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李 禾

到2025年，江西省自然

保护地面积将达到 11.5%，

森林覆盖率稳定在63.1%以

上，湿地保护率不低于62%，

形成空间布局基本合理的自

然保护地网络体系；国家重

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数保

护率达 95%，典型生态系统

类型得到有效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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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时空
数据显示，我国居民

消费行为能耗约占能源消

费总量的 45%—50%，要

实现“双碳”目标，居民生

活等消费端的碳减排不容

忽视。为此，广东、浙江、

上海、四川、河北等地陆续

推出了包括个人碳账户在

内的碳普惠措施。

◎本报记者 魏依晨

◎本报记者 赵汉斌 通讯员 马碧辉

◎本报记者 魏依晨 通讯员 陈小兰 汪 蕊

9月 4日，家住浙江杭州西溪诚园的李先生，

在小区的菜鸟驿站取完快递后，就随手把包装快

递的纸箱放在了驿站。这一行动，李先生减碳

37 克，而减排的碳转成了他在菜鸟平台的“绿色

家园”中个人碳账户的 50克绿色能量。

目前，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的碳排放核算、

碳市场，关注的大多是前端生产阶段的碳减排和

碳交易，减碳大都在企业层面进行。但数据显

示，我国居民消费行为能耗约占能源消费总量的

45%—50%，因此，今年以来，各地纷纷推出个人

碳账户，让减碳正式进入了个体时代。

“要实现‘双碳’目标，居民生活等消费端的

碳减排不容忽视。”中华环保联合会副主席杜少

中说。

为减少消费端碳排放，国家发改委等七部门

印发的《促进绿色消费实施方案》提出，到 2025

年，重点领域消费绿色转型取得明显成效，绿色

消费方式得到普遍推行，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消

费体系初步形成。到 2030 年，绿色消费方式成

为公众自觉选择，绿色消费制度政策体系和体制

机制基本健全。

在政策推动下，广东、浙江、上海、四川、河北

等地陆续推出了包括个人碳账户在内的碳普惠

措施。什么是个人碳账户？碳账户是包含碳排

放数据采集、碳核算、碳排放等级评价和场景应

用等功能在内的碳减排支持体系，能够帮助企业

和居民算清“碳账”，提高减排效率和意识。目前

众多企业平台推出的个人碳账户，大多数是平台

通过数字化手段将消费者衣食住行绿色低碳生

活产生的消费碳减排情况自动记录到个人碳账

本中，个人获得相应的平台绿色积分激励。这些

绿色积分可兑换绿色食品、骑行卡、代金券等。

今年 8月 10日，北京市首个绿色生活碳普惠

平台“绿色生活季”小程序正式上线，围绕绿享生

活、绿碳积分、绿畅出行、绿助光盘、绿色金融、绿

游山水等八大板块的绿色低碳生活场景展开。

用户通过购买和使用绿色家电、骑行共享单车、

驾驶新能源汽车、减少一次性餐具使用等方式获

得绿色碳减排量和绿色积分，用积分可以在兑换

商城中兑换美团 30天畅骑卡、电影院代金券、停

车券等。

据统计，“绿色生活季”小程序上线以来，公

众参与热情高涨。平台单日排行榜显示，第一天

碳减排量最多的一位用户，减碳量高达 9.76 千

克。截至 8 月 24 日，运行“绿色生活季”的平台，

已 记 录 减 排 人 数 10069459 人 、减 排 次 数

216761710次、碳减排量 92992.24吨。

在消费领域开拓个人减碳空间

“企业生产端已有国家温室气体减排的标准

