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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温室气体排放核查标准、体系



温室气体排放核查标准、体系

《碳排放权交易核查机构管理办法》

《第三方核查程序指南》

《核查报告编写指南及要求》

百问百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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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温室气体核查流程、要求与案例



编写原则

科学、实用、高效、简洁；

最大程度吸收国内试点省份的成功经验；

切合中国的实际；

参考国际上一些做法;

满足配额分配方法的需要。



参考文献－－国家层面

 正在制定中的《条例》草稿；

《碳排放权交易暂行管理办法》 （发改委令17号令，2014年12月10日）

《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暂行办法》 （发改气候[2012]1668号）

《关于组织开展重点企（事）业单位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工作的通知》

（发改气候[2014]63号）

 国家发改委发布的各行业《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

《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审定与核证指南》 （发改办气候[2012]2862号）



参考文献－－试点省份

北京
《北京市碳排放权交易核查机构管理办法》

《北京市碳排放报告程序》

上海

《上海市碳排放核查第三方机构管理暂行办法》

《上海市第三方核查指南和核查报告格式》

《关于组织开展上海市重点单位2014年度能源利用状况和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等相关
工作的通知》

天津
《天津市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

《天津市企业碳排放核查指南》

重庆
《重庆市企业碳排放核算和报告指南》

《重庆市企业碳排放核查工作规范（试行）》

湖北
《湖北省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监测、量化和报告指南》（试行）

《湖北省温室气体排放核查指南（试行）》

广东 《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关于企业碳排放信息报告与核查的实施细则》

深圳

《深圳市碳排放权交易核查机构及核查员管理暂行办法》

《SZDB/Z 69—2012 组织的温室气体排放 量化和报告规范及指南》

《SZDB/Z 70—2012 组织的温室气体排放核查规范及指南》



参考文献—国外

美国
加州

Regulation for the Mandatory Reporting of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欧盟

MRR：COMMISSION REGULATION (EU) No 601/2012 of 21 June 2012 on the monitoring 
and reporting of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pursuant to Directive 2003/87/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AVR：COMMISSION REGULATION (EU) No 600/2012 of 21 June 2012 on the verification 
of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reports and tonne-kilometre reports and the accreditation of 
verifiers pursuant to Directive 2003/87/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EA-6/03 M: 2013：EA Document for Recognition of Verifiers under the EU ETS Directive

国际

ISO14064-3:2006 Greenhouse gases—Specification with guidance for the validation
and verification of greenhouse gas assertions.

ISO14065:2013 Greenhouse gases—Requirements for greenhouse gas validation and
verification bodies for use in accreditation or other forms of recognition.

ISO14066:2011 Greenhouse gases—Requirements for greenhouse gas validation teams
and verification te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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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适用范围

用于指导第三方核查机构对纳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的重点排放单位
提交的2013 至2015 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及补充数据实施核查工
作。



二、核查工作原则

1、客观独立。

2、诚实守信。

3、公正表达。

4、专业素养。



三、核查程序

7.核查报告

交付

6.内部技术

评审

5.核查报告

编制
8.记录保存

1.签订协议 2.核查准备

3.文件评审 4.现场核查

准备阶段

实施阶段

报告阶段



核查程序-1）签订协议

评估核查工作实施的可行性及与核查委托方或重点排放单位可能存
在的利益冲突等；

应考虑被授予资质的行业领域、核查员资质与经验、时间与人力资
源安排、重点排放单位的行业、规模及排放设施的复杂程度等；

核查协议内容可包括核查范围、应用标准和方法、核查流程、预计
完成时间、双方责任和义务、保密条款、核查费用、协议的解除、
赔偿、仲裁等相关内容。



核查程序- 2）核查准备

选择具备能力的核查组。

核查组至少由两名成员组成，其中一名为核查组长，至少一名为专
业核查员。

核查组长制定核查计划并确定核查组成员的任务分工。

要求核查委托方和/或重点排放单位在商定的日期内提交温室气体排
放报告及相关支持文件。

在核查实施过程中，如有必要可对核查计划进行适当修订。但核查
组应将修订的核查计划与委托方和/或重点排放单位进行沟通。



核查程序- 3）文件评审

文件评审包括对重点排放单位提交的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和相关支持
性材料（重点排放单位排放设施清单、排放源清单、活动数据和排
放因子的相关信息等）的评审；

