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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任务

• 确定纳入企业门槛，提出拟纳入企业名单

• 历史碳排放进行核算、报告与核查

• 培育第三方核查机构

• 强化能力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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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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号文

 明确门槛

• 电力、石化、化工、建材、钢铁、有色、造纸、航空等重点排放行

业（8大行业、18个子行业）

• 2013至2015年中任意一年综合能源消费总量达到1万吨标准煤以上

（含）

• 企业法人单位或独立核算企业单位



 行业代码来源：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1)，

(http://www.stats.gov.cn/tjsj/tjbz/hyflbz/)

 产品统计代码来源：国家统计局，统计用产品分类目

(http://www.stats.gov.cn/tjsj/tjbz/tjypflml/)

 建材行业（水泥熟料（310101））

统计代码说明

查询企业及产品是否符合57号文及补充通知规定的纳入行业和子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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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tats.gov.cn/tjsj/tjbz/tjypflml/


核算依据：《中国水泥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
告指南》（发改办气候[2013]2526号）（水泥熟料（310101）
http://cdm.ccchina.gov.cn/archiver/ccchinacn/UpFile/Files/Default/201502101
11808169582.pdf

组织边界： 2013-2015年能耗大于1万吨标煤的法人企业或视
同法人的独立单位

碳排放核算和报告

运行边界：

范围 2 –能源间接排放：净购入电力和热力产生的温室气体
排放

生产用移动
燃烧排放

工业过程排放

范围1 –直接排放:组织拥有或控制的温室气体源所产生的温
室气体排放

净购入电量净购入热/冷/蒸汽

固定燃烧
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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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算边界

核算和报告
边界内所有
生产设施产
生的温室气
体排放

直接生产系统

辅助生产系统
动力、供电、供水、检验、
机修、库房、运输等

附属生产系统

生产指挥系统（厂部）和厂区
内为生产服务的部门和单位
（如职工食堂、车间浴室、保
健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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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排放源

排放源 排放
设施

1. 化石燃料
燃烧

水泥窑使用的实物煤、热处理和运输等设备使
用的燃油等产生的排放

水泥窑
分解炉
叉车等

2. 替代燃料
和协同处置的
废弃物中非生
物质碳的燃烧

废轮胎、废油和废塑料等替代燃料、污水污泥
等废弃物里所含有的非生物质碳的燃烧产生的
排放。

水泥窑

3. 原料碳酸
盐分解

水泥生产过程中，原材料碳酸盐分解产生的二
氧化碳排放，包括熟料对应的碳酸盐分解排放、
窑炉排气筒（窑头）粉尘对应的排放、旁路放
风粉尘对应的排放。

水泥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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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排放源

排放源 排放
设施

4. 生料中非
燃料碳煅烧

生料中采用的配料，如钢渣、煤矸石、高碳粉
煤灰等，含有可燃的非燃料碳，这些碳在生料
高温煅烧过程中都转化为二氧化碳。

水泥窑

5. 净购入使
用的电力和热
力

水泥企业净购入使用的电力和热力（如蒸汽）
对应的电力和热力生产活动的CO2排放。

生产生活
用电（用
热）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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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泥生产CO2排放源及边界

（1）水泥生产CO2排放源 水泥生产CO2排放源主
要包括：
工艺排放
碳酸盐分解
窑头粉尘
未循环入窑的窑灰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
煤
柴油
汽油
 替代燃料和非生物质碳

净购入电力消耗
生料制备
熟料煅烧
水泥粉磨
生产管理电耗
余热发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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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水泥生产CO2排放计算边界

水泥生产过程主要
分为七个计算单元，
企业可根据实际情
况进行计算范围选
择：
1）矿石开采及辅助
设施
2）生料制备
3）生料余热分解
4）熟料煅烧
5）水泥制备
6）辅助生产和管理
7）协同处置废物

8

水泥生产CO2排放源及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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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水泥企业的排放源及源流

水泥生产CO2排放源及边界



核算方法

水泥生产企业的CO2排放总量等于企业边界内所有的燃料
燃烧排放量、工业生产过程排放量及企业净购入电力和热
力对应的CO2排放量之和。

E =E 燃烧+E 过程+E 电和热

=E 燃烧1+E 燃烧2+E 过程1+E 过程2+E 电和热

=E 化石燃料燃烧+E 替代燃料或废弃物燃烧+E 原料碳

酸盐分解+E生料中非燃料碳煅烧+E 电和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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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化石燃料燃烧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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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获取