和指南，可测算出碳减排量。但消费端还没有较

为统一的核算方法和标准，消费碳排放计算依然

是个难题。”中华环保联合会绿色循环普惠专委

会秘书长蒋南青说。

消费端减碳要可行、可持续，前提是有科学

严谨的减碳测算和统一的碳计量标准。

为了给个人碳减排行为的定量提供依据，今

年 5 月，中华环保联合会发布了一项团队标准

《公民绿色低碳行为温室气体减排量化导则》（以

下简称《导则》）。《导则》明确了涉及衣、食、住、

行、用、办公、数字金融等七大类别的 40 项绿色

低碳行为，还规定了公民绿色行为碳减排量化基

本原则、要求和方法，适用于公民绿色行为碳减

排量化评估，以及指导公民绿色行为碳减排量化

评估规范的编制等。

“绿色生活季”就是基于《导则》团体标准建

立的。“绿色生活季”平台技术支持方、北京绿普

惠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陶岚说，“绿色生活

季”采用《导则》团体标准，保证了市民践行绿色

生活和绿色消费行为碳减排量化的科学性。同

时，平台建设广泛运用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

数字技术赋能，将分散的消费端行为碳减排量

化，实现衣食住行用多场景下绿色行为的量化、

去重、记录和融合汇总，保证了市民减排数据的

可追溯和不可篡改。

今年8月8日，阿里巴巴也正式发布了个人用

户的 88碳账户，以“1+N”母子账户形式，汇集了

用户在饿了么、菜鸟、闲鱼、天猫等平台上产生的

减碳量，涵盖了众多生活场景。用户在88碳账户

科学的核算方法和标准是基础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世锦表示，应

加快以碳核算、碳账户为重点的绿色微观基础制

度建设。各地要普遍建立碳账户，包括企业和其

他机构的碳账户，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建立个人碳

账户，并把个人消费领域的碳排放权交易加入碳

市场。

记者了解到，个人消费获得的碳减排量在碳

市场上交易已经有了成功案例。2019 年，北京

市交通委采取“政企合作”模式，联合高德地图推

出了北京 MaaS平台。用户在高德地图等 App上

以公交、轨道、步行、骑行等方式出行，就会积累

碳减排量，用户可通过 MaaS 平台用自己积累的

碳减排量兑换公交卡、代金券或将碳减排量捐赠

给环保公益活动。高德还打通了用户个人碳减

排与碳交易市场，对个人减排的激励不再仅由平

台补贴，而是变成由碳市场“买单”的可持续行

为。2021 年，高德地图上总计有 2.45 万吨碳减

排量达成交易，其中 1.5 万吨是与北京市政路桥

建材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的交易。

中国人民大学生态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蓝

虹教授认为，未来我国碳交易市场体系类型和产

品将更加完善，应形成以全国强制性碳交易市场

为主体、自愿碳减排市场和碳普惠交易为补充的

综合发展体系。

不过目前，消费端碳减排还不属于碳市场的

范围，也不属于自愿减排范围。蒋南青说，消费

端碳减排属于未来碳普惠市场。但个人端碳减

排量小，比如 1人 1年可能最多减排 1吨碳，按照

目前碳市场的价格，减排量不超过 100元。“如何

建立倒逼机制，让个人的减排量更值钱，是碳普

惠市场面临的主要问题。”他说。

蒋南青认为，提高减碳价值，需要采取多元

的激励普惠机制。除了碳市场，还要靠政府、政

策、商业机构、环保组织等共同努力。比如个人

碳账号中的绿色积分，不仅能用于餐馆排号、换

取商品折扣等，也可与金融市场对接，转换为银

行账户积分，甚至成为个人碳资产、绿色信用的

