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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全国碳市场建设现状



气候变化的缘起

Ø 温室气体效应及其后果

Ø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Ø 京都议定书

Ø 巴黎协定



碳中和提出的背景

Ø国际背景：碳中和是巴黎协定转求的政治目标，代表人

类绿色低碳转型的大方向，带领人类从工业文明走向生

态文明。

Ø国内背景：能源资源难以支撑未来高速发展，新旧动能

转换动力，内循环的主要抓手



碳中和已成为全球共识

现在已经有58个国家正式宣布碳中和，128个国家准备宣布

碳中和，这样一来占全球经济总量75%以上的国家，都开

始走低排放发展之路，碳中和已经成为全球发展的主流和

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碳中和的9次重要讲话

在“领导人气候峰会”上的讲话

1

2

3

4

5

6

7

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的讲话

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峰会上的讲话

在第三届巴黎和平论坛的致辞

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二次会晤上的讲话

在利雅得峰会“守护地球”主题边会上的致辞

在气候雄心峰会上的讲话

在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上的特别致辞

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中方将为此制定实施规划。

我们将说到做到！

中国言出必行，将坚定不移加以落实!

到203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65%以上，非化
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将达到25%左右，森林蓄积量将比2005年增加60亿立
方米，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将达到12亿千瓦以上。

实现这个目标，中国需要付出极其艰巨的努力。

8 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9次会议上的讲话

9
中国将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正在制定
碳达峰行动计划，广泛深入开展碳达峰行动，支持有条件的地
方和重点行业、重点企业率先达峰。中国将严控煤电项目，
“十四五”时期严控煤炭消费增长、“十五五”时期逐步减少。
此外，中国已决定接受《〈蒙特利尔议定书〉基加利修正案》，
加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管控，还将启动全国碳市场上线交易。



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 
2021年3月15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强调 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
续发展 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 。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习近平3月15日下午主持召

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研究促进平台经济健康发展问题和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基本

思路和主要举措。习近平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我国平台经济发展正处在关键时期，要着

眼长远、兼顾当前，补齐短板、强化弱项，营造创新环境，解决突出矛盾和问题，推动平台经

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要把碳

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拿出抓铁有痕的劲头，如期实现2030年前碳达峰、

2060年前碳中和的目标。 中国碳中和是经历了长期的研究和论证，不是即兴之作，也不是迎合某些需求，
是党中央经过深思熟虑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永续发
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倒逼我国坚持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的内在
要求，也是保护人类地球家园的最低限度的行动。



碳中和的本质

碳中和的本质是实现发展的绿色低碳转型，即增长方式的

绿色低碳转型，能源系统的绿色低碳转型以及生活方式的

绿色低碳转型。从资源依赖走向技术依赖的发展转型。



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发展

Ø 2011年批准七个碳排放权交易试点，2013-2014年先后开始运行

Ø 2014年12月，《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

Ø 2017年12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方案（发电行业）》

Ø 2020年12月，《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生态环境部部令第19

号，自2021年2月1日起施行）

Ø 2020年12月，《2019-2020年全国碳排放权交易配额总量设定与分配实施方

案（发电行业）》和《纳入2019-2020年全国碳排放权交易配额管理的重点

排放单位名单》



全国碳市场覆盖范围

Ø 二氧化碳（IPCC覆盖六种温室气体 CO2, CH4, N2O, SF6, PFC, HFC ）

Ø 八大行业：电力、石化、化工、建材、钢铁、有色金属、造纸、民航

Ø 温室气体重点排放单位纳入门槛

• 属于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

• 年度温室气体排放量达到2.6万吨二氧化碳当量

Ø 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按照生态环境部规定，确定本行政区域重点排放单位

名录，向生态环境部报告，并向社会公开

Ø  纳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重点排放单位，不再参与地方碳排放权交易试

点市场



配额分配

Ø 《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中的相关规定

Ø 碳排放配额分配以免费分配为主，可以根据国家有关要求适时引入有偿分配

Ø 免费分配方法：基于实际产量的行业基准法

Ø 考虑经济和行业发展的不确定性

Ø 鼓励先进、鞭策落后

Ø 不限制服务量，要求提高效率



抵消机制

Ø 重点排放单位可使用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抵销碳排放配额的清缴，比例不得

超过应清缴碳排放配额的5%

Ø 用于抵销的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不得来自纳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配额

管理的减排项目



注册登记和交易

Ø 全国碳排放权注册登记系统和机构：湖北碳排放权交易中心

Ø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系统和机构：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



