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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球看，开展碳交易是顺应国际绿色低碳发展“大势”所趋

南极冰川在融化 图瓦卢:全球第一个因海平面上升而进行全民迁移的国家

北极熊在2100年可能灭绝 西班牙-严重干旱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背景

第一节：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核查政策



• 党中央、国务院对建立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高度重视，十八届三中
和五中全会决定、《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生态文
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等重要文件均提出了明确要求。

2015年9月26日
习近平总书记访美期间发表的《中

美元首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中明确

表示：“中国将于2017年启动全国

碳排放交易体系”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背景

第一节：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核查政策

从全国看，开展碳交易是推动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重点任务



顶层设计

2.市场化机制 3.三位一体控制

•建立健全用能权、用水权、

排 污权、碳排放权初始制度

•强度控制

•总量控制

•峰值控制

1.十八届五中全会

•坚持绿色发展

•为全球生态安全做出新贡献

•推动建立绿色低碳循环发展

产业体系

•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

代能源体系

•实施近零排放区示范工程

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

顶层设计



碳排放权交易

控排企业——限额排放；报告企业——排放报告

激励低碳管理、采用低碳产品及低碳技术；一定程度的增

添企业压力

万家企业节能低碳行动实施方案

从政府—企业，突出以节能低碳为目标的行动

温室气体报告制度

约束性政策



《低碳产品认证管理暂行办法》

通用硅酸盐水泥、平板玻璃、铝合金建筑型材、中小型三相异

步电动机

试点：广东省、重庆市、湖北省

日本碳足迹制度（2009年施行）

标识原料调配阶段、制造阶段、流通阶段、使用阶段和废弃/

回收阶段的碳排放总量

贸易性政策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密集型产品：如铝、钢铁、水泥和一些化工产品



国内征收碳税：

芬兰、瑞典、丹麦、荷兰、挪威、日本等国家

可供国内借鉴

《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通过碳关税（2020年起实施）

对进口的排放密集型产品征收特别的碳排放关税

贸易保护、隐形强迫国内出口产品的碳足迹认证

贸易性政策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密集型产品：如铝、钢铁、水泥和一些化工产品目前中国对美国出口的商品不仅量大，而且集中于高能耗、高碳密集型产品，以2007年为例,中国对美国出口的前十大商品集中于通讯和影视设备、纺织品和金属制品等，这些产品大多是高耗能、高二氧化碳强度而低附加值的产品，这十类产品占到中国对美出口的80%。如果中国在美国“碳关税”政策实施前未作出减排的承诺，中国对美国出口的高能耗产品将成为“碳关税”的课税对象，这必将加大这些产品的成本，减少其在美国市场的销量和份额；还将导致贸易转移，美国客户可能转向来自达到碳排放标准国家的供应商。



《关于推动碳捕集、利用和封存试验示范的通知》

各省关于《节能、低碳与循环经济发展专项资金管理

办法》

……

鼓励性政策



◇《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2014.12.10）

◇ 《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条例》（正在起草中）

排放权、排放配额、重点排放单位、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

◇ 《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暂行办法》（2012.6.13）

（修订中） 审定、核证 、抵消机制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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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1）

石化、化工、建材、钢铁、有色、造纸、电力、航空

碳排放权交易政策



组织
层面

ISO14064-1、国家及地方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指南

项目
层面

产品
层面 PAS2050、ISO14067、国家低碳产品标准

ISO14064-2、CDM方法学、CCER方法学

核查
机构

地方发改委确定的第三方机构

国家发改委备案的国家自愿性减排第三方审定核查机构

国家认可委认可的温室气体排放第三方审定核查机构

碳核算核查标准与机构

第一节：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核查政策



第一批：发电、电网、钢铁、化工、电解铝、镁冶炼、平板玻璃、

水泥、陶瓷、民用航空

第二批：石油天然气、石油化工、独立焦化、煤炭

第三批：造纸和纸制品、其他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电子

设备制造、机械设备制造、矿山、 食品.烟草及酒.饮料和精制茶、

公共建筑运营、陆上交通运输、氟化工、工业其他行业

重点行业GHG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国家发改委发布，共24个）

下载地址： http://www.gov.cn/zwgk/2013-11/04/content_2520743.htm

http://www.sdpc.gov.cn/zwfwzx/xzzq/bgxz/201603/t20160302_791689.html

第一节：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核查政策

http://www.gov.cn/zwgk/2013-11/04/content_2520743.htm
http://www.gov.cn/zwgk/2013-11/04/content_2520743.htm
http://www.gov.cn/zwgk/2013-11/04/content_2520743.htm
http://www.sdpc.gov.cn/zwfwzx/xzzq/bgxz/201603/t20160302_791689.html


