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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低碳小镇是近些年来面临全球气候变化，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个新的概念。总

结国外低碳小镇的发展经验并从中得到启示，将其运用到我国低碳小镇的建设中。［方法］ 文章综合运用案
例分析法与总结归纳法对国外低碳小镇的发展经验进行了分析与归纳。［结果］（1） 界定了中国低碳小镇的
定义，厘清了低碳小镇与低碳城市的区别与联系，以及中国低碳小镇发展与国外低碳小镇发展的异同，并
介绍了我国低碳小镇发展的现状，主要包括具体试点以及存在的问题。（2） 总结归纳了 3 个国外低碳小镇

发展的经验，包括田园城市的规划理念，先进的新能源开发利用技术，以及完善的法律法规。［结论］（1）
在低碳视角下进行小城镇建设是新型城镇化的要求，可以协调城乡发展，是以生态、城乡一体化为特征的
全新建设模式的需要，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强大动力。（2） 借鉴国外成功经验，得出一些发展中
国低碳小镇的启示，包括在区别化发展低碳小镇与低碳城市发展模式的基础上，重视规划的重要性，做好
前期规划，开发清洁能源并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建立健全相关的法律法规。（3） 国际上低碳小镇发展经验
表明，低碳小镇的发展形式是依据不同国家的具体国情而存在的，关键要形成因地制宜、重点突出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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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作为最大的能源消耗国家以及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多的国家，中国必然面临着强烈的减少碳排放的压

力

［1］

。由于城市化的快速扩张，城镇已经成为了能源消费以及二氧化碳排放最多的区域。在此背景下，

一个新的概念：低碳小镇，应运而生。
然而，关于什么是低碳小镇，低碳小镇与低碳城市有什么区别，以及如何在中国背景下开发低碳小
镇，值得讨论。根据所掌握的文献，关于以上问题仍存在争议。其原因在于：一是我国有着不同于国外
发达国家的具体的、特殊的国情；二是即使在发达国家，对于低碳小镇的概念仍存在着争议 ［2-7］。因此，
为了促进我国低碳小镇的可持续发展，有必要界定我国背景下的低碳小镇的内涵以及开发低碳小镇。
首先界定了我国低碳小镇的定义，并介绍了我国低碳小镇发展的现状，主要包括具体试点以及存在

的问题；其次，总结归纳了 3 个国外低碳小镇发展的经验，包括田园城市的规划理念，先进的新能源开发

利用技术，以及完善的法律法规；最后，借鉴国外成功经验并得出一些低碳小镇发展启示，以期对我国
低碳小镇建设有所裨益。目前，国内多见关于低碳城市的研究，却鲜见关于低碳小镇的研究，文章在总
结国外低碳小镇发展经验基础上，对我国低碳小镇建设提出相关建议，并区分低碳城市与低碳小镇的发
展模式，有助于填补相关研究的空白。

1

基本概念
低碳城市是以城市空间为载体，以能源、交通、建筑、生产、消费为要素，以技术创新与进步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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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通过合理的空间规划和科学的环境管治，在保持经济社会有效运转的前提下，实现碳排放与碳处理
动态平衡的发展模式 ［8］。与之相比，低碳小镇则是低碳城市的有机组成部分。低碳小镇不仅仅是行政区
划单元以及产业园区，还是产业发展的载体、企业协同创新的社区，其建立符合经济发展规律，能够促
进经济结构调整，实现创新性供给个性化需求的有效对接。因此低碳小镇是在新的历史时期，新的发展
阶段，我国经济转型发展和城镇化推进中的创新探索和成功实践。当然，低碳小镇的发展离不开低碳城
市的建设，低碳城市的建设也为低碳小镇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和优势。
对于一些发达国家来说，低碳是城镇可持续发展的主要标准，因此发达国家低碳小镇的主要目标就
是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相比而言，我国正经历着快速的工业化与城市化，经济、社会与生态发展充
满着矛盾。一方面，要发展经济，提高生活水平；另一方面，还要保护生态，减少碳排放。因此，我国
必须在考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实现节能减排，这也是中国在发展低碳小镇过程中不同于发
达国家所面临的最大的挑战。

2

我国低碳小镇发展的现状
我国是第一个为了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而实施全国性行动计划的发展中国家 ［9-10］，并且已经在减少二氧