02 碳资产开发流程和碳资产管理



碳资产开发流程
1. 与咨询方签署委托咨询及技术服务合同

2. 采用经备案的放学编制项目设计文件（PDD）

3. 委托经备案的审定机构开展审定

4. 向生态环境部申请项目备案

5. 生态环境部审批通过予以备案

6. 项目投产运行一段时间后，监测一段时期

7. 委托经生态环境部备案的核查机构进行核查

8. 提交生态环境部申请减排量（CCER）备案

9. 生态环境部审核通过对CCER予以备案

10. 通过交易所进行交易

需要根据新的自
愿减排项目管理
办法进行更新。



碳资产项目申报条件

1. 项目合法

2. 在建待建（需根据新版自愿减排项目管理办法确定）

3. 有方法学

4. 符合方法学要求



碳资产管理
Ø 管理体系

Ø 专人负责

Ø 监测计划

Ø 仪器校核

Ø 票据存档

Ø 应急预案

Ø 纠错程序

Ø 项目变动



03 自愿减排方法学和PDD



方法学简介
为确保CCER项目能正常有序实施：
       －  建立一套有效的、透明的、可操作的标准和依据 （方法学）
       －  带来长期的、实际的、可测量的减排量
方法学规范CCER项目各方面工作的顺利开展： 
       －  PDD编写
       －  审定与核查机构进行审定、核查和认证
       －  生态环境部进行备案和签发
方法学相关信息：
     － 国际方法学206个，覆盖能源、制造业、化工、交通等15大领域
     － 国内方法学200个，包括：173个转化方法学，27个自主开发方法学。供
热相关的包括：生物质炉具供热、生物质锅炉供热、地热供热、生物质热电联产、
引入新的集中供热一次热网系统、新建建筑物中的能效技术及燃料转换、沼气供
热、生物质燃气的生产和销售、太阳能供热、太阳能热水系统、户用太阳能灶等。



与清洁供热相关的方法学（1）
CM-005-V02 通过废能回收减排温室气体
 CM-015-V01 新建热电联产设施向多个用户供电和/或供蒸汽并 取代使用碳含量较
高燃料的联网/离网的蒸汽和电力生产 
CM-018-V01 在工业或区域供暖部门中通过锅炉改造或替换提高能源效率
CM-019-V01 引入新的集中供热一次热网系统
CM-021-V01 民用节能冰箱的制造
CM-022-V01 供热中使用地热替代化石燃料
CM-037-V01 新建联产设施将热和电供给新建工业用户并将多余的电上网或者提供
给其他用户
CM-039-V01 通过蒸汽阀更换和冷凝水回收提高蒸汽系统效率



与清洁供热相关的方法学（2）
CM-052-V01 新建建筑物中的能效技术及燃料转换
CM-056-V01 蒸汽系统优化基准线方法学
CM-073-V01 供热锅炉使用生物质废弃物替代化石燃料
CM-079-V01 通过对化石燃料蒸汽锅炉的替换或改造提高能效，包括可能的燃料替
代
CM-082-V01 海绵铁生产中利用余热预热原材料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CM-106-V01 生物质燃气的生产和销售方法学
CMS-010-V01 使用不可再生生物质供热的能效措施
CMS-025-V01 废能回收利用（废气_废热_废压）项目
CMS-027-V01 太阳能热水系统（SWH）
CMS-028-V01 户用太阳能灶
CMS-029-V01 针对建筑的提高能效和燃料转换措施
……



方法学主要内容

一、 来源、定义和适用条件

二、基准线方法学：项目边界、基准线情景选择和额外性论证、基准线排放、项

目排放、泄漏、不需要监测的数据和参数

三、监测方法学：一般监测规则、监测的数据和参数



项目设计文件简介
一、 项目活动描述：项目活动目的和概述、项目相关批复情况、项目活动地点、

项目活动的技术说明、项目业主及备案法人、项目活动打捆情况、项目活动拆分

情况

二、基准线和监测方法学的应用：引用的方法学名称、方法学适用性、项目边界、

基准线情景的识别和描述、额外性论证、减排量事前计算、预先确定的参数和数

据、监测计划、数据抽样计划、监测计划其它内容、

三、项目活动期限和减排计入期

四、环境影响：环境影响分析、环境影响评价

五、利益相关方的评价意见



04 清洁供热项目减排量估算



所用的方法学



方法学适用性条件
1. 本方法学必须同事包含：(i)安装燃烧生物质的炉灶和/或取暖设备；(ii) 为项目区提供生

物质压块 (如运输基础设施、生物质压块加工厂等)。

2. 用来加工生物质压块的生物质储存时间不超过 1 年；

3. 用来加工生物质压块的生物质不能经过化学处理过程（如酯化作用、发酵过程、水解、

高温热解及生物或化学降解等）；

4. 在项目设计文件中要项目区的地理范围，并在项目实施期间不能修改项目地理范围；

5. 如果项目活动包括生物质炉灶，则在所有规划的项目区域 i 中，项目活动开始前，生物

质使用不得超过用于做饭的燃料总量的 10%（以能量单位计算）；

6. 如果项目活动包括生物质取暖设备，则在所有规划的项目区域 i 中，项目活动开始前 ，

生物质使用不得超过用于供热用燃料总量的 10%（以能量单位计算）；



方法学适用性条件
7. 生物质炉灶或取暖设备的额定功率不超过 150 kW 热能;