来源：发改办气候[2016]57号

第一节：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核查政策

核查指南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第三方核查参考指南（国家发改委发布）

核查流程

①地方主管部门选择第三方核查机构

②第三方核查机构对企业进行核查后出具核查报告

③地方主管部门组织专家对核查报告进行评审

④对问题较多的核查报告进行第四方核查（部分省份采取的操作）

第三方核查政策



第二节：国家重点行业核算与报告

 重点行业温室气体排放监测流程

 重点行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

 国家碳市场帮助平台



碳排放为什么需要量化监测 ？

1、碳排放权是一种需要衡量的资产

2、碳排放权需要对比分析

3、碳排放权可以交易



碳资产怎么来的？

碳负债

碳资产
配 额

超额
排放量

排放
权益

纳入碳排放权交易体系后，企业通过实施投资交易、节能改

造、开发碳减排项目，不仅能获得成本收益，还将获得碳资产收

益。



1. 设定组织边界

2. 识别碳排放源

3. GHG排放核算方法

4. 收集活动数据

5. 碳排放监测设备

6. 监测计划

第二节：国家重点行业核算与报告

重点行业温室气体排放监测流程



组织边界，指拥有或经营的生产、供应、销售

等业务范围，组织需要报告此范围之内的相关碳排

放信息。报告主体应以企业法人为界。

可通过如下途径设定组织边界，如企业成立时间、规模、

经营范围、股权情况、资产状况，主要产品种类、产量和产能，

主要生产装置、工序及其数量和运行情况，以及厂区平面分布

图和组织架构图等。

监测——设定组织边界

第二节：国家重点行业核算与报告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直接排放：生产电力、热力或蒸汽：来自固定排放源的燃料燃烧，如锅炉、熔炉和涡轮机。物理或化学工艺：主要来自化学品和原料的生产或加工，例如生产水泥、铝、己二酸、氨以及废物处理。3. 运输原料、产品、废弃物和员工：来自公司拥有/ 控制的运输工具燃烧排放源（如卡车、火车、轮船、飞机、巴士和轿车）。4. 无组织排放：来自有意或无意的泄漏，例如：设备的接缝、密封件、包装和垫圈的泄漏，煤矿矿井和通风装置排放的甲烷，使用冷藏和空调设备过程中产生的氢氟碳化物（HFC）排放，以及天然气运输过程中的甲烷泄漏。



直接排放

定义：持有或控制的碳排放源直接产生的碳排放

活动来源：生产电力、热力或蒸汽；物理或化学工艺；运

输原料、产品、废弃物和员工；无组织排放。

锅炉

原煤燃烧

脱硫塔

石灰石脱硫

货车

汽油燃烧

活
动
来
源

监测——识别碳排放源

第二节：国家重点行业核算与报告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直接排放：生产电力、热力或蒸汽：来自固定排放源的燃料燃烧，如锅炉、熔炉和涡轮机。物理或化学工艺：主要来自化学品和原料的生产或加工，例如生产水泥、铝、己二酸、氨以及废物处理。3. 运输原料、产品、废弃物和员工：来自公司拥有/ 控制的运输工具燃烧排放源（如卡车、火车、轮船、飞机、巴士和轿车）。4. 无组织排放：来自有意或无意的泄漏，例如：设备的接缝、密封件、包装和垫圈的泄漏，煤矿矿井和通风装置排放的甲烷，使用冷藏和空调设备过程中产生的氢氟碳化物（HFC）排放，以及天然气运输过程中的甲烷泄漏。



 定义：由其拥有或控制的设备或运营消耗的外购电力或外购

热力所产生的排放。（能源间接排放）

 对许多公司而言，外购电力是其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源之一，

也是减少其排放的最主要机会。

间接排放

问：商务活动中是否存在碳排放？

监测——识别碳排放源

问：对于火力发电厂，其厂区内部消耗的电力属于

直接排放还是间接排放？

第二节：国家重点行业核算与报告



 使用生物质能源导致的二氧化碳排放（报告中说明）
 供给其他组织的能源产生的碳排放，包括输出燃料燃烧及生
产输出电力和蒸汽（热力）产生的碳排放
 组织产生但经封存和转移作为纯物质、产品或原料输出的碳
排放。