初步确认重点排放单位的温室气体排放情况，并确定现场核查思路、
识别现场核查重点；

应贯穿核查工作的始终。



核查程序- 4）现场核查

 现场核查计划：应于现场核查前5个工作日发给核查委托方和/或重点排放单位确认。

 现场核查的时间：取决于重点排放单位排放设施、排放源的数量和排放数据的复杂程度和
可获得程度。

 相似场所的抽样：

 仅当各场所的业务活动、核算边界、排放设施以及排放源等相似且数据质量保证和质量控
制方式相同时，方可对场所的现场核查采取抽样的方式。 (y=√ x)

 当存在超过4个相似场所时,当年抽取的样本与上一年度抽取的样本重复率不能超过总抽样
量的50%。

 当抽样数量较多，且核查机构确认重点排放单位内部质量控制体系相对完善时，现场核查
场所可不超过20个。

 数据的抽样：当每个活动数据或排放因子涉及的数据数量较多时，核查机构可以考虑采取
抽样的方式对数据进行核查，抽样数量的确定应充分考虑重点排放企业对数据流内部管理
的完善程度、数据风险控制措施以及样本的代表性等因素。

 在抽取的场所或者数据样本中发现不符合：核查机构应考虑不符合的原因、性质以及对最
终核查结论的影响，判断是否需要扩大抽样数量或者将样本覆盖到所有的场所和数据。



核查程序- 4）现场核查

现场核查程序：召开见面会介绍核查计划、现场收集和验证信息、召
开总结会介绍核查发现。

不符合：

1）排放报告采用的核算方法不符合核查准则的要求；

2）重点排放单位的核算边界、排放设施、排放源、活动数据和排放
因子等与实际情况不一致；

3）提供的符合性证据不充分、数据不完整或在应用数据或计算时出
现了对排放量产生影响的错误。



核查程序- 5）核查报告编制

确认不符合关闭后或者30天内未收到委托方和／或重点排放单位采
取的纠正和纠正措施，核查组应完成核查报告的编写；

核查报告应当真实、客观、逻辑清晰；

格式统一。



核查程序- 6）内部技术评审

应经过内部独立于核查组成员的技术评审；

核查机构应确保技术评审人员具备相应的能力、相应行业领域的专
业知识及从事核查活动的技能。



核查程序- 7）核查报告交付

只有当内部技术评审通过后，核查机构方可将核查报告交付给核查
委托方和/或重点排放单位，以便于重点排放单位于规定的日期前
将经核查的年度排放报告和核查报告报送至注册所在地省市级碳交
易主管部门。



