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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重要规章管理制度



 - 1 - 

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 10 号 

《上海市碳排放管理试行办法》已经 2013 年 11 月 6日市政府第 29次常务会

议通过，现予公布，自 2013 年 11 月 20 日起施行。 

  市长 杨雄 

  2013 年 11 月 18 日 

 

 

上海市碳排放管理试行办法 

（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 10 号）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目的和依据) 

为了推动企业履行碳排放控制责任，实现本市碳排放控制目标，规范本市碳排

放相关管理活动，推进本市碳排放交易市场健康发展，根据国务院《“十二五”控

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等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适用范围）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碳排放配额的分配、清缴、交易以及碳排放监

测、报告、核查、审定等相关管理活动。 

第三条 （管理部门） 

市发展改革部门是本市碳排放管理工作的主管部门，负责对本市碳排放管理工

作进行综合协调、组织实施和监督保障。 

本市经济信息化、建设交通、商务、交通港口、旅游、金融、统计、质量技

监、财政、国资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协同实施本办法。 

本办法规定的行政处罚职责，由市发展改革部门委托上海市节能监察中心履

行。 

第四条 （宣传培训） 

市发展改革部门及相关部门应当加强碳排放管理的宣传、培训，鼓励企事业单

位和社会组织参与碳排放控制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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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配额管理 

第五条 （配额管理制度） 

  本市建立碳排放配额管理制度。年度碳排放量达到规定规模的排放单位，纳入

配额管理；其他排放单位可以向市发展改革部门申请纳入配额管理。 

  纳入配额管理的行业范围以及排放单位的碳排放规模的确定和调整，由市发展

改革部门会同相关行业主管部门拟订，并报市政府批准。纳入配额管理的排放单位

名单由市发展改革部门公布。 

第六条 （总量控制） 

  本市碳排放配额总量根据国家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约束性指标，结合本市经济

增长目标和合理控制能源消费总量目标予以确定。 

  纳入配额管理的单位应当根据本单位的碳排放配额，控制自身碳排放总量，并

履行碳排放控制、监测、报告和配额清缴责任。 

第七条 （分配方案） 

  市发展改革部门应当会同相关部门制定本市碳排放配额分配方案，明确配额分

配的原则、方法以及流程等事项，并报市政府批准。 

  配额分配方案制定过程中，应当听取纳入配额管理的单位、有关专家及社会组

织的意见。 

第八条 （配额确定） 

  市发展改革部门应当综合考虑纳入配额管理单位的碳排放历史水平、行业特点

以及先期节能减排行动等因素，采取历史排放法、基准线法等方法，确定各单位的

碳排放配额。 

第九条 （配额分配） 

  市发展改革部门应当根据本市碳排放控制目标以及工作部署，采取免费或者有

偿的方式，通过配额登记注册系统，向纳入配额管理的单位分配配额。 

第十条  (配额承继) 

  纳入配额管理的单位合并的，其配额及相应的权利义务由合并后存续的单位或

者新设的单位承继。 

  纳入配额管理的单位分立的，应当依据排放设施的归属，制定合理的配额分拆

方案，并报市发展改革部门。其配额及相应的权利义务，由分立后拥有排放设施的

单位承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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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碳排放核查与配额清缴 

第十一条 （监测制度） 

  纳入配额管理的单位应当于每年 12 月 31 日前，制定下一年度碳排放监测计

划，明确监测范围、监测方式、频次、责任人员等内容，并报市发展改革部门。 

  纳入配额管理的单位应当加强能源计量管理，严格依据监测计划实施监测。监

测计划发生重大变更的，应当及时向市发展改革部门报告。 

第十二条 （报告制度） 

  纳入配额管理的单位应当于每年 3 月 31 日前，编制本单位上一年度碳排放报

告，并报市发展改革部门。 

  年度碳排放量在 1 万吨以上但尚未纳入配额管理的排放单位应当于每年 3 月

31 日前，向市发展改革部门报送上一年度碳排放报告。 

  提交碳排放报告的单位应当对所报数据和信息的真实性、完整性负责。 

第十三条 （碳排放核查制度） 

  本市建立碳排放核查制度，由第三方机构对纳入配额管理单位提交的碳排放报

告进行核查，并于每年 4 月 30 日前，向市发展改革部门提交核查报告。市发展改

革部门可以委托第三方机构进行核查；根据本市碳排放管理的工作部署，也可以由

纳入配额管理的单位委托第三方机构核查。 

  在核查过程中，纳入配额管理的单位应当配合第三方机构开展工作，如实提供

有关文件和资料。第三方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应当遵守国家和本市相关规定，独立、

公正地开展碳排放核查工作。 

  第三方机构应当对核查报告的规范性、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并对被核查单位

的商业秘密和碳排放数据负有保密义务。 

第十四条 （第三方机构管理） 

  市发展改革部门应当建立与碳排放核查工作相适应的第三方机构备案管理制度

和核查工作规则，建立向社会公开的第三方机构名录，并对第三方机构及其碳排放

核查工作加强监督管理。 

第十五条 （年度碳排放量的审定） 

  市发展改革部门应当自收到第三方机构出具的核查报告之日起 30 日内，依据

核查报告，结合碳排放报告，审定年度碳排放量，并将审定结果通知纳入配额管理

的单位。碳排放报告以及核查、审定情况由市发展改革部门抄送相关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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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市发展改革部门应当组织对纳入配额管理的单位进行复查

并审定年度碳排放量： 

  （一）年度碳排放报告与核查报告中认定的年度碳排放量相差 10%或者 10 万

吨以上； 

  （二）年度碳排放量与前一年度碳排放量相差 20%以上； 

  （三）纳入配额管理的单位对核查报告有异议，并能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四）其他有必要进行复查的情况。 

第十六条 （配额清缴） 

  纳入配额管理的单位应当于每年 6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期间，依据经市发展改

革部门审定的上一年度碳排放量，通过登记系统，足额提交配额，履行清缴义务。

纳入配额管理的单位用于清缴的配额，在登记系统内注销。 

  用于清缴的配额应当为上一年度或者此前年度配额；本单位配额不足以履行清

缴义务的，可以通过交易，购买配额用于清缴。配额有结余的，可以在后续年度使

用，也可以用于配额交易。 

第十七条 （抵销机制） 

  纳入配额管理的单位可以将一定比例的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用于配

额清缴。用于清缴时，每吨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相当于 1 吨碳排放配额。国家核证

自愿减排量的清缴比例由市发展改革部门确定并向社会公布。 

  本市纳入配额管理的单位在其排放边界范围内的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不得用于

本市的配额清缴。 

第十八条  (关停和迁出时的清缴) 

  纳入配额管理的单位解散、注销、停止生产经营或者迁出本市的，应当在 15

日内，向市发展改革部门报告当年碳排放情况。市发展改革部门接到报告后，由第

三方机构对该单位的碳排放情况进行核查，并由市发展改革部门审定当年碳排放

量。 

  纳入配额管理的单位根据市发展改革部门的审定结论完成配额清缴义务。该单

位已无偿取得的此后年度配额的 50%，由市发展改革部门收回。 

第四章  配额交易 

第十九条 （配额交易制度） 

  本市实行碳排放交易制度，交易标的为碳排放配额。 

  本市鼓励探索创新碳排放交易相关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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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碳排放交易平台设在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以下称“交易所”）。 

第二十条 （交易规则） 

  交易所应当制订碳排放交易规则，明确交易参与方的条件、交易参与方的权利

义务、交易程序、交易费用、异常情况处理以及纠纷处理等，报经市发展改革部门

批准后由交易所公布。 

  交易所应当根据碳排放交易规则，制定会员管理、信息发布、结算交割以及风

险控制等相关业务细则，并提交市发展改革部门备案。 

第二十一条 （交易参与方） 

  纳入配额管理的单位以及符合本市碳排放交易规则规定的其他组织和个人，可

以参与配额交易活动。 

第二十二条 （会员交易） 

  交易所会员分为自营类会员和综合类会员。自营类会员可以进行自营业务；综

合类会员可以进行自营业务，也可以接受委托从事代理业务。 

  纳入配额管理的单位作为交易所的自营类会员，并可以申请作为交易所的综合

类会员。 

第二十三条 （交易方式） 

  配额交易应当采用公开竞价、协议转让以及符合国家和本市规定的其他方式进

行。 

第二十四条 （交易价格） 

  碳排放配额的交易价格，由交易参与方根据市场供需关系自行确定。任何单位

和个人不得采取欺诈、恶意串通或者其他方式，操纵碳排放交易价格。 

第二十五条 （交易信息管理） 

  交易所应当建立碳排放交易信息管理制度，公布交易行情、成交量、成交金额

等交易信息，并及时披露可能影响市场重大变动的相关信息。 

第二十六条 （资金结算和配额交割） 

  碳排放交易资金的划付，应当通过交易所指定结算银行开设的专用账户办理。

结算银行应当按照碳排放交易规则的规定，进行交易资金的管理和划付。 

  碳排放交易应当通过登记注册系统，实现配额交割。 

第二十七条 （交易费用） 

交易参与方开展交易活动应当缴纳交易手续费。交易手续费标准由市价格主管

部门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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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条 （风险管理） 

  市发展改革部门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碳排放控制形势等，会同有关部门采

取相应调控措施，维护碳排放交易市场的稳定。 

  交易所应当加强碳排放交易风险管理，并建立下列风险管理制度： 

  （一）涨跌幅限制制度； 

  （二）配额最大持有量限制制度以及大户报告制度； 

  （三）风险警示制度； 

  （四）风险准备金制度； 

  （五）市发展改革部门明确的其他风险管理制度。 

第二十九条 （异常情况处理） 

  当交易市场出现异常情况时，交易所可以采取调整涨跌幅限制、调整交易参与

方的配额最大持有量限额、暂时停止交易等紧急措施，并应当立即报告市发展改革

部门。异常情况消失后，交易所应当及时取消紧急措施。 

  前款所称异常情况，是指在交易中发生操纵交易价格的行为或者发生不可抗拒

的突发事件以及市发展改革部门明确的其他情形。 

第三十条 （区域交易） 

  本市探索建立跨区域碳排放交易市场，鼓励其他区域企业参与本市碳排放交

易。 

第五章  监督与保障 

第三十一条 （监督管理） 

  市发展改革部门应当对下列活动加强监督管理： 

  （一）纳入配额管理单位的碳排放监测、报告以及配额清缴等活动； 

  （二）第三方机构开展碳排放核查工作的活动； 

  （三）交易所开展碳排放交易、资金结算、配额交割等活动； 

  （四）与碳排放配额管理以及碳排放交易有关的其他活动。 

  市发展改革部门实施监督管理时，可以采取下列措施： 

  （一）对纳入配额管理单位、交易所、第三方机构等进行现场检查； 

  （二）询问当事人及与被调查事件有关的单位和个人； 

（三）查阅、复制当事人及与被调查事件有关的单位和个人的碳排放交易记

录、财务会计资料以及其他相关文件和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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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二条 （登记系统） 

  本市建立碳排放配额登记注册系统，对碳排放配额实行统一登记。 

  配额的取得、转让、变更、清缴、注销等应当依法登记，并自登记日起生效。 

第三十三条 （交易所） 

  交易所应当配备专业人员，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加强对交易活动的风险控

制和内部监督管理，并履行下列职责： 

  （一）为碳排放交易提供交易场所、系统设施和交易服务； 

  （二）组织并监督交易、结算和交割； 

  （三）对会员及其客户等交易参与方进行监督管理； 

  （四）市发展改革部门明确的其他职责。 

  交易所及其工作人员应当自觉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执行交易规

则的各项制度，定期向市发展改革部门报告交易情况，接受市发展改革部门的指导

和监督。 

第三十四条 （金融支持） 

  鼓励银行等金融机构优先为纳入配额管理的单位提供与节能减碳项目相关的融

资支持，并探索碳排放配额担保融资等新型金融服务。 

第三十五条 （财政支持） 

  本市在节能减排专项资金中安排资金，支持本市碳排放管理相关能力建设活

动。 

第三十六条 （政策支持） 

  纳入配额管理的单位开展节能改造、淘汰落后产能、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等，

可以继续享受本市规定的节能减排专项资金支持政策。 

  本市支持纳入配额管理的单位优先申报国家节能减排相关扶持政策和预算内投

资的资金支持项目。本市节能减排相关扶持政策，优先支持纳入配额管理的单位所

申报的项目。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七条 （未履行报告义务的处罚） 

纳入配额管理的单位违反本办法第十二条的规定，虚报、瞒报或者拒绝履行报

告义务的，由市发展改革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处以 1 万元以上 3 万

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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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八条 （未按规定接受核查的处罚） 

  纳入配额管理的单位违反本办法第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在第三方机构开展核

查工作时提供虚假、不实的文件资料，或者隐瞒重要信息的，由市发展改革部门责

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处以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无理抗拒、阻碍

第三方机构开展核查工作的，由市发展改革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以 3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九条 （未履行配额清缴义务的处罚） 

  纳入配额管理的单位未按照本办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履行配额清缴义务的，由市

发展改革部门责令履行配额清缴义务，并可处以 5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条 （行政处理措施） 

  纳入配额管理的单位违反本办法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二款、第十六条的规

定，除适用本办法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外，市发展改革部

门还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一）将其违法行为按照有关规定，记入该单位的信用信息记录，向工商、税

务、金融等部门通报有关情况，并通过政府网站或者媒体向社会公布； 

  （二）取消其享受当年度及下一年度本市节能减排专项资金支持政策的资格，

以及 3 年内参与本市节能减排先进集体和个人评比的资格； 

  （三）将其违法行为告知本市相关项目审批部门，并由项目审批部门对其下一

年度新建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报告表或者节能评估报告书不予受理。 

第四十一条 （第三方机构责任） 

  第三方机构违反本办法第十三条第三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市发展改

革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以 3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罚款： 

  （一）出具虚假、不实核查报告的； 

  （二）核查报告存在重大错误的； 

  （三）未经许可擅自使用或者发布被核查单位的商业秘密和碳排放信息的。 

第四十二条 （交易所责任） 

  交易所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发展改革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以 1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罚款： 

  （一）未按照规定公布交易信息的； 

  （二）违反规定收取交易手续费的； 

  （三）未建立并执行风险管理制度的； 

  （四）未按照规定向市发展改革部门报送有关文件、资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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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三条 （行政责任） 

  市发展改革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法给予警

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降级、撤职或者开除处分；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在配额分配、碳排放核查、碳排放量审定、第三方机构管理等工作中，

徇私舞弊或者谋取不正当利益的； 

  （二）对发现的违法行为不依法纠正、查处的； 

  （三）违规泄露与碳排放交易相关的保密信息，造成严重影响的； 

  （四）其他未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的情形。 

第七章  附则 

第四十四条 （名词解释） 

  本办法下列用语的含义： 

  （一）碳排放，是指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直接排放和间接排放。 

  直接排放，是指煤炭、天然气、石油等化石能源燃烧活动和工业生产过程等产

生的温室气体排放。 

  间接排放，是指因使用外购的电力和热力等所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 

  （二）碳排放配额是指企业等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排放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额

度，1 吨碳排放配额（简称 SHEA）等于 1 吨二氧化碳当量(1tCO2)。 

  （三）历史排放法，是指以纳入配额管理的单位在过去一定年度的碳排放数据

为主要依据，确定其未来年度碳排放配额的方法。 

  基准线法，是指以纳入配额管理单位的碳排放效率基准为主要依据，确定其未

来年度碳排放配额的方法。 

  （四）排放设施，是指具备相对独立功能的，直接或者间接排放温室气体的生

产运营系统，包括生产设备、建筑物、构筑物等。 

  （五）排放边界，是指《上海市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指南》及相关行业方

法规定的温室气体排放核算范围。 

  （六）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是指根据国家发展改革部门《温室气体自愿减排

交易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经其备案并在国家登记系统登记的自愿减排项目减排

量。 

本办法所称“以上”、“以下”，包括本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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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五条 （实施日期） 

  本办法自 2013 年 11 月 20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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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本市开展碳排放交易试点工作的

实施意见 
（沪府发〔2012〕64 号） 

 

各区、县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委、办、局，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中关于逐步建立国内碳排放交易市场的要

求，推动运用市场机制以较低成本实现本市节能低碳发展目标，促进本市“创新驱

动、转型发展”，根据国务院印发的《“十二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以

及《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的通知》的要求，现就

本市开展碳排放交易试点工作(以下简称“试点工作”)提出以下实施意见： 

一、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一）指导思想 

建立政府指导下的市场化碳排放交易机制，引导企业实现较低成本的主动减

排，推动本市碳排放强度的持续下降和节能低碳发展目标的实现，促进本市“碳服

务”关联产业的发展和专业人才队伍、机构能力建设，为本市进一步发展创新型碳

金融市场、建设全国性碳排放交易市场和交易平台、推动“四个中心”建设进行探

索和实践。 

（二）基本原则 

一是政府指导，市场运作。加强政府对试点工作的总体部署和对试点中出现的

新情况、新问题的统筹协调，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有效降低区域减排成本。 

二是控制强度，相对减排。以降低碳排放强度为目标，在推动企业转型发展的

基础上，合理确定企业排放配额，促进企业碳减排目标的实现。 

三是聚焦重点，区别对待。以碳排放规模大、强度高或增长快的行业为重点，

对鼓励行业与非鼓励行业、现有企业和新增企业区别对待。 

二、主要目标 

建立本市重点碳排放企业碳排放报告和核查制度、企业碳排放配额分配制度，

建立碳排放登记注册、交易和监管等基础支撑体系。到 2015 年，初步建成具有一

定兼容性、开放性和示范效应的区域碳排放交易市场，为碳排放交易的全面推行和

全国碳交易市场的建设先试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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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安排 

（一）试点范围 

本市行政区域内钢铁、石化、化工、有色、电力、建材、纺织、造纸、橡胶、

化纤等工业行业 2010 年—2011 年中任何一年二氧化碳排放量两万吨及以上（包括

直接排放和间接排放，下同）的重点排放企业，以及航空、港口、机场、铁路、商

业、宾馆、金融等非工业行业 2010 年—2011 年中任何一年二氧化碳排放量一万吨

及以上的重点排放企业，应当纳入试点范围（这些企业以下简称“试点企业”）。

试点企业应按规定实行碳排放报告制度，获得碳排放配额并进行管理，接受碳排放

核查并按规定履行碳排放控制责任。 

目前及 2012 年-2015 年中二氧化碳年排放量一万吨及以上的其他企业，在试

点期间实行碳排放报告制度（这些企业以下简称“报告企业”），为下一阶段扩大

试点范围做好准备。 

试点期间，可根据实际情况，在本市重点用能和排放企业范围内适当扩大试点

范围。 

（二）试点时间 

2013 年至 2015 年。 

（三）交易参与方 

交易参与方以试点企业为主，符合条件的其他主体也可参与交易。研究并适时

引入投资机构参与交易。 

（四）交易标的 

以二氧化碳排放配额为主，经国家或本市核证的基于项目的温室气体减排量为

补充。积极探索碳排放交易相关产品创新。 

（五）配额分配 

原则上，基于 2009 年-2011 年试点企业二氧化碳排放水平，兼顾行业发展阶

段，适度考虑合理增长和企业先期节能减排行动，按各行业配额分配方法，一次性

分配试点企业 2013 年-2015 年各年度碳排放配额。对部分有条件的行业，按行业

基准线法则进行配额分配。试点期间，碳排放初始配额实行免费发放。适时推行拍

卖等有偿方式。 

（六）登记注册 

建立登记注册系统，对碳排放配额的发放、持有、转移、注销等实行统一登记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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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交易及履约 

碳排放配额交易在本市交易平台上进行。试点企业通过交易平台购买或出售持

有的配额，并在每年度规定时间内，上缴与上一年度实际碳排放量相当的配额，履

行碳排放控制责任。试点期间，试点企业碳排放配额不可预借，可跨年度储存使

用。 

（八）碳排放报告和第三方核查 

建立企业碳排放监测、报告和第三方核查制度。试点企业与报告企业应于规定

时间内提交上一年度企业碳排放报告；第三方核查机构对试点企业提交的碳排放报

告进行核查。 

（九）交易平台 

依托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建立本市碳排放交易平台，建设交易系统，组织开

展交易。 

（十）监督管理 

建立碳排放交易监管体系，明确监管责任，对交易参与方、第三方核查机构、

交易平台等进行监督管理。 

四、主要任务 

（一）制定本市碳排放试点交易管理办法。明确碳排放交易市场体系规则，

规范、有效地推进各项试点工作。同时，开展相关地方立法前期研究。 

（二）确定企业名单。在本实施意见所确定的试点范围基础上，明确试点企

业和报告企业名单，组织开展碳排放交易试点各项工作。 

（三）制定核算方法，科学核定企业碳排放。根据本市的实际情况，制定企

业碳排放核算指南，并针对试点企业所属行业特点，界定行业碳排放报告边界和核

算方法，开展企业碳排放初始盘查。 

（四）制定分配方法，开展配额分配。根据本市节能减排工作要求和碳强度

下降目标，测算并确定试点企业碳排放控制目标。研究制定分行业配额分配方法，

对试点企业进行配额分配。 

（五）建设登记注册系统。建设登记注册系统，对碳排放配额进行统一管

理；明确登记注册系统管理职责，加强系统的运行、维护、管理。 

（六）建设培育交易平台。研究制定交易相关各项规则，明确交易平台工作

职责；建设交易系统，完善交易平台各项功能；支持交易平台做大做强，为建设全

国性交易平台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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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培育市场，适度调控。政府可持有部分配额，用于市场调控，适度引

入补充机制、退出机制等手段，促进减排成本合理下降，引导碳排放交易市场良性

发展，促进相关金融、服务产业的形成。 

（八）构建碳排放交易基础管理制度。建立企业年度碳排放报告制度，明确

企业碳排放报告规则等；建立第三方核查制度，完善核查机构管理体系等；建立相

关监管体系，加强对试点各参与方的监管。 

五、工作进度 

（一）2012 年，完成各项试点前期准备工作和基础支撑体系建设。包括科学

设定试点碳排放总量控制目标，确定试点企业名单、配额分配方法和企业碳排放核

算指南,完成试点企业碳排放初始盘查和配额分配；建立配额登记注册系统和交易

结算系统；制定和颁布相关试点规范性文件；明确监管措施和监管职责。 

（二）2013 年-2015 年，启动并正式开展试点交易，维护并确保交易体系的

正常运行。试点企业在本市交易平台上开展场内交易，政府相关管理部门加强对交

易体系运行情况的适时跟踪分析、评价和完善。 

2015 年以后，对试点工作进行整体分析评估，根据国家统一部署推进碳排放

交易工作。 

六、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成立市碳排放交易试点工作领导小组，负责试点工作

的总体指导和协调。由分管市领导任组长,市发展改革委、市经济信息化委、市商

务委、市财政局、市建设交通委、市国资委、市统计局、市旅游局、市交通港口

局、市质量技监局、市政府法制办、市金融办等部门相关负责人为成员。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设在市发展改革委，具体负责试点工作推进落实，依托

相关专业机构负责试点日常工作，落实各项试点任务。市发展改革委负责人担任办

公室主任。 

组建本市碳排放交易专家委员会，邀请国内及本市低碳和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

及相关行业专家组成，提供专业指导、技术支持和决策咨询。 

市发展改革委及各相关部门要加强协调，根据各自职责分工，做好试点相关工

作（部门和单位具体分工附后）。 

（二）强化企业责任。试点企业要明确相关责任人，落实责任部门，配备相

应人员，加强本企业碳排放相关的监测、计量、统计体系建设；主动、及时、真实

提交本企业碳排放数据，配合做好企业盘查和核查等工作；遵守各项交易制度，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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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参与交易试点，履行碳排放控制责任。报告企业要加强本企业碳排放报告基础工

作，按照企业碳排放报告制度要求履行报告义务。 

（三）研究建立相关激励与约束机制。研究相关财政和金融等支持政策，制

定相关行政、经济、法律等措施，鼓励试点企业和相关机构积极参与碳排放交易，

规范交易参与方的交易活动，约束试点企业的碳排放行为。 

（四）加大资金支持力度。安排市级财政资金，支持企业碳排放监测报告能

力和开展碳排放交易相关能力建设，支持试点政策及制度研究、试点方案设计、开

展碳排放初始盘查和第三方核查，支持建立温室气体排放统计监测体系，支持登记

注册系统、交易平台等基础支撑体系的建设和运行。 

（五）加强能力建设。加强试点企业和相关机构的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组织

开展培训，全面提高试点企业碳排放监测报告和管理能力、第三方机构核查能力、

交易平台运行能力和管理机构监管能力等。加强与国际国内相关机构的合作交流。

支持碳排放交易相关机构的发展。 

（六）加强舆论宣传。加强对试点工作重要意义和政策措施的宣传，增强试

点企业社会责任意识，为本市开展试点工作营造良好的氛围。 

上海市人民政府 

二○一二年七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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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上海市 2013-

2015 年碳排放配额分配和管理方案》的通知 

（沪发改环资〔2013〕168 号） 

各试点单位：  

  根据市政府关于《上海市碳排放管理试行办法》及《关于本市开展碳排放交易

试点工作的实施意见》的有关规定，研究制定了《上海市 2013-2015 年碳排放配额

分配和管理方案》。  

  现将该方案印发给你们，请按照执行。同时，请各试点单位进一步重视和加强

本单位碳排放管理工作，明确专门部门和人员，加强日常生产经营活动中的用能和

碳排放管理工作，做好相关数据收集、分析和预测，经营管理好本单位的碳排放配

额。  

  特此通知。  

 

    附件：上海市 2013-2015 年碳排放配额分配和管理方案 

 

                         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二○一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上海市 2013-2015 年碳排放配额分配和管理方案 

 

根据国家关于碳排放交易试点工作的统一部署，以及《上海市碳排放管理试行

办法》、市政府《关于本市开展碳排放交易试点工作的实施意见》的规定和要求，

为科学合理确定试点期间本市碳排放交易试点企业 2013 至 2015 年碳排放配额，规

范有序开展配额分配和管理，特制定本方案。 

一、配额总量控制要求 

依据本市“十二五”期间经济增长速度、国家下达的碳排放强度控制目标以及

试点企业碳排放量占全市比例，控制本市试点范围碳排放配额总量，开展本市试点

企业 2013 至 2015 年期间各年度的碳排放配额分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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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配方法 

根据试点行业的不同特点和碳排放管理的现有基础，本市采取历史排放法和基

准线法开展 2013 年至 2015 年碳排放配额分配。对于工业（除电力行业外），以及

商场、宾馆、商务办公等建筑，采用历史排放法；对于电力、航空、港口、机场等

行业，采用基准线法。 

本方案中，试点企业的配额边界根据本市相关行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方

法的有关规定确定，与本市对其开展碳排放初始盘查时确定的排放边界一致。所取

的排放数据均为经盘查后的企业排放数据。 

（一）工业行业 

钢铁、石化、化工、有色、建材、纺织、造纸、橡胶、化纤等行业采用历史排

放法。综合考虑企业的历史排放基数、先期减排行动和新增项目等因素，确定企业

年度碳排放配额。计算公式为： 

企业年度碳排放配额=历史排放基数+先期减排配额+新增项目配额 

1、历史排放基数 

按照试点企业 2009 年至 2012 年排放边界和碳排放量变化情况，选取方法如

下： 

2009 年至 2011 年期间排放边界未发生重大变化的企业中（重大变化指企业新

上或关停主要生产系统、动力设施）：碳排放量相对稳定的，取 2009 年至 2011 年

三年排放数据的平均数；2011 年相对 2009 年碳排放量增幅超过 50%的，取 2011 年

排放数据。 

排放边界发生重大变化的企业中：2009 年排放边界发生重大变化的，取 2010

年和 2011 年排放数据的平均数；2010 年排放边界发生重大变化的，取 2011 年排

放数据；2011 年排放边界发生重大变化的，取补充盘查后的 2012 年排放数据；

2012 年排放边界发生重大变化的，取边界变化后经补充盘查的 2012 年内连续稳定

生产月份的排放数据所推算的全年数据。 

2、先期减排配额 

试点企业如在 2006 年至 2011 年期间实施了节能技改或合同能源管理项目，且

得到国家或本市有关部门按节能量给予资金支持的，可获得先期减排配额。先期减

排配额量依据其获得资金支持的核定节能量所换算的碳减排量的 30%确定，在 2013

至 2015 年期间，按每年 10%分 3年发放。节能量与碳减排量的换算系数为 2.23 吨

二氧化碳/吨标准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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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新增项目配额 

对试点企业在 2013 年至 2015 年期间投产、年综合能耗达到 2000 吨标准煤及

以上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可申请新增项目配额。新增项目配额量根据项目全年基

础配额、生产负荷率及生产时间确定。申请和发放有关规定详见附件 1。新增项目

配额发放后即可作为相应年度配额使用。 

（二）商场、宾馆、商务办公建筑及铁路站点 

采用历史排放法，综合考虑企业的历史排放基数和先期减排行动等因素，确定

企业年度碳排放配额。计算公式为： 

企业年度碳排放配额=历史排放基数+先期减排配额 

历史排放基数及先期减排配额的确定方法同工业行业。试点企业 2013 年至

2015 年期间的新建建筑暂不纳入其配额边界。 

（三）电力行业 

本市公用电厂采用基准线法，综合考虑电力企业不同类型发电机组的年度单位

综合发电量碳排放基准、年度综合发电量以及负荷率修正系数等因素，确定企业年

度碳排放配额。计算公式为： 

企业年度碳排放配额=年度单位综合发电量碳排放基准×年度 

综合发电量×负荷率修正系数 

上述各参数选取方法详见附件 2。 

（四）航空、机场 

采用基准线法，综合考虑企业年度单位业务量碳排放基准、年度业务量及先期

减排行动等因素，确定企业年度碳排放配额。计算公式为： 

企业年度碳排放配额=年度单位业务量碳排放基准×年度业务量 

+先期减排配额 

年度单位业务量碳排放基准，原则上以试点企业 2009 年至 2011 年平均排放强

度为基础，结合行业“十二五”节能降耗要求确定。 

年度业务量为经有关部门确认的企业当年度业务量数据，其中，航空企业为年

度周转量，机场为年度输送量。 

先期减排配额的确定方法同工业行业。 

（五）港口业 

采用基准线法，综合考虑企业年度单位吞吐量碳排放基准、年度吞吐量及先期

减排行动等因素，确定企业年度碳排放配额。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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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年度碳排放配额=年度单位吞吐量碳排放基准×年度吞吐量 