凭证等。蒋南青说，个人碳账户还有一个作用是

倒逼消费品企业参与碳减排。目前，这些企业并

不在全国碳市场涵盖范围内，但与用户的生活碳

减排直接相关。

“北京‘绿色生活季’平台除了在政府侧为每

个人建立碳账户，数字化实时展现全市公众减碳

量，还能反映企业对消费端碳减排量的贡献，形成

政府、企业、公众三方共同参与的碳账本，代替政

府或企业单独驱动的单一碳普惠模式。”陶岚说，

参与的企业可以即时在企业平台上查看带动用户

减排的贡献，形成“企业碳账本”“企业碳账户”。

多元激励普惠机制提升减碳价值

个人碳账户让减碳逐步进入全民时代个人碳账户让减碳逐步进入全民时代
上获得的碳积分，既可兑换现金红包，也可兑换成

低碳友好商家提供的低碳商品折扣、专属服务等。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院长王

遥说，各平台正在摸索个人碳排放标准，其积累

的经验也可以为未来进一步打通内部账户和外

部交易提供基础。

“我们利用人工技术成功保育出金斑喙凤蝶雌蝶，这在国内尚属首

次。”记者从井冈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获悉，进入 8月，该保护区金斑

喙凤蝶繁育研究基地接连传出喜讯：继 2020 年人工首次成功野外放飞 2 只

后，今年再次成功羽化出 2只，其中 1只为雌蝶。

金斑喙凤蝶被誉为昆虫界的“大熊猫”，排在世界八大名贵蝴蝶之首，

有“梦幻蝴蝶”“蝶中皇后”和“世界动物活化石”之美誉，是国家一级重点保

护动物，主要栖息在亚热带或热带海拔 1000 米左右的次原始森林中，野外

生存数量非常稀少，因此极少被人发现，研究工作一直开展不顺利。

据悉，自 2007年首次发现金斑喙凤蝶以来，井冈山视这一珍宝为“掌上

明珠”，主动对接知名蝴蝶专家贾凤海教授，开展井冈山蝴蝶本地调查和金

斑喙凤蝶专项调查，基本摸清了金斑喙凤蝶在井冈山的生存状况。

2019 年，在条件基本成熟的基础上，研究人员开始建立仿野生蝴蝶大

棚，进行金斑喙凤蝶的专项研究，2020年成功育出 2只金斑喙凤蝶并成功原

生地放飞。

2021 年研究人员对大棚进行改造，为金斑喙凤蝶打造专属“小屋”，成

功突破和掌握了金斑喙凤蝶仿野生状态繁育技术。此举大大提高了该蝶

卵、幼虫、蛹、成虫 4种虫态的成活率，为扩大野外种群数量打下了良好的技

术基础，为进一步保护和修复金斑喙凤蝶的良好生境提供了科学依据。

金斑喙凤蝶在我国分为 4 个地理亚种，即指名亚种、武夷亚种、广西亚

种、海南亚种。井冈山分布种的发现是在罗霄山脉获得的首次记录，因科

研个体数量稀少，暂未鉴定亚种，但这并不影响研究工作。

金斑喙凤蝶生活在海拔 1000米左右的中高山上，对栖息地的生境要求

较高，而井冈山保护区正好符合其要求。

井冈山生态保护完好，植被起源古老，素有“第三纪型森林”“天然动植

物种质资源库”和“亚热带绿色明珠”之称。同时，植被类型多样，生物资源

十分丰富，分布有常绿阔叶林、落叶阔叶林等多种植被类型，满山遍布有金

斑喙凤蝶喜爱的小乔木金叶含笑，非常适应金斑喙凤蝶生活憩息。

目前野外金斑喙凤蝶大部分是雄蝶，雌蝶数量稀少，保护区本土专家、

金斑喙凤蝶科研人员何桂强高级工程师表示，从 2007年发现金斑喙凤蝶以

来，至今只发现过 2 只雌蝶，金斑喙凤蝶野外种群数量如此之少，可能也与

雌蝶数量稀缺有关。

如果通过在仿生态大棚里进行人工繁育使金斑喙凤蝶交配成功，可大

大提高金斑喙凤蝶产卵率，减少天敌侵害，有望大大提升金斑喙凤蝶的种

群数量。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通过科学合理地人工繁育，可有效扩大金斑喙凤

蝶野外种群数量，减轻其濒危度；通过保护金斑喙凤蝶这一伞型旗舰物种，

同时也保护了与其生活在一起相关的所有动物和植物，起到了保护井冈山

生物多样性的目的。

我国首次育出金斑喙凤蝶雌蝶

井冈山飞出“蝶中皇后”