监测——识别碳排放源

第二节：国家重点行业核算与报告

特殊排放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1. 广东指南认为：生物质能或含有生物质能的物质作为燃料时，其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被普遍认为是无气候影响的，因此不计入企业二氧化碳排放量



 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脱硫过程的二氧化碳排放、企业

净购入使用电力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

 企业厂界内生活耗能导致的排放原则上不在核算范围内

监测——确定核算边界（发电企业）

第二节：国家重点行业核算与报告



 生产设施范围包括直接生产系统、辅助生产系统、以及直接为生产服务

的附属生产系统，包括职工食堂、车间浴室、保健站等

 化石燃料的燃烧：水泥窑中使用的实物煤、热处理和运输等设备使用的

燃油等产生的排放

 替代燃料和协同处置的废弃物中非生物质碳的燃烧

 原料碳酸盐分解：熟料对应的碳酸盐分解排放、窑炉排气筒（窑头）粉

尘对应的排放和旁路放风粉尘对应的排放

 原料中非燃料碳煅烧：生料中采用的配料如钢渣、煤矸石、高碳粉煤灰

 购入使用的电力和热力

监测——确定核算边界（水泥企业）

第二节：国家重点行业核算与报告



 生产设施范围包括直接生产系统、辅助生产系统、以及直接为生产服务

的附属生产系统，包括职工食堂、车间浴室、保健站等

 企业厂界内生活能耗导致的排放原则上不在核算范围内

 燃料燃烧排放：煤炭、燃气、柴油等燃料在固定或移动燃烧设备（如锅

炉、煅烧炉、窑炉、熔炉、内燃机等）的燃烧

 能源作为原材料用途的排放：主要是炭阳极消耗

 工业生产过程排放：阳极效应所导致的全氟化碳排放，以及石灰石煅烧

（若存在）

 净购入使用的电力和热力

监测——确定核算边界（电解铝企业）

第二节：国家重点行业核算与报告



1 排放因子法

 简单快捷，需要收集的活动数据少

 碳排放量 = 活动数据 X 相应的排放因子

2 物料平衡法

 不考虑单元内具体的反应过程，只考虑边界所有的碳
物料输入和输出情况；需要收集较多活动数据

 碳排放量 = 输入的碳 – 输出的碳

问题：如何确定采用哪种方法计算碳排放量呢？

监测——GHG排放核算方法

第二节：国家重点行业核算与报告



【 排放因子法 计算示例 】

某生产企业，在报告期间消耗天然气 70万Nm3，消耗外购电力 12500 

MWh。则报告期间碳排放量计算如下：

1. 工艺排放：无

2. 天然气燃烧排放： 70万Nm3  X 389.31GJ/万Nm3 X 0.0153 tC/GJ X

99% X 44/12= 1514 tCO2

3. 外购电力： 12500MWh X 0.5271 tCO2/MWh = 6589 tCO2

4. 总排放量：1514 tCO2 + 6589 tCO2 = 8103 tCO2

排放因子来源：国家某行业温室气体核算指南，国家发改委区域电力排放因子

监测——GHG排放核算方法

第二节：国家重点行业核算与报告



【 物料平衡法 计算示例 】

某家钢铁生产企业：

式中：

𝐴𝐸𝑑𝑙 ——报告期内碳排放量，tCO2

𝐴𝐷𝐷𝑀𝑖——报告期内消耗的原材料或燃料质量（碳输入），t或104m3

CDMi——含碳原料或燃料的碳含量，%或t-C/104m3

ADS ——含碳产品质量（碳输出），t

CS——含碳产品的碳含量，%

监测——GHG排放核算方法

第二节：国家重点行业核算与报告



第二节：国家重点行业核算与报告

监测——GHG排放核算方法：发电企业

企业总排放=燃料燃烧排放+脱硫排放+净购入电力排放

1. 燃料燃烧排放= 燃料燃烧量X 相应的排放因子

2. 脱硫排放=脱硫剂中碳酸盐消耗量X 相应的排放因子

3. 净购入电力排放=净购入电量X区域电网排放因子



第二节：国家重点行业核算与报告

监测——GHG排放核算方法：水泥企业

企业总排放=燃料燃烧排放+工业过程排放+净购入电热力排放

1. 燃料燃烧排放= 化石燃料燃烧量X 相应的排放因子+替代燃料
或废弃物燃烧量X 相应的排放因子

2. 工业过程排放=原料碳酸盐分解排放+生料中非燃料碳（如煤
矸石、高碳粉煤灰）煅烧排放

3. 净购入电热力排放=净购入电量X区域电网排放因子+净购入热
量X相应的排放因子



第二节：国家重点行业核算与报告

监测——GHG排放核算方法：电解铝企业

企业总排放=燃料燃烧排放+能源用作原材料（炭阳极消耗）的

排放+工业过程排放+净购入电热力排放

1. 燃料燃烧排放= 燃料燃烧量X 相应的排放因子

2. 能源用作原材料（炭阳极消耗）排放=原铝产量X相应的排放因
子

3. 工业过程排放=阳极效应排放+煅烧石灰石排放

• 阳极效应排放=原铝产量X相应的排放因子

• 煅烧石灰石排放=石灰石原料消耗量X相应的排放因子

4. 净购入电热力排放=净购入电量X区域电网排放因子+净购入热量