8. 生物质炉灶或取暖设备的效率不低于基线炉灶或取暖设备的效率；

9. 消费者和项目参与方之间的协议应保证消费不申请生物质炉灶和/或取暖设备产生的核证

自愿减排量（CCERs）。该协议可以包括在炉灶和/或取暖设备的交付单、生物质压块的发

票等中进行说明；

10. 如果炉灶和/或取暖设备制造商不是项目参与方，项目参与方对炉灶和/或取暖设备的安

装进行补贴，制造商和项目参与方之间的协议应保证制造商申请生物质炉灶和/或取暖设备

产生的 CCERs；

11. 如果生物质压块生产商不是项目参与方，项目参与方对生物质压块的供应进行了补贴，

制造商和项目参与方之间的协议应保证制造商不申请生物质压块产生的 CCERs。



基准线排放



燃料类型pj,i的确定

根据每一项目区域 i 内进行的抽样调查结果确定这些参数。 调查目的 (a) 
确定炉灶或供暖系统类型及燃料类型的使用比例： i. 基线情景下项目区域 i 
内炉灶或供暖系统类型 l 的比例; ii. 基线情景下项目区域 i 内炉灶或供暖
系统使用的燃料 j （包括生物质）的比例 （pj,i）。
调查需按照下列步骤开展：
(a) 第 1 步：确定项目区（TPA）; 
(b) 第 2 步：对消费者进行分层; 
(c) 第 3 步：确定抽样样本容量（不低于380户）; 
(d) 第 4 步：确定抽样计划并建立抽样数据库; 
(e) 第 5 步：实施调查.



项目排放



泄漏

如果生物质废弃物是自然腐烂或者无控燃烧，则不用考虑泄漏。



减排量计算



减排量估算（以一户为例）
基准线排放

消耗成型燃料的数量 热值 煤的排放因子 基准线排放量

kg MJ/kg tCO2/TJ t/年
2000 14 96 2.688

项目排放

成型燃料耗电量 每年用量 项目排放量

kWh/吨 吨 tCO2

35 2 0.091

项目减排量

tCO2

2.597



毛收入估算

按照5万户计算，每户减排量约为1.2吨CO2，则每年减排

量大约6万吨CO2，按照价格20元/CO2，则每年毛收入约

为120万元。10年总的毛收入大约为1200万元。



地热供热项目减排量估算（1）

山西省太原经济技术开发区地热供暖 工程—建成区昌达

隆片区地热及清洁 能源供热改造项目

资料来源http://cdm.ccchina.org.cn/ccer.aspx

项目新钻地热井 16 口，其中生产井 8 口，回灌井 8 口；新建换 热站 2 座、改造
换热站 6 座3，新敷设供热管网约 5.94km，总供热面 积约 106.7 万㎡。 本项目
区域地热井平均出水温度 65℃，单口热井平均出水量为 120m³/h，经换热器换热
后，供水温度为 53℃，地热水尾水通过回灌 加压泵加压后进行回灌。 本项目的
基准线情景是利用锅炉房中的燃煤锅炉通过热量分配 网络向昌达隆片区 106.7 万
㎡居民住宅和公共建筑供热



地热供热项目减排量估算（2）

资料来源http://cdm.ccchina.org.cn/ccer.aspx



生物质锅炉供热项目减排量估算（1）

项目为采用生物质成型燃料作为燃料的集中供热项目，蒸汽供应给项目所在园

区的工业企业生产使用。设计建设2台10吨/小时的生物质成型燃料锅炉（一用

一备）和 1台15 吨/小时的生物质成型燃料锅炉，总供汽量 25 吨/小时，设

计年供热量为14万吨，年运行小时数为5,600小时。项目使用的生物质成型燃

料采购于燃料供应商，主要由林木废弃物、木材加工厂的木料废弃物加工而成。

预计年消耗生物质成型燃料3万吨。项目通过采用可再生的生物质成型燃料替

代燃煤用于锅炉供热，从而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



生物质锅炉供热项目减排量估算（2）

项目的预计年减排量计算如下： 
ERy = BEy – PEy – LEy 
=42,706.7tCO2e – 1318.8tCO2e -
2877.8 tCO2e
 = 38,510tCO2e

10年预计年减排量大约为
385,100tCO2e

资料来源http://cdm.ccchina.org.cn/ccer.aspx



我们碳减排业务介绍

业务范围：CCER项目开发，方法学开发，碳中和规划，低碳课题研究；

服务形式：一站式服务，从项目申报直至减排量签发；

优势介绍：优质的服务，骄人的业绩，丰富的经验，强大的团队；

项目类型：清洁供热，填埋气发电，光伏发电，风力发电，户用沼气，大中型

沼气，工业废水处理，垃圾焚烧发电，秸秆发电，生物质供热，生物柴油，

污泥处理，水电，余热发电等。

期待与您合作，实现共赢！



谢谢聆听

电话：+86 10 68002617-114
传真：+86 10 68002674
信箱：wangweiquan@creia.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