活动水平参数 数据来源

化石燃料消耗量 实际消耗值 能源台账/进厂测量记录/盘点

化石燃料平均低位发热量 实测值 具备条件的企业可开展实测

委托有资质的专业机构进行检测

可采用与相关方结算凭证中提供
的检测值

缺省值 国家核算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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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化石燃料燃烧排放



低位发热量默认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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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化石燃料燃烧排放



数据获取

排放因子参数 数据来源

单位热值含碳量 缺省值 国家核算指南

碳氧化率 缺省值 国家核算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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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化石燃料燃烧排放



单位热值含碳量默认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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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化石燃料燃烧排放



氧化率默认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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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化石燃料燃烧排放



（二）替代燃料或废弃物中非生物质碳的燃烧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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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获取

参数 数据来源

替代燃料或废弃物的用量 企业的生产记录数据

替代燃料或废弃物运进企业时的计量数据

替代燃料或废弃物的平均低位发热量

本指南CO2排放因子

非生物质碳的含量
表 2.4 中国水泥行业部分替代燃料CO2排放因子

替代燃料种类 低位发热量GJ/t 
排放因子
tCO2/GJ

化石碳的质量
分数（%）

生物碳的质量
分数（%）

废油 40.2 0.074 100 0

废轮胎 31.4 0.085 20 80

塑料 50.8 0.075 100 0

废溶剂 51.5 0.074 80 20

废皮革 29 0.11 20 80

废玻璃钢 32.6 0.083 1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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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替代燃料或废弃物中非生物质碳的燃烧排放



（三）原料分解产生的排放

19



数据获取

序
号

参数 数据来源

1 水泥熟料产量 企业的生产记录数据

2 窑炉排气筒（窑头）粉尘的重量 1. 企业的生产记录数据，根据
物料衡算方法获取；
2. 也可以采用企业测量的数据。3 窑炉旁路放风粉尘的重量

4 熟料中氧化钙和氧化镁的含量
企业测量的数据

5
熟料中不是来源于碳酸盐分解的氧化钙和
氧化镁的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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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原料分解产生的排放



（四）生料中非燃料碳煅烧的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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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净购入使用的电力和热力对应的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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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获取
序
号

活动水平参数 数据来源

1 购入电量（热力量）

购售结算凭证，企业能源平衡表
2 水泥之外的其他产品生产的用电量（热力）

3 外销电量（热力量）

净购入电量（热力量）=购入量-水泥之外的其他产品生产的用电量
（热力量）-外销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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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净购入使用的电力和热力对应的排放



数据获取
电力排放因子应根据企业生产所在地及目前的东北、华北、华东、华
中、西北、南方电网划分，选用国家主管部门最近年份公布的相应区域电
网排放因子。（气候变化信息网http://www.ccchina.gov.cn/）

供热排放因子暂按0.11 tCO2/GJ计，并根据政府主管部门发布的官方数
据保持更新。 24

（五）净购入使用的电力和热力对应的排放



报告内容

1

报告内容

报告主体
基本信息

活动水平数据及
来源说明

2

3

4

5

温室气体
排放量

排放因子数据及
来源说明

其他希望
说明的情况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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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报告模板

补充数据 数值 计算方法或填写要求

生产工段1*1，*2

1 既有还是新增
2016年1月1日之前投产为既有，之后为新
增

2 二氧化碳排放总量（tCO2）
2.1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tCO2） 按核算与报告指南公式（2）计算
2.1.1 消耗量（t或万

m3）
烟煤*3

2.1.2 低 位 发 热 量
(GJ/t或GJ/万Nm3)

烟煤

2.1.3 单位热值含碳
量(tC/GJ)

烟煤

2.1.4 碳氧化率（%）烟煤

2.2 熟料对应的碳酸盐分解排放
（tCO2）

按核算与报告指南公式（6）计算

2.2.1 熟料产量（t） − 优先选用企业计量数据，如生产日志
或月度、年度统计报表；

− 其次选用报送统计局数据
2.2.2 熟料中CaO的含量（%）
2.2.3熟料中MgO的含量（%）

2.2.4 熟料中不是来源于碳酸盐分
解的CaO的含量（%）

2.2.5熟料中不是来源于碳酸盐分
解的MgO的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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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数据 数值 计算方法或填写要求
2.3消耗电力对应的排放量（tCO2） 按核算与报告指南公式（8）计算
2.3.1 消耗电量（MWh） 消耗电量包括从电网供电、可再生能源发