X相应的排放因子



排放因子按准确度从高到低分别是：

（1）测量/质能平衡所得因子

（2）同工艺/设备经验因子

（3）制造商提供因子

（4）区域排放因子

（5）国家排放因子

（6）国际排放因子

准确度高

准确度低

计算碳排放时优先选择准确度高的排放因子

监测——选择排放因子

第二节：国家重点行业核算与报告



 化石燃料燃烧：单位热值含碳量（自测或推荐值）、氧化率（自测或

缺省值）

 脱硫过程：碳酸盐排放因子（缺省值）

 净购入使用电力：电网排放因子（缺省值）

监测——选择排放因子（发电企业）

第二节：国家重点行业核算与报告



 化石燃料的燃烧：单位热值含碳量（自测或缺省值）、氧化率（自测

或缺省值）；

 替代燃料和协同处置的废弃物中非生物质碳的燃烧：平均低位发热量、

CO2排放因子、非生物质碳的含量（均为自测或缺省值）

 原料中非燃料碳煅烧：生料中非燃料碳含量（自测或缺省值）

 购入使用的电力和热力：电力、热力排放因子（缺省值）

监测——选择排放因子（水泥企业）

第二节：国家重点行业核算与报告



 化石燃料的燃烧：单位热值含碳量、氧化率（均为自测或缺省值）；

 能源作为原材料用途的排放：炭阳极消耗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自测

或缺省值）

 工业生产过程排放：阳极效应的CF4排放因子（自测或缺省值） 、阳

极效应的C2F6排放因子（自测或缺省值）、煅烧石灰石的二氧化碳排

放因子（缺省值）

 购入使用的电力和热力：电力、热力排放因子（缺省值）

监测——选择排放因子（电解铝企业）

第二节：国家重点行业核算与报告



区域电网平均排放因子（kgCO2/kWh）
区域 覆盖范围 2011年 2012年及

之后年份
华北区域 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山西省、山东

省、蒙西（除赤峰、通辽、呼伦贝尔和兴
安盟外的内蒙古其他地区）

0.8967 0.8843

东北区域 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蒙东（赤峰、
通辽、呼伦贝尔和兴安盟）

0.8189 0.7769

华东区域 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福建
省

0.7129 0.7035

华中区域 河南省、湖北省、湖南省、江西省、四川
省、重庆市

0.5955 0.5257

西北区域 陕西省、甘肃省、青海省、宁夏自治区、
新疆自治区

0.6860 0.6671

南方区域 广东省、广西自治区、云南省、贵州省、
海南省

0.5748 0.5271

来源：国家气候战略中心《2011年和2012年中国区域电网平均二氧化碳排放因子》



根据选择的碳排放量化方法，收集相应的活动数据

1.  采购部门能源供货单、购货发票、缴费凭证、台帐；

2.  财务部门的财务成本年报表、月报表，涉及能源、动力帐
等部分；

3.  生产部门的原料消耗、产品产量的统计台帐和报表；

4.  仓储部门进厂物资过磅单、仓库物资实物帐、盘存表及有
关产成品入库帐等。

5.  节能（能源）部门的能源消耗台帐。

活动数据来源（包括但不限于）

监测——收集活动数据

第二节：国家重点行业核算与报告



碳排放源类型 排放活动示例 活动水平数据种类

固定/移动燃烧源 燃料燃烧 煤、油、气等燃料消耗量

输入外购电力和
蒸汽消耗源

外购电力 电力消耗量

外购蒸汽 蒸汽消耗量

输出能源
输出燃料 焦炭、高炉煤气等燃料输出量

输出电力和蒸汽 电力、蒸汽输出量

封存和转移 封存或转移
封存或转移温室气体的
种类、压力、体积或质量

【 活动数据类型（续）】

监测——收集活动数据

第二节：国家重点行业核算与报告



碳排放监测，通常是对活动数据的监测。常用的
活动数据监测设备如下：

衡器 电能表 流量计 压力表

为确保活动数据的准确性，监测设备需要定时检验和校准。

监测——碳排放监测设备

第二节：国家重点行业核算与报告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直接排放：生产电力、热力或蒸汽：来自固定排放源的燃料燃烧，如锅炉、熔炉和涡轮机。物理或化学工艺：主要来自化学品和原料的生产或加工，例如生产水泥、铝、己二酸、氨以及废物处理。3. 运输原料、产品、废弃物和员工：来自公司拥有/ 控制的运输工具燃烧排放源（如卡车、火车、轮船、飞机、巴士和轿车）。4. 无组织排放：来自有意或无意的泄漏，例如：设备的接缝、密封件、包装和垫圈的泄漏，煤矿矿井和通风装置排放的甲烷，使用冷藏和空调设备过程中产生的氢氟碳化物（HFC）排放，以及天然气运输过程中的甲烷泄漏。



1. 组织基本信息，包括企业名称、地址、组织机构代码、联
系方式等；

2. 组织情况描述，包括成立时间、规模、经营范围、股权情
况、资产状况，主要产品种类、产量和产能，主要生产装
置、工序及其数量和运行情况，以及厂区平面分布图和组
织架构图等；