化碳排放强度与发展非化石能源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扩张，城镇已经成为了能源
消费以及二氧化碳排放最主要的地区。因此，低碳小镇的发展是国家减少碳排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有
效途径。早在 2005 年住建部就发布了一系列政策来促进发展城市公共交通和节能建筑。2010 年 8 月国家

发改委发布了 《关于开展低碳省区和低碳城市试点工作》 的通知，确定在广东、辽宁、湖北、陕西、云
南 5 省以及天津、重庆、深圳、厦门、杭州、贵阳、南昌、保定 8 市开展试点工作。同年 12 月，国务院颁

布发行主体功能区规划，提出低碳小城镇的建设 ［1］。到目前为止，低碳试点工作已经在全国展开。随着
国际合作不断完善，我国不断引进发达国家的新理念、先进技术和经验，虽然目前合作主要限于城市规
划、区域能源供应、节能建筑、节能管理等领域，但低碳小镇的国际合作正在不断加深和拓展，具体到
项目，如天津中国—新加坡生态示范城镇、无锡中国—瑞典生态示范城镇、上海崇明岛东滩生态城和临
港新城、唐山曹妃甸生态示范城镇等。从目前的发展情况来看，我国小城镇建设尤其是低碳小城镇建设
还存在着资源利用粗放、能源消耗大、碳排放量高、土地利用率低下、环境污染严重等问题 ［30-34］。

3

国外的发展经验
根据以上基本概念，低碳小镇是低碳城市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低碳城市的建设也为低碳小镇的形成

提供了的基础，由此得出，低碳小镇与低碳城市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发展规模的大小，主要包括人口、面
积两方面。根据我国的具体实际情况，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一个小镇的规模往往相当于其他国家
一个城市的规模，因此，我国低碳小镇的发展可以参考其他国家同等规模 （人口上、面积上） 低碳城市
的发展经验。需要指出的是，任何国家和地区低碳城市或低碳小镇的发展都离不开科学的规划、清洁能
源和完善的法律相互支撑，英国、奥地利及日本也不例外。然而，鉴于这 3 个国家分别在田园式城市发
展、清洁能源以及法律法规建设方面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分别以这 3 个国家为案例区，重点介绍各自在田
园城市规划、清洁能源以及法律法规三方面的典型做法，并得出发展我国低碳小镇的启示。
3.1

以田园城市规划理念为导向的英国低碳小镇发展经验
英国是第一个建立完整的城乡规划体系的国家 ［11-12］，也是最早提出低碳概念的国家，特别是英国在

田园城市理念与新城发展计划等方面的经验对中国低碳小镇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英国与我国一
样，对于乡村生活都有很深厚的情结。19 世纪末，由于长期的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发展，英国乡村面临没
落衰败的命运。所以，当时英国社会的很多有识之士提出要拯救乡村，针对城市的恶劣生活，提供更好
的生活方式 ［1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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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社会改良发展促使了霍华德在 1898 年提出了田园城市理念 ［16，19］。该理念主要内容是，能否把

优美的田园乡村环境与城市的就业机会、基础设施、医疗、教育结合起来，形成一个新的城镇，周边由

绿带来限制城镇边界，不同城镇之间通过快速交通，如铁路来联系。田园城市一个特别重要的理念是，
一个城镇想要发展，最重要的是长期的维护费用，而这些费用的主要来源是城镇发展所提升的土地价值。
该理念认为这些价值不应该为房地产开发商获取，而应让城镇居民长期受益。

田园城市理念第一个案例是 1903 年建立的莱彻沃斯 ［17-18］。当时成立了一个非常系统的开发公司，虽

然这个开发公司是私人投资建立，但是规定必须是长远的回报。所以每个投资商只能拿 5% 的红利，剩下

所有的盈利都投入到这个特色小镇的长期建设中，这就保证了小镇的医疗、教育、绿化管理都达到了非
常高的水平。莱彻沃斯这个城镇已经建立 114 年了，现在已经成为英国最宜居的田园城镇之一，而且价值

得到了很大的提升。该小镇通过自己成立的基金委员会的管理，拥有小镇所有的商业地产，通过出租的
方式租给工厂商店，租金用来维护小镇长期发展，比如维护小镇的绿色基础设施，积极发展绿色生态环
境保护事业，不断提升田园城市理念，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理念，这就是鼓励低碳生活方式的一种形式 ［19］。
另一个案例是米尔顿凯恩斯田园新城，1967 年规划建设，是英国最大，也是最后的一个新城。新城

