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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交通领域一直以来都是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领域之一，碳中和目标的提出将给交通领域的发

展带来极为深远的影响。通过梳理交通运输需求、运输方式、土地开发利用模式等对交通领域碳排

放的多元化影响，指出交通领域碳减排面临的主要困境和挑战。为应对这些挑战，提出从交通工具

的新能源化、交通运输结构优化、居民出行方式转变等方面制定应对策略。交通工具层面，持续推

动小汽车的新能源化；交通运输结构层面，构建以电气化铁路运输为骨干的多式联运绿色物流体

系；居民出行层面，通过推动交通与土地利用一体化，推广绿色出行碳普惠机制等措施引导居民出

行方式由小汽车向公共交通、步行以及骑行等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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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en Transportation Development Strategies Under the Carbon Neutrality Go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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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ransportation has long been one of the major contributors of greenhouse gas (GHG) emis-

sions. Setting the carbon neutrality goal will profoundly affect transportation development. This paper

presents an analysis of major dilemma and challenges in the transportation sector with respect to car-

bon emissions reduction, including the discussion of diversified impacts of transportation demand,

travel modes, land use development, and other factors. The paper proposes strategies to address the

challenges from several aspects, such as new energy for vehicles, transportation mode share optimiza-

tion, and residents' travel mode change. For vehicles, it is necessary to consistently enhance the utili-

zation of new energy in private cars. For transportation mode share, the paper highlights the develop-

ment of a green multimodal logistics system that relies on electrified railways as the backbone. For res-

idents' mobility, the paper proposes to promote residents' travel mode change from private cars to

public transit, walking, and biking through measures such as transportation and land development inte-

gration and carbon credits for green mo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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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碳中和碳中和””目标为交通领域绿色发展目标为交通领域绿色发展

增添新动力增添新动力

长期以来，中国积极参与全球应对气候

变化的各项事务，目前已成为全球利用新能

源和可再生能源第一大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2020年9月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宣布

“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 2030年前达到峰值，

努力争取 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不仅彰

显了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在应对气候

变化和走绿色低碳发展道路上的决心，更为

各行各业向绿色发展转型注入新的活力。

在习近平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理念的引领下，中国交通运输领域的可

持续发展不断推进。交通运输生态文明制度

体系日益完善，绿色低碳、环境友好等理念

得到了较好的贯彻和落实，能源消费总量与

强度双控制度也得到较为严格的落实。铁路

碳中和目标下交通领域绿色发展对策分析碳中和目标下交通领域绿色发展对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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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中和目标下交通领域绿色发展对策分析碳中和目标下交通领域绿色发展对策分析

图1 欧盟不同领域温室气体排放分布

Fig.1 Distribution of greenhouse gas (GHG) emissions in different sectors

in the European Union

资料来源：根据文献[5]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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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 废物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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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领域温室气体排放占比 交通领域不同方式温室气体排放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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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全国铁路电气化率不断提升，截至

2019年底已达 71.9%；航空方面，飞机辅助

动力装置(Auxiliary Power Unit, APU)替代设

施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启动和推广，将有

效减少飞机运行产生的碳排放；道路交通方

面，新能源公共汽车和新能源货车的数量不

断增多，2019年底分别达到 40万辆和 43万

辆；快递及物流方面，新能源和清洁能源车

辆的保有量在邮政快递车辆中的比例稳步

提升[1]。

近年来中共中央、国务院及相关国家部

委印发的有关文件中对交通领域的绿色发展

均有强调。2019年《交通强国建设纲要》中

特别强调要加强交通领域的节能减排，“优

化交通能源结构，推进新能源、清洁能源应

用，促进公路货运节能减排，推动城市公共

交通工具和城市物流配送车辆全部实现电动

化、新能源化和清洁化”[2]。2020年《绿色

出行创建行动方案》中明确提出“通过开展

绿色出行创建行动，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

碳的生活方式，引导公众出行优先选择公共

交通、步行和自行车等绿色出行方式，降低

小汽车通行总量，整体提升我国各城市的绿

色出行水平”[3]。2021年《国家综合立体交

通网规划纲要》中特别指出“加快推进绿色

低碳发展，交通领域二氧化碳排放尽早达

峰，降低污染物及温室气体排放强度，注重

生态环境保护修复，促进交通与自然和谐发

展”[4]。可见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绿色

发展仍然是交通领域的主旋律。在“3060”