电、余热发电、自备电厂
2.3.2 排放因子（tCO2/MWh） 排放因子根据来源采用加权平均；其中:

− 电网排放因子选用区域电网平均排放
因子;

− 可再生能源、余热发电排放因子为0;
− 自备电厂排放因子用排放量/供电量计

算得出,如数据不可获得,可采用区域电
网平均排放因子

2.4消耗热力对应的排放量（tCO2） 按核算与报告指南公式（8）计算
2.4.1 消耗热量（GJ） 消耗热量包括余热回收、蒸汽锅炉或自备

电厂
2.4.2 热力供应排放因子（tCO2/GJ） 热力供应排放因子根据来源采用加权平均,

其中:
− 余热回收排放因子为0，

− 蒸汽锅炉或自备电厂排放因子用排放
量/供热量计算

若数据不可得，采用0.11tCO2/GJ
3 熟料产量（t） 同2.2.1

既有设施 4 二氧化碳排放总量（tCO2）
新增设施 5 二氧化碳排放总量（tC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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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报告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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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按57号文，建材行业纳入水泥熟料和平板玻璃，请问水泥熟料，指的
是水泥企业，只纳入熟料生产这部分，而不包括矿山开采以及水泥粉磨
等部分吗？
答：按照57号文附件1，主营产品为水泥熟料（310101）生产企业需要纳
入，如果本企业法人内有矿山开采或水泥粉磨，则矿山开采或水泥粉磨
的排放也需要计算在企业总排放中。但附件3补充数据表中还是只需要填
写水泥熟料生产工段的排放及生产数据。
2.行业代码为3011的水泥企业，其主营业务是利用水泥孰粉磨后加工为
水泥，此类企业是否纳入国家碳交易名单？
答：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代码表，3011指以水泥熟料加入适量石膏或
一定混合材，经研磨设备（水泥磨）磨制到规定的细度，制成水凝水泥
的生产活动，还包括水泥熟料的生产活动。因此，行业代码为3011的水
泥企业且其综合能耗超过10,000吨标准煤，就需要纳入国家碳交易重点
排放单位名单，否则将不被纳入。

常见问题解答



常见问题解答

3.    对于缺省值和企业检测值，应怎样选择？
答：对于缺省值和企业检测值，应该优先使用企业检测值。如果没
有条件或方法规范检测，就采用缺省值。但是，对于同一企业在填
报企业排放等系列数据时，所有的数据必须保持一致性。如果某个
数据采用企业检测值，就应一直采用企业检测值；如果采用缺省值，
就应一直采用缺省值。

4.   国家给出了区域电力排放因子，但是在执行MRV课题时，我们
也看到了国家出台的每个省的排放因子，这样，从国家的角度，为
了数据可比，肯定要用国家的因子，但从各个省份上来说，是不是
自己省份的排放因子更加准确？
答：采用国家给出、并不断更新的区域电力排放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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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对于余热发电部分，我们走了几家企业，有的发电是自发自用的，联网但
不上网；但也有企业的余热发电上电网，同时也从网上购买电量。怎么来计
算电力排放量？
答：对于余热发电是自发自用的，企业的电力排放量只需要考虑外购电力所对
应的排放量；如果余热发电业务发出的电量有上网的，同时也从电网购买电力，
此时需要扣除发电上网部分电量，用净购入的电量计算电力排放量。

6. 有的企业是自己发电，有的企业外包给其他企业发电。外包企业把余热给
发电企业，发电企业就在外包企业里面建了一个余热发电厂，发出的电以协
议价卖回给外包的企业用，怎么来计算电力排放量？
答：这涉及到业务外包的问题。企业将部分业务外包出去了，承包企业就有该
部分业务产生的排放量。如果它的排放量够门槛，就需要申报；但它的排放量
没有够门槛，就不需要申报。如果余热发电的业务不外包，按照问题3的方法
来解决。如果A企业把发电业务外包给B企业，然后B企业卖电给A企业，那么A
企业需要算从B企业买电的间接排放 。这种情况对我国所有地方、所有行业是

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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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问题解答



7. 水泥工艺过程排放的计算是以氧化钙、氧化镁为目标进行追踪的，为什么
不按照烧失量来计算？
答：生料的烧失量包括有机原料的挥发量、水分的挥发量、还原物的氧化、碳
酸盐的分解和粉尘等因素，还包括燃料燃烧后的灰烬等因素。燃料燃烧后的灰
烬留在窑里，增加了熟料的产量。碳酸盐分解产生的二氧化碳量占生料烧失数
量的主要比例。如果将生料烧失量完全看作二氧化碳的产生量，误差是较大的。