近日，云南玉溪至楚雄高速公路（以下简称玉楚高速）全线正式开

通。玉楚高速是国家公路网广州至昆明联络线（G8012）弥勒至楚雄高速

公路的重要组成部分。线路起于玉溪市研和镇多依树村，经 3 州市 6 县

区，止于楚雄市北侧青山水库附近，宛如一条巨龙，穿行在滇中山水间，

对推进“绿美交通、绿美云南”建设、促进滇中经济建设和区域一体化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

玉楚高速公路周边水系发达、村落密集，对水保和环保要求较高，

工程方指挥部以“最小破坏与自然合一”为理念，依山造景，规避生态

红 线 ，降 低 全 寿 命 周 期 能 耗 ，减 少 碳 排 放 ，提 高 国 家 公 路 通 道 碳 汇 能

力。玉楚高速完成边坡绿化面积 42 万平方米，对 700 余亩弃土场进行

就地复垦和绿化，使原本的荒山、荒滩，披上了绿装，弃土场也变成了

肥沃的农田。

玉楚高速翻越 15 处山脉，跨越 11 处河流及河谷，与沿线相邻的水资源

保护地有 3 处、市（州）级自然保护区有 2 处，涉及 574 种维管束植物、253 属

种植植物、193种动物。为保留区域生物多样性，玉楚高速工程方不断优化

施工方案，施工地有效规避了峨山县玉林泉水资源保护地、易门县大龙口水

源保护地、易门龙泉自然保护区。

玉楚高速在保证全线景观协同的前提下，还在绿化品种上下功夫，注重

凸显沿线地区的民俗特色，积极建设全省“最美高速公路”。

通过细致的市场调查及属地环境分析，玉楚高速综合选择了耐旱、

喜光等多种符合云南省特殊气候条件的植物作为绿化植物；在中央分

隔带以塔柏作为主要防眩树种；为了丰富路域内景观变化，还每隔 10

株塔柏点缀一株紫薇或紫荆。同时，注重公路景观与沿线地形地貌、

民族特色、地方风情相互融合。在玉溪市易门县选用当地特色的凤凰

花、在双柏县结合当地特色动物绿孔雀进行了景观打造，部分服务区

结合民族特色增加了民族特色景观、景观小品、廊架、雕塑、图腾柱等

生态景观设施。

玉楚高速还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不仅串联起“山水

林田湖”“城镇乡村景”美丽画卷，还推动沿线地区共同富裕，促进滇中城市

经济圈一体化进程。

玉楚高速

环保施工打造绿色“巨龙”

何桂强何桂强摄摄

江西鄱阳湖余干县康山水域，成群的江豚时

而潜入水中觅食，时而探出铅灰色的圆脑袋喷出

小水柱，跃动的身影，好似踏浪而来。如今的鄱

阳湖俨然已经成了一个巨大的“水生生物王国”。

近年来，江西在保护生物多样性上下了不少

苦功。近日，江西省政府办公厅出台《关于进一

步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

《实施意见》），从 4个方面明确 21条措施，加强生

物多样性保护工作。

建立生态屏障，打造“江
西样板”