目标下，如何加强交通领域节能减排的顶层

设计和系统谋划，切实推进交通领域低碳甚

至零碳发展，值得更为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22 绿色发展面临的主要困境与挑战绿色发展面临的主要困境与挑战

交通领域长期以来都是碳排放的主要贡

献者，虽然全球各个国家和地区在减少交通

碳排放、促进交通领域向绿色发展转型方面

都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也取得了一定的效

果，但节能减排之路依然任重道远。“碳中

和”目标下，交通领域绿色发展转型的约束

已经越来越紧。

22..11 交通领域碳排放居高不下是世界各交通领域碳排放居高不下是世界各

国面临的共同挑战国面临的共同挑战

国际能源署(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的数据显示，2019 年全球范围内交通领域

产生的 CO2 约占全球 CO2 总排放量的 1/5

(24.2%)，排放量约为80亿 t，其中道路交通

领域的排放量约为 65亿 t，占整个交通领域

的81%。交通领域的碳排放居高不下已经成

为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挑战。欧盟的一项数

据表明，欧盟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22.3%(以

CO2当量计)来自交通领域，其中道路交通领

域(小客车、普通货车、重型卡车、公共汽

车及摩托车等)产生的温室气体的占比达到

了惊人的21.1%(见图1)。道路交通领域已经

成为整个交通领域碳排放的重灾区。

人员和货物的流动主要依靠道路交通、

铁路、水运及航空运输四种方式。近年来虽

然世界各地都在努力推广载运工具的清洁化

及新能源化，但从整体情况来看，这些运输

方式仍主要依赖化石燃料，特别是石油(见

表1)。根据韩国的一项数据，2017年韩国总

的石油消耗量中32%用于交通领域；交通领

域温室气体排放量占韩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

的14%，这一数字较1990年增加了2.8倍。从

占比来看，道路交通领域消耗的能源占交通

领域能源消耗的绝大部分，比例高达近97%。

中国交通领域的节能减排情况也不容乐

观，碳排放量及其占碳排放总量的比例总体

都呈上升趋势。根据国际能源署的数据，

2017年中国能源相关的CO2排放总量约为93

亿 t，交通领域贡献将近 10%，达 8.9亿 t(见

图 2)。其中，与道路交通相关的CO2排放量

为7.3亿 t，占交通运输领域碳排放量的82%。

22..22 汽车保有量持续增长给交通领域节汽车保有量持续增长给交通领域节

能减排造成极大压力能减排造成极大压力

道路交通作为交通领域碳排放的最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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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2001—2017年中国汽车保有量及交通领域碳排放量

Fig.3 Car ownership and carbon emissions in transportation sector in China

(2001—2017)

资料来源：2001—2017年碳排放数据来自国际能源署，2001—2015年汽车保有量
数据来自《中国汽车工业年鉴》，2016—2017年汽车保有量数据来自《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贡献者，其碳排放的主要来源是汽车。虽然

