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双碳引领相向而行
2 0 2 3 年 线 上 培 训 和 赋 能 计 划

2023. 02.24

2023 Online Capacity Building: Dual Carbon Goals Calling Stakeholders Together 



培训1：

• 组织层级碳数据的测

算、披露和数据分析，

PRTR数据测算、披露

和分析

• 设定科学的碳减排、

达峰和中和目标



政策要求和未来发展趋势
u环境信息公开制度是中国环境保护的基本法律制度

u 公众（个人或团体）拥有的环境权中包括环境知情权，又称环境信息获取权。它是公众

参与环境保护的前提，只有保证公众获得环境信息的权利，才能确保公众真正参与到环

境保护之中。

Ø《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53条：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享有获取环境信息、

参与和监督环境保护的权利。

环境和碳信息披露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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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生态环境部2021年12月印发

的《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

管理办法》和《企业环境信

息依法披露格式准则》，已

经于2月8日起施行。

• 这两个规章的颁布实施，为

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提供了至

关重要的法律依据，意味着

中国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进入

了全新的时代。



• 17省区市已上线企业信息环境披露平台，环境信息依法披

露正在逐步落地

• 截至当前，8.5万家依法披露环境信息的企业中，5630家企

业公开了2022年年度报告，占信息披露企业的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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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足国内外品牌客户的要求，助

力产业链减少排放和资源消耗

• 品牌企业识别价值链上的资源消耗和温室

气体排放热点，追踪减排目标进展；

• 通过多利益方合作，共同节省资源、减少

排放、降低环境影响；

• 在2022年, 与IPE合作的众多品牌中，29个

品牌方已经要求其在华供应商通过蔚蓝地

图数据库披露企业的碳和PRTR信息



履行企业环境责任，增加市场竞争力

• 提升社会声誉，增加企业获得订单、赢得投资、以及获得政府补贴的机会；

• 助力公众知情权享有获取环境信息、参与和监督环境保护的权利，同时规避

“漂绿”风险



I. 2023年数据填报平台更新

• 如遇到数据无法保存、填报页面不正常显示、文件无

法上传等情况，请清理浏览器缓存！



• 碳数据和PRTR（传统污染物）数据分别填报



• 生成碳数据和PRTR（传统污染物）数据分析报告





II. PRTR数据披露

及常见问题



• 填报入口

披露指南



请按照标准名称、标准号、
执行类别填写
来源：
1. 三方检测报告
2. 环评验收
3. 排污许可/登记

如果为纳管，按照纳管合同填写

• 废水/废气填报问题
-执行标准怎么填？



XXX

三方检测报告

环评批复



PRTR中只填报有组织排放即可， 无组织排放和厨房油烟（不属于大气污染物）不需要填报

注：PRTR中只填报有组织排放即

可， 无组织排放和厨房油烟（不

属于大气污染物）不需要填报

-废气排放量如何计算？
废气排放量=废气口标干流量（m3/h）*运行时长（h）/104

-废气中污染物排放怎么计算？
污染物排放量=排放速率年度平均值*年度排放时间
（注：不同污染物单位不同，请注意单位）



• 数据填报原则

1. 自主性：PRTR数据是企业自愿披露平台

2. 真实性：按照企业实际情况填报

3. 完整性：污染物因子要填写齐全；数据统计周期和报告周期相一致

4. 不披露就解释：如某必填项（带星号项）不适用或涉密不披露，则填0，

并在补充信息栏说明



III. 企业层级碳核算

基础知识



温室气体（GHGs）？

• 依据京都协议书，温室气体包括:

• 全球变暖潜值（GWP）：指某种温室气体吸收大气辐射的属性。气体浓度随时间
而变化，GWP通常以100年为时间范围，衡量某种温室气体对应于相同效应的
CO2的增温效益。

• 二氧化碳当量（CO2e）：衡量不同种类的温室气体的温室效应增强强度的基本
度量单位；

例如，1 ton CH4 = 28 ton CO2e, 1 ton N2O = 265 ton CO2e

来源：

GHG protocol's GWP values: https://www.ghgprotocol.org/sites/default/files/ghgp/Global-Warming-Potential-Values%20%28Feb%2016%202016%29_1.pdf

IPCC Fifth Assessment Report:  https://www.ipcc.ch/assessment-report/ar5/)



• 定义：

碳中和/净零排放是指国家、企业、产品、活动或个人在一定时间内直接或间接产生的
二氧化碳或温室气体排放总量，通过使用低碳能源取代化石燃料、植树造林、节能
减排等形式，以抵消自身产生的 二氧化碳或温室气体排放量，实现正负抵消，达到相
对“零排放”。
简而言之：一定时间内，温室气体排放量=温室气体清除量

• 为什么要达到碳中和？
当前世界平均气温相对于工业前已升高约1℃。根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PCC在1.5℃特别报告中提到：气候模型显示，1.5℃温控将大幅度减少升温对气候系
统的影响，从而将减少气候变化对各生态系统产生的不利影响。为了达到1.5℃温控目
标，全球需在21世纪中期达到净零排放。
习主席在2020年9月的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上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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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

WBCSD & WRI，温室气体核算体系（The Greenhouse Gas Protocol）：企业核算与报告标准，2012

IPCC, Global Warming of 1.5°C , 2018.