“我们和江豚的关系就像邻居，它们生活

在水底，我们生活在水面。”9 月 4 日，江西都昌

江豚救护队队员正乘快艇巡湖，占柏山是他们

的队长。他和队员们每天都在鄱阳湖上开展

巡护。都昌县位于鄱阳湖畔，北通长江，是江

西省湖泊湿地面积最大的县，这里拥有鄱阳湖

区数量最多的江豚。从 2004 年开始，江西就已

在鄱阳湖设立 6800 公顷的长江江豚省级自然

保护区，并深入开展非法码头整治和生产生活

污水治理行动，严防农业面源污染，持续改善

渔业生态环境。

江西是全国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省份之

一，全省现有记录的野生脊椎动物 1007 种，野

生高等植物 5117 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42

种，国家一级保护植物 9 种；全球 98%的白鹤都

到鄱阳湖越冬，而微笑天使江豚时隔 40 余年

后，也在今年再次来到赣江扬子洲戏水。如

今，江西的生物保护工作进入了新阶段，也需

要更全面的保护措施。

据了解，《实施意见》提出，到 2025 年，江西

省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面积将达到

11.5%，森林覆盖率稳定在 63.1%以上，湿地保护

率不低于 62%，形成空间布局基本合理的自然保

护地网络体系；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数

保护率达 95%，典型生态系统类型得到有效保

护。到 2035 年，江西省的生物多样性得到切实

保护，形成类型齐全、布局合理、功能完善、管理

有效的自然保护地网络体系。

“我们将通过提升生物多样性保护能力和管

理水平，确保重要生态系统、生物物种和生物遗

传资源得到全面有效保护，纵深推进国家生态文

明试验区建设，以更高标准打造美丽中国‘江西

样板’。”江西省生态环境厅自然生态保护处负责

人介绍说。

环境好了，多种珍稀动
物频频现身

生物多样性如何长远保护？江西给出的答

案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在风景如画的阳际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国家

一级保护动物穿山甲在山上漫步，成群的小麂在林

间穿梭、跳跃。近年来，阳际峰保护区不断有新发

现，包括黑斑肥螈、白鹇、猕猴、灰胸竹鸡在内的多种

珍稀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保护区的红外相机里。

位于江西彭泽县境内的桃红岭保护区，清晰

地记录到近几年在全国范围内都很少见到的国

家二级保护动物小灵猫；在齐云山保护区密林深

处，红外相机多次拍摄到豹猫、苏门羚、黄麂等多

种珍稀野生动物的身影。

据悉，《实施意见》结合江西省实际，围绕总

体目标，明确了就地保护、迁地保护、生态系统保

护和修复、生物遗传资源保护、外来入侵物种等

5 方面管理制度；对白鹤、蓝冠噪鹛、长江江豚、

梅花鹿、中华穿山甲等旗舰物种提出了具体保护

措施；对各类生态系统、候鸟通道、水生生物等方

面明确了保护和修复任务；在生物资源开发与可

持续利用、科学研究与成果转化、合作交流渠道

等方面进行了细化，具有鲜明的特点和亮点。

不仅如此，江西还将建立完善的生物多样性

保护政策法规体系和生物资源可持续利用机制，

使保护生物多样性成为公众的自觉行动，全面建

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江西。江西省生态

环境厅相关负责人说，如今的江西，更像是一幅

美丽的山水画，《实施意见》的出台实施，对江西

今后一个时期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作出了部署，

意义重大，影响深远。江西的百姓都在期待更多

的“神奇动物”入“画”来。

出台21条措施，江西生物多样性保护再升级

8月 25日，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分行营业管理

部组织开展武汉市个人碳账户·绿色信用卡试点

工作。汉口银行成为武汉市首家个人碳账户发

布银行，该行和武汉城市一卡通公司共同推出的

个人碳账户，武汉所有市民均可自愿申请建立。

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分行党委委员，营业管

理部党委书记、主任占再清介绍，武汉市探索

建立个人碳账户，接入第三方出行数据，在全

国是首创。

据悉，武汉个人碳账户有三个特点：一是全

员开放。所有市民均可自愿申请建立，没有个人

银行账户的游客，也可积累碳减排数据，形成个

人权益，这就能满足全民参与城市绿色发展的公

益性目的。二是数据共享。目前市场推出的个

人碳账户都是在系统内封闭运行。汉口银行推

出的个人碳账户，除了内部挖掘碳减排数据，还

以客户授权方式通过武汉城市一卡通有限公司

收集客户真实的出行数据，为建立真正开放的个

人碳账户体系提供了可借鉴的合作范式。三是

行为激励。为确保个人碳账户有生命力，汉口银

行兼顾公益性与商业性，以“碳币”兑权益的方式

激励市民持续参与个人碳减排活动，将个人碳账

户对接借记卡、信用卡及未来个人绿色金融方面

的应用，引导参与者形成绿色消费良好习惯。

武汉探索建立开放式个人碳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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