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企业如何推进减污降碳协同治理
与环境信息披露

2022年9月 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线上培训



2月-8月培训内容回顾
共6期，基于蔚蓝地图数据库，围绕IPE提供的环境信息披露、GCA审核、碳排放核算、PRTR填报、供应商检索等

工具，帮助企业开展减污降碳治理，实现环境合规和绿色低碳转型。

环境信息披露与监管记录处理 培训资料/视频



大纲 内容 时间

污染防治

v 简讯分享
• 8月环境保护新规
• 蔚蓝地图环境信息动态

v 案例启示与延伸
• 相关政策法规解读
• 利用环评技术文件开展环境管理

14:00-14:30

供应链管理
v 利用蔚蓝生态链管理自身供应链的环境风险，

推动供应商测算和披露温室气体排放数据
14:30-14:40

温室气体填报 v 碳核查和碳资产管理 14:40-15:00

Q&A 15:00 -

本次培训主要内容



8月环境保护新规

通过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监控
设备联网获取排污单位提供的
自动监测数据，可以作为行政
处罚的证据。若同一时段的现
场监测数据与自动监测数据不
一致，现场监测获取的监测数
据符合法定的监测标准和监测
方法的，以该现场监测数据作
为行政执法依据。

生态环境行政
处罚办法

（征求意见稿）

生态环境部等12个部门联合发
布。包括黄河流域范围内所有
企业，需要加强入河排污口管
理。企业设置直接排放口的建
设项目，环评审批前，需要开
展入河排污口论证，并取得生
态环境主管部门的审批意见。

黄河生态保护
治理攻坚战
行动方案

我国首批，共23个地区。

关于公布气候投
融资试点名单的
通知（环气候函
[2022]59号）

2025年前碳达峰，2060年碳
中和。

焦化行业碳达峰
碳中和行动方案



披露碳及污染物排放数据

359
通过GCA审核

144

新收录环境违规记录

280334
NGO伙伴推动信息披露

124

蔚蓝地图8月环境信息动态



“放管服”改革
排污许可“一证式”管理。全国环评文件审批数量降
低了四成，但涉及投资额上升28.9%。99%的项目环
评在市县审批，方便企业就近办理。推动环评与排污
许可有效衔接，将338.6万个固定污染源纳入排污许
可管理。

源头预防
环评制度的约束对象从微观的建设项目拓展到了宏观
的规划（“一地、三域、十个专项”），环评制度的
责任主体也由原来的建设单位和企业，延伸到了政府
和有关部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中明确，
环评审批作为加强生态环境准入管理的重要措施。
成效显著
将环评的公众参与纳入立法，推动了政府环境信息公
开和公众参与。社会广泛关注的厦门PX项目，因部分
专家和公众的质疑，从厦门搬迁到了漳州落地。“三
线一单”分区管控、规划环评、项目环评共同发力实
现区域污染物大规模减排和生态环境质量改善。

环 境 影 响 评 价 法 颁 布 二 十 周 年
环境影响评价与生态环境保护



行业类别
电镀。涉及挥发性有机
物、工业固体废物、危
险废物等污染物治理，
以及排污许可管理。

报告书特点
项目位于广东省中山市，
项目环评文件入选全国
2020年环境影响评价工
程师考试教材。

利用环评文件开展环境管理

















































借助IPE账户开展绿色供应链管理



《国务院关于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指导意见》
国发〔2021〕4号
（九）构建绿色供应链。

《“十四五”工业绿色发展规划》（工信部规〔2021〕178号）
贯通绿色供应链管理。

《绿色制造 制造企业绿色供应链管理 导则》（GB/T 33635-2017）
及2020年发布的4项配套的绿色供应链管理国家标准

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GRI)
308-1 使用环境标准筛选的新供应商
308-2 供应链对环境的负面影响以及采取的行动

港交所：《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指引》
層面 B5: 供應鏈管理

德国《供应链尽职调查法》
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
欧盟供应链指令《关于企业可持续尽职调查指令的立法提案》 …