+先期减排配额 

年度单位吞吐量碳排放基准，以 2010 年排放强度数据为基础，结合行业“十

二五”节能降耗要求确定。 

先期减排配额的确定方法同工业行业。 

三、配额发放 

市发展改革委根据上述分配方法，确定各试点企业的年度碳排放配额，通过本

市配额登记注册系统向试点企业免费发放。 

对于采用历史排放法分配配额的企业，一次性向其发放 2013 年至 2015 年各

年度配额；对于采用基准线法分配配额的企业，根据其各年度排放基准，按照

2009 年至 2011 年正常生产运营年份的平均业务量确定并一次性发放其 2013 年至

2015 年各年度预配额。在各年度清缴期前，市发展改革委根据企业当年度业务量

对其年度排放配额进行调整，对预配额和调整后配额的差额部分予以收回或补足。 

四、配额使用 

本市建立碳排放配额登记注册系统，对碳排放配额实行统一登记管理。一吨碳

排放配额相当于一吨二氧化碳排放当量，每吨碳排放配额均具有唯一编码，含年份

标识。 

试点企业在获得各年度碳排放配额后，即可通过本市碳交易平台进行交易。试

点企业持有的未来各年度的配额不得低于其通过分配取得的对应年度配额量的

50%。 

试点企业应于每年 6月 1日至 6月 30 日期间，通过配额登记注册系统提交与

其经市发展改革委审定的上年度碳排放量相当的配额，履行清缴义务。用于清缴的

配额为企业持有的上年度或此前年度的配额。配额不足的，应通过本市碳交易平台

购买补足。配额结余的，可在试点期间储存使用。试点企业清缴的配额，由市发展

改革委通过配额登记注册系统注销。 

按照本方案发放的本市 2013 年至 2015 年碳排放配额在 2016 年 6月 30 日前有

效。下一阶段的碳排放配额发放和使用，根据国家和本市碳排放交易工作安排另行

确定。 

试点企业可以将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用于配额清缴。用于清缴时，每

吨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相当于 1吨碳排放配额，使用比例最高不得超过该年度通过

分配取得的配额量的5%。 

 



 - 20 - 

五、有关情况处理 

1、企业合并 

试点企业之间合并的，由合并后存续或新设的单位承继配额，并履行配额清缴

义务。合并后的配额边界包括试点企业在合并前各自的配额边界。 

试点企业和非试点企业合并的，由合并后存续或新设的单位承继配额，并履行

配额清缴义务。合并后的配额边界为合并前试点企业的配额边界。 

2、企业分立 

试点企业分立的，应当在分立前依据排放设施的归属制定合理的配额分拆方

案，明确分立后各企业的配额边界及配额量，并报送市发展改革委。分立后的企业

应履行各自的配额清缴义务。 

3、企业关停或搬迁 

试点企业解散、注销或迁出本市的，应及时报告市发展改革委，并按照经审定

后的当年排放量完成配额清缴。同时，由市发展改革委收回该企业已无偿取得的此

后年度配额的50%。 

试点企业排放边界内主要生产设施连续停止生产六个月以上或迁出本市的，可

按照企业解散、注销或迁出本市的情况处理。 

试点企业发生上述情形的，应及时通过本市配额登记注册系统办理相关变更手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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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新增项目配额申请和发放有关规定 

 

一、申请条件 

工业行业试点企业在本市行政区域内投资建设、年综合能耗达到 2000 吨标准

煤及以上、符合本市有关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管理要求，并于 2013 至 2015 年期间开

始试生产或正式生产的项目，可申请新增项目配额。 

二、配额确定 

新增项目配额根据项目全年基础配额、生产负荷率及生产时间计算，包括试生

产阶段配额、正式生产阶段配额和后续年度配额。 

试生产阶段配额、正式生产阶段配额计算公式分别如下： 

（1）试生产阶段配额=全年基础配额×试生产阶段生产负荷率×（当年试生

产月数/12） 

（2）正式生产阶段配额=全年基础配额×正式生产阶段生产负荷率×（当年

正式生产月数/12） 

其中，全年基础配额为项目在设计产能情况下的全年碳排放配额。根据项目设

计方案及节能评估、环境影响评价等文件、行业温室气体核算和报告方法，并结合

行业先进水平等因素审核确定。 

生产负荷率为项目试生产或生产阶段实际产量和设计产能之比。根据企业提

供的相关资料、证明文件审核确定。 

企业需提供试生产及正式生产的时间证明文件，以及环保部门颁发的项目试生

产批复文件、项目相关竣工验收文件等，以确定生产月数。 

后续年度配额按全年发放，计算公式如下： 

（3）后续年度配额=全年基础配额×年度生产负荷率 

项目全年基础配额确定方法同上。 

年度生产负荷率按项目试生产阶段或正式生产阶段生产负荷率确定。 

三、配额发放流程 

新增项目配额遵循“项目申报-基础配额确定-配额申请和发放”的流程，具

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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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申报 

试点企业在新增项目开工后，于投产前向市发展改革委先行申报。报告时需提

交的材料包括： 

（1）项目建设方案等设计文件； 

（2）项目审批或核准、备案文件； 

（3）开工证明文件； 

（4）项目的节能评估和评审文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5）其他相关文件。 

市发展改革委根据企业提供的资料，确定项目是否符合新增项目配额申请条

件，并通知企业。 

（二）基础配额确定 

新增项目基础配额的核定工作在每年的第二季度和第四季度分两次集中进行。 

根据市发展改革委委托，有关专业机构针对企业报告的新增项目核实项目边

界，提出项目在设计产能下全年的碳排放量，并结合行业先进水平等因素，出具新

增项目全年基础配额评估意见。专业机构应聘请不少于 3名行业专家参与基础配额

的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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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发展改革委根据专业机构的评估意见，核定项目全年基础配额，并通知企

业。 

（三）配额申请和发放 

1、有试生产环节的项目 

（1）试生产阶段 

试点企业在项目试生产 3个月后，向市发展改革委申请新增项目配额。申请

时，应提交试生产阶段时间及生产负荷率等证明文件，包括项目环保试生产批复、

生产经营情况等。 

根据市发展改革委的委托，专业机构在对相关材料复核后提出项目试生产阶段

生产负荷率和生产月数，并出具书面意见。根据专业机构出具的意见以及项目全年

基础配额，市发展改革委确定企业当年及后续年度新增项目配额（后续年度按全年

试生产考虑），调整企业原有配额边界，发放新增项目配额，并在配额登记注册系

统中予以变更登记。专业机构应聘请不少于 3 名行业专家参与项目试生产阶段负荷

率的审核。 

（2）正式生产阶段 

试点企业在正式生产满 3个月后，向市发展改革委提交正式生产阶段时间及生

产负荷率等相关证明文件，包括项目相关竣工验收文件、生产经营情况等。 

根据市发展改革委的委托，专业机构在对相关材料复核后提出项目正式生产阶

段生产负荷率和生产月数，并出具书面意见。根据专业机构出具的意见以及项目全

年基础配额，市发展改革委确定企业当年及后续年度新增项目配额（后续年度按全

年正式生产考虑），对已发放的新增项目配额进行调整，并在配额登记注册系统中

予以变更登记。专业机构应聘请不少于 3名行业专家参与项目正式生产阶段负荷率

的审核。 

2、无试生产环节的项目 

试点企业在正式生产满 3个月后，向市发展改革委提交正式生产阶段时间及生

产负荷率等相关证明文件，包括项目相关竣工验收文件、生产经营情况等。 

根据市发展改革委的委托，专业机构在对相关材料复核后提出项目投产后生产

负荷率和生产月数，并出具相应书面意见。根据专业机构出具的意见以及项目全年

基础配额，市发展改革委确定企业当年及后续年度新增项目配额（后续年度按全年

正式生产考虑），调整企业原有配额边界，发放新增项目配额，并在配额登记注册

系统中予以变更登记。专业机构应聘请不少于 3名行业专家参与项目正式生产阶段

负荷率的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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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电力行业碳排放基准及相关参数 

 
一、各年度单位综合发电量碳排放基准 

参考《DB31/507-2010 燃煤凝汽式汽轮发电机组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并

综合考虑本市电力行业的排放情况确定。详见下表： 

不同机组类型各年度碳排放基准 

年度单位综合发电量碳排放基准 

(吨二氧化碳/万千瓦时) 类型 
装机容量 

（万千瓦）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燃气 - 3.800 3.800 3.800 

100 7.440 7.403 7.366 
超超临界 

66 7.686 7.647 7.609 

90 7.951 7.911 7.871 
超临界 

60 7.954 7.914 7.875 

60 8.155 8.114 8.074 

燃煤 

亚临界 
30 8.218 8.177 8.136 

二、年度综合发电量 

根据企业年度实际发电量和年度供热量确定。计算公式为： 

年度综合发电量=年度实际发电量+年度供热折算发电量 

年度供热折算发电量=年度供热量/热电折算系数 

其中，年度实际发电量为上海市电力公司提供的企业年度发电量；年度供热折

算发电量根据企业实际年度供热量折算得出。对于燃煤电厂供热，热电折算系数取

7.35×107千焦/万千瓦时；对于燃气电厂供热，热电折算系数取 6.50×107千焦/万

千瓦时。 

三、负荷率修正系数 

对于燃气电厂，负荷率修正系数取 1。 

对于燃煤电厂，负荷率修正系数根据各电厂机组性能及年均负荷率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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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发布《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碳排放交易规则》及

相关业务细则的通知 

（沪环境交〔2013〕13 号） 

各市场参与人： 

  根据《上海市碳排放管理试行办法》的有关规定，我所起草制定了《上海环境

能源交易所碳排放交易规则》（以下简称《交易规则》），以及《上海环境能源交

易所碳排放交易会员管理办法》、《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碳排放交易结算细则》、

《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碳排放交易信息管理办法》、《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碳排放

交易风险控制管理办法》、《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碳排放交易违规违约处理办法》

等业务细则。现将《交易规则》及上述业务细则予以发布。 

    特此通知。 

 

                                                             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碳排放交易规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上海市碳排放交易行为，保护碳排放交易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和

社会公共利益，根据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上海市碳排放管理试行办

法》的规定，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 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以下简称“交易所”）根据公开、公平、公正

和诚实信用的原则，依法组织上海市碳排放交易。 

第三条 本规则适用于交易所组织的碳排放交易活动，交易所、会员、客户、

结算银行等机构组织及其工作人员应当遵守本规则。 



 - 26 - 

第二章  交易市场 

第四条 碳排放交易应当在交易所进行。 

第五条 交易所为碳排放交易提供交易系统、行情系统和通信系统等设施，以

及信息发布、清算交割等相关服务。 

第六条 交易所上市交易的品种为在上海市碳排放配额登记注册系统中登记的

各年度碳排放配额（SHEA），以及经市发展改革委批准的其他交易品种。 

第七条 碳排放交易可以通过挂牌交易、协议转让等方式进行。交易所提供其

他交易方式的，由交易所另行规定。 

第八条 挂牌交易的交易时间为每周一至周五上午 9：30-11:30、下午 13:00

至 14:00。协议转让的交易时间为每周一至周五下午 14:00 至 15:00。遇法定节假

日调整的除外。交易时间内因故停市，交易时间不作顺延。 

根据市场发展需要，交易所可以调整交易时间。 

第九条 交易所根据市场需要，可以实行流动性提供商制度，具体办法由交易

所另行规定。 

第十条 交易所根据碳排放配额交易的特点，对投资者的财务状况、相关市场

知识水平、投资经验以及诚信记录等进行综合评估，选择适当的投资者参与碳排放

配额交易。投资者适当性制度以及相关实施细则由交易所另行制定，并报市发展改

革委备案。 

第十一条 符合投资者适当性制度要求的企业或组织，可以申请取得交易所会

员资格或者委托综合类会员进行交易。 

本市纳入配额管理的单位可以直接成为自营类会员。 

第三章  会员管理 

第十二条 会员分为自营类会员和综合类会员。自营类会员可进行自营业务，

综合类会员可进行自营业务和代理业务。 

交易所制定碳排放交易会员管理办法，对会员进行监督管理。 

第十三条 在交易所进行碳排放交易的，应当是交易所会员。会员可以直接进

行交易，客户应委托综合类会员代理参与交易。交易所建立会员资格审核制度。申

请成为交易所会员应当向交易所提交书面申请，经交易所审核同意，与交易所签订

相关协议。交易所向会员颁发会员证书，并将会员名单报送市发展改革委。 

第十四条 除纳入配额管理的单位外，其他符合投资者适当性制度要求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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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组织申请成为自营类会员应当具备以下条件，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登记注册的企业法人或者其他经济组织，注册资本

不低于人民币 1000 万元； 

（二）承认并遵守交易所的交易规则及相关业务细则； 

（三）具有满足开展业务所需要的设备、设施； 

（四）交易所根据市场发展需要和审慎原则规定的其他条件。 

申请成为综合类会员的，除满足前款规定外，还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具有符合要求的业务运作规则、风险管理制度； 

（二）具备 5名以上具有碳排放交易业务知识的专业人员； 

（三）具备符合开展代理业务所需的技术系统，并具有从事代理相关业务的营

业场所； 

（四）净资产不低于人民币 1亿元。 

交易所可以根据市场规模、交易量等情况对综合类会员数量进行调整和控

制。 

第十五条 会员享有下列权利： 

（一）在交易所从事碳排放交易、结算业务； 

（二）使用交易所提供的交易设施，获得有关碳排放交易的信息和服务； 

（三）本规则及其他业务细则规定的其他权利。 

第十六条 会员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一）遵守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政策； 

（二）遵守交易所交易规则及其他业务细则和有关决定； 

（三）按照规定缴纳各种费用； 

（四）接受交易所监督管理； 

（五）履行与交易所签订协议中规定的相关义务； 

（六）交易所规定应当履行的其他义务。 

第十七条 交易所建立会员联系人制度。会员应当指定会员代表一名、联络员

若干名，负责与交易所之间进行各种沟通和联系。 

第十八条 会员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交易所有权限制、暂停其业务或者调

整、终止其会员资格：    

（一）严重侵害客户利益的；  

（二）资金、人员和设备严重不足，管理混乱，经整顿无效的；  

（三）无正当理由连续六个月未进行交易的（纳入配额管理的单位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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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不再具备会员资格和条件的； 

（五）违反与交易所签订的协议或者本办法规定的； 

（六）其它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及有关规定的。  

会员不再具备本规则第十四条或交易所碳排放交易会员管理办法规定的会员条

件的，应当主动提交书面申请终止会员资格。 

第十九条 客户委托综合类会员进行交易，双方应当签订委托协议，明确双方

的权利义务。委托协议的主要内容应当符合交易所相关规定，并由综合类会员将委

托协议提交交易所备案。 

第二十条 客户参与碳排放交易，应在综合类会员处办理开户登记，向综合类

会员提交以下材料： 

（一）开户登记表； 

（二）主体资格证明文件：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 

（三）交易所、登记管理机构和结算银行规定的其他材料。 

第二十一条 综合类会员在为客户开户前，应向客户充分揭示碳排放交易风

险，不得以任何形式向客户做获利保证。 

第二十二条 综合类会员自营业务与代理业务应分账管理，并定期向交易所报

告自营账户和代理账户资金变动情况。会员不得以任何形式挪用客户资金。 

第二十三条 综合类会员应严格按照客户的委托进行交易。客户对其委托的交

易承担全部责任。客户在交易中违约的，会员应当以自有资金先行承担违约责任，

并取得对违约客户的追偿权。 

第四章  配额买卖 

第二十四条 会员从事碳排放交易应开立实名交易账户。 

客户从事碳排放交易应该根据其与综合类会员签订的委托协议，由综合类会员

代理开户，一个客户只能开设一个交易账户，不得同时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综合类

会员处开户。 

第二十五条 碳排放交易以 1 吨为最小变动单位，以 0.1 元/吨为最小价格变

动单位。碳排放交易以人民币计价，计价单位为元。 

第二十六条 挂牌交易，是指在规定的时间内，会员或客户通过交易系统进行

买卖申报，交易系统对买卖申报进行单向逐笔配对的公开竞价交易方式。 

第二十七条 挂牌交易的报价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会员号及客户交易编码（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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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配额种类； 

（三）买卖方向； 

（四）委托数量； 

（五）委托价格； 

（六）交易所要求的其他内容。 

交易所认为必要时，可以调整报价的内容及方式。 

第二十八条 会员或客户在交易所申报卖出配额的数量，不得超过其交易账户

内可交易配额余额。 

第二十九条 交易所不实行保证金交易，会员或客户申报买入的配额金额不得

超过交易账户内可用资金余额。 

第三十条 当买入申报价格高于或等于卖出申报价格，则配对成交。成交价为

买入申报价格、卖出申报价格和前一成交价三者中居中的一个价格。每日首笔交易

的前一成交价为前一交易日收盘价。 

第三十一条 报价被交易系统接受后即刻生效，并在该交易日内有效。报价生

效后，交易账户内相应的资金和配额即被冻结。未成交报价可以撤销，如未撤销，

在该交易日交易结束后则自动失效。在交易暂停期间，交易系统不接受任何报价或

撤销报价的指令。 

第三十二条 买入或卖出的配额当日内不得卖出或买入。卖出配额的资金可用

于该交易日内的交易。 

第三十三条 开盘价为当日第一笔成交价。当日无成交的，以上一个交易日收

盘价为当日开盘价。 

第三十四条 收盘价为当日最后五笔成交的加权平均价。当日成交不足五笔

的，以当日所有成交的加权平均为收盘价；当日无成交的，以上一个交易日的收盘

价为当日收盘价。 

收盘价为计算下一个交易日涨跌停板幅度的基准。 

第三十五条 协议转让，是指交易双方通过交易所电子交易系统进行报价、询

价达成一致意见并确认成交的交易方式。单笔买卖申报超过 10 万吨时，交易双方

应当通过协议转让方式达成交易。协议转让交易双方应当拥有与买卖申报相对应的

配额或资金。 

第三十六条 协议转让的成交价格不纳入交易所即时行情，成交量在交易结束

后计入当日配额成交总量。 

第三十七条 协议转让交易的成交价格由交易双方在当日收盘价的±30％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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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商确定。 

第三十八条 会员通过其拥有的交易业务报送渠道向交易所交易系统发送买卖

申报指令，并按本规则达成交易，交易凭证及其他交易记录由交易所发送至会员。

会员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妥善保管委托和申报记录。 

第三十九条 会员应对自己当天的交易记录进行核对。每个交易日交易时间结

束，会员对交易系统发送的交易凭证及相关记录进行核对，如对其内容有异议应在

下一个交易日开盘前以书面方式向交易所提出。未按规定方式提出异议的，视为会

员已认可交易数据的正确性。 

第四十条 客户对交易结果有异议的，应当向综合类会员提出，由会员在协议

约定的时间内予以核实确认。客户未在异议期内提出异议的，视为客户认可交易结

果的正确性，客户应当承认交易结果，履行清算交割义务。 

第四十一条 交易所对配额交易进行监控，发现异常交易行为的，有权对相关

会员或者客户采取相应监管措施和处置措施。 

第四十二条 会员应当切实履行客户交易行为管理职责，及时发现、及时报

告、及时制止客户的异常交易行为，不得纵容、诱导、怂恿、支持客户进行异常交

易。 

第四十三条 客户参与配额交易应当遵守法律法规和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规定，

接受交易所监管及会员对其交易行为的合法合规性管理，自觉规范交易行为。 

第四十四条 配额交易出现以下情形之一的，为异常交易行为： 

（一）以自己为交易对象，大量或者多次进行自买自卖； 

（二）大额申报、连续申报、密集申报或者申报价格明显偏离申报时的最新成

交价格，可能影响交易价格或者误导其他客户进行交易； 

（三）大量或者多次申报并撤销申报，可能影响交易价格或者误导其他客户进

行交易； 

（四）大量或者多次进行高买低卖交易； 

（五）在协议转让交易中进行虚假或其他扰乱市场秩序的申报； 

（六）通过计算机程序自动批量下单、快速下单，影响交易所系统安全或者正

常交易秩序； 

（七）交易所认定的其他情形。 

第四十五条 会员应当密切关注客户的交易行为，发现客户在交易过程中出现

异常交易行为之一的，应当予以提醒、劝阻和制止，并及时向交易所报告。 

第四十六条 会员或客户出现第四十四条所列异常交易行为之一的，交易所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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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采取电话提醒、要求报告情况、要求提交书面承诺、约见谈话、限制相关账户交

易等措施；情节严重的，交易所可以根据本规则、违规违约处理办法及风险控制管

理办法等采取相应监管措施和处置措施。 

第四十七条 交易所对存在异常交易行为的客户采取有关监管措施或做出相关

书面决定的，一般通过客户委托的会员向客户发出，会员应当及时与客户取得联

系，告知交易所的相关监管信息和书面决定，保留有关证据，并采取有效措施，规

范客户交易行为。 

第五章  风险管理 

第四十八条 碳排放交易实行涨跌幅限制制度，涨跌幅比例为 30%。 

第四十九条 交易所实行配额最大持有量限制制度。会员和客户持有的配额数

量不得超过交易所规定的限额。 

第五十条 碳排放交易实行大户报告制度。会员或客户的配额持有量达到交易

所规定的报告标准或被交易所指定必须报告的，会员或客户应当向交易所报告。客

户未报告的，会员应当向交易所报告。 

第五十一条 交易所可以根据市场风险状况按有关规定调整涨跌停板幅度和最

大持有量限额。 

第五十二条 交易所实行风险警示制度。交易所认为必要的，可以单独或者同

时采取要求会员和客户报告情况、发布书面警示和风险警示公告等措施，以警示和

化解风险。 

第五十三条 交易所建立风险准备金制度。风险准备金按照交易手续费收入的

10%提取，风险准备金应当单独核算，专户存储。当风险准备金余额达到交易所注

册资本 10倍时，经市发展改革委批准可以不再提取。 

第五十四条 交易所实行结算担保金制度。综合类会员应当根据交易所规定缴

纳一定比例的资金作为结算担保金，用于应对综合类会员及其客户的违约风险。 

第五十五条 会员无法履约时，交易所可以采取下列临时处置措施： 

（一）暂停该违约会员的买入申报； 

（二）动用该会员缴纳的结算担保金； 

（三）动用交易所风险准备金； 

（四）动用交易所自有资金。 

交易所代为履约后，取得对违约会员的相应追偿权。会员应当及时履约。 

第五十六条 有根据认为会员或者客户违反交易所交易规则或其他业务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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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市场正在产生或者将产生重大影响的，交易所对该会员或客户可以采取以下措

施： 

（一）限制入金； 

（二）限制出金； 

（三）限制相关账户交易； 

（四）冻结相关配额或资金； 

（五）经市发展改革委批准的其他措施。 

第五十七条 交易所制定风险控制管理办法，对风险管理制度作出具体规定。 

第六章  清算交割 

第五十八条 交易所对会员统一进行交易资金清算和划付。综合类会员负责对

其代理的客户进行资金清算和划付。 

交易所对综合类会员的自营和代理业务分别清算。 

第五十九条 会员应当在指定结算银行开设碳排放交易专用资金账户。交易所

对会员存入交易所专用结算账户的交易资金实行分账管理。 

第六十条 碳排放交易实行净额结算制度。会员就其买卖的成交差额与交易所

进行结算。 

第六十一条 碳排放交易资金实行银行存管制度。交易所与会员之间碳排放业

务的资金往来应通过在交易所指定结算银行开设的专用账户办理。 

第六十二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挪用、占用、借用以交易所名义存放在

银行的交易结算资金，不得擅自将交易结算资金为他人提供担保。 

第六十三条 交易所在当日交易结束后进行交易清算，并通过结算银行完成资

金划付。 

结算银行根据交易所提供的交易凭证和数据划转会员资金，并及时将资金划转

凭证和相关账户变动信息反馈给交易所。 

第六十四条 会员和客户的配额交割均由交易所统一组织进行。登记管理机构

负责配额的存管，并根据相关规定和交易所的清算结果完成配额过户。配额交割完

成后不可撤销。 

第六十五条 交易所当日所有交易的清算时间为当日 15:00-17:00。交易所可

以根据需要调整清算交割时间。 

结算细则由交易所另行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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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异常情况处理 

第六十六条 因不可抗力、意外事件或计算机系统故障等不可归责于交易所的

原因导致部分或全部交易无法正常进行，交易所可以对某个（些）年度配额或整个

交易系统进行暂停交易。因为上述原因造成严重后果的交易，交易所可以采取适当

措施或认定无效。 

第六十七条 交易所决定暂停交易应立即报告市发展改革委，并予以公告。 

第六十八条 暂停交易原因消除后，交易所可以决定恢复某个（些）年度配额

或整个交易系统交易。暂停交易及恢复交易的时间和方式由交易所决定。 

第六十九条 某个（些）年度配额暂停交易期间，不可针对该年度配额提交任

何指令；整个交易系统暂停交易期间，不可向交易系统提交任何指令；某个（些）

年度配额或整个交易系统恢复交易后，暂停前的指令进入正常的交易程序。 

第七十条 因异常情况交易所采取相应措施而造成的损失，交易所不承担责

任。 

第七十一条 交易所可以按规定终止某个（些）年度的配额进行交易。配额根

据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或政策的规定不再具备交易条件的，交易所终止其交易并

予以公告。终止交易的时间和方式由交易所决定。 

第七十二条 配额暂停交易时，交易所发布的行情中包括该配额的信息；配额

终止交易后，行情中无该配额的信息。 

第七十三条 配额暂停或终止交易的其他规定，按照交易所其他规则执行。 

第八章  交易信息 

第七十四条 交易所每个交易日发布碳排放交易即时行情以及碳排放交易公开

信息等其他有关信息。  

第七十五条 交易所及时编制反映市场成交情况的各类报表，并予以发布。  

第七十六条 交易所配额交易信息所有权属于交易所，由交易所统一管理和发

布。   

第七十七条 交易所、会员不得发布虚假的或者带有误导性质的信息。 

第七十八条 交易所、会员和结算银行不得泄露碳排放交易业务中获取的商业

秘密。 

与交易所签订协议的软硬件服务提供者不得泄露在其服务过程中获知的商业秘

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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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所可以按规定向有关主管部门或者其他相关单位提供相关信息，并执行相

应的保密规定。 

第七十九条 因不可抗力、意外事件、交易所系统被非法侵入等原因导致交易

信息传输发生异常或者中断的，交易所不承担责任。 

交易所信息发布正常，但因会员、信息服务机构或公共媒体等转发发生故障，

影响会员或客户进行交易的，交易所不承担责任。 

第八十条 交易所管理和发布各类信息，有权收取相应费用。     即时行情

通过通信系统传输至各会员，会员应在交易所许可的范围内使用。  

第八十一条 根据市场发展需要，交易所可以调整信息发布的方式和内容。 

碳排放交易信息的管理办法由交易所另行制定。 

第九章  监督管理 

第八十二条 交易所依据本规则及有关规定，对碳排放交易相关的业务活动进

行监督管理。 

第八十三条 交易所监督管理的主要内容有:  

（一）监督、检查有关碳排放交易的法律法规、政策和交易规则的落实执行情

况；  

（二）监督、检查各会员及其客户的交易行为和内部管理情况；  

（三）监督、检查各会员及其客户的财务、资信状况；  

（四）监督、检查结算银行与碳排放交易有关的业务活动；  

（五）调解、处理各种碳排放交易纠纷，调查、处理各种与碳排放交易有关的

违规违约事件； 

（六）协助司法机关、行政执法机关依法执行公务； 

（七）对其他违背“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制造市场风险的碳排放交易行

为进行监督管理。  

第八十四条 交易所履行监管职责时，可以行使下列职权： 

（一）查阅、复制与碳排放交易有关的信息、资料；  

（二）对会员、客户、结算银行等机构组织及其工作人员进行调查、取证；  

（三）要求会员、客户、结算银行等被调查者申报、陈述、解释、说明有关情

况；  

（四）查询会员的碳排放配额账户和专用资金账户； 

（五）检查会员的交易、结算等技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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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制止、纠正、处理违规违约行为；  