国家不断出台相关政策鼓励新能源汽车行业

发展，新能源汽车的保有量也有所增长，但

是与传统燃油汽车相比，吸引力仍显不足。

根据公安部交通管理局的数据，截至 2020

年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为 492万辆，

仅占汽车总量的 1.75%。持续增长的汽车保

有量和不加节制的小汽车使用给交通领域的

节能减排造成前所未有的压力。2001年中国

的汽车保有量不到 2 000万辆，而到 2017年

已突破 2亿辆。与此同时，国际能源署的数

据显示，中国交通领域的碳排放从 2001年

2.54亿 t增至2017年8.9亿 t(见图3)。

22..33 车辆燃油经济性的提升被不断增长车辆燃油经济性的提升被不断增长

的交通运输需求所抵消的交通运输需求所抵消

随着世界各国针对汽车排放标准设置的

门槛不断提高以及汽车排放技术不断改进，

新车的油耗水平整体呈下降趋势。中国2012

年起实施的第三阶段汽车燃油经济性准则

加速了汽车产业的降耗进程。2019年中国乘

用车的平均油耗水平为6.45 L·km-1，而2012

年这一数值为 7.42 L·km- 1，整体降幅达

13.07%[7]。可以说汽车产业通过自身技术手

段的改进促进节能减排取得了一定成效。但

是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交通领域整体

客货运需求不断增长，这部分增加的交通需

求不仅抵消了多年来由于汽车发动机技术的

提升而带来的油耗水平下降，甚至还在一定

程度上加速了交通领域碳排放的增长。

以欧盟为例(见表 2)，2000年欧盟新车

CO2排放量平均为172.2 g·km-1，随着汽车发

动机技术不断改进，2017 年下降至平均

118.5 g·km- 1，整体降幅达 31.2%。然而同

期，欧盟公路货运需求总体增幅达 23.9%，

欧盟内部的小汽车出行需求总体增幅达

14.0%。由于道路客货运需求不断增长，欧

盟道路交通领域的年碳排放总量由 8.49亿 t

增长至8.85亿 t，碳排放表现不尽如人意。

全球经验显示，近年来交通领域的碳排

放有增无减。虽然伴随着各个国家和地区制

定的针对燃油汽车的排放标准不断提高以及

汽车发动机技术的不断改进，新车的平均能

耗和温室气体排放明显降低，但交通领域整

体的碳排放仍在增加。经济社会的发展在带

表1 2017年韩国交通领域能源使用和消耗情况

Tab.1 Transportation energy usage and consumption in the Republic of Korea in 2017

类别

燃料使用情况

能源消耗量/
万 t油当量

道路交通

乘用车

汽油(37%)
柴油(53%)

液化石油气(10%)

4 279.6
(乘用车78%、卡车13%、公共汽车9%)

卡车

柴油(99%)
液化石油气(1%)

公共汽车

柴油(54%)
压缩天然气(46%)

铁路

柴油(29%)
电能(71%)

34.3

轮船

重油(51%)
柴油(49%)

45.4

飞机

航空油(100%)

61.3

资料来源：根据文献[6]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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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2000—2017年中国交通领域碳排放总体情况

Fig.2 Carbon emissions in transportation sector in China (2000—2017)

资料来源：国际能源署(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I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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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汽车销量不断上涨的同时也带动了客货运

