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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水平也在不断的提高,与此同
时我国对于资源的消耗和使用能力逐年提升,这就导致我国一举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国。为了应
对碳排放问题,实现国家全面的可持续发展,我国政府出台并实施了一系列的碳减排政策,本文主要研究
目前我国城市的碳减排潜力和碳减排政策所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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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China's social economy 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ntinue to
develop, the level of social productivity is also constantly improving, at the same time, China's consumption and
using ability of resources increased year by year, which led to China became the world's largest carbon emission
country. In order to deal with the problem of carbon emission and realize the comprehensi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r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introduced and implemented a series of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policies. This paper mainly studies the influence of current urban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potential and the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policies in our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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