（七）交易所履行监管职责所必需的其他职权。 

第八十五条 会员、客户、结算银行等交易参与者违反本规则规定的，交易所

责令改正，并可采取下列措施： 

（一）警告； 

（二）通报批评； 

（三）暂停或限制相关账户交易； 

（四）暂停或限制相关业务； 

（五）取消交易资格；  

（六）取消会员资格或终止相关业务。 

第八十六条 交易所履行监督管理职责时，会员、客户、结算银行及碳排放市

场其他参与者应当配合。对不如实提供资料、隐瞒事实真相、故意回避调查或者妨

碍交易所工作人员行使职权的单位和个人，交易所可以按照相关规定采取必要措施

或进行处理。 

第八十七条 交易所每年应当对会员遵守交易所交易规则及其他业务细则的情

况进行检查，并将检查结果报告市发展改革委。 

第八十八条 交易所发现会员、客户、结算银行及碳排放交易市场其他参与者

在从事碳排放交易相关业务时涉嫌违规的，应当进行专项调查；情节严重的，交易

所可以采取相应措施防止违规行为后果进一步扩大。 

第八十九条 交易所制定违规违约处理办法，并按照其规定对违规违约行为进

行处理。 

第十章  争议处理 

第九十条 会员、客户、结算银行之间发生有关碳排放交易业务的纠纷，可以

自行协商解决；也可以向交易所申请调解。  

第九十一条 申请交易所调解的当事人，应提出书面调解申请。交易所的调解

意见，经当事人确认并在调解意见书上签章后生效。 

第十一章  交易费用 

第九十二条 会员应当向交易所缴纳会员费（含资格费和年会费）、交易手续

费等费用。客户进行碳排放交易，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向代理其进行配额买卖的综合

类会员缴纳佣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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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入配额管理的单位成为交易所自营类会员的，交易所应当减免其部分费用。 

第九十三条 碳排放交易的手续费按照本市价格主管部门有关规定执行，其他

收费项目及标准由交易所另行制订。 

第十二章  附则 

第九十四条 本规则由交易所负责修订与解释，交易所可以根据本规则制定实

施细则或办法。 

第九十五条 本规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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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上海市碳排放配

额登记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 
（沪发改环资〔2013〕170 号） 

各试点单位： 

  根据《上海市碳排放管理试行办法》、《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本市开展碳排放

交易试点工作的实施意见》以及《上海市 2013-2015 年碳排放配额分配和管理方

案》等规定，研究制定了《上海市碳排放配额登记管理暂行规定》。 

  现将该规定印发给你们，请按照规定执行，并安排本单位财务资金管理人员、

能源环保管理人员等负责管理碳排放配额及账户，安全、有效地开展配额登记等管

理活动。 

  特此通知。 

  附件：上海市碳排放配额登记管理暂行规定 

  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二○一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上海市碳排放配额登记管理暂行规定 

为规范本市碳排放配额登记行为，做好与本市碳排放交易系统的相互衔接，保

障碳排放交易市场安全高效运行，根据《上海市碳排放管理试行办法》和《上海市

人民政府关于本市开展碳排放交易试点工作的实施意见》相关要求，制定本规定。 

一、登记簿  

上海市碳排放配额登记注册系统（以下简称“登记簿”）是记录配额持有人对

其配额的权属关系及其权属变化过程的电子簿册。 

本规定所称碳排放配额登记管理，是指登记管理机构通过登记簿对碳排放配额

的取得、转让、变更、清缴、注销等行为以及与此相关的事项进行记载和统一管

理。本规定所称配额持有人，是指依照《上海市碳排放管理试行办法》有关规定，

合法持有配额的纳入配额管理的单位以及符合条件的其他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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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发展改革委委托上海市信息中心作为本市碳排放配额的登记管理机构，负责

配额登记具体事务以及登记簿的运行维护，并按规定提供与配额登记业务有关的查

询、培训等服务。登记管理机构应当对与配额登记相关的数据承担保密责任。 

二、账户设立 

1、账户开设 

纳入配额管理的单位和符合条件的其他组织应当在登记簿上开设唯一的实名配

额账户，用于记载其配额持有情况并办理配额转让、清缴、注销等事项。配额账户

下设管理科目和交易科目。 

纳入配额管理的单位申请开设配额账户，应当向登记管理机构提交配额账户开

设申请表、组织机构代码证 IC卡，以及账户责任人的个人身份证明。 

符合条件的其他组织申请开设配额账户，应当向登记管理机构提交配额账户开

设申请表、组织机构代码证 IC卡、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出具的交易主体资格证

明，以及账户责任人的个人身份证明。 

2、账户责任人和联系人 

配额持有人应当妥善管理其配额账户，并指定 1名账户责任人，代表配额持有

人管理配额账户，进行配额的划转、交还、清缴、注销等，并履行与登记管理机构

之间的信息报告和接收义务。账户责任人就配额登记及其相关事项做出的行为视为

配额持有人的行为，配额持有人应承担由此产生的相应责任和后果。 

配额持有人应当指定 1名联系人，协助账户责任人与登记管理机构进行协调、

沟通，并应当在发生安全问题或紧急事件时能够及时取得联系。 

三、配额登记管理 

1、配额取得 

登记管理机构根据本市配额分配方案确定的配额数量，按照编码规则在登记簿

中为每一吨配额创建唯一编码，并将配额发放至纳入配额管理单位的配额账户中。 

纳入配额管理的单位按照基准线法取得预配额的，登记管理机构根据市发展改

革委的通知，于每年 3月 15 日前将有关预配额的调整事项通知纳入配额管理单

位，并于 3月 31 日前对预配额和调整后配额的差额部分予以收回或补足。 

2、配额转让 

配额权属因配额交易发生转移的，在每日交易结束后，由登记簿根据上海环境

能源交易所（以下简称“交易所”）的交易系统发送的清算交收指令完成配额转让

登记。纳入配额管理单位的配额账户中未来各年度的配额量不得低于该年度无偿取

得的配额量的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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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配额变更 

配额权属因配额持有人合并或分立发生变化的，登记管理机构根据市发展改革

委的相关文件或通知办理配额变更登记，并将变更事项记载于登记簿。合并后新设

的单位或者分立后拥有排放设施的单位尚未在登记簿开设配额账户的，应当按规定

办理开户手续。 

纳入配额管理的单位解散、注销、停止生产经营连续 6个月以上或迁出本市

的，应当在完成配额清缴后，交还其无偿取得的此后年度配额的 50%。纳入配额管

理的单位在规定时限内未能交还足量配额的，登记管理机构根据市发展改革委的通

知从其配额账户中扣减相应数量的配额。 

4、配额清缴 

纳入配额管理的单位应当依据经市发展改革委审定的上年度碳排放量，在每年

6月 1日至 6 月 30 日期间通过登记簿足额提交配额，履行清缴义务。 

5、配额注销 

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登记管理机构按规定对相应配额予以注销： 

（1）纳入配额管理的单位提交的用于清缴的配额； 

（2）配额持有人自愿注销的配额。 

登记管理机构于交易日的 16:00 至 17:00 期间办理配额变更、清缴和注销业

务。 

四、账户管理 

1、账户信息变更 

配额账户基本信息或账户责任人发生变化的，配额持有人应当及时向登记管理

机构提出变更登记申请，并提供相关的证明材料，经登记管理机构审核，符合规定

条件的，将变更事项记载于登记簿。有关变更事项自完成变更登记之日起生效。 

2、账户冻结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登记管理机构应当对相关配额账户采取冻结措施： 

（1）交易所通知交易出现异常的； 

（2）登记簿出现异常情况或紧急事件； 

（3）配额持有人因违规行为被交易所采取冻结措施的； 

（4）其它需要冻结的情形。 

配额账户被冻结的，配额持有人不能进行除登陆及查询以外的操作。冻结的原

因消除后，登记管理机构应当及时解除相关账户的冻结措施。登记管理机构作出或

者解除冻结措施的，应当及时通知配额持有人和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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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账户注销 

因企业出现解散、注销、合并或分立等情形导致原配额持有人不再存在的，登

记管理机构核实情况后按程序对其账户予以注销。 

符合条件的其他组织因不再具备交易资格或者申请退出本市碳排放交易，且其

配额账户余额为零的，登记管理机构根据交易所提供的相关材料并核实后按程序对

其配额账户予以注销。 



- 41 - 

上海市发展改革委关于公布本市碳排放交易试点企业名单

（第一批）的通知 

（沪发改环资〔2012〕172 号） 

各有关单位： 

根据市政府《关于本市开展碳排放交易试点工作的实施意见》（沪府发[2012]64

号）明确的本市开展碳排放交易试点范围，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和试点范围内各企业发

展现状，按照本市碳排放交易试点工作的进度安排和要求，现明确并公布本市第一批

参与碳排放交易试点企业名单（具体名单见附件）。 

请各有关部门、各区县政府按照市政府有关碳交易试点工作的要求和部署，做好

各自领域和行政区域内试点企业的相关推进工作。请各试点企业按照本市试点工作的

统一安排和进度要求，进一步增加碳排放控制和管理意识，积极参加碳排放系列培

训，及时提交企业碳排放初始报告，配合开展碳排放初始盘查，努力提升碳排放管理

和交易的综合能力建设。 

特此通知。 

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二○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附件： 

上海市碳排放交易试点企业名单（第一批） 

序号 试点企业名称 

1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  宝钢不锈钢有限公司 

3  宝钢特种材料有限公司 

4  宝钢新日铁汽车板有限公司 

5  上海克虏伯不锈钢有限公司 

6  亚泰特钢集团有限公司 

7  上海实达精密不锈钢有限公司 

8  上海白鹤华新丽华特殊钢制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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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上海东海有色合金厂 

10  萨帕铝热传输（上海）有限公司 

11  中铝上海铜业有限公司 

12  上海新格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13  上海鑫冶铜业有限公司 

14  上海大昌铜业有限公司 

15  上海龙阳精密复合铜管有限公司 

16  上海海亮铜业有限公司 

17  五星铜业（上海）有限公司 

18  上海海立铸造有限公司 

19  上海南汇立达铸造有限公司 

20  上海神火铝箔有限公司 

21  上海沪鑫铝箔有限公司 

22  上海精元重工机械有限公司 

23  上海华新合金有限公司 

24  上海日光铜业有限公司 

25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6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高桥分公司 

27  上海焦化有限公司 

28  上海高桥爱思开溶剂有限公司 

29  上海赛科石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30  上海氯碱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31  上海宝钢化工有限公司 

32  上海化学工业区工业气体有限公司 

33  上海卡博特化工有限公司 

34  中国石化集团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上海高桥分公司 

35  拜耳材料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36  巴斯夫化工有限公司 

37  上海吴泾化工有限公司 

38  上海巴斯夫聚氨酯有限公司 

39  远纺工业(上海)有限公司 

40  上海石化比欧西气体有限责任公司 

41  亚东石化(上海)有限公司 

42  赢创德固赛特种化学（上海）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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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上海华谊丙烯酸有限公司 

44  上海联恒异氰酸酯有限公司 

45  上海中远化工有限公司 

46  上海蓝星聚甲醛有限公司 

47  上海华林工业气体有限公司 

48  上海恒逸聚脂纤维有限公司 

49  上海高桥-巴斯夫分散体有限公司 

50  上海中石化三井化工有限公司 

51  上海三爱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52  上海五钢气体有限责任公司 

53  璐彩特国际（中国）化工有限公司 

54  富林特化学品(中国)有限公司 

55  巴斯夫应用化工有限公司 

56  上海庄臣有限公司 

57  上海金菲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58  普莱克斯（上海）半导体气体有限公司 

59  上海阿科玛双氧水有限公司 

60  上海金海雅宝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61  盛品精密气体(上海)有限公司 

62  上海大阳日酸气体有限公司 

63  上海澎博钛白粉有限公司 

64  上海金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65  巴斯夫高桥特性化学品（上海）有限公司 

66  上海亨斯迈聚氨酯有限公司 

67  上海涂料有限公司 

68  上海焦化化工发展商社 

69  上海松柏气体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70  上海元邦化工制造有限公司 

71  先尼科化工（上海）有限公司 

72  双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73  双钱集团上海东海轮胎有限公司 

74  上海米其林轮胎有限公司 

75  上海温龙化纤有限公司 

76  英威达合成纤维（上海）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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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英威达纤维（上海）有限公司 

78  英威达特种纤维(上海)有限公司 

79  英威达纤维有限公司 

80  上海联吉合纤有限公司 

81  上海上电漕泾发电有限公司（漕泾电厂） 

82  上海漕泾热电有限责任公司（漕泾热电厂） 

83  上海外高桥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外高桥一厂） 

84  上海吴泾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吴泾电厂） 

85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吴泾热电厂 

86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石洞口第一电厂 

87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石洞口第二电厂 

88  华能上海燃机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华能燃机电厂） 

89  上海外高桥第二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外高桥二厂） 

90  上海外高桥第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外高桥三厂） 

91  上海吴泾第二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吴泾二电厂） 

92  上海申能临港燃机发电有限公司 

93  上海威钢能源有限公司 

94  华能上海石洞口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95  上海万安企业总公司 

96  上海宝山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97  上海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98  上海金山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99  上海建筑材料集团水泥有限公司浦东水泥厂 

100  上海澳联玻璃有限公司 

101  福耀集团(上海)汽车玻璃有限公司 

102  圣戈班韩格拉斯世固锐特玻璃（上海）有限公司 

103  上海耀皮康桥汽车玻璃有限公司 

104  上海耀皮工程玻璃有限公司 

105  上海塞维斯玻璃有限公司 

106  上海博舍工业有限公司 

107  上海福莱特玻璃有限公司 

108  上海高雅玻璃有限公司 

109  上海宏和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110  爱杰维（上海）玻纤材料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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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上海市宝田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112  上海浙东建材有限公司 

113  博罗石膏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114  博罗石膏建材（上海）有限公司 

115  上海阿姆斯壮建筑制品有限公司 

116  上海汤始建华管桩有限公司 

117  上海建华管桩有限公司 

118  上海新型建材岩棉有限公司 

119  上海市建筑构件制品有限公司 

120  圣戈班石膏建材（上海）有限公司 

121  上海长谷陶瓷有限公司 

122  上海伊通有限公司 

123  金兴陶瓷(上海)有限公司 

124  上海城建物资有限公司 

125  上海斯米克陶瓷有限公司 

126  上海斯米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127  上海殷泰纸业有限公司 

128  上海中隆纸业有限公司 

129  尤妮佳生活用品(中国)有限公司 

130  金奉源纸业（上海）有限公司 

131  上海东冠纸业有限公司 

132  上海金佰利纸业有限公司 

133  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 

134  上海王港华纶印染有限公司 

135  宏远发展(上海)有限公司 

136  上海内野有限公司 

137  上海和晓印花有限公司 

138  上海针织九厂 

139  上海嘉乐股份有限公司 

140  上海题桥纺织染纱有限公司 

141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142  中国货运航空有限公司 

143  上海航空有限公司 

144  上海吉祥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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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  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146  扬子江快运航空有限公司 

147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48  上海冠东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149  上海沪东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150  上海盛东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151  上海明东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152  上海罗泾矿石码头有限公司 

153  上海浦东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154  上港集团物流有限公司 

155  上海孚宝港务有限公司 

156  上海浦东新区香格里拉酒店有限公司 

157  上海华亭宾馆有限公司 

158  上海锦江饭店有限公司 

159  上海东锦江大酒店有限公司 

160  上海国际贵都大饭店有限公司 

161  静安希尔顿饭店(上海) 

162  上海锦江国际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锦江大酒店 

163  上海新世界丽笙大酒店有限公司 

164  花园饭店（上海） 

165  上海由由国际广场有限公司喜来登由由酒店 

166  上海长峰酒店管理有限公司龙之梦大酒店 

167  上海明天广场有限公司 

168  上海斯格威大酒店有限公司 

169  上海光大会展中心有限公司 

170  上海上实南洋大酒店有限公司上海四季酒店 

171  上海铁路局（铁路上海站、铁路上海南站） 

172  上海机场（集团）有限公司（虹桥国际机场） 

173  上海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浦东国际机场） 

174  上海第一八佰伴有限公司（第一八佰伴） 

175  上海新世界股份有限公司（新世界城） 

176  上海太平洋百货有限公司（太平洋百货（徐家汇）） 

177  上海久光百货有限公司（久百城市广场） 

178  上海百联百货经营有限公司上海市第一百货商店（第一百货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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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  上海文峰千家惠购物中心有限公司（文峰购物广场） 

180  上海龙之梦购物中心管理有限公司（龙之梦购物中心（中山公园）） 

181  上海金光外滩置地有限公司（金光外滩中心） 

182  上海华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来福士广场） 

183  上海港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港汇恒隆广场） 

184  上海恒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恒隆广场） 

185  上海中信泰富广场有限公司（中信泰富广场） 

186  上海梅龙镇广场有限公司（梅龙镇广场） 

187  上海百联西郊购物中心有限公司（百联西郊购物中心） 

188  上海又一城购物中心有限公司（百联又一城购物中心） 

189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行（世界金融大厦） 

19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行（世纪金融大厦） 

191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交银大楼） 

192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锦明大厦） 

193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中国银行大楼、嘉定支行大厦） 

194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中山东一路 12 号大楼） 

195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银行大厦、福仕达大厦、石泉大厦） 

196  上海期货交易所（期货大厦） 

197  中国银联股份有限公司（银联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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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碳排放交易会员管理办法（试行） 

（沪环境交〔2013〕14 号）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会员管理，保护会员的合法权益，规范会员在上海环境能源交易

所(以下简称“交易所”)的业务活动，根据《上海市碳排放管理试行办法》与《上海

环境能源交易所碳排放交易规则》，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会员是指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的规定，经交易所批准，有权

在交易所从事碳排放交易以及结算业务的企业法人或者其他经济组织。 

第三条  会员从事交易所业务活动，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交易所交

易规则及相关业务细则，诚实守信，规范运作，接受交易所监督管理。 

第四条  会员的高级管理人员以及从业人员从事交易所业务活动，应当遵守法

律、行政法规、规章和交易所交易规则及相关业务细则，忠实、勤勉履行职责，接受

交易所监督管理。 

第二章  会员资格的取得 

第五条  交易所的会员分为自营类会员和综合类会员。自营类会员可进行自营业

务，综合类会员可进行自营业务和代理业务。鼓励银行等金融机构成为交易所会员，

参与碳排放交易。 

第六条  会员可以直接进行交易，客户应委托综合类会员代理参与交易。 

第七条  交易所实行会员资格审核制度。申请成为交易所会员应当向交易所提交

书面申请，在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交易所规定的资格和条件的前提下，经交

易所审核同意，与交易所签订相关协议。 

第八条  除纳入配额管理的单位外，其他符合投资者适当性制度要求的企业或组

织申请成为自营类会员应当具备以下条件，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登记注册的企业法人或者其他经济组织，注册资本不

低于人民币 1000 万元； 

（二）承认并遵守交易所的交易规则及相关业务细则； 

（三）具有满足开展业务所需要的设备、设施； 

（四）交易所根据市场发展需要和审慎原则规定的其他条件。 

申请成为综合类会员的，除满足前款规定外，还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具有符合要求的业务运作规则、风险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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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具备 5名以上具有碳排放交易业务知识的专业人员； 

（三）具备符合开展代理业务所需的技术系统，并具有从事代理相关业务的营业

场所； 

（四）净资产不低于人民币 1亿元。 

交易所可以根据市场规模、交易量等情况对综合类会员数量进行调整和控制。 

第九条  会员享有下列权利： 

（一）在交易所从事碳排放交易、结算业务； 

（二）使用交易所提供的交易设施，获得有关碳排放交易的信息和服务； 

（三）本规则及其他业务细则规定的其他权利。 

第十条  会员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一）遵守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政策； 

（二）遵守交易所交易规则及其他业务细则和有关决定； 

（三）按照规定缴纳各种费用； 

（四）接受交易所监督管理； 

（五）履行与交易所签订协议中规定的相关义务； 

（六）交易所规定应当履行的其他义务。 

第十一条  申请成为会员须向交易所提交下列文件和资料: 

（一）经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的会员资格申请书；  

（二）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税务登记证和法定

代表人或授权代表身份证复印件；  

（三）公司章程、主要股东名册及其持股比例；  

（四）住所（经营场所）使用证明； 

（五）公司风险管理制度、内部控制制度、业务流程及相关业务制度等；  

（六）《高级管理人员情况表》、《相关部门负责人情况表》和《从业人员情况

表》；   

（七）公司近三年来有效的财务报表； 

（八）交易所要求提供的其他文件或者材料。 

第十二条  交易所在收到符合要求的申请材料之日起 1个月内提出办理意见。 

第十三条  申请单位自收到交易所通知之日起 1个月内，办理如下事项： 

（一）签署《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碳排放交易会员协议》； 

（二）缴纳会员资格费：自营类会员，资格费 5万元；综合类会员，资格费 50万

元； 

（三）缴纳年会费：自营类会员，年会费 0.5 万元/年；综合类会员，年会费 3万

元/年； 

（四）在交易所指定的结算银行开设专用资金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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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应当办理的事项。 

逾期未办的，视为自动放弃入会资格。 

纳入配额管理的单位直接取得自营类会员资格的，免收资格费。 

第十四条  申请单位办理完毕相关手续后，即取得交易所会员资格，交易所制发

会员证书，并将会员名单报送市发展改革委。 

第三章  会员资格的变更和终止  

第十五条  交易所自营类会员资格不得转让。  

第十六条  会员合并后新设立的法人若要承继会员资格的，应向交易所提出申请

并经交易所审查批准。  

第十七条  会员合并后新设立的法人，有优先取得会员资格的权利。 

第十八条  会员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交易所有权限制、暂停其业务或者调整、

终止其会员资格： 

（一）严重侵害客户利益的；  

（二）资金、人员和设备严重不足，管理混乱，经整顿无效的；  

（三）无正当理由连续六个月未进行交易的（纳入配额管理的单位除外）； 

（四）不再具备会员资格和条件的； 

（五）违反与交易所签订的协议或者本办法规定的； 

（六）其它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及有关规定的。  

会员不再具备本办法中规定的会员条件的，应当主动提交书面申请终止会员资

格。 

第十九条  会员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应在 10个工作日内向交易所书面报告： 

（一）变更法定代表人；  

（二）变更注册资本或股权结构；  

（三）变更名称、住所或者营业场所、经营范围及联系方式；  

（四）经营状况发生重大变化；  

（五）发生重大诉讼案件或经济纠纷； 

（六）因涉嫌违法、违规受到监管机关立案调查、处罚或者受到其它交易所处

罚； 

（七）交易所要求报告的其它情况。 

第二十条  会员名单变更的，交易所应报市发展改革委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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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会员代理 

第二十一条  代理业务是综合类会员接受客户委托代理客户进行交易的业务。 

第二十二条  会员及其从业人员和客户必须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政

策和交易所交易规则及业务细则等各项规定。 

第二十三条  会员应将交易所公告的各项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告知客户。 

第二十四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综合类会员不得接受其为客户：  

（一）不符合市发展改革委及交易所规定的交易参与方条件的； 

（二）提供虚假证明材料的；  

（三）未按交易所规定提供相关合法资质证明的；  

（四）法律、法规、规章及交易所规定的其它情况。 

第二十五条  客户委托综合类会员进行交易，双方应当签订委托协议，明确双方

的权利义务。委托协议的主要内容应当符合交易所相关规定，并由综合类会员将委托

协议提交交易所备案。 

第二十六条  客户参与碳排放交易，应在综合类会员处办理开户登记，向综合类

会员提交以下材料： 

（一）开户登记表； 

（二）主体资格证明文件：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 

（三）交易所、登记管理机构和结算银行规定的其他材料。 

第二十七条  综合类会员为客户开户前，应向客户充分揭示碳排放交易风险，不

得以任何形式向客户做获利保证。 

第二十八条  综合类会员自营业务与代理业务应分账管理，并定期向交易所报告

自营账户和代理账户资金变动情况。会员不得以任何形式挪用客户资金。 

第二十九条  综合类会员应严格按照客户的委托进行交易。客户对其委托的交易

承担全部责任。客户在交易中违约的，会员应当以自有资金先行承担违约责任，并取

得对违约客户的追偿权。 

第三十条  综合类会员应及时、准确执行客户交易指令。委托交易成交后，综合

类会员应及时通知客户。  

第三十一条  综合类会员应完善客户下达交易指令和交易结算资料的签字确认手

续。与交易所相关的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时间应不少于 5年。  

第三十二条  综合类会员受托从事交易，不得编造或故意传播虚假信息误导、欺

诈客户。  

第三十三条  综合类会员可向客户收取交易佣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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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会员联系人 

第三十四条  交易所建立会员联系人制度。会员应当设会员代表一名，代表会员

组织、协调会员与交易所的各项业务往来。 

第三十五条  会员代表由会员高级管理人员担任，并经交易所审核同意。 

第三十六条  会员应当为会员代表履行职责提供便利条件，会员高级管理人员及

相关人员应当配合会员代表的工作。 

第三十七条  会员应当设联络员若干名，联络员根据会员授权协助会员代表履行

职责。 

第三十八条  会员推荐会员代表，应当向交易所提交下列文件： 

（一）会员推荐文件； 

（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证明文件； 

（三）拟推荐人员的联络方式。 

会员推荐联络员，应当提交前款第（一）和第（三）项文件。 

第三十九条  交易所在收到符合要求的申请材料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提出审核

意见。 

第四十条  会员代表应当履行下列职责： 

（一）组织办理交易、结算与交割等相关业务； 

（二）办理交易所会员资格、席位等相关业务； 

（三）报送交易所要求的相关文件； 

（四）组织会员相关业务人员参加交易所举办的培训；  

（五）组织与交易所业务相关的内部培训； 

（六）配合交易所对交易及相关系统进行改造、测试； 

（七）登录交易所系统，及时接收交易所发送的通知以及业务文件等，并予以协

调落实； 

（八）及时将会员变更总部、分支机构的相关资料及其他信息告知交易所； 

（九）督促会员及时履行报告义务； 

（十）督促会员及时缴纳各项费用； 

（十一）协调、组织业务联络员的工作； 

（十二）交易所要求履行的其他职责。 

第四十一条  会员代表或者联络员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会员应当立即予以更换

并书面报告交易所： 

（一）会员代表或者联络员离职离岗； 

（二）会员代表不再担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三）不能按照交易所要求履行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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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履行职责时出现重大错误，产生严重后果； 

（五）交易所认为不适宜继续担任会员代表或者联络员的其他情形。 

会员对存在前款规定情形的会员代表或者联络员不予更换的，交易所可以要求更

换。 

第四十二条  会员向交易所申请更换会员代表或者联络员，应当提交更换申请书

及本办法第三十八条所规定的文件。 

第四十三条  会员代表空缺期间，会员法定代表人应当履行会员代表职责，直至

会员推荐新的会员代表并经交易所审核通过。 

第六章  监督管理 

第四十四条  会员及其从业人员的不当行为给客户造成损失的，会员应承担相应

的赔偿责任。 

第四十五条  会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交易所有权要求其限期整改，并有权终止其

会员资格：  

（一）国家主管机关撤销工商登记或者予以解散；  

（二）法院裁定宣告破产；  

（三）不能履行会员义务； 

（四）未能及时缴纳会员年会费或其他应缴费用，经两次催缴仍不履行缴费义

务； 

（五）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者被行政机关给予行政处罚逾期仍不改正；  

（六）违反交易所交易规则及相关业务细则，情节严重； 

（七）日常业务行为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导致客户遭受重大损失；  

（八）私下转让会员资格,将业务委托给他人管理或承包给他人经营；  

（九）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四十六条  会员应当维护交易所的声誉，协助交易所处理突发或异常事件。出

现突发或异常事件时，会员应当做好对客户的解释工作。  

第四十七条  会员的从业人员在交易所内从事交易、交割、结算业务的，须经会

员授权，并经培训取得交易员证书。交易员在同一时期内，只能受聘于一家会员，不

得在其他会员处兼职。 

会员交易员在交易所从事的业务活动均由该会员承担全部责任。  

第四十八条  交易所有权对会员的自营业务和代理业务进行检查和监督。 

第四十九条  会员资格终止后,该会员对其从业人员的授权自动失效。 

第五十条   除交易所授权同意外，会员不得擅自使用交易所的标识及文字用于经

营活动。一经发现，交易所有权要求其限期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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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附 则  

第五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的，交易所按照本办法及《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碳

排放交易违规违约处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处理。  

第五十二条  本办法由交易所负责解释。 

第五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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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碳排放交易结算细则（试行） 

（沪环境交〔2013〕15 号）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以下简称“交易所”）碳排放交易的结算行

为，保护交易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根据《上海市碳排放管理试行办

法》与《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碳排放交易规则》，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结算是指交易所根据交易结果、成交价和交易所有关规定对交易双方的

配额、交易资金、手续费及其他有关款项进行清算和交割的业务活动。 

第三条  本细则适用于碳排放交易的清算与交割，交易所、会员、客户、指定结

算银行（以下简称“结算银行”）、登记管理机构及其相关工作人员应当遵守本细则。 

第二章  结算原则 

第四条  碳排放交易实行二级结算制度。交易所对会员统一进行交易资金清算和

划付。综合类会员负责对其代理的客户进行资金清算和划付。 

第五条  交易所对综合类会员的自营和代理业务分别清算。 

第六条  碳排放交易实行净额结算制度。在一个清算期中，会员就其买卖的成交

差额、手续费等与交易所进行一次划转。 

第七条  碳排放交易资金实行银行存管制度。结算银行协助交易所办理碳排放交

易资金的结算业务。结算银行根据交易所提供的交易凭证和数据划转会员的交易资

金，并及时将交易资金划转凭证和相关账户变动信息反馈给交易所。 

第八条  配额交割由交易所统一组织进行。登记管理机构负责配额的存管，并根

据相关规定和交易所的清算结果完成会员和客户的配额过户。 

第三章  结算机构 

第九条  交易所设结算部。结算部对交易系统成交的交易进行统一结算，对交易

资金和配额的结算进行管理，防范结算风险。 

第十条  结算部的主要职责有： 

（一）控制结算风险；  

（二）编制会员及其客户的结算帐表和其他会计帐表；  

（三）统计、登记和报告交易结算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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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办理交易资金、交易手续费及其它有关款项结算业务； 