习近平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的讲话（全文）：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20-09/22/c_1126527652.htm

碳中和/净零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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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材料/外购原材料
或半成品

生产和加工过程

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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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料和能源

工厂和生产设备

仓库

交通和运输

办公大楼和员工办公室

其他

如何设立组织/企业边界？



如何设立运营边界？

企业的温室气体排放可以划分为直接排放和间接排放。通过设定运营边界，企业在其
组织边界内的温室气体排放可以进一步划分为三个部分：

直接排放（范围一）
企业的直接温室气体排放来自于其拥有或所能管控的排放源，包括：

固定燃料燃烧排放, 例如锅炉、焚烧炉、涡轮机等；

工业过程中化学品等原料生产加工产生的GHG排放，例如水泥，铝业和废物处理过程
排放的温室气体，以及其他无组织排放，例如甲烷泄露等；

企业拥有的运输工具排放，例如运输原料，产品和废弃物的车辆和员工班车等。

来自外购能源的间接排放（范围二）
企业所使用的外购电力、热力、制冷和蒸汽所隐含的GHG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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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ghgprotocol.org/sites/default/files/standards/Chinese_small.pdf
https://ghgprotocol.org/sites/default/files/standards/Chinese_small.pdf


目的
对比

碳配额分配和
市场交易

重点排放单位
强制性核查

企业自愿开展
温室气体管理

核算标准/指南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
方法与报告指南发电设

施+补充数据表

中国温室气体排放核算
方法与报告指南（24个

行业）

企业可自行选择
（例如：ISO 14064; 
GHG protocol等）

核算边界 生产设施边界 企业边界（企业法人） 组织/企业边界
(用来界定纳入企业核算范围中

的商业活动和生产设备)

纳入核算的
排放源

生产设施和外购能源 直接排放
（生产设施+辅助生产
设施+附属生产设施）

和外购能源

直接排放(Scope 1)和间接排放
(Scope 2 + Scope 3)，

其中除外购能源之外的间接排
放源可选择性纳入核算边界

核算温室气体方法学？



IV. 碳数据披露

及碳计算器实操演示



披露指南

• 填报入口





• 填报前明确：
该填报周期内的碳数据是否已经经过三方核查，或已在在三方辅助下完成核算工作

👇
跳转到碳计算器

👇
直接填报碳数据



• 请选择“公开披露”，数
据表会提交到IPE审核

• 企业可选择上传的证明文
件全部公开披露，或只作
为IPE审核使用



V. IPE碳数据审核关注点

及常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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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
方法

审核组人
数

交叉核对
（数据来
源文件多
于1份）

IPE碳数据
审核标准 法人边界 文件 计算器引

导 Y Y Y N 1-2
部分核对，
计算器辅

助

碳核查标准 依照核查
目的变化

现场
（大多数） Y Y Y Y Y 大于等于

2 Y

审核标准对比：



• 如企业使用温室气体核算平台核算，提交到IPE审核前，请

将数据等级提升至等级4

解决方案：
请针对每个排放源，
上传该数据周期内
的证明文件



• 如企业已经过三方核查，请上传完整的（大于一页）核查报告/核查陈述/核查声明

• 如果企业是在三方机构指导下开展碳核算，请上传三方机构辅助的证明文件（如合

同，涉密信息请自行模糊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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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单位换算

电力：1000千瓦时（度）=1兆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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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单位换算

热力：

蒸汽合同中会写明售出蒸汽

的压力和温度



VI. 科学设定气候目标



• 目标范围
-范围1+2；范围3
-企业边界；生产设施边界；产品边界
• 目标周期
-短期（一般小于5年）
-中长期（一般不多于15年）
-长期（一般大于15年）
• 目标基准年
-以该年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作为减排的基准线/参照物
• 目标完成年
-达成减排目标的时间

• 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基本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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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排目标类型



• 是否与地方减排/节能目标相一致？

ØE.g.是否与《“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目标相一致：2025年，全国单位
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比2020年下降13.5%

• 是否与行业减排路径相一致？

Ø全球/地方产业链

Ø对标行业领先企业

• 是否与巴黎协定2摄氏度或1.5摄氏度温控目标相一致？

Ø科学碳目标 (SBT, Science Based Targets) 

Ø两种方法：

绝对收缩法（Absolute Contraction Approach）-绝对减排目标

行业减排法（Sectoral Decarbonization Approach）-强度减排目标

• 温室气体减排目标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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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的基准年在起始年和目标年之前

如果目标经过SBTi认可，请提供SBTi官网公示
的链接



THANK YOU！

Q&A



双碳引领，相向而行！

网站: www.ipe.org.cn
APP: 蔚蓝地图
联系我们：gsc@ipe.org.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