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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说明 

碳盘查覆盖行业广、专业性强，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实践，在应用过程中有可能遇

到各种技术问题，因此执行时需要技术支撑；由于各地对碳盘查相关技术标准的解读和

执行标准不一，因此对于碳盘查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亟需官方及时解答。为方便地方主管

部门、重点排放单位、第三方机构以及其他相关主体咨询关于企业历史碳排放的核算、

报 告 与 核 查 （ MRV ） 的 问 题 ， 国 家 发 改 委 提 供 了 国 家 碳 排 放 帮 助 平 台

（http://www.etshelpdesk.cn/）和问答热线电话（4001－676－772、4001－676－762）

两种方式来解答相关问题。 

国家发改委气候变化司发布了《关于成立碳排放监测、报告和核查专家咨询组的函》，

组建了碳排放监测、报告和核查（MRV）专家组（专家名单详见附件）。通过国家碳排

放帮助平台收集全国各地在各行业的碳排放核算、报送及核查等工作中遇到的技术问题，

专家组对相关问题进行统一解答并对外公布，最终形成统一的技术标准，以确保国家碳

排放数据报送质量，同时为今后国家相关制度改进完善做准备。 

国家碳排放帮助平台组成及管理流程如下： 

 

 

 

 



 

 

国家碳排放帮助平台管理员定期对技术交流平台上经专家解答的问题进行整理，并

更新至《国家碳排放权交易百问百答》中，请大家及时关注平台最新动态。 

附件：关于成立碳排放监测、报告和核查专家咨询组的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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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核算相关问题 

1.1 指南相关问题 

1.1.1 核算边界 

（1） 煤炭生产企业如果没有煤炭洗选，也不进行煤炭储存及运输的话，是否也计算矿后活动？而对

于只进行煤炭洗选的企业是否计算煤炭矿后活动甲烷排放？（煤炭生产企业） 

鉴于矿后活动从煤炭运出煤矿就开始，到洗选、储存、运输一直到终端消费设备入口端才结束，建议

矿后活动由煤炭开采者来计算和报告。因此，洗选者或储运者均无需计算矿后活动排放。 

（2） 煤炭生产企业抽放泵站没有二氧化碳体积浓度数据，企业也没有进行抽放气体组成成分检测，

请问抽放系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还需要计算吗？该如何计算？（煤炭生产企业） 

历史排放报告的煤矿二氧化碳逃逸可暂不计算，但应在报告中说明相关理由以及改进计划；年度报告

中，企业应通过制定监测计划来保证所有计算参数的可获得性，获取数据并核算这部分的排放。 

（3） 汽车制造企业给新车加注的汽油算不算入总排放：汽车制造企业，会在新车出厂前向新车里加

注一些汽油，这些汽油带来的碳排放用不用计入企业总排放量里？（机械设备企业） 

如果加注的汽油在新车出厂前已进行使用（例如在新车试车、新车运送至装车卡车等环节），则该部

分排放量属于企业核算边界内的排放量，应该纳入企业总排放量中。如果企业有数据基础，能够扣减新车

出厂后车内剩余油量，则予以扣减；否则，新车出厂前加注的汽油均纳入企业总排放量。 

（4） 独立焦化企业包含焦炉煤气发电，是否按照焦化生产和发电两个部分分别进行核算？：独立焦

化企业一般具有焦炉煤气进行发电。在核算整个企业 CO2 排放时，一种做法是：将整个企业作

为边界，焦炉煤气发电设施作为一个固定设施排放源进行计算；另外一种做法是：将整个企业

分为两部分，一个焦化生产，一个发电过程。焦化生产按独立焦化指南，发电过程按发电企业

指南进行核算，但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发电企业的外供电不扣减，但对于焦化过程来说，

煤气发电设施所供的电属于外购电，应该加入，这样外供电的隐含排放是否属于重复计算？还

有这部分电的排放因子是按国家电网推荐值选取，还是按企业焦炉煤气发电的实际值选取？还

有，独立焦化指南和发电企业指南中的焦炉煤气单位热值含碳量有差别，如果分开计算时，是

否依据相应行业进行选取？（独立焦化企业） 

根据国家发改委《关于进一步贵发报送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拟纳入企业名单的通知》，2013-2015

年任意一年发电装机之和达到 6000kw 以上的自备电厂，需要按照发电行业纳入并按照发电行业核算指南

进行核算。焦化装置使用的电力，如果全部来自自备电厂且自备电厂发电不上网，则焦化装置不用计算隐

含的电力排放，如果焦化装置外购电网的电，则需要计算隐含的电力排放，排放因子按国家电网推荐值选

取。3.焦炉煤气单位热值含碳量分别按照两个指南进行选取。 

1.1.2 核算方法 

（1） 纯供热企业的排放量应如何核算？纯供热企业是否应按照哪个指南核算排放量？其他工业吗？

（工业其他行业企业） 

纯供热企业根据《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进行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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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纯供热企业在核算净购入热力排放时，外供热力是否应该扣减？（工业其他行业企业） 