（五）监督结算银行、登记管理机构与交易所的结算业务； 

（六）妥善保管结算资料、结算报表及相关凭证、帐册； 

（七）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十一条  所有在交易系统中成交的交易必须通过结算部统一结算。 

第十二条  结算部在认为必要时有权检查会员及客户涉及交易的结算资料、财务

报表及相关的凭证和帐册。会员及客户应当配合。 

第十三条  会员应当明确结算部门。综合类会员结算部门负责会员与交易所、会

员与客户之间的结算工作；自营类会员结算部门负责会员与交易所之间的结算工作。 

第十四条  会员结算部门应当妥善保管结算资料、财务报表及相关凭证、帐册，

以备查询和核实。 

第十五条  结算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应当保守交易所、会员及其客户的商业秘密。 

第四章  结算银行 

第十六条  结算银行是指由交易所指定的，办理碳排放交易资金结算业务的商业

银行。   

第十七条  结算银行的职责有： 

（一）开设交易所专用结算账户、会员碳排放交易专用资金账户以及交易所和综

合类会员结算担保金专用账户； 

（二）根据交易所提供的交易凭证和数据及时划转会员的交易资金并及时向交易

所反馈交易资金划转情况； 

（三）为每一会员设立明细账，管理会员碳排放交易专用资金账户中的资金情

况； 

（四）根据交易所要求，协助交易所核查会员交易资金的来源和去向，化解交易

风险； 

（五）向交易所报告会员专用资金账户等方面存在的异常和风险； 

（六）保守交易所、会员的商业秘密； 

（七）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交易所规定的其他义务。 

第五章  结算程序 

第十八条  碳排放交易结算分为交易资金和配额的清算与交割。 

第十九条  交易所在结算银行开设专用结算账户，用于存放会员的交易资金及相

关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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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条  会员应在结算银行开设碳排放交易专用资金账户，用于存放碳排放交

易资金及相关款项。交易所对会员存入交易所专用结算账户的碳排放交易资金实行分

账管理。 

综合类会员须在结算银行分别开设自营碳排放交易专用资金账户和代理碳排放交

易专用资金账户进行资金结算。两个账户资金不得混用。 

第二十一条  交易所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银行活期存款利率对会员存入

交易所专用结算账户的碳排放交易资金余额（余额不包括被冻结的资金部分）计算利

息，并在结算银行支付利息日后的下一个工作日内，将利息划入会员碳排放交易资

金。 

第二十二条  会员开设、更名、更换或者注销碳排放交易专用资金账户，应当向

交易所提出申请，经交易所审核同意后凭交易所签发的专用通知书到结算银行办理。 

第二十三条  客户应在综合类会员指定的结算银行开设碳排放交易专用资金账

户，客户专用资金账户专门用于存放碳排放交易资金。综合类会员对客户存入其碳排

放交易专用资金账户的交易资金实行分账管理，不得以任何形式挪用客户资金。 

第二十四条  交易所与会员之间碳排放业务的资金往来应通过在交易所指定结算

银行开设的专用账户办理。综合类会员与客户之间碳排放业务的资金往来应通过在综

合类会员指定的结算银行开设的专用账户办理。 

第二十五条  会员及客户应按照《上海市碳排放配额登记管理暂行规定》在登记

注册系统开设配额账户。 

第二十六条  会员进行买入申报时，其交易账户中应有足额的可用资金；会员进

行卖出申报时，其交易账户中应有足额的可交易配额。 

第二十七条  当日交易结束后，交易所按成交价对会员配额买卖进行清算，对应

收应付的款项实行净额一次划转，相应增加或减少会员的交易资金。 

第二十八条  客户交易账户资金不足的，交易所可以动用该综合类会员自营交易

账户内的资金完成交割。 

第二十九条  会员和客户的配额交割均由交易所统一组织进行。登记管理机构根

据相关规定和交易所的清算结果完成配额过户。配额交割完成后不可撤销。 

第三十条  当日清算完成后，交易所向会员发送结算数据。如遇特殊情况造成交

易所不能按时向会员发送结算数据，交易所将及时通知，并采取相应措施。 

    交易所负责向综合类会员提供其代理客户的结算数据。 

第三十一条  会员应及时对结算数据进行核对。会员对结算数据有异议，应在下

一交易日开市三十分钟前以书面形式向交易所提出。如会员在上述规定时间内没有对

结算数据提出异议，则视作会员认可结算数据的正确性。 

第三十二条  综合类会员负责向其代理的客户提交结算数据。客户对交易结果有

异议的，应当向会员提出，由会员在协议约定的时间内予以核实确认。客户未在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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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内提出异议的，视为客户认可交易结果的正确性，客户应当承认交易结果，履行清

算交割义务。 

第三十三条  会员出入金划转： 

（一）入金。入金是指从会员碳排放交易专用资金账户向交易所专用结算账户划

入资金的行为。 

会员可以在每个交易日交易结束前向交易所提出入金申请，经结算银行确认到账

后，交易所将相应增加会员交易账户内的碳排放交易资金。 

（二）出金。出金是指从交易所专用结算账户向会员碳排放交易专用资金账户划

出资金的行为。 

会员可以在每个交易日交易结束前向交易所提出出金申请，经交易所审核后，通

知结算银行在会员的碳排放交易专用资金账户和交易所专用结算账户之间进行划转。 

第三十四条  会员出金应当符合交易所规定。出金标准为： 

可出金额=当前余额-冻结金额 

其中，当前余额已扣除交易手续费（税金）。 

交易所可以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和协议约定对出金标准进行调整。 

第三十五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会员和客户，交易所可以限制会员出金： 

（一）涉嫌重大违规，被交易所、司法机关或有关部门正在调查的；  

（二）交易所认为市场出现重大风险时； 

（三）交易所认为必要的其它情况。 

第三十六条  交易所当日所有交易的清算时间为当日 15:00-17:00。交易所可以

根据需要调整清算交割时间。 

第六章  风险与责任 

第三十七条  结算风险管理实行二级负责制。交易所对会员进行风险管理，综合

类会员对其代理的客户进行风险管理。 

综合类会员对其代理客户所成交的交易负有履约担保责任。 

第三十八条  交易所实行结算担保金制度。结算担保金是指由综合类会员根据交

易所规定缴纳的，用于应对综合类会员违约风险的担保资金。 

第三十九条  交易所在指定结算银行开设结算担保金专用账户，对综合类会员缴

纳的结算担保金进行专户管理。 

第四十条  综合类会员应当在交易所指定的银行开设结算担保金专用账户，用于

与交易所结算担保金专用账户之间进行结算担保金缴纳、调整的资金划转。 

第四十一条  综合类会员应当缴纳的最低结算担保金数额为人民币 30 万元。结

算担保金须以现金形式缴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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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所可以根据市场风险情况调整最低结算担保金缴纳数额并有权提高个别综合

类会员应当缴纳的最低结算担保金数额。 

第四十二条  综合类会员开设、更名、更换或者注销结算担保金专用账户，应当

向交易所提出申请，经交易所审核同意后凭交易所签发的专用通知书到指定银行办

理。 

第四十三条  综合类会员未能按期缴纳结算担保金的，按照《上海环境能源交易

所碳排放交易违规违约处理办法》有关规定处理。 

第四十四条  会员无法履约时，交易所可以采取下列措施： 

（一）暂停该违约会员的买入申报； 

（二）动用该会员缴纳的结算担保金； 

（三）动用交易所风险准备金； 

（四）动用交易所自有资金。 

交易所代为履约后，取得对违约会员的相应追偿权。 

第四十五条  会员发生配额交割违约时，交易所有权暂不划转相当于违约金额的

应收资金；会员发生资金交割违约时，交易所有权暂不交付相当于违约金额的应收配

额。 

第七章  附则 

第四十六条  违反本细则规定的，交易所按照本细则以及《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

碳排放交易违规违约处理办法》有关规定处理。 

第四十七条  本细则由交易所负责解释。 

第四十八条  本细则自颁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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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碳排放交易信息管理办法（试行） 

（沪环境交〔2013〕16 号）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碳排放交易信息的发布、使用和传播行为，保障交易当事人对交

易信息的获取，维护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以下简称“交易所”）的合法权益，根据

《上海市碳排放管理试行办法》与《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碳排放交易规则》，制定本办

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交易信息是指有关配额交易的信息与数据，包括配额的交易

行情、交易数据统计资料、交易所发布的与碳排放交易有关的公告、通知以及重大政

策信息等。 

第三条  交易所交易信息的发布、许可使用和传播适用本办法。交易所、会员、

客户、结算银行、软硬件服务提供者，以及其他使用、传播交易所交易信息的机构和

个人应当遵守本办法。 

第二章  信息发布 

第四条  交易所实行交易信息披露制度。交易所每个交易日发布碳排放交易即时

行情以及碳排放交易公开信息等其他有关信息。 

交易所及时编制反映市场成交情况的周报表、月报表、年报表，并予以发布。 

第五条  即时行情是指与挂牌交易所显示的行情基本同步的市场行情信息。 

即时行情内容包括：配额代码、前收盘价格、最新成交价格、当日最高成交价

格、当日最低成交价格、当日累计成交数量、当日累计成交金额、涨跌幅、实时最高

三个买入申报价格和数量、实时最低三个卖出申报价格和数量。 

根据市场发展需要，交易所可以调整即时行情发布的方式和内容。 

第六条  周报表是指交易所在每周最后一个交易日交易结束后发布的有关本周的

交易信息。 

周报表内容包括：配额代码、周最高成交价格、周最低成交价格、周累计成交数

量、周累计成交金额。 

第七条  月报表是指交易所在每月最后一个交易日交易结束后发布的有关本月的

交易信息。 

月报表内容包括：配额代码、月最高成交价格、月最低成交价格、月累计成交数

量、月累计成交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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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年报表是指交易所在每年最后一个交易日交易结束后发布的有关本年度

的交易信息。 

年报表内容包括：配额代码、年最高成交价格、年最低成交价格、年累计成交数

量、年累计成交金额。 

第九条  交易所配额交易信息归交易所所有。未经交易所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

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或传播。  

第十条  交易所、会员不得发布虚假的或者带有误导性质的信息。 

第十一条  因不可归责于交易所的原因造成的交易信息传递异常、中断、错误，

交易所不承担责任。 

会员及客户根据交易所信息所作出的任何判断和行为所带来的结果，交易所不承

担责任。  

第十二条  根据市场发展需要，交易所可以调整公开信息发布的方式和内容。 

第三章  信息使用与传播 

第十三条  交易所可以根据需要许可机构或个人使用或传播交易信息。 

任何机构或个人未经交易所同意，不得以盈利为目的使用或传播交易信息。 

第十四条  使用交易信息的机构或个人须与交易所或经交易所许可的信息传播机

构签订信息使用协议，按信息使用协议中约定的范围和方式使用交易信息，不得将信

息用于信息使用协议载明的用途之外。 

传播交易信息须向交易所提出申请，并经交易所同意后与交易所签订信息传播协

议，从事信息传播业务。信息传播业务是指经交易所许可的信息传播机构，向其他机

构、个人、社会公众传播交易信息的服务业务。 

第十五条  信息传播机构在传播交易信息时，应保证所传播信息的真实、准确、

完整，并且明确注明信息来源于交易所。 

信息传播机构在传播交易信息过程中发现所传播信息有误时，应当立即中止或终

止传播并通知交易所，及时更正并公开说明。 

第十六条  经交易所许可使用交易信息的机构或个人，未经交易所同意，不得将

交易信息以任何方式提供给其他机构或个人使用或予以传播。 

经交易所许可传播交易信息的机构，未经交易所同意，不得将交易信息以任何方

式出售或转接到其他场所。 

第十七条  信息传播机构应保存每日传播的信息内容，以备交易所监督检查。信

息内容保留期限不得少于 30日。 

信息传播机构应保存其客户信息以及对客户的收费记录等资料，以备交易所监督

检查。上述信息保存期限不得少于 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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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条  信息传播机构应在其与终端用户签订的信息使用协议中要求其终端用

户不得将其接收的交易信息出售给他人或者以任何方式进行再传播。 

第十九条  交易所会员对交易信息的使用和传播按照会员与交易所签订的会员协

议中规定的内容执行，会员协议中未规定的，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二十条  交易所、会员和结算银行不得泄露碳排放交易业务中获取的商业秘

密。 

为交易所电子交易系统和相关网站提供软硬件服务的专业机构需遵守与交易所签

订的有关协议，不得泄露在其服务过程中获知的交易所的商业秘密，保证交易设施的

安全运行和交易信息发布的及时性、准确性。 

交易所可以按规定向有关主管部门或者其他相关单位提供相关信息，并执行相应

的保密规定。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一条  交易所有权对使用或传播交易信息的机构或个人进行监督和管理。

监督和管理的范围包括信息使用或传播的机构或个人的相关情况及其使用或传播的目

的、方式、收费情况等。 

第二十二条  信息传播机构应协助交易所对其终端客户进行监督和管理。 

信息传播机构发现或者认为可能存在损害交易所交易信息权利的行为时，应当立

即通知交易所、协助交易所展开调查，并配合交易所采取相应措施。  

第二十三条  未经交易所许可，擅自使用或传播交易信息的机构或个人，交易所

有权终止其接收、使用、传播交易信息，要求信息传播机构对其进行屏蔽，并依法追

究其法律责任。 

交易所要求信息传播机构对上述机构或个人进行屏蔽的，信息传播机构应当立即

执行。 

第二十四条  经交易所同意使用或传播交易信息的机构或个人违反本办法规定

的，交易所有权视情节轻重采取下列措施： 

（一）谈话提醒； 

（二）书面警示； 

（三）通报批评； 

（四）终止合同； 

（五）其他信息使用协议或信息传播协议中规定的措施。 

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的，按照本办法和《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碳排放交

易违规违约处理办法》有关规定处理。 



- 63 -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六条  交易所管理和发布各类交易信息，有权收取相应费用。使用或传播

交易信息的机构或个人，应当按照交易所规定向交易所缴纳相应费用。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由交易所负责解释。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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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碳排放交易风险控制管理办法（试行） 

（沪环境交〔2013〕17 号）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上海市碳排放交易风险管理，维护交易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保证

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以下简称“交易所”）碳排放交易的正常进行，根据《上海市

碳排放管理试行办法》与《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碳排放交易规则》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交易所实行涨跌幅限制制度、配额最大持有量限制制度、大户报告制

度、风险警示制度和风险准备金制度。  

第二章  涨跌幅限制制度 

第三条 交易所实行涨跌幅限制制度。涨跌幅度限制由交易所设定，交易所可以

根据市场风险状况调整涨跌幅限制。 

第四条 碳排放配额（SHEA）的涨跌停板幅度为上一交易日收盘价的±30%。 

第五条 出现下列情况时，交易所可以根据市场风险调整其涨跌幅限制：  

（一）碳排放配额价格出现同方向连续涨跌停板时；  

（二）临近碳排放配额清缴期时；  

（三）交易所认为市场风险明显变化时；  

（四）交易所认为必要的其他情况。  

交易所根据市场情况决定调整涨跌幅限制的，应当公告，并报告市发展改革委。  

第三章  配额最大持有量限制制度 

第六条 交易所实行配额最大持有量限制制度。配额最大持有量是指交易所规定

的会员和客户持有碳排放配额的最大数量。 

会员和客户的配额持有数量不得超过交易所规定的最大持有量限额。 

第七条 配额最大持有量限额如下： 

（一）通过分配取得配额的会员和客户按照其初始配额数量适用不同的限额标

准，如因生产经营活动需要增加持有量的，可按照相关规定向交易所另行申请额度。 

（二）未通过分配取得配额的会员和客户最大持有量不得超过 300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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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初始配额 同一年度最大持有量 

不超过 10 万吨 +100 万吨 

10 万吨以上，不超过 100 万吨 +300 万吨 

100 万吨以上 +500 万吨 

第八条 交易所可以根据市场风险状况调整配额最大持有量限额标准。  

第四章  大户报告制度 

第九条 交易所实行大户报告制度。交易所可以根据市场风险状况，公布配额持

有量报告标准。 

第十条 会员或者客户的配额持有量达到交易所规定的持有量限额的 80%的或者交

易所要求报告的，应当于下一交易日收市前向交易所报告。 

客户未报告的，会员应当向交易所报告。若会员、客户未按照交易所要求进行报

告的，交易所有权要求会员、客户再次报告或者补充报告。  

第十一条 达到交易所规定报告标准或者交易所要求报告的会员或者客户应当提供

下列资料： 

（一）《大户报告表》； 

（二）资金来源说明； 

（三）当日结算单据； 

（四）交易所要求提供的其他资料。 

第十二条 会员应当对客户提供的资料进行审核，并保证客户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

和准确性。 

第十三条 交易所可以不定期地对会员或者客户提供的资料进行核查。 

第五章  风险警示制度 

第十四条 交易所实行风险警示制度。交易所认为必要的，可以单独或者同时采取

要求会员和客户报告情况、发布书面警示和风险警示公告等措施，以警示和化解风

险。 

第十五条 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交易所有权约见会员的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客户谈

话提醒风险，或者要求会员或者客户报告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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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碳排放配额价格出现异常； 

（二）会员或者客户交易异常； 

（三）会员或者客户配额持有异常； 

（四）会员资金异常； 

（五）会员或者客户涉嫌违规、违约； 

（六）交易所接到涉及会员或者客户的投诉； 

（七）会员涉及司法调查； 

（八）交易所认定的其他情况。 

第十六条 交易所实施谈话提醒，应当提前一天以书面形式将谈话时间、地点、要

求等事项通知相关会员或者客户，交易所工作人员应当对谈话的有关内容予以保密。 

客户应当亲自参加谈话提醒，并由会员指定人员陪同；谈话对象确因特殊情况不

能参加的，应当事先报告交易所，经交易所同意后可以书面委托有关人员代理。谈话

对象应当如实陈述、不得隐瞒事实。 

第十七条 交易所通过情况报告和谈话，发现会员或者客户有违规嫌疑、交易存在

较大风险的，有权对会员或者客户发出《风险警示函》。 

第十八条 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的，交易所有权发出风险警示公告，向全体会员和客

户警示风险： 

（一）碳排放配额价格出现异常； 

（二）会员或者客户涉嫌违规、违约； 

（三）会员或者客户交易存在较大风险； 

（四）交易所认定的其他情形。 

第六章  风险准备金 

第十九条 交易所实行风险准备金制度。风险准备金是指由交易所设立，用于为维

护碳排放交易市场正常运转提供财务担保和弥补不可预见风险带来的亏损的资金。 

第二十条 风险准备金的来源： 

（一）交易所按照手续费收入的 10%的比例，从管理费用中提取； 

（二）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收入。 

当风险准备金余额达到交易所注册资本 10倍时，经市发展改革委批准可以不再提

取。 

第二十一条 风险准备金应当单独核算，专户存储。除用于弥补风险损失外，不

得挪作他用。 

风险准备金的动用应当经交易所董事会批准，并按规定的用途和程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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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的，交易所按《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碳排放交易违

规违约处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处理。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由交易所负责解释。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附件：大户持仓报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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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大户持仓报告表 

报告大户类型 □ 会员自营账户         □客户账户 

会员名称  会员号  

联系地址  联系电话  

客户名称  客户号  

当前结算担保金  
未来可动用

资金 
 

当前配额持有量  报告原因 

□会员超限主动报告 

□客户超限主动报告 

□会员代客户主动报告 

□交易所要求报告 

资金情况说明  

交收意向说明  

报告人声明： 

本人（公司）系交易所 □会员/□客户，谨此保证以上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

性，不存在任何故意虚假或遗漏。 

报告人（盖章）： 

业务代表/授权代表： 

报告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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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碳排放交易违规违约处理办法（试行） 

（沪环境交〔2013〕18 号）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碳排放市场管理，规范碳排放交易行为，保障碳排放交易市场参

与者的合法权益，根据《上海市碳排放管理试行办法》与《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碳排

放交易规则》（以下简称“交易规则”）等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违规行为是指会员、客户、结算银行等碳排放交易市场参与

者违反交易规则及其他有关规定的行为。 

第三条 交易所根据公平、公正的原则，对违规行为进行调查、认定和处罚，做

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规范、适用规范准确、处理决定适当。 

违规行为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条 本办法适用于上海碳排放交易相关业务活动。 

第二章  监督管理 

第五条 交易所依据交易规则、本办法及交易所其他有关规定，对碳排放交易相

关业务活动进行监督管理。监督管理可以分为常规检查和专项调查。 

第六条 常规检查是指交易所根据其各项规章制度，对会员、客户、结算银行等

碳排放交易市场其他参与者的业务活动进行的定期和不定期监督检查。 

第七条 交易所监督管理的主要内容有: 

（一）监督、检查有关碳排放交易的法律法规、政策和交易规则的落实执行情

况；  

（二）监督、检查各会员及客户的交易行为及其内部管理情况；  

（三）监督、检查各会员及客户的财务、资信状况；  

（四）监督、检查结算银行与碳排放交易有关的业务活动；  

（五）调解、处理各种碳排放交易纠纷，调查、处理各种与碳排放交易有关的违

规违约事件； 

（六）协助司法机关、行政执法机关依法执行公务； 

（七）对其他违背“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制造市场风险的碳排放交易行为

进行监督管理。 

第八条 交易所履行监管职责时，可以行使下列职权： 

（一）查阅、复制与碳排放交易有关的信息、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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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会员、客户、结算银行等机构组织及其工作人员进行调查、取证；  

（三）要求会员、客户、结算银行等被调查者申报、陈述、解释、说明有关情

况；  

（四）查询会员的碳排放配额账户和专用资金账户； 

（五）检查会员的交易、结算等技术系统； 

（六）制止、纠正、处理违规违约行为；  

（七）交易所履行监管职责所必需的其他职权。 

第九条 会员、客户、结算银行及碳排放交易市场其他参与者应当自觉接受交易

所的监督检查，配合交易所履行监管职责。 

第十条 交易所受理书面或者口头投诉、举报。受理口头投诉、举报应当制作笔

录或者录音。投诉人、举报人应当身份真实、明确；除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另有规

定外，交易所应当为投诉人、举报人保密。 

第十一条 交易所对常规检查工作中发现的、投诉举报的、市发展改革委和司法

机关等单位移交的或者通过其他途径获得的线索进行审查，认为涉嫌违规的，应当予

以专项调查。 

第十二条 对发现的违规行为，交易所应负责调查核实。调查人员在常规检查和

专项调查过程中应当严格遵守保密制度，不得滥用职权。对违反规定的，交易所根据

不同情节采取相应的处置措施。 

第十三条 会员、客户、结算银行涉嫌重大违规，经交易所专项调查的，在确认

违规行为之前，为防止违规行为后果进一步扩大，保障处理决定的执行，交易所可以

对其采取下列措施： 

（一）限制入金； 

（二）限制出金； 

（三）限制相关账户交易； 

（四）冻结相关配额或资金； 

（五）限制结算银行的结算业务； 

（六）经市发展改革委同意的其他措施。 

第三章  违规违约处理 

第十四条 会员有下列违反《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碳排放交易会员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会员管理办法”）行为之一的，交易所有权要求其限期改正。同时，可

以根据情节轻重，采取谈话提醒、书面警示、通报批评、暂停或者限制相关账户交

易、取消交易资格、取消会员资格等措施： 

（一）以欺骗手段获取会员资格或者在资格变更中具有违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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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未按规定向交易所履行报告义务； 

（三）违反交易所会员联系人制度规定； 

（四）未按照规定履行审核义务，为不符合开户条件的客户办理开户手续； 

（五）以任何形式挪用客户资金； 

（六）不按照规定缴纳各项费用； 

（七）非综合类会员从事代理业务； 

（八）未经交易所授权同意或超过授权范围，擅自使用交易所的标识及文字用于

经营活动； 

（九）其他违反交易所会员管理办法的行为。 

上述违规行为同时构成违约的，按照相关协议中关于违约责任条款的约定，向交

易所承担违约责任。 

第十五条 会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交易所有权要求其限期改正。同时，可以根

据情节轻重，采取谈话提醒、书面警示、通报批评、暂停或者限制相关账户交易、取

消交易资格、取消会员资格等措施： 

（一）私下转包、转租或者转让席位； 

（二）窃取其他会员成交量、成交金额等商业秘密或者破坏交易系统； 

（三）未协助交易所对其客户采取限制性措施； 

（四）未按规定保管有关交易、结算、财务、会计等资料； 

（五）涂改、伪造、买卖各种凭证或审批文件； 

（六）假借交易之名从事非法活动； 

（七）交易所认定的其他违规行为。 

上述违规行为同时构成违约的，按照相关协议中关于违约责任条款的约定，向交

易所承担违约责任。 

第十六条 会员有下列欺诈客户行为之一的，交易所有权要求其限期改正。同

时，可以根据情节轻重，采取谈话提醒、书面警示、通报批评、暂停或者限制相关账

户交易、取消交易资格、取消会员资格等措施： 

（一）未按照规定向客户揭示风险； 

（二）向客户做获利保证； 

（三）未严格按照客户委托内容进行交易； 

（四）隐瞒重要事项或者使用其他不正当手段，诱骗客户发出交易指令； 

（五）编造或故意传播虚假信息误导、欺诈客户； 

（六）未将客户交易指令下达到交易所； 

（七）利用客户账户为自己或他人交易； 

（八）其他欺诈客户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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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违规行为同时构成违约的，按照相关协议中关于违约责任条款的约定，向交

易所承担违约责任。 

第十七条 会员有下列违反《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碳排放交易结算细则》（以下

简称“结算细则”）行为之一的，交易所有权要求其限期改正。同时，可以根据情节

轻重，采取谈话提醒、书面警示、通报批评、暂停或者限制相关账户交易、取消交易

资格、取消会员资格等措施：  

（一）未将自有资金与客户资金分户存放； 

（二）未对客户的交易资金实行分账管理； 

（三）伪造、编造与碳排放交易有关的结算资料、财务报表及相关的凭证和帐

册； 

（四）未按照规定向客户提供有关结算数据； 

（五）违反结算担保金有关规定； 

（六）其他违反结算细则的行为。 

上述违规行为同时构成违约的，按照相关协议中关于违约责任条款的约定，向交

易所承担违约责任。 

第十八条 会员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交易所有权要求其限期改正或终止其会员

资格： 

（一）国家主管机关撤销工商登记或者予以解散；  

（二）法院裁定宣告破产；  

（三）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者被行政机关给予行政处罚逾期仍不改正； 

（四）未能及时缴纳会员年会费或其他应缴费用，经两次催缴仍不履行缴费义务

的； 

（五）日常业务行为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导致客户遭受重大损失； 

（六）私下转让会员资格,将业务委托给他人管理或承包给他人经营； 

（七）其他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和严重违反交易规则及其业务细则的情

形。 

上述违规行为同时构成违约的，按照相关协议中关于违约责任条款的约定，向交

易所承担违约责任。 

第十九条 会员在交易所执行交割时，其交易账户上应有足额资金和配额，不符

合以上条件的，即构成交割违约。 

    会员发生配额交割违约时，交易所有权暂不划转相当于违约金额的应收资金；会

员发生资金交割违约时，交易所有权暂不交付相当于违约金额的应收配额。  

第二十条 会员或者客户有下列可能影响配额价格或者配额交易量的异常交易行

为之一的，交易所可以采取电话提醒、要求报告情况、要求提交书面承诺、约见谈

话、限制相关账户交易等措施；情节严重的，交易所可以根据交易规则、本办法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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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风险控制管理规定》（以下简称“风控规定”）等规定采取相

应监管措施和处置措施： 

（一）以自己为交易对象，大量或者多次进行自买自卖； 

    （二）大额申报、连续申报、密集申报或者申报价格明显偏离申报时的最新成交

价格，可能影响交易价格或者误导其他客户进行交易； 

（三）大量或者多次申报并撤销申报，可能影响交易价格或者误导其他客户进行

交易； 

    （四）大量或者多次进行高买低卖交易； 

    （五）在协议转让交易中进行虚假或其他扰乱市场秩序的申报； 

（六）通过计算机程序自动批量下单、快速下单，影响交易所系统安全或者正常

交易秩序； 

     (七) 交易所认定的其他情形。 

上述违规行为同时构成违约的，按照相关协议中关于违约责任条款的约定，向交

易所承担违约责任。 

第二十一条  会员或者客户有下列违反风控规定行为之一的，交易所有权要求其

限期改正。同时，可以根据情节轻重，采取谈话提醒、书面警示、通报批评、暂停或

者限制相关账户交易、取消交易资格、取消会员资格等措施：  

（一）违反配额最大持有量限制制度有关要求；  

（二）未按照规定履行大户报告义务； 

（三）违反风险警示制度有关要求； 

（四）其他违反交易所风控规定的行为。 

上述违规行为同时构成违约的，按照相关协议中关于违约责任条款的约定，向交

易所承担违约责任。 

第二十二条 结算银行未履行法定、约定或结算细则中规定的义务的，交易所有

权要求其限期改正。同时，可以根据情节轻重，采取谈话提醒、书面警示、通报批

评、暂停、限制或终止碳排放交易资金存管及结算相关业务等措施。 

上述违规行为同时构成违约的，按照相关协议中关于违约责任条款的约定，向交

易所承担违约责任。 

第二十三条 会员、客户、结算银行、软硬件服务提供者，以及其他使用、传播

交易所交易信息的机构和个人具有下列违反《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碳排放交易信息管

理办法》（以下简称“信息管理办法”）行为之一的，交易所有权要求其限期改正。

同时，可以根据情节轻重，采取谈话提醒、书面警示、通报批评、暂停或者限制相关

账户交易、暂停或者限制相关业务、取消交易资格、取消会员资格或终止相关业务等

措施： 

（一）发布虚假的或者带有误导性质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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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未经交易所许可，擅自发布、使用和传播交易信息； 