监测是计算碳排放量的关键步骤，为确保获取真

实的、可测量和长期碳排放，应制定明确的监测计划。

监测计划内容：

监测——监测计划

第二节：国家重点行业核算与报告



3. 排放报告范围的描述，包括报告层级、报告对象，计算涉
及的能源与含碳物料等信息；

4. 监测数据的说明：说明各报告对象对应的监测数据来源选
择，即选用参考值或实测值；

5. 实测数据获取方法的说明，包括数据实测的方法描述、依
据的标准和监测频次；

6. 活动数据计量设备信息，包括活动数据计量有关的计量设
备类型、型号、不确定性、安装位置描述；

7. 数据收集、数据质量管理、记录与归档措施的描述；

8. 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监测——监测计划



1. 建立信息系统

2. 数据质量管理

3. 编制碳排放报告

第二节：国家重点行业核算与报告

重点行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



碳排放信息流：

 可与企业原有统计项目相结合

 可利用企业原有的ERP系统基础，建立碳排放信息系统

 数据平台的重要性

处理储存传输采集

专人负责
职责明确 准确无误 分类保存

随存随用
检查记录
汇总分析

报告——建立信息系统

第二节：国家重点行业核算与报告



报告——数据质量管理

操作规程
模式化

原始信息
校验

错误信息
反馈

错误信息
矫正

信息系统

为满足碳排放信息利用的需要，从人力、设施、程序、监督

等方面配置碳管理方案，对信息系统的各个流程进行规范管理。

第二节：国家重点行业核算与报告



碳排放报告应遵循的原则：

相关性 确保排放报告恰当地反映组织的碳排放情况，服务于组织内部
和外部用户的决策需要

完整性 选定组织边界内所有碳排放源和活动；披露任何没有计入的排
放源及其活动，并说明理由

一致性 采用一致的方法学，以便可以对长期的碳排放情况进行有意义
的比较

透明性 按照清晰的审计线索处理相关问题；披露任何有关的假定，并
恰当指明所引用的核算与计算方法学，以及数据来源

准确性 应尽量保证在可知的范围内，计算出的排放量不系统性地高于
或低于实际排放量；尽可能在可行的范围内减少不确定性

报告——编制碳排放报告

第二节：国家重点行业核算与报告



1. 报告主体基本信息：企业名称、单位性质、报告年度、
所属行业、组织机构代码、法定代表人、填报负责人和
联系人信息；

2. 温室气体排放量：报告在核算和报告期内温室气体排放
总量，并分别报告各排放源的排放量

3. 活动水平及其来源

4. 排放因子及其来源

5. 其它需报送的信息，如节能减碳措施、生产情况说明、
数据汇总的流程、报告范围的变更说明等。

报告——编制碳排放报告

第二节：国家重点行业核算与报告



通过网站或电话进行提问，管

理员记录并审核问题，发送专家进

第二节：国家重点行业核算与报告

国家碳市场帮助平台

1. 国家碳市场帮助平台（www.etshelpdesk.cn）

2. MRV热线：400-167-6772 / 400-167-6762

3. 配额分配及注册登记系统热线：400-172-5634/400-172-5734

行解答，经专家解答后的问题由管理员在平台上发布

国家碳排放帮助平台百问百答（MRV-共性问题－截至20170612）

国家碳排放帮助平台百问百答（MRV-发电问题－截至20170612）

国家碳排放帮助平台百问百答（MRV-水泥问题－截至20170612）

问题汇编：

http://www.etshelpdesk.cn/


第三节：温室气体排放第三方核查

 第三方核查流程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查案例

 CCER核查



1. 采集数据

2. 收集证据及验证

3. 抽样原则

第三节：温室气体排放第三方核查

第三方核查流程



碳核查是指第三方机构基于合理的标准、公开可信
的准则、完善的评估流程所获得的可获取的组织碳排放