核查程序- 8）记录保存

以安全和保密的方式保管书面和电子文件，保存期至少10年：

核查协议；

核查活动的相关记录表单；

重点排放单位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初始版和最终版）；

核查报告；

证据文件；

对核查的后续跟踪（如适用）；

信息交流记录；

投诉和申诉；

其它相关文件。



四、核查要求

1 重点排放单位基本情况的核查

2 核算边界的核查

3 核算方法的核查

4 核算数据的核查

5 质量保证和文件存档的核查



核查要求-1、重点排放单位基本情况的核查

核查内容：

重点排放单位名称、单位性质、所属行业领域、组织机构代码、法
定代表人、地理位置、排放报告联系人等基本信息；

重点排放单位内部组织结构、主要产品或服务、生产工艺、使用的
能源品种及年度能源统计报告情况。

核查方法：

查阅重点排放单位的法人证书、机构简介、组织结构图、工艺流程
说明、能源统计报表等文件，

现场核查中对相关人员的访谈



核查要求-2、核算边界的核查

核查内容：

是否以独立法人或视同法人的独立核算单位为边界进行核算；

核算边界是否与相应行业的核算方法和报告指南；

纳入核算和报告边界的排放设施和排放源是否完整；

与上一年度相比，核算边界是否存在变更。

核查方法：

与排放设施运行人员进行交谈；

现场观察核算边界和排放设施；

查阅备案的监测计划、查阅可行性研究报告及批复、查阅相关环境影
响评价报告及批复等方式。



核查要求-3、核算方法的核查

核查内容：

确定核算方法符合相应行业的核算方法和报告指南的要求，

对任何偏离指南要求的核算都应在核查报告中予以详细的说明。

核查方法：

现场观察核算边界和排放设施；

查阅排放报告。



对每一个活动数据的来源及数值进行核查。

核查的内容包括活动数据的单位、数据来源、监测方法、监测频次、
记录频次、数据缺失处理（如适用）等内容，并对每一个活动数据
的符合性进行报告。

如果抽样，详细报告样本选择的原则、样本数量以及抽样方法等内
容。

如果使用了监测设备，应核查维护和校准，如果没有及时校准和维
护，排放量核算的处理结果不应导致配额的过量发放。

与其他数据来源进行交叉核对，其他的数据来源可包括燃料购买合
同、能源台帐、月度生产报表、购售电发票、供热协议及报告、化
学分析报告、能源审计报告等。

核查要求-4、核算数据的核查
----活动数据及来源的核查



核查要求-4、核算数据的核查
----排放因子（计算系数）及来源的核查

对每一个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的来源及数值进行核查；

如采用默认值，应确认与指南一致。

如采用实测值，应对排放因子的单位、数据来源、监测方法、监测频
次、记录频次、数据缺失处理（如适用）等内容进行核查，并对每一
个排放因子的符合性进行报告。

如果采用抽样，应在核查报告中详细报告样本选择的原则、样本数量
以及抽样方法等内容。

如使用了监测设备，核查机构应采取与活动数据监测设备同样的核查
方法。

与其他数据来源进行交叉核对，其他的数据来源可包括化学分析报告、
IPCC默认值、省级温室气体清单指南中的默认值等。当排放因子采用
默认值时，可以不进行交叉核对。



应通过重复计算、公式验证、与年度能源报表进行比较等方式对排
放量的核算结果进行核查。

核查机构应报告排放量计算公式是否正确、排放量的累加是否正确、
排放量的计算是否可再现、排放量的计算结果是否正确等核查发现。

核查要求-4、核算数据的核查
----温室气体排放量的核查



应对每一个补充数据进行核查。

核查的内容至少应包括数据的单位、数据来源、监测方法、监测频
次、记录频次、数据缺失处理（如适用）等内容，并对每一个数据
的符合性进行报告。

如果采用了抽样，应在核查报告中详细报告样本选择的原则、样本
数量以及抽样方法等内容。

如果配额分配支持数据已经作为一个单独的活动数据实施核查，核
查机构应在核查报告中予以说明。

与其他数据来源进行交叉核对。

核查要求-4、核算数据的核查
----补充数据的核查



核查要求-5、质量保证和文件存档的核查

核查内容：

是否指定了专门的人员进行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工作；

是否制定了温室气体排放监测计划，监测计划是否符合相应的《核算
方法和报告标准》或指南的要求；

是否制定了温室气体排放和能源消耗台帐记录，台帐记录是否与实际
情况一致；

是否建立了温室数据文件保存和归档管理制度，并遵照执行；

是否建立了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内部审核制度，并遵照执行。

核查机构可以通过查阅文件和记录以及访谈相关人员等方法来实现对
质量保证和文件存档的核查。



三 企业如何配合核查



企业如何配合第三方机构开展核查

核算与填报 签署核查协议 准备核查材料

配合文件评审配合现场访问配合报告编制

配合后续可能
的复查



 3.1 核算与填报：

 尽早收集与排放相关的数据文件，及时填报；

 记录并保存所填报数据的文件来源，以方便接受核查；

 填报参照国家发改委公布的24个重点行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