（三）未经交易所同意，擅自出售、转接交易信息； 

（四）未经交易所授权，将交易信息用于信息使用协议载明的用途之外； 

（五）发现传播的交易信息内容有错误，未按照规定处理； 

（六）违反保密义务，擅自泄露不宜公开的信息；  

（七）其他违反信息管理办法的行为。 

上述违规行为同时构成违约的，按照相关协议中关于违约责任条款的约定，向交

易所承担违约责任。 

第二十四条 会员、客户、结算银行等碳排放交易市场其他参与者有下列行为之

一的，交易所有权要求其限期改正。同时，可以根据情节轻重，采取谈话提醒、书面

警示、通报批评、暂停或者限制相关账户交易、暂停或者限制相关业务、取消交易资

格、取消会员资格或终止相关业务等措施： 

（一）拒不配合交易所常规检查、专项调查； 

（二）进行虚假性、误导性或者遗漏重要事实的申报、陈述、解释或者说明； 

（三）提供虚假的文件、资料或者信息。 

上述违规行为同时构成违约的，按照相关协议中关于违约责任条款的约定，向交

易所承担违约责任。 

第二十五条 交易所工作人员违反有关规定的，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交

易所内部规章制度处理。 

第四章  处理决定与执行 

第二十六条 交易所作出取消会员资格的决定应当由交易所总经理办公会议决

定。 

第二十七条 交易所对违规行为调查核实后，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依照交易

规则及本办法作出处理决定。 

第二十八条 交易所处理决定书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当事人的姓名或者名称、住所；  

（二）违规事实和证据；  

（三）处理方式和依据；  

（四）履行方式和期限；  

（五）不服处理决定申请复核的途径和期限；  

（六）作出处理决定的日期。 

第二十九条 交易所应当将处理决定书送达当事人。处理决定书可以邮寄、公告

等方式送出。处理决定书同时分送有关协助执行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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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所作出的处理决定书自送达之日起生效。 

第三十条  当事人对处理决定书不服的，可以于决定书生效之日起 15 个工作

日内向交易所书面申请复核一次。 

第三十一条 交易所应当于收到复核申请书之日起一个月内作出决定。 

第三十二条 交易所处理决定书中明确会员承担履行义务的，会员应予执行。 

第三十三条 处理决定中，具有违约金支付规定的，当事人应当在处理决定书生

效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将违约金如数缴纳至交易所指定账户。 

第五章  纠纷调解 

第三十四条 会员、客户、结算银行及碳排放交易市场其他参与者之间发生有关

碳排放交易业务的纠纷，可以自行协商解决，也可以提请交易所调解解决。  

第三十五条 调解应当在事实清楚、责任明确的基础上，依据法律、法规、规

章、有关主管部门的规定和交易所的规则进行。  

第三十六条 当事人向交易所提出调解申请，应当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合法

权益被侵害之日起 30日内提出，并应当提交书面申请和有关材料。  

第三十七条 当事人申请调解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有调解申请书；  

（二）有具体的事实、理由和请求；  

（三）属于交易所调解的受理范围。  

第三十八条 调解申请书应当写明下列事项：  

（一）单位名称、住所和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的姓名、职务；  

（二）调解的事实、理由和请求；  

（三）有关证据。  

第三十九条 当事人根据有关规定负有举证的责任。调解部门认为必要时，可以

调查收集证据。  

第四十条 调解部门应当在查明事实，分清是非和当事人自愿的基础上调解，促

使当事人相互谅解，达成协议。  

第四十一条 经调解达成的协议应当记录在案，并制作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

收后生效。  

第四十二条 调解协议应当写明下列内容：  

（一）双方当事人的名称、住所、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的姓名及职务；  

（二）争议的事项和请求；  

（三）协议结果。  

第四十三条  调解部门应当在受理调解后 30 日内处理完毕；到期未处理的，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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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部门应当向当事人说明理由。双方当事人要求继续调解的，调解部门应当继续调

解。一方要求终止调解的，应当终止调解。  

第四十四条 调解不成的，当事人可以依法申请仲裁机构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提

起诉讼。 

第四十五条 发生交易纠纷的会员应当记录有关纠纷情况，以备交易所查阅。交

易纠纷影响正常交易的，会员应当及时向交易所报告。为解决纠纷需要，交易所可以

按有关规定，提供必要的交易数据。 

第六章  附则 

第四十六条 本办法由交易所负责解释。 

第四十七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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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指南及行业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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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上海市温室气体排放核算
与报告指南（试行）》的通知 

沪发改环资〔2012〕180 号 

各有关单位： 

根据市政府《关于本市开展碳排放交易试点工作的实施意见》有关要求，学习借

鉴国际上的科学方法，结合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清单编制中形成的做法，我委组织制定

了《上海市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指南（试行）》（SH/MRV-001-2012，具体内容附

后），现予以印发。 

《上海市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指南（试行）》（SH/MRV-001-2012）旨在指导

和规范本市企业、有关部门和专业机构统一、科学地开展相关碳排放监测、报告、核

查和管理工作。我委将根据此指南的实际应用效果，结合本市碳排放交易试点工作的

进展情况，适时进一步修订完善。 

特此通知。 

附：《上海市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指南（试行）》（SH/MRV-001-2012） 

 

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二○一二年十二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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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MRV 
 

上海市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技术文件 

SH/MRV-001-2012 

 

 

上海市温室气体排放 

核算与报告指南 
（试 行）  

 

 

 

 

 

 

2012 年 12 月 11 日发布                                                    2013 年 1 月 1 日实施 

 

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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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气候变化是全球共同面临的重大挑战，关系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从我国

现阶段发展来看，能源结构仍旧以煤为主，经济结构性矛盾十分突出，随着能

源消耗的不断增长，控制温室气体排放面临巨大压力。因此，控制温室气体排

放，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切实推动低碳发展，已成为我国落实科学发展观、加

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抓手。 

2011 年 10 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印发了《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

于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的通知》（发改办气候[2011]2601 号），要求在

上海等七个省市开展区域碳排放交易试点。2012 年 7月，上海市人民政府印发

了《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本市开展碳排放交易试点工作的实施意见》（沪府发

[2012]64 号），要求制定出台上海市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指南和分行业的核算方

法等。 

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是开展碳排放交易的一项基础工作。为指导和规

范本市排放主体的温室气体核算、监测和报告行为，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组织了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上海市信息中心、上海市节能减排中心等单位开

展了本指南和相关行业方法的研究和制定工作。制定过程中，参考了国际和国

内相关技术标准、指南和文献资料，听取了相关行业协会和国内外专家意见，

通过对各行业企业的大量调研，结合上海实际，制定本指南。本指南旨在加强

上海市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的科学性、规范性和可操作性，指导排放主体

开展温室气体排放监测、核算，并编制“方法科学、数据透明、格式一致、结

果可比”的排放报告。同时，本指南也是本市制定相关行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

和报告方法的重要依据。 

鉴于此类指南在国内是首次发布，本指南可能还存在不足之处，希望在使

用过程中能够及时得到相关反馈意见。今后将根据使用情况和实际需要，作进

一步的修订和完善。 

本指南由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提出并负责解释和修订。 

本指南起草单位：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 

本指南参与单位：上海市信息中心、上海市节能减排中心、上海市统计

局、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上海市商务委员会、上海市城乡建设和交通

委员会、上海市旅游局、上海市金融服务办公室、上海市交通和港口管理局、

上海市质量和技术监督局。 

本指南主要起草人：顾庆平、王延松、臧奥乾、宾晖、陆冰清、唐玮、李

瑾、李青青。 

本指南主要参与人：凌云、刘佳、朱君奕、齐康、鞠学泉、余星、蒋文

闻、张东海、臧玲、罗鸿斌、彭鹓、潘洲、金韬、蒲军军。 

本指南咨询专家：孙翠华、郑爽、林翎、康艳兵、王庶、唐人虎、朱松

丽、胡晓强、朱静蕾、孙富敬、马蔚纯、沈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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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本指南主要包括三大部分：核算、监测和报告。核算部分规定了温室气体

排放的量化方法；监测部分规定了监测计划和实施要求；报告部分规定了报告

的具体内容和数据质量控制要求。 

本指南中，温室气体排放是指二氧化碳气体的排放，其他温室气体排放暂

不纳入。 

上海市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基本流程如下： 

 
 

 

1  范围 

本指南适用于本市排放主体的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并指导相关行业

核算和报告方法（以下简称“行业方法”）的制定。排放主体在开展核算和报告

工作时，优先选用行业方法，如无行业方法或行业方法中无相关规定，适用本

指南。 

2  引用文件和参考文献 

《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应对气候变化

司，2011） 

《中国温室气体清单研究》（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小组办公室、国家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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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2006） 

ISO 14064-1 温室气体 第一部分 组织层次上对温室气体排放和清除的量

化和报告的规范及指南 

《温室气体议定书-企业核算与报告准则》（世界工商理事会、世界资源研

究所，2004） 

2007/589/EC 欧盟温室气体排放监测与报告指南 

GB/T2589-2008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 

GB/T17167-2006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指南及相关行业方法。 

3.1 温室气体 greenhouse gas 

指大气中吸收和重新放出红外辐射的自然的和人为的气态成分，包括水

汽、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亚氮等。《京都议定书》中规定了六种主要温室气

体，分别为二氧化碳（CO2）、甲烷（CH4）、氧化亚氮（N2O）、氢氟碳化物

（HFCs）、全氟化碳（PFCs）和六氟化硫（SF6）。本指南中的温室气体指二氧

化碳（CO2），其他温室气体暂不纳入。 

3.2 排放主体 emission entity 

指具有温室气体排放行为并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企业或其他组织。 

3.3 报告期 reporting period 

指进行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的周期，一个周期为一年，与自然年一

致。 

3.4 监测计划 monitoring plan 

指由排放主体所制定的适用于下一报告期内监测、核算和报告工作的计划

性文件，文件包括温室气体排放的边界确定、核算方法选择及数据获取等内

容。 

3.5 直接排放 direct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指排放主体拥有或控制的温室气体排放源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一般包

括燃烧排放、过程排放、散逸排放和其他排放。本指南中直接排放仅指燃烧排

放和过程排放。燃烧排放指有氧燃烧放热反应中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过程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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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指工业生产中除燃烧排放以外的、由化学反应或物理变化而产生的温室气体

排放。 

3.6 间接排放 indirect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指排放主体因使用外购的电力和热力等所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该部分排

放源于上述电力和热力的生产。 

3.7 CO2清除 carbon dioxide removal 

指由排放主体产生的但被直接作为原材料（或产品）使用或未排入大气中

的二氧化碳。 

3.8 活动水平数据 activity data 

主要包括能源活动中能源的消耗量和工业生产过程中原材料消耗量、产品

或半成品产出量等。 

3.9 排放连续监测 continuous emission monitoring 

指一系列以获取某一时间段内的量值为目标的实时性测量操作。 

4  原则 

温室气体排放的核算和报告应遵循以下原则： 

完整性  排放主体的核算和报告应涵盖与该主体相关的直接和间接排放。 

一致性  同一报告期内，核算方法应与监测计划保持一致。若发生更改，则

应与本指南的相关规定保持一致。 

透明性  排放主体应采用主管部门及第三方核查机构可以验证的方式对核算

和报告过程中所使用的数据进行记录、整理和分析。 

真实性  排放主体所提供的数据应真实、完整；报告内容应能够真实反映实

际排放情况。 

经济性  选择核算方法时应保持精确度的提高与其额外费用的增加相平衡。

在技术可行且成本合理的情况下，应提高排放量核算和报告的准确度达到最

高。 

5  边界确定 

排放主体原则上为独立法人，其边界与本市能源统计报表制度中规定的统

计边界基本一致。排放主体的温室气体排放核算边界包括与其生产经营活动相

关的直接排放和间接排放。其中，直接排放包括燃烧（生物质燃料燃烧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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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工业生产过程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间接排放包括因使用外购的电力和热力

等所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 

企业的具体核算边界按照其所在行业的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方法确

定。 

6  核算方法 

温室气体排放的核算可采用基于计算的方法或基于测量的方法。基于计算

的方法是指通过活动水平数据和相关参数之间的计算得到温室气体排放量的方

法；基于测量的方法是指通过相关仪器设备对温室气体的浓度或体积等进行连

续测量得到温室气体排放量的方法。 

同一排放主体可以选用基于计算或基于测量的方法，如采用基于测量的方

法，应通过基于计算的方法对其结果进行验证。 

6.1  基于计算的方法 

基于计算的方法主要包括排放因子法和物料平衡法。 

6.1.1 排放因子法   

排放因子法一般是指通过活动水平数据和相关参数之间的计算来获得排放

主体温室气体排放量的方法。 

6.1.1.1 量化公式 

排放主体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按（1）式计算： 

间接排放量直接排放量温室气体排放总量                          （1） 

其中直接排放包括燃烧排放和过程排放，间接排放主要包括电力和热力排

放。对于具体排放示例，排放主体可参考下表示例。 

排放类型 排放示例 

燃烧排放 
如：煤、石油、天然气、汽油、煤油及柴油

等燃烧排放 
直接排放 

过程排放 
如：水泥、石灰、钢铁和化工产品等生产过

程排放 

间接排放 电力和热力产生的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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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燃烧排放、过程排放及电力和热力排放计算如下： 

1）燃烧排放  

燃烧排放主要基于分燃料品种的消耗量、低位热值、单位热值含碳量和氧

化率计算得到，具体计算公式按（2）式： 

 








12

44
氧化率单位热值含碳量低位热值消耗量排放量 iiii

  （2） 

式中： 

i——不同燃料类型；  

消耗量——吨（t）或立方米（m3）； 

低位热值——十亿千焦/吨（TJ/t）或十亿千焦/立方米（TJ/ m3）； 

单位热值含碳量——吨碳/十亿千焦（t-C/TJ）； 

氧化率——以分数形式表示，%。 

在燃烧排放中，消耗量指各种燃料的实物消耗量，如煤、天然气、汽油和

其他燃料等；低位热值是指单位燃料消耗量的低位发热量；单位热值含碳量是

单位热值燃料所含碳元素的质量；氧化率是燃料中的碳在燃烧中被氧化的比

例。低位热值和单位热值含碳量的缺省值见附录 A 表 A-1；氧化率的缺省值为

100%。上述参数在具体行业中的取值和检测方法见行业方法中的相关规定。 

2）过程排放 

过程排放是指排放主体在生产产品或半成品过程中，由化学反应或物理变

化而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过程排放中，活动水平数据主要指原材料使用量，

或产品、半成品的产量。具体过程排放计算按（3）式： 

   jj 过程排放因子活动水平数据过程排放量          （3） 

式中： 

j——不同种类的原材料、产品或半成品； 

活动水平数据——吨（t）或立方米（m3）； 

过程排放因子——吨二氧化碳 /吨（ tCO2/t）或吨二氧化碳 /立方米

（tCO2/m3）； 

考虑到只有部分行业存在过程排放，因此本指南暂不提供过程排放因子，

具体见行业方法。 

3）电力和热力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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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和热力排放是指排放主体因使用外购的电力和热力等所导致的温室气

体排放，该部分排放源于上述电力和热力的生产。电力和热力排放中，活动水

平数据指电力和热力等的消耗量。具体电力和热力排放量计算按（4）式： 

   kk 排放因子活动水平数据排放量                     （4） 

式中： 

k——电力和热力等； 

活动水平数据——万千瓦时(104kWh)或百万千焦 (GJ)； 

排放因子——吨二氧化碳/万千瓦时(tCO2/104kWh) 或吨二氧化碳/百万千焦

(tCO2/GJ)。 

电力和热力排放因子的缺省值见附录 A 表 A-2。 

6.1.1.2 数据获取 

1) 活动水平数据获取 

活动水平数据包含能源消耗量、原材料消耗量、产品或半成品产出量等。

对于活动水平数据的获取，排放主体可通过以下方法： 

a）外购的燃气、电力和热力等消耗量数据可通过相关结算凭证获取； 

b）燃料（如煤、柴油和汽油等）和原材料的消耗量数据，可通过报告期内

存储量的变化获取，具体计算按（5）式： 

  －其他用量量期初存储量－期末存储购买量消耗量             （5） 

c）产品产出量数据可通过存储量的变化获取，具体计算按（6）式： 

  其他用量量期末存储量－期初存储销售量产出量         （6） 

d）半成品产出量数据可通过存储量的变化获取，具体计算按（7）式： 

  其他用量量期末存储量－期初存储销售量－购买量产出量  （7） 

2）相关参数获取 

相关参数包括低位热值、单位热值含碳量、氧化率、过程排放因子和电力/

热力排放因子等，获取方式主要有以下两种： 

a）检测值：检测值的来源包括排放主体自主检测、委托机构检测及其他相

关方提供的数值。自主检测及委托机构检测应遵循标准方法（如国家标准、行

业标准和地方标准等）中对各项内容（如试验室条件、试剂、材料、仪器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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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测定步骤和结果计算等）的规定，并保留检测数据；使用其他相关方提供

的数值时，应保留相应凭证。 

b）缺省值：本指南和行业方法中所提供的数值。 

本指南鼓励排放主体对相关参数进行检测，检测方法和结果经主管部门认

可后，可直接作为相关参数的数据值。在缺乏检测值的情况下，排放主体采用

本指南或行业方法中的缺省值。 

6.1.2 物料平衡法 

在温室气体排放计算中，物料平衡法是根据质量守恒定律，对排放主体的

投入量和产出量中的含碳量进行平衡计算的方法，计算按（8）式： 

    
12

44
输出物含碳量输出物量投入物含碳量投入物量排放量   iiii

   （8） 

式中： 

排放量——吨（t）；  

投入物量——吨（t）； 

投入物含碳量——吨碳/吨（t-C/t）；  

输出物量——吨（t）； 

输出物含碳量——吨碳/吨（t-C/t）； 

i, j——不同投入和输出的物质。 

6.2  基于测量的方法 

基于测量的方法，指通过连续测量排放主体直接排放的气体中温室气体的

浓度或体积等得到温室气体排放量。排放主体可以通过排放连续监测系统

（Continuous Emissions Monitoring Systems, 简称“CEMS”）对温室气体排放进

行实时测量。排放连续监测系统的技术性能、安装位置和运行管理等应符合相

关规定，以减少测量偏差，降低不确定性。 

通过基于测量的方法得到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排放主体应通过基于计算的

方法进行验证。 

6.3  不确定性 

在获取活动水平数据和相关参数时可能存在不确定性。排放主体应对活动

水平数据和相关参数的不确定性以及降低不确定性的相关措施进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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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确定性产生的原因一般包括以下几方面： 

1）缺乏完整性：由于排放机理未被识别，无法获得监测结果及其他相关数

据； 

2）数据缺失：在现有条件下无法获得或者难以获得相关数据，因而使用替

代数据或其他估算、经验数据； 

3）数据缺乏代表性：例如已有的排放数据是在发电机组满负荷运行时获得

的，而缺少机组启动和负荷变化时的数据； 

4）测量误差：如测量仪器、仪器校准或测量标准不精确等。 

排放主体应对核算中使用的每项数据是否存在因上述原因导致的不确定性

进行识别和说明，同时说明降低不确定性的措施。 

具体不确定性量化方法参考附录 D。 

7  监测 

监测是指排放主体为获取与自身温室气体排放相关的数据所开展的一系列

活动，包括监测计划的制定和监测的实施等。 

7.1  监测计划 

排放主体在报告期开始前应制定并向主管部门提交监测计划。 

监测计划应包含以下内容： 

1）排放主体的基本信息，包括排放主体名称、报告年度、行业代码、组织

机构代码、法定代表人、经营地址、通讯地址和联系人等； 

2）排放主体的边界； 

3）核算方法的选择和相关说明： 

选择基于计算的方法时，若采用排放因子法，应对活动水平数据的获取和

相关参数的选择及获取方式进行说明，采用检测值的参数，应提供检测说明；

若采用物料平衡法，应对方法内容作相关说明； 

选择基于测量的方法时，应对测量实施操作进行说明，包括仪器选取、技

术性能、安装位置和运行管理等。 

4）可能存在的不确定性及拟采取的措施。 

监测计划在同一报告期内原则上不得更改，若发生更改，应上报主管部

门。排放主体应对监测计划的更改进行完整的记录。 

7.2  监测实施要求 

排放主体应根据核算方法的不同，对活动水平数据、相关参数和测量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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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进行监测。 

若采用基于计算的方法，排放主体应对活动水平数据和相关参数进行监

测。活动水平数据的监测主要指对能源消耗量、原材料消耗量、产品或半成品

产出量的监测，如烟煤、汽油、电力和热力的消耗量等，具体可采用结算凭证

或存储量记录等方式；相关参数的监测主要指对低位热值、单位热值含碳量、

氧化率和过程排放因子等的监测。若排放主体选择检测的方式对相关参数进行

监测，则应遵循标准方法。 

若采用基于测量的方法，排放主体应对温室气体排放的浓度或体积进行监

测，可采用实时监测或其他方式。 

8  报告 

年度排放报告由排放主体编制，经第三方核查机构核查，由排放主体提交

主管部门。 

8.1  报告编制 

年度排放报告应包括下列信息：  

1）排放主体的基本信息，如排放主体名称、报告年度、组织机构代码、法

定代表人、注册地址、经营地址、通讯地址和联系人等；  

2）排放主体的排放边界； 

3）排放主体与温室气体排放相关的工艺流程(如有)； 

4）监测情况说明，包括监测计划的制定与更改情况、实际监测与监测计划

的一致性、温室气体排放类型和核算方法选择等； 

5）温室气体排放核算： 

a）采用基于计算的方法时，应报告以下内容： 

若选用排放因子法，应报告燃烧排放中分燃料品种的消耗量，对应的相关

参数的量值及  来源；过程排放中分原材料（成品或半成品）类型的消耗量（产

出量）和排放因子的量值及来源；电力和热力排放中外购的电力和热力的消耗

量。 

若选用物料平衡法，应报告输入实物量，输出实物量，燃料或物料含碳量

等的量值及来源相关信息。 

b）采用基于测量的方法时，应报告：排放源的测量值、连续测量时间及相

关操作说明等内容。 

6）不确定性产生的原因及降低不确定性的方法说明； 

7）其他应说明的情况（如 CO2清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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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真实性声明。 

具体年度排放报告格式见附录 C。 

8.2  数据质量控制  

为使年度排放报告准确可信，排放主体可通过以下措施对数据的获取与处

理进行质量控制。 

1）排放主体应对数据进行复查和验证。 

数据复查可采用纵向方法和横向方法。纵向方法即对不同年度的数据进行

比较，包括年度排放数据的比较，生产活动变化的比较和工艺过程变化的比较

等。横向方法即对不同来源的数据进行比较，包括采购数据、库存数据（基于

报告期内的库存信息）、消耗数据间的比较，不同来源（如排放主体检测、行

业方法和文献等）的相关参数间比较和不同核算方法间结果的比较等。 

2）排放主体应定期对测量仪器进行校准、调整。 

当仪器不满足监测要求时，排放主体应当及时采取必要的调整，对该测量

仪器进行设计、测试、控制、维护和记录，以确保数据处理过程准确可靠。 

8.3  信息管理 

排放主体应记录并保存下列资料，保存时间不少于 5 年： 

1）核算方法相关信息： 

选择基于计算的方法时，应保存以下内容： 

a）获取活动水平数据和参数的相关资料（如活动水平数据的原始凭证、检

测数据等相关凭证）； 

b）不确定性及如何降低不确定性的相关说明。 

选择基于测量的方法时，应保存以下内容： 

a）有关职能部门出具的测量仪器证明文件； 

b）连续测量的所有原始数据（包括历次的更改、测试、校准、使用和维护

的记录数据）； 

c）不确定性及如何降低不确定性的相关说明； 

d）验证计算，应保留所有基于计算的保存内容。 

2）与温室气体排放监测相关的管理材料； 

3）数据质量控制相关记录文件； 

4）年度排放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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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表 A-1  化石燃料相关参数缺省值 

燃料品种 单位热值含碳量 低位热值 

无烟煤 27.4 t-C/TJ ① 23.21×103KJ/Kg（23.21×10-3TJ/t ）② 

烟煤 26.1 t-C/TJ ① 22.35×103KJ/Kg（22.35×10-3TJ/t）② 

褐煤 28.0 t-C/TJ ① 14.08×103KJ/Kg（14.08×10-3TJ/t）② 

其他煤制品 33.6 t-C/TJ① 17.46×103KJ/Kg（17.46×10-3TJ/t）② 

焦炭 29.5 t-C/TJ ① 28.435×103KJ/Kg（28.435×10-3TJ/t）② 

原油 20.1 t-C/TJ① 42.62×103KJ/Kg（42.62×10-3TJ/t）② 

汽油 18.9 t-C/TJ ① 44.8×103KJ/Kg（44.8×10-3TJ/t）② 

柴油 20.2 t-C/TJ ① 43.33×103KJ/Kg（43.33×10-3TJ/t）② 

燃料油 21.1 t-C/TJ ① 40.19×103KJ/Kg（40.19×10-3TJ/t）② 

一般煤油 19.6 t-C/TJ ① 44.75×103KJ/Kg（44.75×10-3TJ/t）② 

喷气煤油 19.5 t-C/TJ ① 44.59×103KJ/Kg（44.59×10-3TJ/t）② 

其他石油制品 20.0 t-C/TJ ① 40.2×103KJ/Kg（40.2×10-3TJ/t）③ 

天然气 15.3 t-C/TJ① 38.93×103KJ/m3（38.93×10-6TJ/ m3）② 

液化石油气 17.2 t-C/TJ ① 47.31×103KJ/Kg（47.31×10-3TJ/t）② 

焦炉煤气 13.6 t-C/TJ ① 17.406×103KJ/m3（17.406×10-6TJ/ m3）② 

其他煤气 12.2 t-C/TJ② 15.7584×103KJ/m3（15. 7584×10-6TJ/ m3）② 

炼厂干气 18.2 t-C/TJ① 46.05×103KJ/Kg（46.05×10-3TJ/t ）② 

液化天然气 17.2 t-C/TJ① 41.868×103KJ/Kg（41.868×10-3TJ/t）② 

石脑油 20.0 t-C/TJ ① 45.01×103KJ/Kg（45.01×10-3TJ/t）② 

石油焦 27.5 t-C/TJ ① 32.5×103KJ/Kg（32.5×10-3TJ/t ）③ 
数据来源：①《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试行）表 1.7，②《中国温室气体清单研究》（2007），

③《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2006）。上述参数优先适用各具体行业方法中提供的缺省值，若各

行业方法中没有提供的，按照上述缺省值进行核算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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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2 电力和热力的排放因子缺省值 

名称 缺省值 

电力排放因子 7.88 t CO2/104kWh 

热力排放因子 0.11 t CO2/GJ 

注：电力和热力排放因子根据上海市 2010 年能源平衡表和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数据计算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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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监测计划 
 

 

 

 

 

排放主体（盖章）： 

监测年度： 

        编制日期：     年     月     日 

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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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 排放主体基本信息 

排放单位名称  

单位性质  监测年度  

组织机构代码  法定代表人及职务  

所属行业  行业代码  

注册地址        区（县） 

经营地址        区（县） 邮编  

通讯地址        区（县） 邮编  

单位分管领导  电话  传真  

单位管理部门  传真  

姓名  职务  电话  
部门负责人 

传真  手机  电子邮箱  

姓名  
职务 

(职称) 
 电话  

联系人 

传真  手机  电子邮箱  
 

表 B-2 基本排放情况说明 

排放边界说明 

（依据本指南的第 5章“边界确定”给出详细的报告边界范围） 

 

 

 

 

 

 

排放类型与核算方法 

□燃烧排放 
□基于计算的方法 

□基于测量的方法 
□直接排放 

□过程排放 
□基于计算的方法 

□基于测量的方法 

□间接排放 基于计算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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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3 活动水平数据及数据收集方式说明 

能源消耗及数据收集方式 

能源名称 收集方式 

 □计量   □存储量变化     □估算    □其他 

 □计量   □存储量变化     □估算    □其他 

 □计量   □存储量变化     □估算    □其他 

 □计量   □存储量变化     □估算    □其他 

 □计量   □存储量变化     □估算    □其他 

 □计量   □存储量变化     □估算    □其他 

  

原材料消耗及数据收集方式 

原材料名称 收集方式 

 □计量   □存储量变化     □估算    □其他 

 □计量   □存储量变化     □估算    □其他 

 □计量   □存储量变化     □估算    □其他 

 □计量   □存储量变化     □估算    □其他 

 □计量   □存储量变化     □估算    □其他 

 □计量   □存储量变化     □估算    □其他 

  

成品与半成品产量及数据收集方式 

成品与半成品名称 收集方式 

 □计量   □存储量变化     □估算    □其他 

 □计量   □存储量变化     □估算    □其他 

 □计量   □存储量变化     □估算    □其他 

 □计量   □存储量变化     □估算    □其他 

 □计量   □存储量变化     □估算    □其他 

 □计量   □存储量变化     □估算    □其他 

 □计量   □存储量变化     □估算    □其他 

 □计量   □存储量变化     □估算    □其他 

 □计量   □存储量变化     □估算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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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4 燃烧排放参数获取 

低位热值 单位热值含碳量 氧化率 
燃料名称 

来源 备注 来源 备注 来源 备注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表 B-5 过程排放参数获取 

排放因子 
原材料、产品或半成品类型 

来源 备注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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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6 基于测量方法的说明 