量化结果。

适用的标准
/方法学

人员能力
保障

完整的评估/
核查的工作

程序

第三方核查的质量保证

核查

第三节：温室气体排放第三方核查



合同评审

• 评价组织、项
目文件的完整
性及合理性

• 评审量化、监
测、报告的充
分性和有效性 • 核查机构控

制流程，做出
决定

文件评审 现场评审 独立技术评审

1 2 3 4

核查——核查流程

• 确定能够满足客户要求

• 风险评估及应对

第三节：温室气体排放第三方核查



边界确定

计量校准碳排放源识别

量化的合理性及相关证据

（信息收集、数据管理、量化方

法、排放因子、监测的实施）

现场核查关注的过程

核查——核查流程

第三节：温室气体排放第三方核查



1．选择采集的数据与选择的量化方法要求应一致

2．数据可来自各种原材料及燃料使用量的记录、仪器测
量、自行分析测量、收据、发票及其他单据等

3.  若无相关记录时，可考虑其他方式，如采用容量、压
力表差、使用人数或推估方式来获得排放源数据

4．应注意是否有重复使用或计算的情况

核查——采集数据



• 核查组通过面谈、查阅文件和记录、现场观察等方式，收集
与核查范围、事前疑问有关的信息证据。

• 必要时可采用复印、记录、拍照、摄像等方式保存相关信息
数据。

核查组在现场

核查——收集证据及验证

第三节：温室气体排放第三方核查



证据来源：

1. 销售部门送货单、销售发票、收费凭证、台帐；

2. 采购部门能源供货单、购货发票、缴费凭证、台帐；

3. 财务部门的财务成本年报表、月报表，涉及能源、动力帐、
产品产量等部分；

4. 生产部门的原料消耗、产品产量的统计台帐和报表；

5. 仓储部门进厂物资过磅单、仓库物资实物帐、盘存表及有
关产成品出入库帐等；

6. 节能（能源）部门的能源消耗台帐，电力、热力、气体燃
料能源计量设备记录；

对各种证据进行交叉验证

核查——收集证据及验证

第三节：温室气体排放第三方核查



抽样应基于：

1. 核查范围

2. 核查准则

3. 为实现保证等级所必需的证据的数量和种类

4. 确定具有代表性样本的方法学

5. 潜在的错误、遗漏和不实陈述的风险

核查——抽样原则

第三节：温室气体排放第三方核查



【 1. 了解企业基本情况 】

• 通过与企业负责人交谈及查看相关资料，了解企业基本情况，
包括企业产权、生产情况、工艺流程、能源结构等，获得对企业
的初步认识。

核查结果：
• 企业情况：我国东部地区某发电企业，拥有两台500MW燃煤发
电机组，20xx年两台机组全部投产，另有风机12台、循环水泵4
台，磨煤机12台，脱硫装置2台等设备。

•主要用能情况：烟煤和柴油。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查案例

第三节：温室气体排放第三方核查



【 2. 现场走访 】

• 通过现场走访，结合企业生产人员介绍，了解企

业产品的生产工艺过程；

• 注意观察现场是否有遗漏的碳排放源；

• 注意现场拍摄照片，作为核查佐证。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查案例

第三节：温室气体排放第三方核查



锅炉 发电机组 脱硫塔

【 2. 现场走访 】

石灰石 燃料烟煤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查案例

第三节：温室气体排放第三方核查



【 2. 现场走访 】

电表 量热仪 皮带秤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查案例

第三节：温室气体排放第三方核查



【 3. 边界确定 】

• 通过文件评审、现场走访及与企业负责人交谈，确定
组织边界。

核查结果：
该企业厂区只有一处，且企业对其厂区内所有生产设施
均有控制权。按照控制权法，组织边界可设定为该企业
厂区范围内。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查案例