需求不断提升，道路交通作为交通领域碳排

放的最主要来源，节能减排的潜力巨大但同

时也面临严峻挑战。

33 绿色发展对策绿色发展对策

交通领域是全球面向碳中和发展的重要

一环。以小汽车为核心的道路交通是交通领

域碳排放的绝对主体，面临着极其严峻的节

能减排压力。根据国际能源署的预测，如果

按照当前的政策情景发展，2030年全球交通

领域的碳排放将达到94亿 t，而2040年将高

达106亿 t，这一趋势与碳中和的愿景显然背

道而驰。交通领域的节能减排是一项庞大复

杂的系统工程，碳中和目标的实现需要在交

通工具新能源化、交通运输结构优化、居民

出行方式转变等方面持续发力，不断推动交

通领域绿色发展。

33..11 持续推动交通工具尤其是小汽车的持续推动交通工具尤其是小汽车的

电动化电动化、、新能源化和清洁化新能源化和清洁化

传统燃油汽车保有量的快速增长和无节

制使用已经成为阻碍交通领域节能减排的关

键障碍。小汽车的电动化、新能源化和清洁

化是交通领域节能减排的重要举措，对缓解

能源供需矛盾、改善环境有着重要的推动作

用。在大力发展和推广新能源汽车的同时，

通过技术手段降低现有交通工具的碳排放是

大势所趋，也是交通领域绿色低碳发展迫在

眉睫的需求。

近年来全国各地在推动公共交通工具实

现电动化、新能源化和清洁化方面采取了各

种举措，也取得了一定成就。例如北京新能

源与清洁能源公共汽车的占比已经超过九

成，其他各城市也在加紧公共汽车的更新换

代，新能源公共汽车的比例正在稳步提升，

可以预见未来几年内公共交通工具将完全实

现电动化、新能源化和清洁化。公共交通工

具的新能源化对于道路交通领域的节能减排

将带来一定的积极效应，但作用毕竟有限。

道路交通领域很大一部分碳排放来自私人小

汽车尤其是传统燃油小汽车的使用。小汽车

的电动化、新能源化和清洁化是道路交通碳

减排的重中之重，要从增量和存量两个层面

充分考虑小汽车等交通工具的节能减排。增

量层面，要显著提升新能源汽车在新增注册

车辆中的比例；存量层面，要显著降低现有

交通工具的碳排放。

推动小汽车的电动化、新能源化和清洁

化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在经济社

会等各个维度以及政府、企业、消费者等各

利益主体之间综合协调、共同推进。1)经济

层面，一方面，政府可以适当加大新能源汽

车补贴力度，让消费者能以相对合理的价格

购买或者置换新能源汽车，满足消费者的心

理预期，同时通过经济补偿等措施加快高排

放老旧车辆的淘汰整治。另一方面，可以通

过建立节能减排专项基金等形式，加强企业

在传统车辆技术研发和攻关上的正向激励，

调动企业节能减排的积极性，推动汽车低碳

技术的不断进步，引导汽车产业的低碳发

展。2)社会层面，从设施角度出发，进一步

完善新能源汽车配套基础设施布局，加快新

能源汽车充电桩等配套设施建设进度，充分

提升新能源汽车使用的便利性和可靠性，

提升用户对新能源汽车的接受度。3)从技术

角度出发，大力推广选择性催化还原

(Selective Catalytic Reduction, SCR)等废气处

理技术在现有传统交通工具中的使用，同时

加快低碳生物燃料的技术研发，加速燃油低

碳化进程，降低现有交通工具的碳排放。

4)从企业角度出发，加强车企的社会责任感

和主人翁意识，可以将企业社会责任指标量

化，与正向激励措施结合，鼓励车企加快技

术攻关，充分激发车企节能减排的积极性。

33..22 优化交通运输结构优化交通运输结构，，全面推广以电全面推广以电

气化铁路运输为骨干的多式联运绿气化铁路运输为骨干的多式联运绿

色物流体系色物流体系

根据2021年颁布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

网规划纲要》，未来中国的货运需求整体将呈

现稳中有升的态势。根据预测，2021—2035

年全社会货运量将保持年均 2%左右的增

速，邮政快递业务量将保持年均6.3%左右的

表2 欧盟客货运交通需求增长带来道路交通领域碳排放增长

Tab.2 Carbon emissions growth in transportation sector with increased

passenger and cargo transportation demand in the European Union

项目

2000年

2017年

增长率/%

公路货运交通
需求变化/
亿 t·km

15 090

18 700

+23.9

小汽车出行
需求变化/
亿人次·km

43 010

49 010

+14.0

技术进步下小汽
车碳排放变化/

(g·km-1)

172.2

118.5

-31.2

道路交通领
域总体碳排
放变化/万 t

84 900

88 570

+4.3

资料来源：根据文献[5]整理。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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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速。当前中国货运交通仍以公路运输为