测量仪器说明 

（仪器名称、型号、性能和安装位置等） 

 

 

 

 

 

测量仪器运行管理说明 

 

 

 

 

 

 

表 B-7 不确定性说明 

可能存在的不确定性及降低不确定性拟采取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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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企业年度温室气体排放状况报告 

 

 

 

 

排放主体（盖章）： 

报告年度： 

编制日期：            年           月          日 

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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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排放主体基本信息 

表 C-1 排放主体基本信息 

排放单位名称  

单位性质  监测年度  

组织机构代码  法定代表人及职务  

所属行业  行业代码  

注册地址 区（县） 

经营地址 区（县） 邮编  

通讯地址 区（县） 邮编  

单位分管领导  电话  传真  

单位管理部门  传真  

姓名  职务  电话  
部门负责人 

传真  手机  电子邮箱  

姓名  
职务 

(职称) 
 电话  

联系人 

传真  手机  电子邮箱  

表 C-2 排放主体主要生产情况 

总产值（万元）（按现价计算）  

主要产品名称 年产能（单位） 年产量（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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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3 基本排放情况说明 

排放边界说明 

（依据本指南的第 5 章“边界确定”给出详细的报告边界范围） 

 

 

 

 

 

 

 

温室气体排放相关工艺流程介绍（可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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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监测实施情况说明 

表 C-4 监测实施情况说明 

是否与监测计划一致     □是          □否 

监测计划是否更改     □ 是         □否 

监测计划更改说明与相关附件 

 

 

 

 

 

 

 

 

 

 

 

 

 

 

 

 

 

 

 

排放类型与核算方法 

□燃烧排放 
□基于计算的方法 

□基于测量的方法 

□直接排放 

□过程排放 
□基于计算的方法 

□基于测量的方法 

□间接排放 基于计算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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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温室气体排放核算—直接排放 

表 C-5 基于计算的方法-燃烧排放 

燃料 

消耗 
低位热值 单位热值含碳量 氧化率 燃料 

类型 
量值 量值 来源 备注 量值 来源 备注 量值 来源 备注 

燃烧排放量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总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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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6 基于计算的方法-过程排放 

消耗量/产出量 排放因子 

原材料、产品或半成品类型 

量值 量值 来源 备注 

过程排放量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总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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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7 基于测量的方法-直接排放 

测量仪器 
排放源 测量值 连续测量时间 

名称及编号 型号 
温室气体排放量 

      

      

      

      

      

      

      

      

      

      

总计  



- 105 - 

（四）温室气体排放核算—间接排放 

表 C-8 间接排放-基于计算的方法 

能源消耗 排放因子 
能源品种 

量值 量值 备注 
间接排放量 

电力     

热力     

     

     

     

     

     

     

总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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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温室气体排放总量 

表 C-9 温室气体排放汇总  （单位：tCO2） 

排放类型 排放量 

燃烧排放  
直接排放 

过程排放  

间接排放  

总排放量  

上一年度总排放  

（六）不确定性说明 

表 C-10 不确定性说明 

 列举可能引起不确定性的因素及为降低不确定性所采取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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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附件 

表 C-11 其他情况 

其他应说明的情况 

（如 CO2清除等） 

 

 

 

 

（八）真实性声明 

声明陈述 

本年度排放报告完整、真实、合法。如有不实之处，本单位愿负相应法律责任，并承担由

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特此声明。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企业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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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不确定性量化方法 

对于核算某排放主体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其总的不确定性主要通过单个参数的不

确定性累加得到。通过单个参数的不确定性得到总的不确定性主要有两种方法：一是

使用误差传播定律，二是使用蒙特卡罗或类似的技术，蒙特卡罗主要适用于模型方

法，在此重点介绍误差传播定律法。对于排放主体温室气体排放主要应用两个误差传

播公式，一是加减运算的误差传播公式，二是乘除运算的误差传播公式。当某一估计

值为 n个估计值之和或差时，该估计值的不确定性采用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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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式中： 

Uc是总的不确定性（%）； 

Us1…Usn是 n个相加减的估计值的不确定性（%）； 

μs1…μsn是 n个相加减的估计值。 

如某企业有两种燃料的二氧化碳排放，排放量分别为 30±2%吨和 40±10%吨，根据

（1）误差传播公式可计算该企业二氧化碳总排放的不确定性为： 

%78.5
70

04.4

4030

)1.040()02.030( 22





cU

   

 

当某一估计值为 n个估计值之积时，该估计值的不确定性采用下式计算： 

2 2 2 2
1 2

1

N

c s s sn sn
n

U U U U U


                                    （2） 

式中： 

Uc是总的不确定性(%); 

Us1…Usn是 n个相乘的估计值的不确定性（%）。 

如某企业一年内褐煤消费量 9000±5%吨，褐煤燃烧二氧化碳排放因子为 2.1±10%

吨二氧化碳/吨褐煤，根据（2）式，则该企业年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不确定性为： 

%2.11%)10(%)5( 22 c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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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上海市电力、热力生产业
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方法（试行）》的通知 

沪发改环资〔2012〕181 号 

各有关单位： 

根据市政府《关于本市开展碳排放交易试点工作的实施意见》有关要求，学习借

鉴国际上的科学方法，结合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清单编制中形成的做法和本市电力、热

力生产业实际情况，我委组织制定了《上海市电力、热力生产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

报告方法（试行）》（SH/MRV-002-2012，具体内容附后），现予以印发。 

《上海市电力、热力生产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方法（试行）》（SH/MRV-

002-2012），旨在指导和规范本市相关行业企业、有关部门和专业机构统一、科学地

开展相关碳排放监测、报告、核查和管理工作。我委将根据此方法的实际应用效果，

结合本市碳排放交易试点工作的进展情况，适时进一步修订完善。 

特此通知。 

附：《上海市电力、热力生产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方法（试行）》

（SH/MRV-002-2012） 

 

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二○一二年十二月十三日 



- 110 - 

SH/MRV 
 

上海市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技术文件 

SH/MRV-002-2012 

 

 

上海市电力、热力生产业温室气体 

排放核算与报告指南 
（试 行）  

 

 

 

 

 

 

 

2012 年 12 月 13 日发布                                                    2013 年 1 月 1 日实施 

 

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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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2012 年 7月，上海市人民政府印发了《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本市开展碳排放

交易试点工作的实施意见》（沪府发[2012]64 号），要求制定出台上海市温室气

体排放核算指南和分行业的核算方法等。 

本方法以《上海市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指南（试行）》为依据，旨在指

导和规范本市电力、热力生产行业排放主体的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制定过

程中，按照国家在编制温室气体清单过程中的做法，充分参考了国内外相关技术

标准、指南和文献资料，广泛听取了相关部门、行业协会、专家和本行业企业意

见和建议，在此基础上，制定形成本方法。 

本方法是首次发布，在实际操作中可能还存在不足，希望能够及时得到相关

反馈意见。今后将根据实际需要，进一步修订和完善。 

本方法由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提出并负责解释和修订。 

本方法起草单位：上海市信息中心。 

本方法参与单位：上海市统计局、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上海市电力

公司、上海市电力行业协会、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华能集团华东分公司、申

能（集团）有限公司、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上海市节能减排中心、中国质量认

证中心上海分中心。 

本方法主要起草人：刘佳、蒋文闻、臧玲、凌云、朱君奕。 

本方法主要参与人：徐浩强、鞠学泉、张东海、罗鸿斌、余星、彭鹓、顾庆

平、齐康、王延松。 

本方法咨询专家：施明融、王智强、虞凭、陈红良、刘卫星、张麒、邱宇

晨、程鑑明、张宏滨、马琼云、李继钢、苏翊、沈保中、周晔芳、王宗挺、白

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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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本方法适用于本市电力、热力生产行业的排放主体的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

告。 

本方法所指温室气体排放仅指二氧化碳排放。 

2 引用文件与参考文献 

《上海市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指南（试行）》（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2012） 

《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应对气候变化司，

2011） 

《中国温室气体清单研究》（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小组办公室、国家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2007） 

《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2006） 

3 边界确定 

排放主体原则上为独立的电力、热力生产单位，与本市能源统计报表制度中

规定的统计边界基本一致。 

排放主体的温室气体排放核算范围包括其与生产经营活动相关的直接排放和

间接排放。其中，直接排放是指发电机组、热电联产机组和供热机组等生产系统

燃烧消耗煤炭、柴油、燃料油、天然气等化石燃料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间接排

放是指排放主体因使用外购的电力和热力等所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电力和热电

联供的生产单位核算范围仅包括直接排放，其他供热等生产单位核算范围包括直

接排放和间接排放。 

4 核算方法 

排放主体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按（1）式计算，具体排放示例见表 4-1： 

间接排放量直接排放量=排放总量        (1) 

直接排放的核算可采用基于计算的方法或基于测量的方法，间接排放的核算

采用基于计算的方法。基于计算的方法是指通过活动水平数据和相关参数之间的



- 113 - 

计算得到温室气体排放量的方法；基于测量的方法是指通过相关仪器设备对温室

气体的浓度或体积等进行连续测量得到温室气体排放量的方法。 

表 4-1 排放主体排放示例 

排放类型 排放示例 

直接排放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如：煤、石油、天然气、汽油、煤油及

柴油等燃烧排放 

间接排放 使用外购的电力、热力导致的排放 

同一排放主体可以选用基于计算或基于测量的方法，如采用基于测量的方

法，应通过基于计算的方法对其结果进行验证。 

4.1 基于计算的方法 

4.1.1 直接排放 

直接排放是指排放主体使用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排放，主要基于分燃料品种

与设备类型的消耗总热量、单位热值含碳量和氧化率计算得到。按（2）式计

算： 

 
if,

if,if, )
12

44
氧化率单位热值含碳量(燃料消耗总热量排放量＝   （2） 

式中: 

f,i 分别表示设备类型和燃料品种； 

燃料消耗总热量 f,i表示设备类型 f 消耗的燃料 i 的总热量，单位为十亿千焦

（TJ）； 

单位热值含碳量表示单位低位发热量燃料所含碳元素的质量，单位为吨碳/十

亿千焦（t-C/TJ）； 

氧化率表示燃料中的碳在燃烧中被氧化的比率，以%表示。 

消耗的燃料总热量按（3）式计算： 

 

（3） 

 

式中: 

p 表示燃料品种的消耗批次； 

 
p

pp 燃料低位热值燃料消耗实物量燃料消耗总热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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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料低位热值 p表示第 p 批次单位燃料消耗量的低位发热量，单位为十亿千

焦/吨或十亿千焦/立方米（TJ/t 或 TJ/m3）。 

4.1.2 间接排放 

间接排放指排放主体因使用外购的电力、热力所导致的排放，该部分排放源

于前述电力和热力的生产。计算公式按（4）式： 

）排放因子（活动水平数据排放量＝  kk
                           （4） 

式中： 

k 表示电力或热力； 

活动水平数据表示外购电力/热力消耗量，单位为万千瓦时（104kWh） 

或百万千焦（GJ）； 

排放因子表示消耗单位电力或热力产生的间接排放量，单位为吨 CO2/万千瓦

时（tCO2/104kWh）或吨 CO2/百万千焦（tCO2/ GJ）。 

电力和热力排放因子的缺省值见附录 A。 

4.1.3 数据获取 

4.1.3.1 活动水平数据获取 

1）化石燃料消耗量数据可通过两种方法获得。 

方法一：根据年度购买量或销售量以及库存的变化来确定实际消耗的数据。

购买量或销售量采用采购单或销售单等结算凭证上的数据，库存变化数据采用计

量工具读数或其他符合要求的方法来确定。计算公式如下： 

其他用量-期末存储量）-（期初存储量购买量=消耗量              （5） 

方法二：使用高精确度的标度尺或流量计等各种测量工具对实际消耗进行计

量。相关计量器具应符合《GB 17167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等

国家、行业或地方标准。 

2）外购的电力、热力活动水平数据根据供应商出具的结算凭证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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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2 相关参数获取 

1）化石燃料低位热值采用附录 A所列缺省值。具备条件的也可自行或委托

有资质的专业机构进行检测，检测应遵循《GB/T213 煤的发热量测定方法》、

《GB/T384 石油产品热值测定法》、《GB/T 22723 天然气能量的测定》等国家、

行业或地方标准中对各项内容（如试验室条件、试剂、材料、仪器设备、测定步

骤和结果计算等）的规定，并保留检测数据；使用其他相关方结算凭证中提供的

检测值时，应保留相应凭证。电力、热电联供生产单位低位热值以入炉燃料收到

基为检测基础，每批次入炉燃料至少进行 1 次检测，取全年加权平均值作为该燃

料品种的低位热值。入炉燃料实物量和热量的获取方法需遵循《DL/T 904 火力发

电厂技术经济指标计算方法》的要求。其他供热等生产单位低位热值以入厂燃料

收到基为检测基础，每批次入厂燃料至少进行 1 次检测，取全年加权平均值作为

该燃料品种的低位热值。 

2）化石燃料单位热值含碳量采用附录 A所列缺省值。具备条件的也可自行

或委托有资质的专业机构通过对同一样本的低位热值和含碳量进行检测、计算获

得。检测应遵循《GB/T476 煤的元素分析方法》、《SH/T0656 石油产品及润滑剂

中碳、氢、氮测定法》、《GB/T13610 天然气的组成分析》等国家、行业或地方

标准中对各项内容（如试验室条件、试剂、材料、仪器设备、测定步骤和结果计

算等）的规定及（1）中低位热值检测的相关规定，并保留检测数据；使用其他

相关方结算凭证中提供的检测值时，应保留相应凭证。单位热值含碳量以燃料收

到基为检测基础，同一燃料品种每年检测不少于 6 次，且连续两次检测的时间间

隔不小于 1 个月，取算术平均值作为该燃料品种的单位热值含碳量。 

3）燃烧设备的氧化率采用附录 A所列缺省值。对于燃煤设备，具备条件的

排放主体也可自行或委托有资质的专业机构对氧化率的相关参数进行检测后，计

算获得。氧化率可根据设备类型不同，分别参考（6）式和（7）式进行计算： 

○1 燃煤电站锅炉氧化率通过报告年度内生产系统碳元素物料平衡的原理进行

估算，估算公式如下： 

100%）





煤炭单位热值含碳量煤耗总热量

除尘系统效率

飞灰含碳量飞灰产量
炉渣含碳量炉渣产量

氧化率＝（1－ （6） 

炉渣、飞灰的产量原则上可通过称量的方式获取，特殊原因不能获取称量值

的，可按照《DL/T 5142 火力发电厂除灰设计规程》中的估算方法进行估算，采

用估算值时，除尘系统效率取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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炉渣、飞灰含碳量采用可燃物含量值，检测方法需遵循《D/LT 567 飞灰和炉

渣可燃物测定方法》的要求。每个报告年度至少获取 6 对“炉渣可燃物含量和飞灰

可燃物含量”参数，任意两次检测之间的间隔时间不小于 2 周。 

除尘效率的检测需遵循《GB/T11653 除尘机组技术性能及测试方法》的规

定。排放主体可在报告期内实施试验获取除尘效率数据，也可采用与报告期最近

的一次试验测定数据。 

○2 燃煤工业锅炉（供热锅炉）氧化率根据供热工业锅炉的《工业锅炉热工性

能试验报告》中的计算固体未完全燃烧热损失（q4）相关指标值进行估算，估算

公式如下： 

100%）
煤炭含碳量用煤量

)灰渣可燃物含量(灰渣产量漏煤可燃物含量漏煤量

氧化率＝（1－ 


 
i

ii

（7） 

式中，i 表示灰渣的种类，包括炉渣、飞灰、沉降灰、烟道灰等。 

燃煤工业锅炉氧化率相关参数检测应遵循《GB/T10180 工业锅炉热工性能试

验规程》等国家、行业或地方标准中对各项内容（如试验室条件、试剂、材料、

仪器设备、测定步骤和结果计算等）的规定，并保留检测数据。设备氧化率的相

关参数每年应至少检测 1 次，如检测后当年进行技术改造的，则应在改造后再次

实施检测。 

燃料消耗量无法分到具体燃烧设备类型的，其氧化率按 100%计。 

4.2 基于测量的方法 

基于测量的方法，指通过连续测量排放主体直接排放的气体中温室气体的浓

度或体积等得到温室气体排放量。排放主体可以通过排放连续监测系统

（Continuous Emissions Monitoring Systems, 简称“CEMS”）对温室气体排

放进行实时测量。排放连续监测系统的技术性能、安装位置和运行管理等应符合

相关规定，以减少测量偏差，降低不确定性。 

通过基于测量的方法得到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排放主体应通过基于计算的方

法进行验证。 

4.3 不确定性 

在获取活动水平数据和相关参数时可能存在不确定性。排放主体应对活动水

平数据和相关参数的不确定性以及降低不确定性的相关措施进行说明。 

不确定性产生的原因一般包括以下几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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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缺乏完整性：由于排放机理未被识别，无法获得监测结果及其他相关数

据； 

2）数据缺失：在现有条件下无法获得或者非常难以获得相关数据，因而使

用替代数据或其他估算、经验数据； 

3）数据缺乏代表性：例如某些设备的检测值是在满负荷运行时获得的，而

缺少负荷变化时的数据； 

4）测量误差：如测量仪器、仪器校准或测量标准不精确等； 

排放主体应对核算中使用的每个参数是否存在因上述原因导致的不确定性进

行识别和说明，同时说明降低不确定性的措施。 

具体不确定性量化方法参考本方法附录 D。 

5 监测 

监测是指排放主体为获取与自身温室气体排放相关的数据所开展的一系列活

动，包括监测计划的制定和监测的实施等。 

5.1 监测计划 

排放主体在报告期开始前应制定并向主管部门提交监测计划。 

监测计划应包含以下内容： 

1）排放主体的基本信息，包括排放主体名称、报告年度、行业代码、组织

机构代码、法定代表人、经营地址、通讯地址和联系人等； 

2）排放主体的排放边界； 

3）核算方法相关说明：选择基于计算的方法时，应对活动水平数据（如能

源消耗量等）的获取和相关参数（如低位热值、单位热值含碳量、氧化率等）的

选择及获取方式进行说明，若相关参数的获取采用检测的方法，应提供参数的检

测说明；选择基于测量的方法时，应对测量实施操作进行说明，包括仪器选取、

技术性能、安装位置和运行管理等； 

4）可能存在的不确定性及拟采取的措施。 

监测计划在同一报告期内原则上不得更改，若发生更改，应上报主管部门。

排放主体应对监测计划的更改进行完整的记录。 

具体监测计划模板见附录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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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监测实施要求 

排放主体应根据核算方法的不同，对活动水平数据、相关参数和测量参数等

进行监测。 

若采用基于计算的方法，排放主体应对活动水平数据和相关参数进行监测。

活动水平数据的监测主要指对能源消耗量、产品产出量的监测，如烟煤、天然气

的消耗量、电力和热力的产出量等，具体可采用结算凭证及库存量记录或直接计

量等方式；相关参数的监测主要指对低位热值、单位热值含碳量、氧化率及燃料

工业分析相关指标等的监测。若排放主体选择检测的方式获取相关参数，则应遵

循上述标准方法。 

若采用基于测量的方法，排放主体应对温室气体排放的浓度或体积进行监

测，可采用实时监测或其他方式。 

6 报告 

年度排放报告由排放主体编制，经第三方核查机构出具核查报告后，提交主

管部门。 

6.1 报告编制 

年度排放报告应包括下列信息： 

1）排放主体的基本信息，如排放主体名称、报告年度、组织机构代码、法

定代表人、注册地址、经营地址、通讯地址和联系人等； 

2）排放主体的排放边界； 

3）排放主体与温室气体排放相关的工艺流程（如有）； 

4）监测情况说明，包括监测计划的制定与更改情况、实际监测与监测计划

的一致性、温室气体排放类型等； 

5）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信息： 

a）采用基于计算的方法时，应报告以下内容：化石燃料燃烧排放应报告分

燃料品种的消耗量；对应的相关参数的量值及来源；电力和热力排放应报告外购

的电力和热力的消耗量； 

b）采用基于测量的方法时，应报告以下内容：排放源的测量值、连续测量

时间及相关操作说明。 

6）不确定性产生的原因及降低不确定性的方法说明； 

7）其他应说明的情况，如 CO2清除、生物质燃料燃烧排放、废弃物处置排

放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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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真实性声明。 

具体年度排放报告模板见附录 C。 

6.2 数据质量控制 

为使年度排放报告准确可信，排放主体可通过以下措施对数据的获取与处理

进行质量控制。 

1）排放主体应对数据进行复查和验证。 

数据复查可采用纵向方法和横向方法：纵向方法即对不同年份的数据进行比

较，包括年度排放数据的比较，生产活动变化的比较等。横向方法即对不同来源

的数据进行比较，包括采购数据、库存数据（基于报告期内的库存信息）、消耗

数据间的比较，不同来源（如排放主体检测、缺省值等）的相关参数间比较等。 

2）排放主体应定期对计量器具进行校准、调整。 

当器具不满足监测要求时，排放主体应当及时进行必要的调整。 

6.3 信息管理 

排放主体应记录并保存下列资料，保存时间不少于 5 年： 

1）核算方法相关信息：获取活动水平数据及相关参数的相关资料（如消耗

量的原始凭证、检测数据等相关凭证），不确定性及如何降低不确定性的相关说

明； 

2）与温室气体排放监测相关的管理材料； 

3）数据质量控制相关记录文件； 

4）年度排放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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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表 A-1 化石燃料单位热值含碳量、低位热值缺省值 

燃料品种 单位热值含碳量 低位热值 

无烟煤 27.5 t-C/TJ① 20.304×103KJ/Kg② 

烟煤 26.2 t-C/TJ① 19.570×103KJ/Kg② 

炼焦煤 25.4 t-C/TJ① 27. 49×103KJ/Kg② 

褐煤 28.0 t-C/TJ① 14.080×103KJ/Kg② 

洗精煤 25.4 t-C/TJ① 26.393×103 KJ/Kg④ 

焦炭 29.4 t-C/TJ① 28.435×103KJ/Kg② 

其他煤制品 33.6 t-C/TJ① 17.460×103KJ/Kg② 

煤焦油 22.0 t-C/TJ③ 33.453×103KJ/Kg⑤ 

沥青 22.0 t-C/TJ① 39.023×103KJ/Kg④ 

焦炉煤气 13.6 t-C/TJ① 17.406×103KJ/m3② 

高炉煤气 70.8 t-C/TJ③ 3.771×103KJ/ m3④ 

转炉煤气 49.6 t-C/TJ③ 7.959×103KJ/ m3④ 

其他煤气 12.2 t-C/TJ② 15.7584×103KJ/m3② 

原油 20.1 t-C/TJ① 42.620×103KJ/Kg② 

汽油 18.9 t-C/TJ① 44.800×103KJ/Kg② 

柴油 20.2 t-C/TJ① 43.330×103KJ/Kg② 

燃料油 21.1 t-C/TJ① 40.190×103KJ/Kg② 

一般煤油 19.6 t-C/TJ① 44.750×103KJ/Kg② 

喷气煤油 19.5 t-C/TJ① 44.590×103KJ/Kg② 

其他石油制品 20.0 t-C/TJ① 40.2×103KJ/Kg③ 

天然气 15.3 t-C/TJ①   38.9310×103KJ/m3② 

液化石油气 17.2 t-C/TJ① 47.310×103KJ/Kg② 

炼厂干气 18.2 t-C/TJ① 46.050×103KJ/Kg② 

液化天然气 17.2 t-C/TJ① 41.868×103KJ/Kg② 

石脑油 20.0 t-C/TJ① 45.010×103KJ/Kg② 

石油焦 27.5 t-C/TJ① 32.018×103KJ/Kg④ 

注：上述数据取值来源①《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试行）；②《中国温室气体清单

研究》（2007）；③《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2006）；④根据本市能源统计报表制

度中参考折标系数计算得出；⑤《综合能耗计算通则（GB/T 2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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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2 电力和热力的排放因子缺省值 

名称 缺省值 

电力排放因子 7.88 t CO2/ 104kWh 

热力排放因子 0.11 t CO2/GJ 

注：电力、热力排放因子根据上海市 2010 年能源平衡表和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数据计算获得。 

 

表 A-3 发电机组、热电联产机组分燃料氧化率缺省值 

装机容量级别 

(MW) 
煤炭氧化率 燃油氧化率 燃气氧化率 

300 99.20% 100% 100% 

600 99.50% 100% 100% 

900 99.80% 100% 100% 

1000 99.90% 100% 100% 

 

表 A-4 供热机组分燃料氧化率缺省值 

煤炭氧化率 燃油氧化率 燃气氧化率 

98.00% 100% 100% 

 

 

附 录 B   上海市电力、热力生产业温室气体排放监测计划 （略） 

附 录 C   上海市电力、热力生产业年度温室气体排放状况报告（略） 

附 录 D   不确定性量化方法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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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上海市钢铁行业温室气体
排放核算与报告方法（试行）》的通知 

沪发改环资〔2012〕182 号  

 
各有关单位：  

根据市政府《关于本市开展碳排放交易试点工作的实施意见》有关要求，学习借

鉴国际上的科学方法，结合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清单编制中形成的做法和本市钢铁行业

实际情况，我委组织制定了《上海市钢铁行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方法（试

行）》（SH/MRV-003-2012，具体内容附后），现予以印发。  

《上海市钢铁行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方法（试行）》（SH/MRV-003-

2012），旨在指导和规范本市钢铁行业企业、有关部门和专业机构统一、科学地开展

相关碳排放监测、报告、核查和管理工作。我委将根据此方法的实际应用效果，结合

本市碳排放交易试点工作的进展情况，适时进一步修订完善。  

特此通知。  

附：《上海市钢铁行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方法（试行）》（SH/MRV-003-

2012） 

 

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二○一二年十二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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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MRV 
 

上海市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技术文件 

SH/MRV-003-2012 

 

 

上海市钢铁行业温室气体 

排放核算与报告指南 
（试 行）  

 

 

 

 

 

 

 

2012 年 12 月 11 日发布                                                    2013 年 1 月 1 日实施 

 

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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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2012 年 7月，上海市人民政府印发了《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本市开展碳排

放交易试点工作的实施意见》（沪府发［2012］64 号），要求制定出台上海市

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指南和分行业的核算方法等。 

本方法以《上海市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指南（试行）》为依据，旨在

指导和规范本市钢铁行业排放主体的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在制定过程

中，按照国家在编制温室气体清单过程中的做法，充分参考了国内外相关技术

标准、指南和文献资料，广泛听取了相关部门、重点企业及行业专家的意见和

建议，在此基础上，制定形成本方法。 

本方法是首次发布，在实际操作中可能还存在不足，希望能够及时得到相

关反馈意见。今后将根据实际需要，进一步修订和完善。 

本方法由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提出并负责解释和修订。 

本方法起草单位：上海市信息中心。 

本方法参与单位：宝钢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市统计局、上海市经济和信息

化委员会、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上海市节能减排中心。 

本方法主要起草人：鞠学泉、刘佳、臧玲、凌云、朱君奕。 

本方法主要参与人：徐浩强、张东海、罗鸿斌、蒋文闻、余星、彭鹓、顾

庆平、齐康、王延松、臧奥乾。 

本方法咨询专家：戴坚、韩晶、金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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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本方法适用于本市钢铁行业的排放主体的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本方

法所指的钢铁行业主要指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本方法所指温室气体排放仅指二氧化碳排放。 

2 引用文件和参考文献 

《上海市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指南（试行）》（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2012） 

《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应对气候变化

司，2011） 

《中国温室气体清单研究》（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小组办公室、国家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2007） 

《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2006） 

3 边界确定 

排放主体原则上为独立法人，其边界与本市能源统计报表制度中规定的统

计边界一致。 

表 3-1 钢铁行业生产工序及相应的排放活动示例 

生产工序 排放活动示例 

炼焦 用于持续加热可燃性气体燃烧产生二氧化碳排放。 

造块 
化石燃料燃烧及熔剂（如石灰石、白云石等碳酸盐类矿物）

高温分解产生二氧化碳排放。 

生铁冶炼 

铁还原 

还原过程及熔剂高温分解产生二氧化碳排放。二氧化碳在高

温下容易与连续投入含碳物质如焦炭煤粉等发生反应，部分

被还原成一氧化碳，形成高炉或直接还原炉煤气。 

粗钢生产 

转炉炼钢过程中，铁水中的碳在高温下与吹入的氧生成一氧

化碳和少量二氧化碳的混合气体，产生二氧化碳排放；电炉

炼钢过程中，钢铁含碳量变化以及添加的焦炭、块煤、废电

极、废塑料等含碳物质产生二氧化碳排放。 

钢铁加工处理 
化石燃料燃烧、含碳添加剂分解、钢铁含碳量变化产生二氧

化碳排放，以及用电、用热导致的间接排放。 

尾气处理 
排放主体产生的可燃性气体被收集除回收利用外直接进行燃

烧产生二氧化碳排放。 

自备发电 使用煤、油、气等化石燃料燃烧产生二氧化碳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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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主体的核算范围原则上仅核算其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与生产经营活动相

关的排放，包括直接排放和间接排放。直接排放是指化石燃料使用和生产过程

中含碳物质含碳量变化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具体排放活动示例见表 3-1；间

接排放是指因使用外购的电力、热力等所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生活能耗导致

的排放原则上不计入核算范围内。 

4 核算方法 

4.1 量化公式 

排放主体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按（1）式计算，具体排放示例见表 4-1： 

间接排放量直接排放量=排放总量        （1） 

表 4-1 排放主体排放示例 

排放类型 排放示例 

化石燃料使用排放 
煤、石油、天然气等化石燃料用于燃

烧、炼焦、还原、增碳等产生的排放 

直接排放 

生产过程排放 

石灰石、白云石等熔剂中碳酸盐分

解、炼铁炼钢含碳量变化等产生的排

放 

间接排放 使用外购的电力、热力导致的排放 

4.1.1 直接排放 

4.1.1.1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主要基于分燃料品种的消耗量、低位热值、单位热值含