指南，年度报告需采用与历史报告同样的报告边界；

 填报阶段遇到问题，及时与发改委及相关机构联系询问。

企业如何配合第三方机构开展核查



 3.2 签订核查协议：

 企业与第三方核查机构联系，按照发改委要求，需与核查机构签订

核查协议（一式三份，企业、核查机构与省级碳排放权交易主管部

门各一份）；

 企业内部提前协调沟通好，尽早将核查协议签字盖章，报送一份至

省级碳排放权交易主管部门；

企业如何配合第三方机构开展核查



 3.3 准备核查材料：

 企业与核查机构确认核查文件清单，提前准备好核查所需文件；

1）企业基本信息：两证、简介、组织结构图、工艺流程图、排放设施；

2）企业能源消耗台账：日报、月报表；

3）企业财务数据：购买明细记录、购买凭证等；

4）统计报表；

5）能源计量器具台账（型号、编号、精度）、校准记录、更换记录；

6）各类监测数据（如有）；

7）其他信息：年产值、主要产品产量、供热面积、建筑面积等

企业如何配合第三方机构开展核查



 3.4 配合进行文件评审：

 提前协调企业内部各有关部门（如生产部、财务部等）配合提供全

核查所需的文件（纸质、电子版文件） ；

 如有涉密材料，不能提供，应提前告知核查机构；

企业如何配合第三方机构开展核查



 3.5 配合进行现场评审：

 企业相关部门领导应重视核查工作，尽量参与现场首次会议，介绍企业整

体排放情况；

 企业提前协调好内部各部门（如生产部、财务部等）现场配合，安排好固

定排放设施、设备（如燃煤锅炉、燃气锅炉、直燃机等）和相关监测装置

（如燃气表、电表等）的现场查看以及相关人员的现场访谈；

 企业填报负责人应积极与核查机构充分沟通，共同探讨核算与填报中存在

的问题以及后续改进的措施提前协调企业内部各有关部门（如生产部、财

务部等）配合提供全核查所需的文件（纸质、电子版文件） ；

企业如何配合第三方机构开展核查



 3.6 配合核查报告编制：

 核查机构将根据文件评审和现场核查中发现的问题整理出不符合清

单或整改意见；

 企业收到不符合清单后，应尽快补充相关文件或澄清原因，并及时

进行核查填报；

 企业完成网上核查填报后，提交并生成最终排放报告后打印，尽快

签字盖章，报送至发改委。

企业如何配合第三方机构开展核查



 3.7 配合后续可能的复查：

 为确保核查机构核查结论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并为配额分配工作提

供坚实支撑，省级碳排放权交易主管部门将会定量抽取部分已完成

核查工作的企业，委托其他核查机构对企业进行复查；

 企业应按主管机构要求，协调配合核查机构进行现场访问及对部分

重点排放设施的排放情况进行核查；

企业如何配合第三方机构开展核查



 核查边界：

 在该省辖区内的整个厂区；

 烟煤、天然气、炼厂干气、液化石油气、其他油品等燃料燃烧产生的直接排放；

 催化烧焦、天然气制氢等工艺过程排放；

 电力消耗产生的间接排放。

 核查重点：

 主要排放源、能源消耗量、种类；

 主要工艺流程；

 活动水平数据的来源、数据传输过程，以及相应证据；

 计量设备的有效性。

核查案例分析（北方某石油化工企业）



核查案例分析



能源品种 排放设施 参 数 计量设备

一般烟煤 锅炉（小型供热） 消耗量、低位热值 电子汽车衡、皮带秤

天然气

催化装置、蒸馏装置、连续重整装置、制氢装置、

食堂等

消耗量、低位热值 流量计、分析仪器

炼厂干气 催化装置、蒸馏装置、连续重整装置、制氢装置等 消耗量、低位热值 流量计、分析仪器

其他油品 催化装置、蒸馏装置、连续重整装置、制氢装置等 消耗量、低位热值 流量计、分析仪器

过程排放 催化装置、制氢装置等

烧焦量、原油加工量

空气流量、气体浓度

流量计、在线监测仪器

核查案例分析



关键参数 基础资料 交叉验证资料

能源消耗量

一般烟煤 能源台账 入厂煤记录、工作日志、购煤发票、统计报表

天然气 能源台账 财务购买记录、购买发票、统计报表

炼厂干气 能源台账 内部结算凭证、内部能源管理系统、统计报表

其他油品 能源台账 内部结算凭证、内部能源管理系统、统计报表

电力 能源台账 结算单、统计报表

低位热值

一般烟煤 能源台账 化验记录、内部能源管理系统

天然气 能源台账 化验记录、内部能源管理系统

炼厂干气 能源台账 化验记录、内部能源管理系统

过程排放

催化烧焦 生产记录 内部能源管理系统，经验值

天然气制氢 生产记录 内部能源管理系统，经验值

核查案例分析



 明确核算边界：

 企业营业执照；

 企业简介；

 人员座谈；

 明确排放源及能源种类：

 主要设备清单；

 工艺流程图；

 现场勘查；

 明确能源消费量：

 能源消耗台账；

 财务凭证；

 统计报表；

 明确排放因子：

 实测值；

 缺省值；

 计算碳排放量：

 《指南》核算方法；

 能耗计量器具：

 计量器具台账；

 计量器具校准记录；

 现场勘查；

核查案例分析 –核查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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