第三节：温室气体排放第三方核查



【 4. 碳排放源识别】

核查结果：

• 直接排放：

1. 烟煤、柴油燃烧过程的直接排放

2. 工艺排放源：来自于石灰石（主要成分CaCO3）脱硫过程中
的CO2排放

• 间接排放：消耗外购电力产生的间接排放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查案例

第三节：温室气体排放第三方核查



【5. 量化方法选择】

• 采用排放因子法

根据企业提供的煤质化验单，确定烟煤燃烧采用的碳排放因子；

柴油的排放因子采用指南默认值；

外购电力的排放因子采用国家发改委公布的参考值。

• 需要收集的数据

报告期间烟煤的消耗量及煤质化验单；

报告期间柴油的消耗量；

报告期间外购电力。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查案例

第三节：温室气体排放第三方核查



【6. 收集数据及验证】

• 烟煤：各机组入炉皮带秤的记录（即实际消耗量），并通过
购煤发票、库存记录、生产消耗报表等交叉验证；煤质化验单；

• 柴油：各机组燃油用流量计，并通过购买发票、油罐标尺刻
度等交叉验证

• 外购电力：电费结算单及购电发票；

• 产品产量：电费结算单及售电发票。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查案例

第三节：温室气体排放第三方核查



【7. 计量设备及数据统计流程】

• 查看与排放数据相关的计量设备的检验与校准证书及文件，

以确保数据的准确性；

• 了解企业数据统计流程，以确保数据收集、传递过程的准确

性。

核查结果：
• 烟煤皮带秤及柴油流量计按时检验及校准；电能表由供电局

每年校准；

• 企业制订了碳数据统计制度，且有效执行。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查案例

第三节：温室气体排放第三方核查



核查结果：

1. 烟煤燃烧排放：

140万t × 22.08 GJ/t × 0.026 tC/GJ × 98% × 44/12 = 288.8 万tCO2

2. 柴油燃烧排放：

600t × 42.652 GJ/t × 0.0202 tC/GJ × 98% × 44/12 = 1857.5tCO2

3. 外购电力：3000MWh × 0.5271 tCO2/MWh = 1581.3 tCO2

4. 总排放量：2888000 + 1857.5  + 1581.3 = 2891438.8 tCO2

【8. 核查结果】

• 根据核实的数据，计算企业碳排放量，并编制核查报告，并向委托

方通报碳核查结果。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查案例

第三节：温室气体排放第三方核查



第三节：温室气体排放第三方核查

国内自愿减排项目（CCER）核查

01 能源工业 02 能源分配 03 能源需求

04 制造业 05 化工行业 06 建筑行业

07 交通运输业 08 矿产品 09 金属生产

10 燃料的飞逸性
排放

11 碳卤化合物和
六氟化硫的生
产和消费

12 溶剂的使用

13 废物处置 14 造林和再造林 15 农业

CCER项目领域



第三节：温室气体排放第三方核查

CCER项目审核流程（审定或核查流程类似）

核查机构确定审
核组

审核组进行文件
评审

审核组进行现场
评审

审核组提出澄清
或整改问题

审核组编制审核
报告初稿

对审核报告初稿
进行内部评审

审核组根据评审
意见修改审核报

告

审核组编制审核
报告终稿

审核报告提交国
家发改委



三、CCER审定核证关注点

5、交叉验证是核查过程中必要的
手段

3、保守性原则

4、监测计划非常重要

2、投资分析关注成本、税收、
折旧、
贷款利息、人工费、维修费等

关注点

1、审定/核证项目现场审核，访问、社会公平及环境影响



第三节：温室气体排放第三方核查

CCER项目开发关注点

1. 选择适宜的项目类型：国家碳交易试点均限制特CCER项目类型，
不允许用于抵消企业碳排放量

2. 根据地方配额需求选择适宜的项目所在地：国家碳交易试点均限制
了非本地产生的CCER抵消比例

3. 尽量选择已有备案方法学的项目：未有备案方法学的项目类型，需
要在申请方法学备案后才能进行项目申报，周期较长

4. 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易开发：包括风电、水电、光伏发电等项目，
此类项目设计参数较少，开发简单，周期较短



