑交通等领域达峰方案研究等 

强化落地实践，加强重点
领域低碳工作实施 
6个领域：产业（工业建筑交

通）低碳、能源低碳、生活
低碳、生态降碳、低碳能力、
低碳示范等 

积极试点合作，协力推进
低碳建设全面开展 
全国第二批低碳试点、全国首
批气候适应型城市试点、海绵
城市试点等； 

中英合作、中法合作：低碳交
通、中法生态城等； 
与美国能源基金会、NRDC、
WRI等NGO合作：达峰研究、
煤控研究等 

加强宣传教育，营造
全社会低碳发展氛围 
节能周低碳日、中欧低碳
论坛、C40会议、碳宝包、
碳中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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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引领—坚持低碳扶贫发展理念 一 

但一些革命老区街(乡、镇)所属偏远的湖区、山村，因为基础条件比较薄弱，

还有少部分群众生活比较困难。2014年，武汉市纳入国家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88500人、贫困村271个，主要分布在黄陂、新洲、江夏、蔡甸4个新城区的

43个街(乡、镇)，属于湖北省插花贫困地区。 

 

2018年，所有贫困人口脱贫销号，所有贫困村脱贫出列。 

271个贫困村都成立了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村级集体经济。2018年271

个贫困村集体经济总收入达到4406万元，村均收入达到16.3万元，改变了贫

困村集体经济“空壳”状况。 

271个贫困村动力电、公交车、通讯、宽带、广播、电视信号实现村村通，

硬化路实现了湾湾通。农村生活垃圾收集无害化处理、“厕所革命”、村庄

生活污水治理、人居环境综合整治等全面完成。 

武汉扶贫总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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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引领—坚持低碳扶贫发展理念 一 

2015年成立了由市委书记任第一组长，市长任组长，52家市直单位主要领导为成员的市扶贫攻坚领导小组,并根据人事变动
及时进行调整； 
同时，建立了市领导对口联系22个老区街（乡镇）、市直部门和中心城区（开发区、功能区）对口帮扶271个贫困村、党员
干部对口帮扶贫困户的帮扶工作机制； 
区级也相应成立了扶贫攻坚领导小组。 

加强组织领导，高位推进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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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引领—坚持低碳扶贫发展理念 一 

2015年，市委、市政府出台纲领性文件《关于全力打赢精准扶贫攻坚战

的决定》；以及《武汉市精准脱贫攻坚战工作方案》，《武汉市农业产

业扶贫三年行动工作方案（2018-2020年）》、《关于推进“三乡”工

程助力脱贫攻坚工作的实施意见》等。 

 

确保如期实现贫困人口脱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和标志性

指标，是一项极其重要、极为严肃的政治任务。各级党委政府都要把脱

贫攻坚作为“第一民生工程”“军令状工程”来抓。要加强检查督查考

核，决不搞虚假脱贫。 

强调：推进生态扶贫，支持贫困地区绿色发展、绿色脱贫。 

 

坚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形式，把“生态扶贫”纳入干部政绩考核和区

域综合考评体系，实行“一票否决”，并跟踪“问责”和“追责”。严

厉杜绝“带走政绩、留下污染、生态亏损、百姓受害”。 

坚持低碳理念，压实脱贫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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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设计—建立低碳扶贫长效机制 二 

生态补偿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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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设计—建立低碳扶贫长效机制 二 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规范基本生态控制线区
域生态补偿的意见-武政办[2018]3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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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设计—建立低碳扶贫长效机制 二 

生态公益林方面，全市林地面积达到225.2
万亩，森林面积达到187.1万亩，目前，全
市纳入补偿的生态公益林约89万亩，补偿
50元/亩.年。经评估全市森林年生态服务
价值230.55亿元。 

林业助推脱贫攻坚、乡村振兴。通过开展
通道绿化、村镇绿化、湾子林改造、林业
产业基地建设等措施，完成新洲区新冲街
等16个省级森林城镇和445个绿色乡村、
20个市级生态示范村、5个郊野公园创建。   

湿地保护方面，全市湿地面积
1624.61平方公里，湿地率18.9%。
2014年以来，市、区财政每年
安排湿地生态补偿资金约1000

万元。其中，最大的沉湖湿地
每年获得生态补偿资金472万元，

用于补偿农户因野生动物对农
作物和农产品造成的损失。首
次开展湿地生态服务价值评估，
总价值达456亿元/年。 

水域保护方面，加强梁子湖等流域生态
环境保护和治理，探索建立多元化生态
保护补偿机制。即，建立农民新村建设
补助机制，对每户每平方米补助100元，
新村绿化等市政基础配套建设给予50%