占地 89km2，1981 年新城人口达 12 万人，相当于中国一个镇的规模。米尔顿凯恩斯在规划时就充分借鉴
了田园城市理念，即如何把前期没有开发的土地充分利用，不是简单的房地产开发，而是把收益回馈到

居民的长期收益中。新城绿化空间占了 24%，为了维护绿化空间，米尔顿凯恩斯专门设立了管理委员会
来对绿化空间进行管理，并将城镇商业地产一部分股份所有权送给绿化管理委员会，因而绿化管理委员

会每年会有固定的收益来管理城镇绿化。除此之外，米尔顿凯恩斯还是世界上最早实现海绵城市的地方。
该城镇有两条多功能绿化带，既是野生动物栖息的生态走廊，也是市民休闲娱乐的空间。这样既节约了
土地，又创造了美好的环境，同时还拥有长期稳定的维护城市的资金来源 ［20-21］。这种具有前沿性的规划
与发展理念保证了城镇的可持续发展。
总结以上两个案例，可以将其归纳为以
田园城市规划理念为核心的低碳小镇发展机
制 （图 1）。城市规划可以通过影响人口、资

源与环境等方面，进而对碳排放产生影响。
城市规划可以对人口进行规划管控进而影响
城市化。城市化一方面可以影响城乡居民的
生活方式与消费习惯，并对传统能源的消费
方式与消费结构产生冲击，进而影响碳排

图1

以规划为核心的低碳小镇发展机制

放 ［22］。另一方面，城市化也可以影响城市土地利用数量以及利用结构，进而对碳排放产生影响；城市规
划也可以对资源消耗进行规划管控进而影响经济发展。化石能源等传统能源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而
以传统能源为支撑的经济增长，常常伴随着碳排放的大量增加。而经济发展阶段、经济增长方式的不同
也会影响碳排放 ［23-24］；城市规划还可以对环境进行保护进而影响环境保护政策的制定。随着全球气候变
暖等环境问题的加剧，环境保护政策不断演变，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强。演变至今低碳发展成为主流，
并制定了一系列的低碳政策，对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25］。
3.2

以清洁能源为导向的奥地利低碳小镇发展经验
古辛市位于奥地利东南部的布尔根兰州，其人口约 4 000 人，相当于中国人口较少的一个小镇。古辛

市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也经历了汉姆斯王朝的堕落与瓦解，因此其经济发展不是很好，工厂与企业也
很少，基础设施很薄弱，工作岗位也很少，大约 70% 的居民都要去其他的地区工作。该地区人口流失情

况十分严重，在二次世界大战后，有大约 1/4 的人口迁移到了美国。这些都导致了该地区成为了奥地利经

济发展最薄弱的区域。1988 年该地区可以说是奥地利最贫穷的区域。自此以后，政府开始调整发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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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单单依靠消耗化石能源来发展，而是采取
可持续发展战略。在该地区还成立了能源示范
区，打造清洁能源，使用清洁能源满足居民的
生活需要。值得一提的是，生物质能是当地一
种特色的清洁能源，通过农业产品废料进行气
化和能源转变。古辛市也是光照时间较长的地
区，所以太阳能也是该地区主要利用的清洁能
源。该地区还大力发展了新能源旅游业，有大

图2

以新能源开发为核心的低碳小镇发展机制

约超过 300 万人来参观学习 ［26］。该市现在已经
不再是贫穷的地方，而是新能源的代名词。

总结以上案例，可以将其归纳为以开发新

能源为核心的低碳小镇发展机制 （图 2）。新能

源开发可以通过成本、价格、效率、替代等 4
个方面影响化石能源消耗，进而对碳排放产生
作用。新能源往往是可再生能源，一旦技术成
熟，就会比传统化石能源具有成本与价格上的
优势，消费者就会减少对化石能源的需求，进

图3

以法律制度为核心的低碳小镇发展机制

而减少化石能源的消耗，减少碳排放；一些新能源的能源转换效率也比较高，同等条件下消耗更少的新
能源，这也会影响消费者对化石能源的需求，进而影响化石能源的消耗，影响碳排放；新能源还具有清
洁无污染的性质，如水能、热能、太阳能等，如果新能源实现对化石能源的全替代，那么将有望实现碳
的零排放。
3.3

