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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字化平台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的重要抓手。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作为国家
“双碳”战略全面落地的战略要地和重要支撑,建设成渝双城经济圈“双碳”数字化平台有利于政府科
学决策、企业提质增效、公众智慧用能,进而对助力国家“双碳”战略目标的实现至关重要。但目前面
临政府无法有效监测和管理碳足迹、企业难以有效采集共享全流程数据、面向社会民众的“双碳”数
据产品和服务开发力度不够等问题。建议搭建面向政府的碳排放监测平台、面向企业的能效分析平台
和面向社会公众的“双碳”数据产品和服务平台,助力“双碳”战略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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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Q346+.3 文献标识码：A

Construct the “Double Carbon” Digital Platform in the Chengdu-Chongqing Economic Circle to Help
Achieve the “Double Carbon” Goals
Yang Chen, Chao Deng, Jiang Hu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Abstract] The digital platform is an important starting point to realize the strategic goal of "carbon peak and
carbon neutralization". As a strategic field and important support for the full implementation of the national
"double carbon" strategy, the Chengdu-Chongqing economic circle "double carbon" digital platform is
conducive to the scientific decision-making of the local governments, the improvement of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enterprises, and the intelligent usage of energy by the public. All of them are very important to help
the realization of the national "double carbon" strategic goal. However, at present, the local government is
unable to effectively monitor and manage the carbon footprint, enterprises are difficult to effectively collect and
share the whole processing data, and the development of "double carbon" data products and services for the
public is not enough. Thus it is suggested to build a government-oriented carbon emission monitoring platform,
an enterprise-oriented energy-efficiency analysis platform, and a "double carbon" data product and service
platform for the public to help achieve the "double carbon" strategic go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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