主，根据交通运输部数据，2019年全国货物

运输领域公路货运量占比最高，达 77.91%。

公路货运领域交通工具仍以传统的长途重型

货运卡车为主，此类车辆会消耗大量的能

源、排放大量的温室气体。在社会经济不断

发展、货运需求持续旺盛、道路交通领域节

能减排压力与日俱增的背景下，货运模式从

以公路为主转向更为绿色低碳的电气化铁路

运输为主是大势所趋。“公转铁”可以充分

发挥铁路运输运能大、绿色环保的比较优

势[8]。干线运输以电气化铁路为主，末端配

送以新能源汽车为主的多式联运绿色物流体

系将会释放巨大的碳减排潜力，给交通领域

的节能减排带来非常积极的影响。

1）大力推广以电气化铁路为主的干线

运输。

与以传统汽柴油卡车为主的公路货运相

比，铁路运输单位货物周转量的碳排放值

(22 g·(t·km)-1)约为其 1/6，节能减排优势可

见一斑。随着全国铁路电气化改造不断推

进，货运交通应充分发挥电气化铁路运输集

约高效、绿色低碳的比较优势，全面大幅提

升铁路货运在干线运输中的比例，打造以电

气化铁路运输为主的绿色物流体系。

2）全面推广新能源汽车在城市配送端

的应用。

加快新能源物流车在城市配送领域的普

及和推广，推动城市货运能源清洁化进程

(见图 4)。一方面优化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布

局，加快产业物流园、工业园区等片区的新

能源汽车充电桩建设，为新能源物流车的使

用创造更为便捷的条件，降低对传统燃油货

车的依赖。另一方面可以通过购车补贴和税

收减免等激励措施，鼓励物流企业更多地使

用新能源汽车进行配送和运输。

33..33 多措并举引导居民减少小汽车使多措并举引导居民减少小汽车使

用用，，向绿色出行方式转变向绿色出行方式转变

随着国家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城市空

间范围不断扩大，居民出行距离不断变长，

在小汽车迅速普及而公共交通又难以满足出

行需求的背景下，居民选择小汽车出行的欲

望和诉求越来越强烈。私人机动化的快速发

展使得交通在能源消耗及环境污染中的占比

不断加大，交通领域节能减排压力与日俱

增。交通领域的碳排放与居民出行行为息息

相关，道路交通碳减排的一大关键是要让更

多的人放弃小汽车而选择步行、骑行以及公

共交通等更为绿色低碳的出行方式。居民出

行方式的根本性转变离不开规划设计、运营

管理、政策激励等层面的一系列措施。

1）坚定不移、持之以恒推动交通与土

地利用的一体化。

城市居民的日常出行整体上受到土地利

用模式和开发强度的影响，用地结构中涉及

的产业布局、职住关系等与居民的出行次

数、出行距离、出行方式选择息息相关。不

合理的土地利用模式，如功能单一的用地结

构以及粗放低效的用地开发，会造成严重的

职住分离，继而衍生大量长距离的通勤需

求。在小汽车高速发展的当下，无疑会导致

私人机动化出行的大规模泛滥。小汽车高拥

有、高使用、高排放、高停放给整个社会带

来的负外部性显而易见。

公共交通主导的高密度紧凑集聚的土地

利用和城市开发模式对交通领域节能减排的

贡献巨大。而以私人机动化为导向的粗放低

效的土地利用和开发模式造成的能源消耗和

温室气体的排放也是巨大的。以美国亚特兰

大和西班牙巴塞罗那为例，两座城市有着几

乎相同的人口数量，但是在土地利用和开发

模式上却有着截然不同的理念，亚特兰大是

典型的以私人机动化为主导的低效粗放型蔓

延发展，而巴塞罗那更加注重以公共交通为

导向的紧凑集聚型开发。研究显示，亚特兰

大的人均交通碳排放是巴塞罗那的 5倍之多

(见图5)。

亚特兰大和巴塞罗那的例子很好地说明

了只有坚持以公共交通为主导的绿色交通引

导下的城市开发，推进交通与土地利用的一

体化协调并进才是根本出路。通过低占用、

低消耗、低排放、集约化、高效率的公共交

通引领城市群、都市圈以及城市空间紧凑发

展，可以减少出行需求，缩短整体出行距

离，引导更多的人选择公共交通。由此带来

的城市整体运行效率提升、空气质量改善、

环境品质提升以及能源消耗和碳排放的减

少，体现的是真正健康而又可持续的高质量

发展。

新能源物流车 铁路班列 新能源物流车

生产基地 铁路货场 铁路货场 末端

图4 多式联运绿色物流体系

Fig.4 Green logistics system with multimodal transpor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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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充分重视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系统建