碳量和氧化率计算得到，按（2）式计算：  

 
i

iiii ）氧化率燃料单位热值含碳量燃料低位热值（燃料消耗量排放量＝
12
44 （2） 

式中： 

i 表示不同燃料类型； 

燃料消耗量表示各种化石燃料的实物消耗量，单位为吨或立方米（t 或

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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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位热值表示单位燃料消耗量的低位发热量，单位为十亿千焦/吨或十亿千

焦/立方米（TJ/t 或 TJ/ m3）； 

单位热值含碳量表示单位低位发热量燃料所含碳元素的质量，单位为吨碳/

十亿千焦（t-C/TJ）； 

氧化率表示燃料中的碳在燃烧中被氧化的比率，以%表示。 

化石燃料用作炼焦、还原、增碳等产生的排放可参考（2）式进行计算。 

4.1.1.2 过程排放 

1）石灰石、白云石使用过程排放 

石灰石、白云石产生的排放主要基于石灰石、白云石的消耗量、相应的排

放因子计算得到，按（3）式计算： 

)( 白云石排放因子白云石消耗量石灰石排放因子石灰石消耗量排放量＝  （3） 

式中： 

石灰石、白云石消耗量为石灰石、白云石的实物消耗量，单位为吨（t）； 

排放因子表示消耗单位石灰石或白云石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为吨

CO2/吨（tCO2/t）。 

2）炼铁炼钢等过程含铁物质含碳量变化产生的排放 

炼铁炼钢等过程产生的排放主要基于投入的含铁原料与输出的含铁产品含

碳量变化进行计算，按（4）式计算： 

12
44][   ）含碳量（输出的含铁产品）含碳量（投入的含铁原料排放量＝ ooii

（4） 

式中： 

投入的含铁原料 i表示投入的用于原料的含铁物质（如铁矿石、烧结矿、废

钢、生铁等）的消耗量，单位为吨（t）； 

含碳量 i表示对应的碳元素含量，单位为%； 

输出的含铁产品 o表示输出的各类含铁物质（如烧结矿、钢铁产品、钢渣

等）的产出量，单位为吨（t）； 

含碳量 o表示对应的碳元素含量，单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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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3 部分工序排放 

对于投入、产出多种含碳物质、反应复杂、难以分类甄别的工序（如炼焦

等），也可使用（5）式计算： 

  
12
44][ ）含碳量（输出物）含碳量（投入物排放量＝ ooii

  （5）
 

式中： 

投入物 i表示投入的含碳物质的消耗量，单位为吨或立方米（t 或 m3）； 

含碳量 i表示对应的碳元素含量，单位为吨碳/吨或吨碳/立方米（t-C/t 或 t-

C/ m3）； 

输出物 o表示输出的含碳物质的产出量，单位为吨或立方米（t 或 m3）； 

含碳量 o表示对应的碳元素含量，单位为吨碳/吨或吨碳/立方米（t-C/t 或 t-

C/ m3）。 

投入的含碳物质如为白云石或石灰石，直接采用（3）式进行计算。 

4.1.2 间接排放 

间接排放指排放主体因使用外购的电力、热力所导致的排放，该部分排放

源于前述电力和热力的生产。按（6）式计算： 

）排放因子（活动水平数据排放量＝  kk    （6） 

式中： 

k 表示电力或热力； 

活动水平数据表示外购电力和热力的消耗量，单位为万千瓦时（104kWh）

或百万千焦（GJ）； 

排放因子表示消耗单位电力或热力产生的间接排放量，单位为吨 CO2/万千

瓦时（tCO2/104kWh）或吨 CO2/百万千焦（tCO2/GJ）。 

电力/热力排放因子的缺省值见附录 A。 

4.2 数据获取 

4.2.1 活动水平数据获取 

1）化石燃料、熔剂、原料消耗量及产品产量数据可通过两种方法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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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一：根据年度购买量或销售量以及库存的变化来确定实际消耗或产出

的数据。购买量或销售量采用采购单或销售单等结算凭证上的数据，库存变化

数据采用计量工具读数或其他符合要求的方法来确定。计算公式如下： 

其他用量-期末存储量）-（期初存储量购买量=消耗量       （7） 

其他用量量）初库存期-量末库存（期量销售=量产出       （8） 

方法二：使用高精确度的标度尺或流量计等各种测量工具对实际消耗或产

出进行计量。相关计量器具应符合《GB/T 17167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

管理通则》等国家、行业或地方标准。 

燃料消耗量原则上应细分到主要生产系统（车间、生产线等）或燃烧设备

（窑炉、锅炉等）。 

2）外购的电力、热力活动水平数据根据供应商出具的结算凭证获取。 

4.2.2 相关参数获取 

1）低位热值、含碳量、单位热值含碳量采用附录 A所列缺省值；具备条

件的也可自行或委托有资质的专业机构进行检测或采用与相关方结算凭证中提

供的检测值。自行检测时，实施标准和规范须按照国家、行业或地方最新标准

中对各项内容（如试验室条件、试剂、材料、仪器设备、测定步骤和结果计算

等）的规定，并建立完善的管理体系，同时保留检测资料，具体要求如下： 

a）化石燃料低位热值检测应遵循《GB/T 213煤的发热量测定方法》、

《GB/T 384 石油产品热值测定法》、《GB/T 22723 天然气能量的测定》等标

准。低位热值以入厂燃料收到基为检测基础，每批次入厂燃料至少进行 1 次检

测，取全年加权平均值作为该燃料品种的低位热值。 

b）化石燃料含碳量检测应遵循《GB/T 476 煤的元素分析方法》、《SH/T 

0656 石油产品及润滑剂中碳、氢、氧测定法》、《GB/T 13610 天然气的组成分

析》等标准。同一燃料品种每年检测不少于 6 次，且连续两次检测的时间间隔

不小于 1 个月，取算术平均值作为该燃料品种的含碳量。 

c）化石燃料单位热值含碳量，应通过对同一样本的低位热值和含碳量的检

测值进行计算获得。同一燃料品种每年检测不少于 6 次，且连续两次检测的时

间间隔不小于 1 个月，取算术平均值作为该燃料品种的单位热值含碳量。 

d）含铁物质含碳量检测应遵循《GB/T 223.6钢铁及合金碳含量的测定 管

式炉内燃烧后气体容量法》、《GB/T 223.86钢铁及合金 总碳含量的测定 感应

炉燃烧后红外吸收法》、《GB/T 4699.4 铬铁和硅铬合金 碳含量的测定 红外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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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收法和重量法》、《GB/T 4333.10 硅铁化学分析方法 红外线吸收法测定碳

量》、《GB/T 7731.10 钨铁化学分析方法 红外线吸收法测定碳量》、《GB/T 

8704.1 钒铁 碳含量的测定 红外线吸收法及气体容量法》、《YB/T 5339 磷铁化

学分析方法红外线吸收法测定碳量》、《YB/T 5340 磷铁化学分析方法气体容

量法测定碳量》等标准。同种物质每年检测不少于 1 次。 

e）废气及烟尘含碳量检测应遵循《HJ/T 397 固定源废气监测技术规范》、

《GB 9079 工业炉窑烟尘测试方法》、《GB/T 5468 锅炉烟尘测试方法》等标

准。氧气顶吹转炉、电炉、氩氧精炼炉、直接还原炉每年至少抽样三个完整生

产循环；造块（球团和烧结）、炼焦每年至少抽样三个小时。如无法实现上述

要求，则默认废气及烟尘中的碳元素完全转变为二氧化碳，在计算时不应扣

除。 

f）炉渣含碳量检测应遵循《CSM 08 00 06 01炉渣——碳含量的测定—燃

烧气体容量法》、《CSM 08 00 06 02 炉渣——碳含量的测定—燃烧红外吸收

法》等标准，每年检测不少于 6 次，如工艺发生改变则应在更改后再度检测。

如无法进行检测，则默认为炉渣中的碳全部转化为二氧化碳，在计算时不应扣

除。 

2）石灰石、白云石排放因子采用附录 A所列缺省值；具备条件的也可自

行或委托有资质的专业机构进行检测或采用与相关方结算凭证中提供的检测

值。自行检测应遵循《石灰石、白云石化学分析方法二氧化碳量的测定》标准

进行，同种物质每年检测不少于 3 次，且连续两次检测的时间间隔不小于 2 个

月，取算术平均值作为该种物质的排放因子。 

3）燃烧设备的氧化率采用附录 A所列缺省值。对于燃煤设备，具备条件

的也可委托有资质的专业机构对氧化率的相关参数进行检测后，按（9）式计算

获得。检测应遵循《GB/T10180 工业锅炉热工性能试验规程》、窑炉热平衡测

试等国家、行业或地方标准中对各项内容（如试验室条件、试剂、材料、仪器

设备、测定步骤和结果计算等）的规定，并保留检测数据。设备氧化率的相关

参数每年应至少检测 1 次，如检测后当年进行技术改造的，则应在改造后再次

实施检测。 

100%煤炭含碳量）量飞灰含碳量）/（用煤飞灰量

漏煤含碳量漏煤量-炉渣含碳量炉渣量-煤炭含碳量×（用煤量=氧化率




  （9） 

燃料消耗量无法分到具体燃烧设备类型的，其氧化率按 100%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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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若排放主体部分投入物质无法从附录 A或检测中获取其含碳量，则采

用排放主体提交的初始报告中提供的检测值；若排放主体部分输出物质无法从

附录 A或检测中获取其含碳量，则其含碳量为 0。 

4.3 不确定性 

在获取活动水平数据和相关参数时可能存在不确定性。排放主体应对活动

水平数据和相关参数的不确定性以及降低不确定性的相关措施进行说明。 

不确定性产生的原因一般包括以下几方面： 

1）缺乏完整性：由于排放机理未被识别，无法获得监测结果及其他相关数

据； 

2）数据缺失：在现有条件下无法获得或者非常难以获得相关数据，因而使

用替代数据或其他估算、经验数据； 

3）数据缺乏代表性：例如某些设备的检测值是在满负荷运行时获得的，而

缺少负荷变化时的数据； 

4）测量误差：如测量仪器、仪器校准或测量标准不精确等； 

排放主体应对核算中使用的每个参数是否存在因上述原因导致的不确定性

进行识别和说明，同时说明降低不确定性的措施。 

具体不确定性量化方法参考附录 D。 

5 监测 

监测是指排放主体为获取与自身温室气体排放相关的数据所开展的一系列

活动，包括监测计划的制定和监测的实施等。 

5.1 监测计划 

排放主体在报告期开始前应制定并向主管部门提交监测计划。 

监测计划应包含以下内容： 

1）排放主体的基本信息，包括排放主体名称、报告年度、行业代码、组织

机构代码、法定代表人、经营地址、通讯地址和联系人等； 

2）排放主体的排放边界； 

3）核算方法相关说明：应对相关活动水平数据（如能源、原材料消耗量及

产品产量等）的获取和相关参数（如低位热值、单位热值含碳量、含碳量、氧

化率等）的选择及获取方式进行说明，若相关参数的获取采用检测的方法，应

提供参数的检测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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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可能存在的不确定性及拟采取的措施。 

监测计划在同一报告期内原则上不得更改，若发生更改，应上报主管部

门。排放主体应对监测计划的更改进行完整的记录。 

具体监测计划模板见附录 B。 

5.2 监测实施要求 

排放主体应对活动水平数据和相关参数等进行监测。活动水平数据的监测

主要指对化石燃料消耗量、原料消耗量、产品产量、废弃物量等的监测，具体

可采用结算凭证及库存量记录或直接计量等方式。相关参数的监测主要指对低

位热值、单位热值含碳量、含碳量、氧化率等的监测。若排放主体选择检测的

方式获取相关参数，则应遵循上述标准。 

6 报告 

年度排放报告由排放主体编制，经第三方核查机构出具核查报告后，提交

主管部门。 

6.1 报告编制 

年度排放报告应包括下列信息： 

1）排放主体的基本信息，如排放主体名称、报告年度、组织机构代码、法

定代表人、注册地址、经营地址、通讯地址和联系人等； 

2）排放主体的排放边界； 

3）排放主体与温室气体排放相关的工艺流程(如有)； 

4）监测情况说明，包括监测计划的制定与更改情况、实际监测与监测计划

的一致性、温室气体排放类型等； 

5）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信息：直接排放应报告分燃料品种的化石燃料消耗

量，对应的相关参数的量值及来源；原材料及相关碳酸盐熔剂消耗量，产出的

产品及废弃物量，对应的含碳量及来源。间接排放应报告外购的电力和热力的

消耗量； 

a）如排放主体具备监测基础，可报告详细工序的排放量（参考报告模板

C-1）。 

b）如排放主体无法监测到每个工序，可报告用于各重点设备（如发电锅

炉、工业锅炉、炼焦炉、烧结机、高炉、直接还原炉、转炉、电炉以及其他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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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窑炉等）的固体燃料消耗量，气体、液体燃料则按照排放主体总体消耗量计

算（参考报告模板 C-2），具体为： 

①发电锅炉、工业锅炉视为直接燃烧设备，燃料燃烧产生的排放根据化石

燃料燃烧排放公式进行计算； 

②炼焦炉使用炼焦煤炼焦生产产生的排放根据部分工序排放公式进行计

算； 

③报告焦炉煤气、煤焦油和粗苯等炼焦产品的消耗量，并根据化石燃料燃

烧排放公式计算排放量； 

④分别报告烧结机、高炉、直接还原炉、转炉、电炉以及其他加热窑炉消

耗的煤炭、焦炭等固体燃料，并计算其潜在排放量（燃料中的碳质量×

44/12）； 

⑤气体、液体燃料（如天然气、高炉煤气、转炉煤气、直接还原炉煤气、

汽油、柴油、燃料油等）按照排放主体总消耗量（购入量-售出量+库存变化）

根据化石燃料燃烧公式计算其排放量； 

⑥生产过程排放根据石灰石、白云石使用过程排放公式和炼铁炼钢过程排

放公式计算排放量。如排放主体无法报告最终产品中的含碳量，可采用生产的

粗钢产品中的碳质量； 

6）不确定性产生的原因及降低不确定性的方法说明； 

7）其他应说明的情况，如 CO2 清除、生物质燃料燃烧排放、废弃物处置

排放等内容； 

8）真实性声明。 

6.2 数据质量控制 

为使年度排放报告准确可信，排放主体可通过以下措施对数据的获取与处

理进行质量控制。 

1）企业应建立完善的信息质量控制体系 

在保持与监测计划及本方法要求一致的情况下，排放主体应建立、实施和

维护关于数据获取与处理的活动，包括测量、监测、分析、记录及参数的处理

与计算。 

燃料、原料消耗量、产品产出量的获取应与财务、票据等数据对应一致。

应定期对计量仪器进行校准，当计量仪器不符合要求时，应进行必要的修复。

如果相关参数采用检测的方法，应提供实施者相应的能力证明，如在检测过程

中依照标准方法，采用高精确度的检测仪器，对检测人员进行相关培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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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排放主体应对数据进行复查和验证 

数据复查可采用纵向方法和横向方法：纵向方法即对不同年份的数据进行

比较，包括年度排放数据的比较，生产活动变化的比较和工艺过程变化的比较

等。横向方法即对不同来源的数据进行比较，包括采购数据、库存数据（基于

报告期内的库存信息）、消耗数据间的比较，不同来源（如排放主体检测、缺

省值等）的相关参数间比较等。 

6.3 信息管理 

排放主体应记录并保存下列资料，保存时间不少于 5 年： 

1）核算方法相关信息：获取活动水平数据及相关参数的相关资料（如消耗

量的原始凭证、检测数据等相关凭证），不确定性及如何降低不确定性的相关

说明； 

2）与温室气体排放监测相关的管理材料； 

3）数据质量控制相关记录文件； 

4）年度排放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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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表 A-1  化石燃料单位热值含碳量、低位热值缺省值 

燃料品种 单位热值含碳量 低位热值 

无烟煤 27.4 t-C/TJ ① 28.190×103KJ/Kg② 

烟煤 25.8 t-C/TJ ① 22.190×103KJ/Kg② 

炼焦煤 25.4 t-C/TJ ① 27.49×103KJ/Kg② 

褐煤 27.1 t-C/TJ ① 14.080×103KJ/Kg③ 

洗精煤 25.4 t-C/TJ① 26.393×103 KJ/Kg④ 

焦炭 29.4 t-C/TJ ① 28.447×103KJ/Kg② 

其他煤制品 33.6 t-C/TJ① 17.460×103 KJ/Kg③ 

粗苯 22.7 t-C/TJ⑥ 41.816×103KJ/Kg⑤ 

煤焦油 22.0 t-C/TJ③ 33.453×103KJ/Kg⑤ 

沥青 22.0 t-C/TJ① 39.023×103KJ/Kg④ 

焦炉煤气 13.6 t-C/TJ ① 17.406×103KJ/m3② 

高炉煤气 70.8 t-C/TJ ③ 3.771×103KJ/ m3④ 

转炉煤气 49.6 t-C/TJ ③ 7.959×103KJ/ m3④ 

其他煤气 12.2 t-C/TJ② 15.7584×103KJ/m3② 

原油 20.1 t-C/TJ① 42.620×103KJ/Kg② 

汽油 18.9 t-C/TJ① 44.800×103KJ/Kg② 

柴油 20.2 t-C/TJ① 43.330×103KJ/Kg② 

燃料油 21.1 t-C/TJ① 40.190×103KJ/Kg② 

一般煤油 19.6 t-C/TJ① 44.750×103KJ/Kg② 

喷气煤油 19.5 t-C/TJ① 44.590×103KJ/Kg② 

其他石油制品 20.0 t-C/TJ① 40.2×103KJ/Kg③ 

天然气 15.3 t-C/TJ①   38.9310×103KJ/m3② 

液化石油气 17.2 t-C/TJ① 47.310×103KJ/Kg② 

炼厂干气 18.2 t-C/TJ① 46.050×103KJ/Kg② 

液化天然气 17.2 t-C/TJ① 41.868×103KJ/Kg② 

石脑油 20.0 t-C/TJ① 45.010×103KJ/Kg② 

石油焦 27.5 t-C/TJ① 32.018×103KJ/Kg④ 

注：上述数据取值来源①《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试行）；②《中国温室气体清单研究》

（2007）；③《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2006）；④根据本市能源统计报表制度中参考折标系数

计算得出；⑤《综合能耗计算通则（GB/T 2589）》；⑥国际钢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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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2 电力和热力的排放因子缺省值 

名称 缺省值 

电力排放因子 7.88 t CO2/ 104kWh 

热力排放因子 0.11 tCO2/GJ 
注：电力、热力排放因子根据上海市 2010 年能源平衡表和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数据计算获得。 

表 A-3 石灰石、白云石排放因子缺省值 

名称 排放因子 

石灰石 0.430 t CO2/t 

白云石 0.474 t CO2/t 
 

表 A-4 生铁、钢材含碳量缺省值（%） 

名称 缺省值 

生铁 4.1 

钢材 0.248 
 

表 A-5 化石燃料燃烧分设备氧化率缺省值（%） 

燃料种类 

设备类型 
煤 油 气 

烧结机 98.6 98 99 

化铁炉 98.4 98 99 

电站锅炉 97 98 99 

工业锅炉 95 98 99 

加热炉 95 98 99 

其他直接燃烧设备 95 98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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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上海市钢铁行业温室气体排放监测计划 （略） 

附 录 C   上海市钢铁行业年度温室气体排放状况报告（略） 

附 录 D   不确定性量化方法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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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上海市化工行业温室气体
排放核算与报告方法（试行）》的通知 

沪发改环资〔2012〕183 号  

 
各有关单位：  

根据市政府《关于本市开展碳排放交易试点工作的实施意见》有关要求，学习借

鉴国际上的科学方法，结合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清单编制中形成的做法和本市化工行业

实际情况，我委组织制定了《上海市化工行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方法（试

行）》（SH/MRV-004-2012，具体内容附后），现予以印发。  

《上海市化工行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方法（试行）》（SH/MRV-004-

2012），旨在指导和规范本市化工行业企业、有关部门和专业机构统一、科学地开展

相关碳排放监测、报告、核查和管理工作。我委将根据此方法的实际应用效果，结合

本市碳排放交易试点工作的进展情况，适时进一步修订完善。  

特此通知。  

附：《上海市化工行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方法（试行）》（SH/MRV-004-

2012） 

 

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二○一二年十二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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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MRV 
 

上海市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技术文件 

SH/MRV-004-2012 

 

 

上海市化工行业温室气体 

排放核算与报告指南 
（试 行）  

 

 

 

 

 

 

 

2012 年 12 月 12 日发布                                                    2013 年 1 月 1 日实施 

 

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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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2012 年 7月，上海市人民政府印发了《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本市开展碳排

放交易试点工作的实施意见》（沪府发[2012]64 号），要求制定出台上海市温

室气体排放核算指南和分行业的核算方法等。 

本方法以《上海市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指南（试行）》为依据，旨在

指导和规范本市化工行业排放主体的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在制定过程

中，按照国家在编制温室气体清单过程中的做法，充分参考了国内外相关技术

标准、指南和文献资料，广泛听取了相关部门、行业协会、国内外专家及企业

意见和建议，在此基础上，制定形成本方法。 

本方法是首次发布，在实际操作中可能还存在不足之处，希望能够及时得

到相关反馈意见。今后将根据实际需要，进一步修订和完善。 

本方法由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提出并负责解释和修订。 

本方法起草单位：上海市信息中心。 

本方法参与单位：上海市化工行业协会、上海市统计局、上海市经济和信

息化委员会、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上海市节能减排中心。 

本方法主要起草人：朱君奕、臧玲、余星、刘佳、徐浩强、鞠学泉、凌

云。 

本方法咨询专家：薛峰、周玲娟、陶坚刚、姚蕰华、彭大隆、李志刚、刘

慧丽、俞国平、朱潇珉、金玉华、谢栋、沈国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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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本方法适用于本市化工行业排放主体的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本方法

所指的化工行业包括石油加工和炼焦工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化学

纤维制造业及橡胶制品业等。 

本方法中的温室气体排放仅指二氧化碳（CO2）排放。 

2 引用文件和参考文献 

《上海市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指南（试行）》（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2012） 

《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应对气候变化

司，2011） 

《中国温室气体清单研究》（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小组办公室、国家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2007） 

《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2006） 

《温室气体议定书-企业核算与报告准则》（世界工商理事会、世界资源研

究所，2004） 

3 边界确定 

排放主体原则上为独立法人，其边界与本市能源统计报表制度中规定的统

计边界一致。 

排放主体的核算范围原则上仅核算其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与生产经营活动相

关的排放，包括直接排放和间接排放。直接排放包括化石燃料燃烧排放（包括

固定燃烧设备和厂界内移动运输等生产辅助设备的燃料燃烧排放）、过程排

放、废弃物燃烧排放等；间接排放包括因使用外购的电力、热力等所导致的排

放。生活能耗导致的排放原则上不计入核算范围内。 

具体核算范围包括： 

1）固定燃烧设备使用化石燃料燃烧或其他含碳燃料（包括尾气、尾液等）

产生的直接排放； 

2）生产过程中基质氧化、还原反应、催化裂解等产生的直接排放； 

3）废弃物焚烧产生的直接排放； 

4）厂界内移动运输等生产辅助设备使用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直接排放，包

括排放主体自有或控制的运输原料、产品、废弃物的传送工具等； 

5）使用外购电力、热力导致的间接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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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核算方法 

4.1 量化公式 

排放主体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按（1）式计算，具体排放示例见表 4-1： 

间接排放量直接排放量=排放总量        （1） 

表 4-1 排放主体排放示例 

排放类型 排放示例 

化石燃料或其他含

碳燃料燃烧排放 

锅炉、工艺加热器、燃烧炉、还原炉、氧化装置、

火炬、引擎、透平及厂界内运输工具（如叉车、铲

车）等使用煤炭、燃油、燃气等化石燃料产生的排

放 

生产过程排放 
甲醇、乙烯、氨气、纯碱等产品生产过程中因化学

反应或物理变化而产生的排放 

直接排放 

废弃物焚烧排放 危险废弃物焚烧产生的排放 

间接排放 使用外购电力、热力导致的排放 

4.1.1 直接排放 

4.1.1.1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主要基于分燃料品种的消耗量、低位热值、单位热值含

碳量和氧化率计算得到，按（2）式计算： 

 








12

44
氧化率单位热值含碳量低位热值燃料消耗量排放量＝ iiii

（2） 

式中： 

i 表示不同燃料类型； 

燃料消耗量表示各种化石燃料的实物消耗量，单位为吨或立方米（t 或

m3）； 

低位热值表示单位燃料消耗量的低位发热量，单位为十亿千焦/吨或十亿千

焦/立方米（TJ/t 或 TJ/ m3）； 

单位热值含碳量表示单位低位发热量燃料所含碳元素的质量，单位为吨碳/



 

- 143 - 
 

十亿千焦（t-C/TJ）； 

氧化率表示燃料中的碳在燃烧中被氧化的比率，以%表示。 

若排放主体能提供其燃料含碳量检测值的，可按（3）式计算： 

 








12

44
氧化率含碳量燃料消耗量排放量＝ iii                   

（3） 

式中： 

i 表示不同燃料类型； 

燃料消耗量表示各种化石燃料的实物消耗量，单位为吨或立方米（t 或

m3）； 

含碳量表示单位质量或体积的燃料中所含的元素碳的质量，单位为吨碳/吨

或吨碳/立方米（t-C/t 或 t-C/m3）； 

氧化率表示燃料中的碳在燃烧中被氧化的比率，以%表示。 

炼油工业中，催化裂化装置中催化剂烧焦导致的排放，根据焦炭燃烧量，

采用（2）式或（3）式进行计算。 

如排放主体使用化石燃料作为产品原料的，该部分消耗量不应纳入化石燃

料燃烧排放的计算中。若排放主体在化石燃料使用中，对其用于原料的和用于

燃料的消耗量不能分别计量时，则先将其全部纳入化石燃料燃烧排放进行计

算，然后再按以下方式从其排放总量中予以扣减：①如排放主体使用化石燃料

生产非能源产品的，从排放总量中扣减其生产的非能源产品的固定碳所对应的

排放量；②如排放主体存在能源加工转换的（如煤制气等，但发电、供热除

外），从排放总量中扣减其对外售出的二次能源含碳物质所对应的排放量。 

4.1.1.2 过程排放 

初级石油化工产品、氨气、电石、二氧化钛、纯碱生产过程排放可采用以

下方法计算，其他产品生产过程排放按本方法中 4.1.1.4 的方法计算。 

1）初级石油化工产品生产过程排放 

对于初级石油化工产品，例如：甲醇、乙烯、二氯乙烷、氯乙烯、环氧乙

烷、丙烯腈、碳黑等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排放量，可根据产品的产量和 CO2排放

因子计算获得，按（4）式计算： 

排放因子产量排放量＝石化产品的年 2COi        （4）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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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化产品的年产量 i表示石化产品 i 的年产量，单位为吨（t）； 

CO2排放因子表示生产单位产品过程中产生的 CO2排放量，单位为吨 CO2/

吨产品（t CO2/ t）。 

2）氨气生产过程排放 

氨气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排放量可以根据氨气产量、单位氨气的总燃料需

求、燃料的含碳量和燃料的氧化率，按（5）式计算： 

12

44
燃料的氧化率

燃料的含碳量单位氨气的总燃料需求氨气产量排放量





   
（5） 

式中： 

氨气产量，单位为吨（t）； 

单位氨气的总燃料需求，单位为十亿千焦/吨氨气（TJ/t）； 

燃料的含碳量，单位为吨碳/十亿千焦（t-C/TJ）； 

燃料的氧化率，以%表示。 

排放主体也可根据氨气产量、燃料类型和过程类型对应的排放因子计算获

得排放量，按（6）式计算。 

排放因子氨气生产的排放量＝氨气产量 2CO                      （6） 

式中： 

氨气产量，单位为吨（t）； 

氨气生产的 CO2排放因子表示生产单位氨气过程中产生的 CO2排放量，单

位为吨 CO2/吨氨气（t CO2/ t）。 

如排放主体以其生产的氨气为原料生产尿素产品的，则根据 CO2对尿素的

化学分子量比 44/60 乘以尿素产量以计算相应的 CO2量，并从其排放总量中予

以扣减。 

3）电石生产过程排放 

电石生产过程中的排放量，可根据电石产量、溶解乙炔的使用数量、副产

品氢氧化钙的数量以及相应排放因子或吸收因子计算获得，按（7）式计算： 

）品氢氧化钙的吸收因子

副产量（副产品氢氧化钙的排放因子）溶解乙炔使用数量

（溶解乙炔的排放因子）电石生产过程的排放量＝（电石产量





产2

2

CO
CO

   

（7）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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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石产量，单位为吨（t）； 