纯供热企业核算净购入热力排放时不应该扣减外供热力。 

（3） 纯供热企业外供热力来源不同（自己生产热力、外购其他企业生产的热力）是否对核算净购入

热力排放有影响？ （工业其他行业企业） 

纯供热企业计算净购入热力时，不包括自己生产外输的热量，只计算从其他企业外购热力-这部分的外

输热力引起的排放。 

（4） 纯供热企业计算净购入热力时，不包括自己生产外输的热量，只计算从其他企业外购热力-这部

分的外输热力引起的排放。金属硅生产企业用哪个核算指南更为合适？（工业其他行业企业） 

采用《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 

（5） 供热企业对外供热力没有计量，请问该如何计算？是按金额折算还是按面积折算？（工业其他

行业企业） 

按照供需双方结算的发票中的热量确定供热量;如果发票中只有金额，可根据所在地区热的单价来估算

供热量；如果没有结算发票，可根据需求侧的消耗量来核算供热量，如果需求侧也未计量，则估算需求侧

的消耗量。在估算时，可利用需求侧的设备功率和运行时间或者供暖面积乘以所在地区的单位面积供热量。 

（6） 生石灰生产企业，最终产品为生石灰，这类企业属于什么行业，采用什么行业的方法学？划归

到水泥行业感觉不准确，划归到工业其他行业可以吗？（工业其他行业企业） 

按其他工业方法学进行核算。 

（7） 天然气开采企业的中央处理站会进行脱水除杂处理，在碳核查时是按天然气开采集气站还是天

然气处理业务的计算方法进行计算呢？（石油天然气行业企业） 

建议按照“天然气处理”业务相关方法进行计算。 

（8） 纯供热企业在计算温室气体排放，是否考虑脱硫过程的二氧化碳排放？（工业其他行业企业） 

供热企业的核算要参考《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需要核算

脱硫过程的二氧化碳排放。 

（9） 某企业生产氧化铝，所以请问，是用“电解铝指南”还是用“工业其他行业指南”？（其他有

色行业企业） 

根据发改委《关于切实做好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启动重点工作的通知》（发改办气候[2016]57 号），

第一批纳入行业不含氧化铝，但氧化铝企业的热电站按照发电行业纳入，可按照发电行业指南开展报告、

核查工作。如果企业自愿对全厂进行摸底，可按照《其他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

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进行摸底。 

（10） 请问专家，某公司是专业从事煤层气开采的企业（通过在煤矿上层地面打井、压裂、排采等进

行煤层气开采，煤层气主要成分为甲烷，与天然气近似），在核算其温室气体排放量时应该选

取哪个行业指南？是采用石油天然气行业指南吗？ 

建议使用《中国煤炭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因为煤层气开采涉及到的排放源

在这个行业指南中都能找到相应的计算方法。甲烷和二氧化碳的逃逸可以用井工开采的公式，其中的风排

部分可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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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数据选取  

（1） 电子设备制造中涉及 SF6和 NF3，指南中要求它们的变暖潜势采用 IPCC 第二次评估报告中的

推荐值，请问具体数值是多少？（电子设备制造企业） 

SF6全球变暖潜势值使用 IPCC 第二次评估报告值：23900。由于第二次评估报告中没有 NF3全球变暖潜

势值，因此使用 IPCC 第五次评估报告值：16100。 

（2） 铅冶炼，烟煤做还原剂，排放因子指南未给出默认值。烟煤测量了其固碳量和挥发分，如果使

用碳含量，那么挥发分中的含碳量取多少？如果不用这种碳含量的方法，查询其他文献中的默

认值是否可以？  

有实测值的可采用实测值；无实测值的待国家主管部门会同专家补充公布缺省值。 

1.1.4 质量保证  

1.1.5 其他核算问题  

（1） 供热企业统计年度以采暖季为财务结算基准，计量能源消耗和供出热量及财务结算，年与年之

间锅炉数量、供热面积、供热负荷变化较大，若以年度为核算单位，存在数据跨年度分割的问

题，如何分割？（工业其他行业企业） 

如不能按照年度统计，可以根据采暖季在两个自然年的天数比例来拆分能源消耗与供热量等数据。 

（2） 公共建筑运营企业核算电力间接排放，如何考虑外调电力？(公共建筑运营企业) 

需要明确“外调电力”的准确意思，如果“外调电力”就是“外购电力”，应按照《核算方法和报告

指南》中“（二）购入电力所对应的 CO2 排放”进行计算。 

1.2 补充数据表相关问题 

1.2.1 核算边界  

（1） 补充数据表问题：其他有色金属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企业（铜冶炼）在填写补充数据表的“冶

炼工序”时，该工序是指粗铜产出之前的工序还是也包括阳极炉精炼阳极铜和电解精炼阴极铜

的精炼工序？ 

阳极炉精炼阳极铜和电解精炼阴极铜为铜冶炼的精炼工序，同样也属于冶炼工序之一，因此，如果铜

冶炼企业存在上述精炼工序，则应该将其纳入冶炼工序。 

1.2.2 核算方法 

1.2.3 数据选取  

1.2.4 质量保证  

1.2.5 其他核算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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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报告相关问题  

2.1.1 报告主体范围  

2.1.2 报告工作流程  

2.1.3 报送系统  

2.1.4 补充数据表相关问题  

2.1.5 其他报告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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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核查相关问题 

3.1 核查机构及人员资质要求 

3.1.1 核查机构相关条件 

3.1.2 第三方机构核查员相关条件 

3.1.3 其他相关问题 

3.2 核查指南相关问题 

3.2.1 核查程序 

3.2.2 核查要求 

3.2.2.1 排放单位基本情况的核查 

3.2.2.2 核算边界的核查 

3.2.2.3 核算方法的核查 

3.2.2.4 核算数据的核查 

（1） 铜冶炼等企业中，无烟煤、天然气和焦炭同时作为燃料以及原料时，部分企业无分开计量。即

使有分开计量，核查机构也无法分开进行交叉核对。目前补充数据表中仅包括作为燃料的排放，

因此存在数据转移的可能，怎么处理？（其他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企业） 

按照燃料燃烧与作为还原剂导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数值水平基本一样，对于无法分别计量的，建议统

一作为做为燃烧计算，历史和年度口径一致即可。 

3.2.2.5 质量保证和文件存档的核查 

3.2.3 其他核查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