以完善法律法规为导向的日本低碳小镇发展经验
日本低碳小镇建设的一大特征就拥有完善的法律法规，通过健全法律法规来使低碳小镇的建设有法

律保障。为了保障低碳小镇的建设，日本出台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来限制能源的消耗以及二氧化碳排放，

如 2003 年发布的 《可再生能源标准法》，2004 年出台的 《面向 2050 年的日本低碳社会情景研究计划》，
2008 年发布的 《能源合理利用法》 以及 《推进地球温暖化对策法》 等。此外，日本还注重通过法律保障
技术与专利，因此日本非常注重技术的研究与开发，2008 年日本与低碳相关的专利数为 4 400 件，比美国

与欧洲都要多。进入 21 世纪以来，这个数字还在激增 ［27-30］。虽然这些法律法规大多是针对城市制定的，
而低碳小镇作为低碳城市的有机组成部分，也可以适用或借鉴其法律法规。

总结以上案例，可以将其归纳为以法律制度为核心的低碳小镇发展机制 （图 3）。法律制度可以通过

规定主体权利、主体义务、主体责任以及综合调控等方面对碳排放产生影响。这里的主体权利指的是为
了满足人们生产、生活的基本需要，在自然环境可承受的范围之内对能源消耗的权利，而主体的类型、
能源消耗数量等具体内容都是需要法律制度来确定的，这些恰恰都对碳排放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权利与
义务相辅相成，法律制度还规定了主体义务。主体义务指的是出于环境保护的目的，法律制度规定的人
们在消耗资源的同时，也要承担一部分义务。这些义务可以进一步阻止人们对于环境的破坏，也可以有
效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主体责任指的是不仅要注重代内公平，还要注重代际之间的公平，同时代内公
平还要注重不同国家与地区之间、人类群体与其他生物群体之间的权益分配与利益平衡。与义务不同的
是，责任没有法律的约束，只存在于人的自觉行为之中。主体责任主要在道德上影响人们的行为，进而
影响碳排放；法律制度还可以通过综合调控在宏观层面上对碳排放产生影响。法律制度本身就具有严肃
性，具有极大的威慑力，可以在宏观上影响主体行为，进而影响碳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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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示
低碳小镇的建设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客观要求，也是实现新型城镇化的需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工

业化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在带来经济繁荣发展的同时，生态环境的破坏也敲响了警钟 ［36］。为了实现可持
续发展，以及代际公平，低碳发展是破解生态环境难题的有效手段，而低碳小镇的建设则是低碳发展中
有效的一环。我国应借鉴国外的经验与教训，利用后发优势，避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
4.1

规划方面
在开发低碳小镇时，要做好前期规划，重视规划的重要性。规划可以通过优化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改

造，减少能耗，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通过土地利用的空间优化和功能布局的相应优化，设计绿色交通
系统，可以避免不必要的流动需求，减少私家车的比例，增加公共交通工具的比例；通过设计先进的绿
色能源供应系统，减少能源运输途中的消耗，充分利用二次能源，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通过产业规划，
增加低碳产业比例，如节能环保、新能源、旅游休闲、文化创意、高新技术产业，形成完善的低碳产业
体系。然而在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时，也不能忽略当地的工业基础，盲目跟风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要根据
自身的能力来节能减排；此外，还可以通过系统规划和管理，减少由于过度建设、重复建设甚至错误施
工而浪费基础设施建设中的能源。可以考虑借鉴英国田园城市规划理论，并结合小镇的具体类型、地理
位置、资源环境状况来对小镇进行低碳规划设计。或是运用生态安全格局方法与理论，通过建设生态斑
块，生态廊道来确定小镇的总体生态安全格局。
4.2

技术方面
（1） 开发清洁能源。低碳小镇的发展，不论是生产还是生活，都离不开能源。据统计，我国二氧化

碳排放大约有 4/5 来自于能源。因此，低碳小镇应按照全球能源转型方向，以可再生能源为主，如太阳

能、风能、地热能、生物质能等进行小镇的建设。虽然与国外相比我国的技术还比较落后，目前的能源
消费还主要以煤炭为主，在短时期内还很难改变能源消费结构调整的难度较大，但是，发展高新技术，
开发新能源，是我国建设低碳小镇必须面临的问题 ［37］。而奥地利古辛市因地制宜，利用区域地理优势，
分别采用生物质能和太阳能作为清洁能源，不仅低碳环保，而且生产成本低，不仅解决了当地的能源问
题，满足居民生产生活需要，还向周边地区提供清洁能源，这一点值得学习。