为什么要开展绿色供应链管理？



高环境影响

高环境风险

高采购占比

STEP 1识别

IPE数据库检索关注

自动追踪环境表现

查收环境变化提示

STEP 2追踪

STEP 3推动 STEP 4展示

违规记录整改披露

自动监测超标更正披露

温室气体与污染物排放

良好案例

IPE网站沟通记录

官网/年度报告

如何借助IPE企业账户开展绿色供应链管理？

自主开展供应链管理主要困难



纺织：纱线厂、面料厂(含染整、水洗、后整理工艺)、橡胶厂、塑料厂、成衣或配饰厂(拉链、装饰品、眼镜、箱包、围巾、袜

子、帽子、皮带、运动器材等)、包材厂、染料助剂厂等

皮革：橡胶、塑料(PU、EVA)等鞋底材料厂，鞋面材料厂，鞋厂 ，配件厂，包材厂 、原皮处理厂、胶粘剂厂等

IT/ICT：电路板厂、外壳厂、连接器厂、电阻电容厂、电池厂、玻璃厂、组装厂，包材厂、金属原材料厂、电池材料厂等

……



输入供应商名称

点击关注







IPE工作人员审核，提升数据质量

计算结果公开披露，量化统计追踪排放变化与目标进展

与专业机构合作开发

输入能源使用情况，自动核算并生成结果



3. 企业碳管理-碳核查与碳资产



• 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平台核算报告&IPE审核 不等于 三方核查

3.1 企业碳管理-碳核查



1. 明确核算/核查目的，并通过目的确认是否需要核查服务
• 自愿-企业碳管理数据基础、满足顾客要求
• 强制-纳入全国及地方碳市场重点排放单位名录、碳市场交易、自愿减排核证项目开发

2. 核算/核查的目的决定：
• 核查报告的用途 e.g. 数据定向保送 vs. 公开披露
• 排放数据报告格式和时间点 e.g. 碳市场履约
• 核算方法学 e.g. 国家标准 vs. 国际标准

3. 核算方法学决定：
• 核算边界、排放源 e.g. 范围1&2 vs. 范围3
• 温室气体种类 e.g. CO2 vs. GHGs
• 排放因子选择 e.g. 发改委发布 vs. 顾客提供

4. 原始数据整理

u 企业开展核算/核查之前的规划



u全国碳市场管理要求 -《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

• 第八条 温室气体排放单位符合下列条件的，应当列
入温室气体重点排放单位（以下简称重点排放单位）
名录：

（一）属于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

（二）年度温室气体排放量达到2.6万吨二氧化碳当量。

• 包括7类温室气体
温室气体：是指大气中吸收和重新放出红外辐射的自然和人
为的气态成分，包括二氧化碳（CO2）、甲烷（CH4）、氧
化亚氮（N2O）、氢氟碳化物（HFCs）、全氟化碳
（PFCs）、六氟化硫（SF6）和三氟化氮（NF3）。



u地方碳市场管理要求（举例）-《北京市碳排放单位二氧化碳排放核算和报告指
南》：



u环境信息依法披露要求：《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管理办法》

• 当前各地生态环境局正在陆
续发布纳入2021年度环节
信息依法披露的名单，且有
部分地方主管部门已经开始
搭建信息披露平台

• 管理办法中尚未明确依法披
露企业是否需要开展三方核
查，但核算已经核算前的准
备工作，是企业无法避免的

• 企业碳和环境信息披露逐步
从“超越合规”的自发动作
变成“合规”要求



主要
审核点 核算边

界 审核方式 排放源
识别

核算方
法学

数据周期 活动数据
来源

活动数据
来源的真
实性

碳及PRTR
审核标准

法人边
界 文件 N Y Y Y N

碳核查标准
依照核
查目的
变化

现场
（大多数） Y Y Y Y Y

u 审核标准对比：PRTR审核标准 vs 碳核查标准

供应商核算中的主要问题：
1. 目的不清晰
2.“抓大放小”
3.  数据系统性管理待提升

IPE审核的意义：
1. 和沟通中试图提升供应
商核算能力
2. 提升填报数据的准确性



3.2 企业碳管理-碳资产

u 为什么“碳”会变成资产？



u



u碳配额

• 碳排放权交易市场：1个全国+8个地方。在市场机制中，通过配额分配，
赋予企业定量的、向大气排放温室气体的权利；并通过市场中碳配额买卖，
完成年度配额的清缴和履约。

• 碳排放配额（Carbon Allowance/Credit）：1个单位碳排放配额相当于
向大气排放1吨的二氧化碳当量

• 分配方式：免费分配过度到有偿分配

• MRV（Monitoring-Reporting-Verification）机制：温室气体重点排放
单位需进行碳核查，并向地方主管部门报送碳排放信息

• 信息公开：被纳入全国碳市场中的发电企业需按照要求在“全国排污许可
证管理信息平台“公开



u自愿减排核证

1. http://www.greenenergy.org.cn/gctrade/honor/honorList.jhtml?ordertype=1
2. https://www.irec.cat
3. https://apx.com/about-tigr/
4. https://cdm.unfccc.int
5. https://www.goldstandard.org/impact-quantification/carbon-markets
6. https://verra.org/project/vcs-program/



Q&A
欢迎联系我们：gsc@ipe.org.cn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