设，打造“走乘骑”(步行+公共交通+自行

车)绿色低碳可持续出行方式。

步行和自行车交通对于交通领域节能减

排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步行和自行车交

通系统的建设在一些城市始终没有受到足够

重视。部分城市的管理者深受“车本位”思

想的影响，在个别路段为了给私人小汽车提

供足够的停车位，采取压缩人行道的荒谬做

法，导致本就不充裕的非机动交通空间进一

步被蚕食，行路难、骑车难等现象屡见不鲜。

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系统和公共交通唇齿

相依，是整个绿色低碳出行链上必不可少的

一环，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系统完善与否会直

接影响居民的出行选择(见图 6)。恶劣的出

行环境、不连续的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网

络、备受挤压的出行空间等不利因素不仅会

直接降低居民选择步行和自行车出行的意

愿，某种程度上还会加深居民对乘坐公共交

通的抗拒心理。公共交通吸引力的提升离不

开与之相衔接的完善的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系

统的支撑，高品质的系统建设是引导居民出

行方式转变、打造绿色低碳可持续出行方式

的前提，必须予以足够重视。

打造“走乘骑”的绿色低碳可持续出行

方式是缓解交通拥堵、促进交通领域节能减

排的关键抓手。各城市在继续深入实施公交

优先战略的同时，必须充分重视步行和自行

车交通系统的建设。观念上，要彻底转变传

统的“车本位”思想，将更多的路权空间还

给行人和骑行者；管理上，要加大对机动车

侵占人行道和非机动车道等行为的处罚力

度，营造良好的非机动交通出行环境；设施

建设上，打通非机动交通“断头路”，构建

连续且无障碍的人行道和非机动车道网络，

为居民创造更多绿色低碳出行的有利条件。

3）全面推广绿色出行碳普惠机制，鼓

励居民绿色出行。

按照“谁减排、谁受益”的原则，对个

人绿色出行行为以碳减排量的形式进行量

化，将量化后的指标通过碳积分体现，再将

碳积分与生产消费结合起来，居民可使用碳

积分换取购物优惠或公共服务等(见图 7)。

通过正向激励机制，培养公众绿色出行意

识，鼓励养成绿色出行的良好习惯，引导居

民成为绿色出行的践行者和推动者，形成政

府引导、全民共同参与的低碳出行新模式。

绿色出行碳普惠机制已经在中国个别城

市进行试点运作，取得了不错的效果。根据

北京市交通委员会的数据，北京市自 2020

年 9月推出绿色出行碳普惠激励措施后，短

短 4 个多月时间，绿色出行 575.5 万人次，

实现碳减排量 1.87 万 t。其他城市如南京、

武汉、成都、广州等地也在交通领域进行了

碳普惠机制的探索实践，在政策体系建设、

试点运行、平台搭建等方面也都取得了一定

的进展，形成了良好的社会效应。碳中和目标

下，有必要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绿色出行碳普

惠机制，推动国家层面交通领域的节能减排。

44 结语结语

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持续推动绿色发展

是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伴随着

200

单位：km

200

单位：km

总人口：526万人
总面积：16 605 km2

建成区面积：7 692 km2

人均交通碳排放量(CO2)：6.9 t

总人口：500万人
总面积：3 263 km2

建成区面积：648 km2

人均交通碳排放量(CO2) ：1.2 t

a 亚特兰大(低效粗放型城市开发模式) b 巴塞罗那(紧凑集聚型城市开发模式)

图5 城市开发模式与交通碳排放

Fig.5 Urban development mode and transportation carbon emissions

资料来源：https://www.reddit.com/r/MapPorn/comments/nho1vz/atlanta_vs_barcelona_
urban_sprawl_environmental/。

步行至公共汽车站或地铁站步行至公共汽车站或地铁站 搭乘公共汽车或地铁搭乘公共汽车或地铁 骑行完成骑行完成““最后一公里最后一公里””

完整出行链完整出行链

图6“走乘骑”绿色低碳可持续出行方式

Fig.6 Green, low-carbon, and sustainable ways of mobility:“walking, public

transit, and biking”

绿色出行行为 碳普惠平台 获取碳积分 碳积分换取购物优惠

碳积分变现碳减量转化为碳积分计算碳减量

图7 绿色出行碳普惠机制运作原理

Fig.7 Operation principle of carbon credits for green mobility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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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愿景目标的提出而产生

的政策约束及产业变迁，将会给各行各业带

来深远影响，对交通领域的绿色发展也带来

了机遇和挑战。经过多年的努力，中国绿色

低碳发展政策体系日益完善，载运工具节能

减排技术不断进步，交通领域已具备较高的

碳减排潜力。然而，交通领域的碳排放总量

居高不下已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困境，

以汽车为核心的道路交通已成为交通领域碳

排放的重灾区。交通领域碳减排牵涉面广、

涵盖不同群体。从汽车生产环节发动机技术

的改进，到车辆购买和使用环节新能源车辆

占比的提升，再到货运环节运输结构优化、

日常出行环节居民出行方式的根本性转变等

都与交通领域的节能减排和绿色发展息息相

关。交通碳减排目标的实现需要以技术可

行、经济合理、社会可接受为准则，重点围

绕交通工具新能源化、交通运输结构优化、

居民日常出行方式转变等方面，综合协调多

方利益主体，共同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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