（2） 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目前，我国的能源使用效率还不是很高，单位 GDP 能耗水平与西方发达

国家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尤其是在炼钢、水泥制造、火电等产业。要通过对技术的发展，提高能源的利
用效率，优化能源的利用方式。资源利用以后，将会产生各种废物。如果这些废物不加以处理的话，将

会产生各种温室气体及污染气体，污染环境。相反，如果利用各种技术手段来对这些废物进行加以利用，
那么这些废物就会变成放错位置的资源。换一句话来说，就大大提高了资源的使用效率。
4.3

法律方面
建立健全相关的法律法规来约束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我国正在建设法制社会，相关的法律法规还

不是很完善，尤其是环境保护方面。再加上我国居民的环保意识也不是很强，这就更需要制定相关的法
律法规来对居民破坏环境的行为进行约束。此外，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不仅是对普通居民破坏环境行
为的约束，更是对低碳产业的宏观引导，比如对能耗标准、排放标准、生态补偿标准、市场准入标准的
规定。这样就可以从宏观上推动当地低碳产业的发展。
目前，国内生态示范城镇大多对技术、规划等方面比较侧重，而缺乏相关法律法规的保障。不断完
善低碳小镇建设的相关政策法规，通过查处高排放、高能耗企业，提高对低碳企业的奖励支持力度，加
强对城镇居民生态、生产、生活理念的引导，充分发挥政府部门的宏观调控功能，制定科学的低碳小镇
规划，通过行政、法律等手段保障低碳小镇建设。建立健全公众参与监督机制，通过政府部门引导提升
公众的低碳意识，并将低碳意识自觉转化为低碳行为，鼓励更多人参与到低碳小镇建设中，通过社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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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为公众提供更多参与机会，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以提升低碳小镇建设水平。
4.4

低碳小镇与低碳城市发展模式的区别
低碳城市的发展模式是在科学实践中以城市空间为发展载体，运用低碳经济理论组织经济活动，把

传统的城市发展模式改造成低碳型的新型城市发展模式。具体说来我国低碳城市发展模式是以低能耗、
低污染、低排放和高效能、高效率、高效益为基础，以低碳发展为主导方向，以节能减排为发展方式，
以低碳生产和低碳生活为主要方法，以低碳发展政策为引导，以低碳技术为支撑，以低碳法律法规为保
障的一种科学的绿色经济发展模式 ［32］。
而低碳小镇作为低碳城市的有机组成部分，一方面，其发展模式可以融合到低碳城市的发展模式中；
另一方面，其最大的特点就是面积较小，无法形成规模效应，由此在其发展模式上也存在一些与低碳城
市发展模式的区别。规划上，由于面积较小，就需要采取精准规划，甚至精确到企业、社区，这就给规
划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低碳城市的规划很大程度上是依据国家的低碳发展政策，而小镇的规划则更多涉
及到各方面人、事物之间关系的协调与处理；技术上相比低碳城市而言，低碳小镇技术上的最大问题是
如何在较小土地面积上使各种能源的综合使用效率达到最优。由于低碳小镇面积较小，又汇集了各种可
再生能源，如何平衡能源的供应与使用，以及一体化供能，使能源的综合使用效率达到最优，这是低碳
小镇发展的一大技术难题。低碳小镇发展的另一大技术难题是由于面积较小，可再生能源的选择范围也
相对较少，而各地的资源禀赋与需求也是不一样的，如何实现清洁能源的空间调配也是低碳小镇发展面
临的另一大技术难题。法律上由于乡镇是我国最低一级政府， 在政策执行中发挥着特殊而重要的作用，
而根据现有研究来看，乡镇还存在执行速度缓慢， 执行成本过高、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有法不依， 有
令不行、监督不力， 缺乏有效评估制约机制等问题 ［39］，导致国家针对低碳小镇制定的法律法规难以实施
或实施不力。如何提升乡镇的政策执行力是低碳小镇发展的重点之一。应从政策支撑、公众参与、技术
支持等方面入手，结合生态建设经验，探索资源利用、生产方式等方面的创新路径，设计低碳小镇建设
体系 ［40］。