第三节：温室气体排放第三方核查

CCER项目审核关注点

1. 项目额外性：利用财务分析、障碍分析等方法，与相关证据文件
（如地区电价政策、税收政策、项目设备购买合同、银行贷款证明
等）进行交叉验证

2. 项目减排量计算：计算过程应用的所有数据源和假设是否适宜？计
算是否正确？

3. 项目监测计划：监测参数、监测频率、设备校准要求、QA/QC等是
否能满足项目减排量准确核算的要求



CCER项目新方法学的开发

1、开发者可向国家主管部门申请备案

2、提交该方法学及所依托项目的设计文件

3、国家主管部门委托专家进行技术评估，评估时间

不超过60个工作日

4、国家主管部门依据专家评估意见对新开发方法学

备案申请进行审查备案。
新开发的方法学:
CM-096-V01 气体绝缘金属封闭组合电器SF6减排计量与监测方法学

CM-097-V01     新建或改造电力线路中使用节能导线或电缆

CM-098-V01     电动汽车充电站及充电桩温室气体减排方法学

CM-099-V01     小规模非煤矿区生态修复项目方法学

确定项目基准线、论证额外性、计算减排量、制定监测计划等

2.方法学批准流程：

1.方法学应包括：

http://www.shangwuppt.com/
http://cdm.ccchina.gov.cn/archiver/cdmcn/UpFile/Files/Default/20140415154509546599.pdf
http://cdm.ccchina.gov.cn/archiver/cdmcn/UpFile/Files/Default/20140415154509546599.pdf
http://cdm.ccchina.gov.cn/archiver/cdmcn/UpFile/Files/Default/20140415154509546599.pdf
http://cdm.ccchina.gov.cn/archiver/cdmcn/UpFile/Files/Default/20140415154509546599.pdf
http://cdm.ccchina.gov.cn/archiver/cdmcn/UpFile/Files/Default/20150127153749263731.pdf
http://cdm.ccchina.gov.cn/archiver/cdmcn/UpFile/Files/Default/20150127153817016318.pdf
http://cdm.ccchina.gov.cn/archiver/cdmcn/UpFile/Files/Default/20150127153839101582.pdf


第四节：分组讨论重点行业企业碳排放核算



某粤东水泥厂，拥有一条5000t/d熟料生产线，并配套6WM纯低温

余热发电系统。2015年其生产情况及相关数据如下：

（1）熟料产量114.5万吨，水泥119.9万吨

（2）使用燃料为烟煤167930吨（年加权平均低位发热量23107MJ/t）

（3）窑炉点火及厂内叉车运输共消耗柴油约85吨；厂外运输均外包

（4）仅采用石灰石作为生料配料

（5）熟料中CaO质量分数约为63.37%，MgO质量分数约为2.75%

（6）电力外购量为76230 MWh

（7）未使用废轮胎、废油等替代燃料，也未协同处置污水污泥等废弃物

（8）窑头粉尘和窑炉旁路放风粉尘产生量较小，且厂内未作监测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计算案例（水泥企业）

第四节：互动模拟实操与分组讨论



计算结果：

1. 烟煤燃烧排放：

167930 t × 23107 MJ/t /106 ×（26.18 tC/TJ × 98% × 44/12） = 365,039 

tCO2

2. 柴油燃烧排放：

85 t × 42652 MJ/t / 106 × （20.20 tC/TJ × 99% × 44/12） = 266 tCO2

3. 原料碳酸盐分解排放：

1145000 t × (63.37% ×44/56+2.75%×44/40) =604,740 tCO2

4. 外购电力：76230 MWh × 0.5271 tCO2/MWh = 40,181 tCO2

5. 总排放量： 365,039 + 266 + 604,740 + 40,181 = 1,010,226 tCO2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计算案例（水泥企业）（续）

注：1TJ =1,000,000 MJ

第四节：互动模拟实操与分组讨论



重庆某电解铝企业，现有两条点式下料预焙槽生产线。2015年其生

产情况及相关数据如下：

（1）原铝产量48713吨

（2）厂内工艺车共消耗柴油约120吨；厂外运输均外包

（3）净外购电量为712642 MWh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计算案例（电解铝企业）

第四节：互动模拟实操与分组讨论



计算结果：

1. 柴油燃烧排放：

120 t × 42.652 GJ/t / 103 × （20.20 tC/TJ × 98% × 44/12） = 372 tCO2

2. 炭阳极消耗排放：

48,713 t × [ 0.42 ×（1-2%-0.4%）×44/12 ] =  73,218 tCO2

3. 工业过程排放：

48,713 t ×（6,500 × 0.034+9,200 × 0.0034）/1,000 =  12,289 tCO2e

4. 外购电力： 712,642 MWh × 0.5257 tCO2/MWh = 374,636 tCO2

5. 总排放量： 372 + 73,218 + 12,289 + 374,636 = 460,515 tCO2e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计算案例（电解铝企业）（续）

注：1TJ =1,000 GJ

第四节：互动模拟实操与分组讨论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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