补助，无偿配套建设污水和垃圾处理设
施；购买家电享受国家13%补贴，湖区
再补贴13%，以激励农民实行产业转移；

对农村推广使用沼气、风能、太阳能、
节能灯具等予以补助。 

2019年，全市共安排生态补偿资金7639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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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设计—建立低碳扶贫长效机制 二 

鼓励开发节能和提高能效、甲烷回收利用、垃圾焚烧发电、可再生能源等国家核证自愿减排
项目。引导碳交易履约企业和对口帮扶单位优先购买、使用贫困地区农林类项目产生的减排
量，进一步完善碳市场抵消机制交易模式，促进低碳扶贫。大力开发了“农林类减排量”
（CCER）产品，从整体上构建出“政府引导、机构参与、农民受益”的运行机制;例如在湖
北沼气使用方面，由湖北碳权交易所牵头，针对居民用沼气的投资项目高达33个，位居全国
前列，预计降低碳排放900多万吨，并形成了“工业补偿农业、城市补偿农村、排碳补偿固
碳”的生态补偿机制。江夏区利用中国绿色碳基金中国石油碳汇项目建立碳汇林6000亩。 

生态补偿基金 

积极运用碳排放权交易、排污权交易、水权交易、用能权交易等补偿方式，探索设立生态
补偿基金。开展水流、森林、山体、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生态空间进行统一确权登记
试点工作，探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价值核算制度，制定统一的生态补偿标准。 

CDM(CCER)
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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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设计—建立低碳扶贫长效机制 二 

碳中和 碳普惠
机制 

积极推进碳中和，鼓励各类大型体育赛事活动和会议开展碳中和。
2019年武汉举办的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产生的9.38万吨碳排
放量就用种植于湖北省通山县碳汇造林二期项目的9.22万亩新造
林所产生的11.3万吨二氧化碳减排量实行碳中和。实现了打造
“零碳军运会”的目标。 
 
 
 
 
 

开展碳普惠制度研究，推进碳普惠平台建设，利用碳普惠等形式
支持林业碳汇、农村沼气开发利用和发展。 
武汉“碳宝包” 
武汉“低碳军运”程序已升级为“低碳冬奥”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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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支持—加强低碳扶贫示范推进 三 

全方位生态扶贫支持 

2016年至今，武汉各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共投入70.8亿多元 

生态劳务扶贫。对政府投资
的生态工程，吸纳一定比例
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对以企
业为主体的生态工程，建立
完善劳务工对接机制。 
 

生态就业扶贫。选派生态护
林员，依托退耕还林、退渔
还湖、生态保护区、国家公
园、湿地等自然资源优势，
吸纳建档立卡贫困户转变为
生态保护的“卫士”，加强贫
困群众稳定的工资性收入。 

生态产业扶贫。生态产业扶贫是生
态扶贫的重要形式，大力发展“生
态+旅游”“生态+特色种植”“生态+特
色养殖”等生态产业，强化生态产

业对贫困群众的带动作用。全市
“种养旅”等特色产业带动贫困群
众1.1万户。 
 

生态补偿扶贫。政府对群众为保护
环境而牺牲的资源开发机会应给予
适当的资金补偿。将进一步扩大生
态补偿范围，更大力度安排专项生
态补偿资金，实施更大规模的退耕
还林、退渔还湖工程。进一步完善
补偿方法，让贫困群众在保护生态
中持续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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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支持—加强低碳扶贫示范推进 三 

光伏扶贫支持 

武汉市于2016年印发《市能
源局 市扶贫办关于印发武汉

市光伏扶贫工程实施方案的
通知》，在黄陂等4个新城

区启动实施光伏扶贫工程项
目。 

截止目前，全市共建成光伏扶贫
项目140个，总投资1.14亿（资金

来源均为国家、省扶贫资金及机
关、企业捐赠资金），总装机容
量10884.4千瓦，项目全部建成、

全部并网发电、全部纳入国家规
模指标。 

全市光伏扶贫项目惠及贫困户2071户，帮
助贫困群众5867人。明确全市140个光伏
扶贫项目由区财政负责保证1.10元/千瓦
的最终收益。2017-2019年，全市光伏电
扶贫电站总发电量2839.6万千瓦时，总收
益3123.6万元，地方财政垫付补贴累计
1831.5万元，已全部拨付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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