5

结论
在低碳视角下进行小城镇建设是新型城镇化的要求，可以协调城乡发展，是以生态、城乡一体化为

特征的全新建设模式的需要，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强大动力。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将生
态文明建设放在首要位置，推行低碳、绿色的城镇化建设道路”，这也是对低碳小镇建设提出的新要求。
为了我国低碳小镇更好地建设，该文综合运用案例分析法与总结归纳法对国外低碳小镇的发展经验进行
了分析与归纳，并从中得到启示。国外低碳小镇在规划理念、新能源开发技术和法律体系等方面处于国
际领先地位。田园城市理念是英国小城镇规划的基本原则；奥地利因地制宜，利用区域地理优势，开发
清洁能源，不仅低碳环保，而且生产成本低；日本通过健全法律法规来保障低碳小镇的建设，具体表现
为对科学专利的保障，执行效果较好。
我国低碳小镇的发展才刚刚起步，应该充分学习借鉴国外在低碳小镇建设方面的成功经验，从规划
理念、能源开发、法律法规等方面构建低碳小镇的发展模式，促进中国低碳小镇的发展。同时，国际上
低碳小镇发展经验表明，低碳小镇的发展形式是依据不同国家的具体国情而存在的，关键要形成因地制
宜、重点突出的格局。我国低碳小镇由于行政制度、经济社会发展等原因，还存在长远战略规划缺位、
技术水平落后等问题。过分片面强调战略规划或技术发展都于事无补，结合具体国情以及地方发展特色，
并综合规划、技术、法律制度于一体才是正确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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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W CARBON TOWN: FOREIGN DEVELOPMENT EXPERIENCE
AND ENLIGHTENMENT*
Ju Xiang※，Rao Fangping

(School of Land Management,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5, Jiangsu, China)
Abstract

Low carbon town is a new concept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in recent years. This research aims to

sum up the development experience of the low carbon town in foreign countries and get the inspiration from it. This
paper analyzed and summarized the experience of the development of low carbon towns in foreign countries by using

the case analysis method and the summing up method. Firstly, the definition of low carbon town in China was

defined, including the differences and links between low-carbon towns and low-carbon cities, and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development of low-carbon towns in China and that of low-carbon towns abroad, and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low carbon town in China was introduced. Secondly, it summarized the experiences of
several foreign low carbon towns, including the planning concept of the rural city, the advanced technology of new
energy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and the perfect laws and regulations. The construction of small tow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ow carbon is the requirement of new urbanization, which can coordinate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it is also the need of a new construction model featuring ecological and urban-rural integration

and a powerful driving force for China to build a well-off society in an all-round way. Based on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 of foreign countries, we can draw some inspir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low carbon town in China,
mainly including the importance of early planning, the development of clean energy, the improvement of the

efficiency of energy use, the establishment and improvement of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low carbon town and low carbon city development model. At the same time, the development experience of
low-carbon towns in the world shows that the development form of low-carbon towns is based on the specific

national conditions of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the key is to form a pattern that suits local conditions and focuses
prominen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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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与之相关的会计准则与法律法规，特别
是对实施细则进行进一步规范，为绿色成本核算
的推广构建起强制性保障。政府还可以制定一系
列的税收优惠政策，如降低采用绿色成本核算企
业的所得税率或选取试点地区、企业给予相应的
税收优惠，鼓励企业主动选择绿色成本核算方法。
另外，政府应定期组织培训，有针对性地提高会
计人员的责任感和专业水准。
二是企业。企业要提高环保意识，充分认识
到绿色成本核算工作的复杂性，积极参与到绿色
成本核算体系的建设中。首先，应结合自身的经
营状况制订完善的绿色成本核算流程，重点关注
绿色成本核算科目，确保绿色成本的精准确认 ；
其次，企业要更新会计人员的知识结构，选拔优
秀人才专门负责绿色成本核算工作，提高企业在

核算工作方面的专业程度和竞争力；最后，应接
受监管部门和社会公众的监督，提高绿色成本核
算工作的透明度，确保绿色成本核算体系的有效
执行和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当前，农业绿色发展已上升至国家战略层面，
绿色成本核算体系的不断完善关乎我国农业生产
质量与竞争力的提升，因此应尽快构建起与我国
农业发展相适应的绿色成本核算体系，更好地协
调农业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绿色成本核算体
系：理论构建与应用研究》 一书概念清晰、层次
分明，对绿色成本核算体系进行了全面的解析，
并辅以具体案例分析，能使读者迅速掌握理论的
同时，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
文/辛安静（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