8. 熟料中不是来源于碳酸盐分解的CaO、MgO的含量理解不清楚，能否给出具
体的定义。
答：熟料中不是来源于碳酸盐分解的CaO，MgO含量，实际上是指生料中不以碳
酸钙和碳酸镁形式存在的钙和镁的化合物（如Ca(OH)2、Mg(OH)2等）折算成CaO，
MgO的质量占熟料质量的比例。
熟料中不是来源于碳酸盐分解的CaO、MgO的质量，主要指有的企业在生产过程
中，采用矿渣、石膏等配料中含有的钙和镁的化合物折算成的CaO、MgO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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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问题解答



9. 窑炉排气筒（窑头）粉尘、旁路放风粉尘的质量，企业没有正规的统
计，如何进行计算？
答：按照目前现有的生产技术，旁路放风粉尘基本没有，但是有窑炉排气
筒（窑头）粉尘。按照环保部门的规定和《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_4915-2004)》，粉尘都有监测，每年需要出监测报告。按照标准，窑
头需要监测粉尘，窑尾除了监测粉尘，还需要监测NO2、SO2等排放。监测
的数据单位为kg/m3或kg/t，根据企业生产排气筒的流量数据，换算得到窑
炉排气筒（窑头）粉尘的质量。因此，需要填报的数据为：窑炉排气筒的
粉尘浓度（单位kg/m3）、窑炉排气筒的气体流量（m3/h）、产量（t/h）
或者直接填写窑头粉尘的质量（单位kg/t熟料）。

10. 有的企业生产白水泥，不加入非燃料碳，此时该部分的排放怎么算？
答：此时该部分的排放设为0。

常见问题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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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窑头粉尘重量采用粉尘监测设施的流量、浓度值进行计算，这里应采用
除尘之前的粉尘浓度值，还是除尘之后的粉尘浓度值？
答：除尘之后的粉尘浓度值。

12. 附录中只列出了6种废弃物，企业采用了其他废弃物怎么处理？
答：附录中只列出了6种废弃物，这是通过典型企业调查，参考IPCC指南、
《水泥行业二氧化碳减排议定书》等文献收集得到。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使
用的废弃物不一样，发热量也不同，千差万别。建议只考虑这6种废弃物。若
有其他废弃物，企业愿意报告，就需要自己检测参数，而且有认可的检测标
准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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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问题解答



常见问题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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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有自备余热发电机组的水泥企业补充数据电力排放因子如何计算
答：首先计算加权电量排放因子。
加权电量排放因子=（外购电量*电网排放因子）/(外购电量+余热供电量），
然后根据每个工序的消耗电力*加权电量排放因子计算

14.如何理解并计算“熟料中不是来源于碳酸盐分解的氧化钙氧化镁含量”？
答：熟料中不是来源于碳酸盐分解的 CaO，MgO 含量，实际上是指生料中不
以碳酸钙和碳酸镁形式存在的钙和镁的化合物（如 Ca(OH)2、Mg(OH)2 等）
折算成 CaO，MgO 的质量占熟料质量的比例。熟料中不是来源于碳酸盐分解
的 CaO、MgO 的质量，主要指有的企业在生产过程中，采用矿渣、石膏等配
料中含有的钙和镁的化合物折算成的 CaO、 MgO的质量，企业仅配料进行检
测，也可参考《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第8部分：水泥生产企业》
5.2.3部分进行计算。
。



常见问题解答

15.水泥企业，57号文附件3补充数据表中的“熟料生产工段”是否能够理解
为“生料工序”+“烧成工序”？
答：一般将水泥生产企业的工序分为矿山开采、熟料生产和水泥生产三部分。
熟料生产工段的核算边界包括从原材料和燃料进入生产厂区、到熟料烧成的
整个熟料生产过程，详细起来包括粉磨、均化、烘干等原料和燃料的制备过
程；生料的预热、煅烧和冷却等熟料制备过程；还包括余热利用和余热发电
等过程。水泥生产工序包括混合材料的粉磨和烘干、熟料的粉磨和水泥的包
装等过程。
16水泥行业在企业碳排放补充数据核算报告中需要核算窑炉粉尘、旁路粉尘
吗？
答：水泥行业在企业碳排放补充数据表中不需要核算窑炉粉尘、旁路粉尘的
排放



唐雪梅
电话：13810486999

E-mail: jasmine.tang@chinaget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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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您的聆听，期待进一步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