电石生产过程的 CO2排放因子表示生产单位电石工艺过程中产生的 CO2排

放量，单位为吨 CO2/吨电石（t CO2/ t）； 

溶解乙炔的使用数量，单位为吨（t）； 

溶解乙炔 CO2排放因子表示单位溶解乙炔燃烧产生的 CO2排放量，单位为

吨 CO2/吨溶解乙炔（t CO2/ t）； 

副产品氢氧化钙的产量，单位为吨（t）； 

副产品氢氧化钙的吸收因子表示生产单位副产品氢氧化钙所吸收的 CO2排

放量，单位为吨 CO2/吨氢氧化钙（t CO2/ t）。 

4）二氧化钛生产过程排放 

二氧化钛生产过程的排放量可根据还原剂或碳热给料量、相应的碳含量因

子和碳氧化因子，按（8）式计算： 






















i i

ii

12
44

碳氧化因子还原剂或碳热给料量的

碳含量因子还原剂或碳热给料量的还原剂或碳热给料量

排放量＝ （8） 

式中： 

还原剂或碳热给料量 i，单位为十亿千焦（TJ）； 

还原剂或碳热给料 i 的碳含量因子表示单位低位发热量给料量所含碳元素

的质量，单位为吨碳/十亿千焦（t-C/TJ）； 

还原剂或碳热给料 i 的碳氧化因子表示还原剂或碳热中的碳被氧化的比

率，以%表示。 

排放主体也可以根据产品产量及相应的排放因子计算获得排放量，按（9）

式计算： 

）排放因子的产量产品（排放量  
i

ii
    

（9） 

式中： 

产品 i 的产量表示钛渣、合成金红石或金红石 TiO2的产量，单位为吨

（t）； 

排放因子表示生产单位钛矿渣、合成金红石或金红石 TiO2过程中产生的

CO2排放量，单位为吨 CO2 /吨产品（t CO2/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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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纯碱生产过程排放 

纯碱生产过程产生的排放可根据天然碱矿消耗量或天然纯碱产量及相应的

排放因子计算得到，按（10）式计算： 

排放因子量或天然纯碱产量排放量＝天然碱矿消耗    （10） 

式中： 

天然碱矿消耗量或天然纯碱产量,单位为吨（t）； 

排放因子表示消耗单位天然碱矿或生产天然纯碱产品产生的 CO2排放量，

单位为吨 CO2/吨天然碱矿（t CO2/ t）或吨 CO2/吨天然纯碱（t CO2/ t）。 

4.1.1.3 废弃物焚烧排放 

本方法中废弃物焚烧排放是指排放主体委托第三方对其危险废弃物进行焚

烧处理产生的排放，按（11）式计算： 

12
44





率废弃物焚烧炉的燃烧效碳在碳总量中的比例

废弃物中矿物废弃物中碳含量的比例废弃物焚烧量排放量
（11） 

式中： 

废弃物焚烧量，单位为吨（t）； 

废弃物中碳含量比例，以%表示； 

废弃物中矿物碳在碳总量中比例，以%表示； 

废弃物焚烧炉的燃烧效率，以%表示。 

4.1.1.4 部分工序的排放 

对于部分工艺复杂、难以分类甄别的化工生产过程或生产工序，也可采用

（12）式计算排放量： 

12

44
]）含量输出的含碳物质碳元素（输出的含碳物质质量

）含量投入的含碳物质碳元素（投入的含碳物质质量排放量＝[









jj

ii
（12） 

式中： 

投入的含碳物质质量，单位为吨（t）； 

投入的含碳物质碳元素含量，单位为吨碳/吨（t-C/t）或吨碳/立方米（t-

C/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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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的含碳物质质量，单位为吨（t）； 

输出的含碳物质碳元素含量，单位为吨碳/吨（t-C/t）或吨碳/立方米（t-

C/m3）； 

i, j 分别表示投入、输出的含碳物质。 

炼油工业中，对于制氢装置产生的过程排放，可参考（12）式进行计算。 

4.1.2 间接排放 

间接排放指排放主体因使用外购的电力、热力所导致的排放，该部分排放

源于前述电力和热力的生产，按（13）式计算： 

）排放因子（活动水平数据排放量＝  kk
       （13） 

式中： 

k 表示电力或热力； 

活动水平数据表示外购电力和热力的消耗量，单位为万千瓦时（104kWh）

或百万千焦（GJ）； 

排放因子表示消耗单位电力或热力产生的间接排放量，单位为吨 CO2/万千

瓦时（tCO2/104 kWh）或吨 CO2/百万千焦（t CO2/GJ）。 

电力和热力排放因子的缺省值见附录 A。 

4.2 数据获取 

4.2.1 活动水平数据获取 

1）化石燃料、熔剂、原料消耗量及产品产量数据可通过两种方法获得： 

方法一：根据年度购买量或销售量以及库存的变化来确定实际消耗或产出

的数据。购买量或销售量采用采购单或销售单等结算凭证上的数据，库存变化

数据采用计量工具读数或其他符合要求的方法来确定。计算公式如下： 

其他用量-期末存储量）-（期初存储量购买量=消耗量   

其他用量量）初库存期-量末库存（期量销售=量产出   

方法二：使用高精确度的标度尺或流量计等各种测量工具对实际消耗或产

出进行计量。相关计量器具应符合《GB 17167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

理通则》等国家、行业或地方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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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料消耗量原则上应细分到主要生产系统（车间、生产线等）或燃烧设备

（窑炉、锅炉等）。 

过程排放中原料消耗量、产品产量均需折算成 100%纯度的量。电石生产

中，发气量为 300L/kg 的电石，含 CaC2比例缺省值为 80.6%；纯碱生产中，天

然碱矿纯度的缺省值为 90%。 

2）危险废弃物的焚烧量根据相关处理凭证获取，如委托第三方处理的相关

凭证等。 

3）外购的电力、热力活动水平数据根据供应商出具的结算凭证获取。 

4.2.2 相关参数获取 

1）低位热值、含碳量、单位热值含碳量采用附录 A所列缺省值；具备条件

的也可自行或委托有资质的专业机构进行检测或采用与相关方结算凭证中提供

的检测值。自行检测时，实施标准和规范须按照国家、行业或地方最新标准中

对各项内容（如试验室条件、试剂、材料、仪器设备、测定步骤和结果计算

等）的规定，并建立完善的管理体系，同时保留检测资料，具体要求如下： 

a）化石燃料低位热值检测应遵循《GB/T 213煤的发热量测定方法》、

《GB/T 384 石油产品热值测定法》、《GB/T 22723 天然气能量的测定》等标

准。低位热值以入厂燃料收到基为检测基础，每批次入厂燃料至少进行 1 次检

测，取全年加权平均值作为该燃料品种的低位热值。 

b）化石燃料含碳量检测应遵循《GB/T 476 煤的元素分析方法》、《SH/T 

0656 石油产品及润滑剂中碳、氢、氧测定法》、《GB/T 13610 天然气的组成分

析》等标准。同一燃料品种每年检测不少于 6 次，且连续两次检测的时间间隔

不小于 1 个月，取算术平均值作为该燃料品种的含碳量。如果不同类型的燃料

在燃烧前进行了混合，其含碳量可根据混合燃料中各种燃料的比例采用加权

值，或通过对混合燃料进行直接采样分析获得。 

c）化石燃料单位热值含碳量，应通过对同一样本的低位热值和含碳量的检

测值进行计算获得。同一燃料品种每年检测不少于 6 次，且连续两次检测的时

间间隔不小于 1 个月，取算术平均值作为该燃料品种的单位热值含碳量。 

对于其他含碳燃料（如尾气、尾液等），如附录 A中表 A-1 未提供其低位

热值和单位热值含碳量（或含碳量）缺省值且排放主体无法按上述方法提供检

测值的，气体燃料的含碳量按碳四烷烃纯物质计算，液体燃料的含碳量按碳十

六烷烃纯物质计算，固体燃料的含碳量按纯碳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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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燃烧设备的氧化率采用附录 A所列缺省值。对于燃煤设备，具备条件的

也可委托有资质的专业机构对氧化率的相关参数进行检测后，按下式计算氧化

率：  

100%煤炭含碳量）量飞灰含碳量）/（用煤飞灰量

漏煤含碳量漏煤量-炉渣含碳量炉渣量-煤炭含碳量×（用煤量=氧化率




 

燃煤设备氧化率相关参数检测应遵循《GB/T10184 电站锅炉性能实验规

程》、《GB/T10180 工业锅炉热工性能试验规程》等标准。氧化率检测须每年

进行一次，如年度检测后进行技术改造，则应在改造当年再度实施检测。 

燃料消耗量无法分到具体燃烧设备类型的，其氧化率按 100%计。 

3）过程排放的相关参数采用附录 A所列缺省值，具备条件的也可自行或委

托有资质的专业机构对相关参数进行检测或认定。 

4）排放主体采用（12）式计算排放量时，需要获取中间和最终产品生产过

程中的所有输入和输出含碳物质的含碳量，含碳量须自行或委托有资质的专业

机构进行检测或采用与相关方结算凭证中提供的检测值。检测时，采样分析必

须按照国家或行业标准进行。同种物质每年检测不少于 3 次，且连续两次检测

的时间间隔不小于 2 个月，取算术平均值作为该种物质的含碳量。 

对于部分特殊输入物，如本方法未提供相应的缺省值且排放主体无法通过

上述方法进行检测的，气体输入物的含碳量按碳四烷烃纯物质计算，液体输入

物的含碳量按碳十六烷烃纯物质计算，固体输入物的含碳量按纯碳计算；对于

部分特殊输出物，如本方法未提供相应的缺省值且排放主体无法通过上述方法

进行检测的，则其含碳量按 0 计。 

5）废弃物焚烧排放的相关参数采用附录 A所列缺省值。 

6）在核算排放量的过程中，如果部分排放源是通过实时测量方法获取，应

满足以下要求： 

a) 监测频率。通过实时监测系统对排放的烟气或尾气进行监测时，二氧化

碳浓度和烟气流量监测频率须小于或等于 15 分钟一次，取采样分析结果平均，

通过加总得出年排放量。 

b) 缺省数据。在因实时监测系统维修或故障无法获得监测数据时，可用缺

失数据发生前和发生后的数值平均值来代替。 

c) 校准检测。实时监测系统的安装调试检测等操作须参照《HJ/T 76 固定污

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ISO12039 固定源排放—

—CO、CO2和 O2的测定——自动测量系统地性能特点和校准》等标准进行。

实时监测系统的安装、调试、检测须具有资质的第三方机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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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不确定性分析 

在获取活动水平数据和相关参数时可能存在不确定性。排放主体应对活动

水平数据和相关参数的不确定性以及降低不确定性的相关措施进行说明。 

不确定性产生的原因一般包括以下几方面： 

1）缺乏完整性：由于排放机理未被识别，无法获得监测结果及其他相关数

据； 

2）数据缺失：在现有条件下无法获得或者非常难以获得相关数据，因而使

用替代数据或其他估算、经验数据； 

3）数据缺乏代表性：例如某些设备的检测值是在满负荷运行时获得的，而

缺少负荷变化时的数据； 

4）测量误差：如测量仪器、仪器校准或测量标准不精确等。 

排放主体应对核算中使用的每个参数是否存在因上述原因导致的不确定性

进行识别和说明，同时说明降低不确定性的措施。 

具体不确定性量化方法参考本方法附录 D。 

5 监测 

监测是指排放主体为获取与自身温室气体排放相关的数据所开展的一系列

活动，包括监测计划的制定和监测的实施等。 

5.1 监测计划 

排放主体在报告期开始前应制定并向主管部门提交监测计划。 

监测计划应包含以下内容： 

1）排放主体的基本信息，包括排放主体名称、报告年度、行业代码、组织

机构代码、法定代表人、经营地址、通讯地址和联系人等； 

2）排放主体的排放边界； 

3）核算方法相关说明：应对相关活动水平数据（如能源、原材料消耗量及

产品产量等）的获取和相关参数（如低位热值、单位热值含碳量、含碳量、氧

化率等）的选择及获取方式进行说明，若相关参数的获取采用检测的方法，应

提供参数的检测说明。 

4）可能存在的不确定性及拟采取的措施。 

监测计划在同一报告期内原则上不得更改，若发生更改，应上报主管部

门。排放主体应对监测计划的更改进行完整的记录。 

具体监测计划模板见附录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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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监测实施要求 

排放主体应对活动水平数据和相关参数等进行监测。活动水平数据的监测

主要指对化石燃料消耗量、原料消耗量、产品产量、废弃物焚烧量等的监测，

具体可采用结算凭证及库存量记录或直接计量等方式。相关参数的监测主要指

对低位热值、单位热值含碳量、含碳量、氧化率、相关排放因子等的监测。若

排放主体选择检测的方式获取相关参数，则应遵循上述标准。 

6 报告 

年度排放报告由排放主体编制，经第三方核查机构出具核查报告后，提交

主管部门。 

6.1 报告编制 

年度排放报告应包括下列信息： 

1）排放主体的基本信息，如排放主体名称、报告年度、组织机构代码、法

定代表人、注册地址、经营地址、通讯地址和联系人等； 

2）排放主体的排放边界； 

3）排放主体与温室气体排放相关的工艺流程； 

4）监测情况说明，包括监测计划的制定与更改情况、实际监测与监测计划

的一致性、温室气体排放类型等； 

5）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信息：化石燃料燃烧排放应报告分燃料品种的消耗

量，对应的相关参数的量值及来源；过程排放应报告与排放相关的原料使用

量、产品产量（包括中间产品）、部分工艺原料含碳量、输出产品含碳量等相

关数据及来源；废弃物焚烧排放应报告废弃物焚烧量，对应的相关参数的量值

及来源；电力和热力排放应报告外购的电力和热力的消耗量； 

6）不确定性产生的原因及降低不确定性的方法说明； 

7）其他应说明的情况，如 CO2 清除、生物质燃料燃烧排放等内容； 

8）真实性声明。 

具体年度排放报告模板见附录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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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质量控制要求 

在保持与监测计划及本方法要求一致的情况下，排放主体应建立、实施和

维护关于数据获得与处理的活动，包括测量、监测、分析、记录及参数的处理

与计算等。其中： 

燃料消耗量的取得应与财务、票据等数据对应一致； 

各排放主体应定期对测量仪器进行校准，当测量仪器不符合要求时，应进

行必要的修复； 

如果燃料含碳量、氧化率等数据采用第三方机构进行检测的方法，第三方

机构应具备一定的资质，并出具相关证明文件；相关参数检测数据由排放主体

实验室自行检测获取时，实验室的管理要求、技术要求、控制要求以及对实验

室日常运作中的各个关键环节应符合相关机构认可的标准，具体的标准可参考

CNAS-CL01《检测和校准的实验室的认可准则》、CNAS-CL10《检测和校准实

验室能力认可准则在化学检测领域的应用说明》。 

6.3 信息管理 

排放主体应记录并保存下列资料，保存时间不少于 5 年： 

1）核算方法相关信息：获取活动水平数据及相关参数的相关资料（如消耗

量的原始凭证、检测数据等相关凭证），不确定性及如何降低不确定性的相关

说明； 

2）与温室气体排放监测相关的管理材料； 

3）数据质量控制相关记录文件； 

4）年度排放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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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表 A-1 化石燃料单位热值含碳量、低位热值缺省值 

燃料品种 单位热值含碳量 低位热值 

无烟煤 27.7 t-C/TJ① 27.040×103KJ/Kg② 

烟煤 25.8 t-C/TJ① 22.350×103KJ/Kg② 

褐煤 28.2 t-C/TJ① 14.080×103KJ/Kg② 

焦炭 29.4 t-C/TJ ① 28.447×103KJ/Kg② 

原油 20.1 t-C/TJ① 42.620×103KJ/Kg② 

汽油 18.9 t-C/TJ① 44.800×103KJ/Kg② 

柴油 20.2 t-C/TJ① 43.330×103KJ/Kg② 

燃料油 21.1 t-C/TJ① 40.190×103KJ/Kg② 

一般煤油 19.6 t-C/TJ① 44.750×103KJ/Kg② 

喷气煤油 19.5 t-C/TJ① 44.590×103KJ/Kg② 

其他石油制品 20.0 t-C/TJ① 40.2×103KJ/Kg③ 

天然气 15.3 t-C/TJ①   38.9310×103KJ/m3② 

液化石油气 17.2 t-C/TJ① 47.310×103KJ/Kg② 

焦炉煤气 13.6 t-C/TJ① 17.4060×103KJ/m3② 

其他煤气 12.2 t-C/TJ② 15.7584×103KJ/m3② 

炼厂干气 18.2 t-C/TJ① 46.050×103KJ/Kg② 

液化天然气 17.2 t-C/TJ① 41.868×103KJ/Kg② 

石脑油 20.0 t-C/TJ① 45.010×103KJ/Kg② 

石油焦 27.5 t-C/TJ① 32.018×103KJ/Kg④ 

洗精煤 25.4 t-C/TJ① 26.393×103 KJ/Kg④ 

炼焦煤 25.4 t-C/TJ ① 27.49×103KJ/Kg② 

其他煤制品 33.6 t-C/TJ① 17.460×103 KJ/Kg② 

注：上述数据取值来源①《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试行）；②《中国温室气体清单研究》

（2007）；③《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2006）；④根据本市能源统计报表制度中参考折标系数

计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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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A-2 化石燃料燃烧分设备氧化率缺省值（%） 

设备 无烟煤 烟煤 褐煤 焦炭 原油 燃料油 柴油 炼厂干

气 石脑油 天然气 焦炉煤

气 
其他气

体 

自备电站锅炉  99           

大型工业锅炉  95           

小型工业锅炉  93           

燃油锅炉      100       

燃气锅炉          100   

合成氨造气炉 96 99 95 92 100 98 100 99 98 100 99  

单产甲醇炉          100   

黄磷电炉    99         

钙镁磷肥高炉    99         

其他加热炉 96   96 98 98 98 99  99 99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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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3 化石燃料燃烧分燃料品种氧化率缺省值 （%） 

燃料品种 氧化率 

无烟煤 95 

烟煤 95 

褐煤 95 

洗精煤 95 

炼焦煤 95 

其他煤制品 95 

焦炭 95 

原油 98 

汽油 98 

柴油 98 

燃料油 98 

一般煤油 98 

喷气煤油 98 

石脑油 98 

石油焦 98 

其他石油制品 98 

天然气 99 

液化石油气 98 

焦炉煤气 99 

其他煤气 99 

炼厂干气 98 

液化天然气 98 

注：如燃烧设备在表 A-2 中没有提供，则可选用表 A-3 相应燃料品种的氧化率缺省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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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4 甲醇生产过程 CO2排放因子缺省值  （单位: 吨 CO2 /吨甲醇） 

过程配置 天然气 天然气+ CO2 油 煤 褐煤 

不含初级重整装置的常规蒸汽重整

（缺省过程和天然气缺省原料） 
0.67     

含初级重整装置的常规蒸汽重整 0.497     

常规蒸汽重整，Lurgi 常规过程 0.385 0.267    

常规蒸汽重整，Lurgi 低压过程 0.267     

组合蒸汽重整，Lurgi 组合过程 0.396     

常规蒸汽重整，Lurgi Mega 甲醇过程 0.310     

部分氧化过程   1.376 5.285 5.020 

综合氨气生产的常规蒸汽重整 1.02     

 

               表 A-5 蒸汽裂解乙烯 CO2排放因子缺省值   （单位:吨 CO2 /吨乙烯） 

原料 石油精 汽油 乙烷 丙烷 丁烷 其它 

乙烯（总过程和能源原料使用） 1.73 2.29 0.95 1.04 1.07 1.73 

- 过程原料使用 1.73 2.17 0.76 1.04 1.07 1.73 

- 补充燃料（能源原料）使用 0 0.12 0.19 0 0 0 

 

  表 A-6 二氯乙烷/氯乙烯生产过程 CO2排放因子缺省值                                         

过程配置 二氯乙烷 
（吨 CO2 /吨二氯乙烷） 

氯乙烯 
（吨 CO2 /吨氯乙烯） 

直接氯化过程 0.191 0.286 

氧氯化过程 0.202 0.302 

平衡过程 [缺省过程] 0.196 0.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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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7 环氧乙烷生产过程 CO2排放因子缺省值  （单位：吨 CO2 /吨环氧乙烷） 

过程配置 催化剂选择性 CO2排放因子 

缺省值（70） 0.863 
75 0.663 空气过程 [缺省过程] 
80 0.5 

缺省值（75） 0.663 

80 0.5 氧气过程 
85 0.35 

 

表 A-8 丙烯腈生产过程 CO2排放因子缺省值   （单位：吨 CO2 /吨丙烯腈） 

过程配置 
丙烯的直接氨氧化 CO2排放因子 

燃烧用于能源回收/喷焰燃烧的次级产品（缺省） 1.00 

燃烧用于能源回收/喷焰燃烧的乙腈 0.83 

回收为产品的乙腈和氰化氢 0.79 

 

          表 A-9 碳黑生产过程 CO2排放因子缺省值  （单位：吨 CO2 /吨碳黑） 

过程配置 初级原料 次级原料 原料总量 

炉黑过程（缺省过程） 1.96 0.66 2.62 

热裂炭黑法 4.59 0.66 5.25 

乙炔炭黑过程 0.12 0.66 0.78 

注：初级原料一般指重质芳烃油等碳黑原料，次级原料通常有天然气或油。 

 

表 A-10 氨气生产过程 CO2排放因子缺省值   （单位：吨 CO2/吨氨气） 

生产过程 CO2排放因子 

常规重整 – 天然气 1.694 

过量空气重整 – 天然气 1.666 

自热重整 – 天然气 1.694 

部分氧化 2.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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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1 电石生产过程 CO2排放因子缺省值 

类别 单位 数值 
电石生产过程的 

CO2排放因子（工艺 1） 吨 CO2/吨电石 1.918 

电石生产过程的 
CO2排放因子（工艺 2） 吨 CO2/吨电石 1.070 

副产品氢氧化钙的吸收因子 吨 CO2/吨氢氧化钙 0.595 
溶解乙炔 CO2排放因子 吨 CO2/吨溶解乙炔 3.385 

注：工艺 1是指用石灰石作原料，加热石灰石产生 CO2排放，然后用碳还原 CaO 产生 CO2排放；工艺 2

是指用石灰作原料，石灰还原生成电石产生的 CO2排放。 

表 A-12 二氧化钛生产过程排放因子缺省值 

产品 排放因子 
（吨 CO2 /吨产品） 

合成金红石 1.573 
金红石二氧化钛（氯化工艺） 1.541 

 

表 A-13 纯碱生产过程排放因子缺省值 

类别 单位 数值 

根据天然碱矿计算 吨 CO2 /吨天然碱矿 0.097 
根据生产的纯碱量计算 吨 CO2 /吨纯碱 0.138 

 

表 A-14 废弃物焚烧相关参数缺省值 

相关参数 缺省值 

废弃物中碳含量比例 1 

废弃物中矿物碳在碳总量中的比例 90% 

废弃物焚烧炉的燃烧效率 97% 

 

表 A-15 电力和热力的排放因子缺省值 

名称 缺省值 

电力排放因子 7.88 t CO2/ 104kWh 

热力排放因子 0.11 t CO2/GJ 

注：电力、热力排放因子根据上海市 2010年能源平衡表和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数据计算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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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上海市化工行业温室气体排放监测计划 （略） 

附 录 C   上海市化工行业年度温室气体排放状况报告（略） 

附 录 D   不确定性量化方法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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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上海市有色金属行业温室
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方法（试行）》的通知 

沪发改环资〔2012〕184 号 

 
各有关单位：  

根据市政府《关于本市开展碳排放交易试点工作的实施意见》有关要求，学习借

鉴国际上的科学方法，结合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清单编制中形成的做法和本市有色金属

行业实际情况，我委组织制定了《上海市有色金属行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方法

（试行）》（SH/MRV-005-2012，具体内容附后），现予以印发。  

《上海市有色金属行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方法（试行）》（SH/MRV-005-

2012），旨在指导和规范本市有色金属行业企业、有关部门和专业机构统一、科学地

开展相关碳排放监测、报告、核查和管理工作。我委将根据此方法的实际应用效果，

结合本市碳排放交易试点工作的进展情况，适时进一步修订完善。  

特此通知。  

附：《上海市有色金属行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方法（试行）》（SH/MRV-

005-2012） 

 

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二○一二年十二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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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MRV 
 

上海市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技术文件 

SH/MRV-005-2012 

 

 

上海市有色金属行业温室气体 

排放核算与报告指南 
（试 行）  

 

 

 

 

 

 

 

2012 年 12 月 12 日发布                                                    2013 年 1 月 1 日实施 

 

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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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2012 年 7 月，上海市人民政府印发了《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本市开展碳排

放交易试点工作的实施意见》（沪府发[2012]64 号），要求制定出台上海市温

室气体排放核算指南和分行业的核算方法等。 

本方法以《上海市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指南（试行）》为依据，旨在

指导和规范本市有色金属行业排放主体的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制定过程

中，按照国家在编制温室气体清单过程中的做法，充分参考了国内外相关技术

标准、指南和文献资料，广泛听取了相关部门、行业协会、专家和本行业企业

意见和建议，在此基础上，制定形成本方法。 

本方法是首次发布，在实际操作中可能还存在不足，希望能够及时得到相

关反馈意见。今后将根据实际需要，进一步修订和完善。 

本方法由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提出并负责解释和修订。 

本方法起草单位：上海市信息中心。 

本方法参与单位：上海市有色金属行业协会、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上海

市节能减排中心。 

本方法主要起草人：刘佳、彭鹓、臧玲、朱君奕、王延松。 

本方法咨询专家：唐宗平、乐嘉方、范宇宙、陈华、杨琳、孙志民、陈国

雄、陆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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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本市有色金属行业的排放主体主要为压延加工业企业，因此，本方法主要

适用于有色金属行业中压延加工业企业的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 

本方法所指温室气体排放仅指二氧化碳排放。 

2 引用文件和参考文献 

《上海市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指南（试行）》（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2012） 

《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应对气候变化

司，2011） 

《中国温室气体清单研究》（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小组办公室、国家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2007） 

《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2006） 

3 边界确定 

排放主体原则上为独立法人，其边界与本市能源统计报表制度中规定的统

计边界一致。 

排放主体的核算范围原则上仅核算其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与生产经营活动相

关的排放，包括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直接排放和使用外购的电力、热力等所导

致的间接排放。生活能耗导致的排放原则上不计入核算范围内。 

4 核算方法 

4.1 量化公式 

排放主体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按（1）式计算，具体排放示例见表 4-1： 

间接排放量直接排放量=排放总量   (1) 

表 4-1 排放主体排放示例 

排放类型 排放示例 

直接排放 煤炭、天然气、柴油等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排放 

间接排放 使用外购的电力和热力导致的排放 



 

- 164 - 

4.1.1 直接排放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主要基于分燃料品种的消耗量、低位热值、单位热值含

碳量和氧化率计算得到，按（2）式计算： 

 








12

44
氧化率单位热值含碳量低位热值燃料消耗量排放量＝ iiii

（2）
 

式中： 

i 表示不同燃料类型； 

燃料消耗量表示各种化石燃料的实物消耗量，单位为吨或立方米（t 或

m3）； 

低位热值表示单位燃料消耗量的低位发热量，单位为十亿千焦/吨或十亿千

焦/立方米（TJ/t 或 TJ/ m3）； 

单位热值含碳量表示单位低位发热量燃料所含碳元素的质量，单位为吨碳/

十亿千焦（t-C/TJ）； 

氧化率表示燃料中的碳在燃烧中被氧化的比率，以%表示。  

如排放主体存在能源加工转换的（如煤制气等，但发电、供热除外），其

投入的化石燃料视作燃料燃烧，该部分排放量应计入其排放总量，对外售出的

二次能源含碳物质所对应的排放量参照（2）式计算，并从其排放总量中予以扣

减。    

4.1.2 间接排放 

间接排放指排放主体因使用外购的电力、热力所导致的排放，该部分排放

源于前述电力和热力的生产。按（3）式计算： 

）排放因子（活动水平数据排放量＝  kk        （3） 

式中： 

k 表示电力或热力； 

活动水平数据表示外购电力和热力的消耗量，单位为万千瓦时（104kWh）

或百万千焦（GJ）； 

排放因子表示消耗单位电力或热力产生的间接排放量，单位为吨 CO2/万千

瓦时(tCO2/104kWh) 或吨 CO2/百万千焦(tCO2/GJ)。 

电力/热力排放因子的缺省值见附录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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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数据获取 

4.2.1 活动水平数据获取 

1）化石燃料消耗量数据可通过两种方法获得。 

方法一：根据年度购买量或销售量以及库存的变化来确定实际消耗的数

据。购买量或销售量采用采购单或销售单等结算凭证上的数据，库存变化数据

采用计量工具读数或其他符合要求的方法来确定。计算公式如下： 

其他用量-期末存储量）-（期初存储量购买量=消耗量      （4） 

方法二：使用高精确度的标度尺或流量计等各种测量工具对实际消耗进行

计量。相关计量器具应符合《GB 17167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

则》等国家、行业或地方标准。 

燃料消耗量原则上应细分到主要生产系统（车间、生产线等）或燃烧设备

（窑炉、锅炉等）。 

2）外购的电力、热力活动水平数据可根据供应商出具的结算凭证获取。 

3）对外售出的二次能源销售量等数据可通过相关结算凭证获取。 

4.2.2 相关参数获取 

1）化石燃料低位热值采用附录 A所列缺省值。具备条件的也可委托有资质

的专业机构进行检测，检测应遵循《GB/T213 煤的发热量测定方法》、

《GB/T384 石油产品热值测定法》、《GB/T 22723 天然气能量的测定》等国

家、行业或地方标准中对各项内容（如试验室条件、试剂、材料、仪器设备、

测定步骤和结果计算等）的规定，并保留检测数据；使用其他相关方结算凭证

中提供的检测值时，应保留相应凭证。低位热值以入厂燃料收到基为检测基

础，每批次入厂燃料至少进行 1 次检测，取全年加权平均值作为该燃料品种的

低位热值。 

2）化石燃料单位热值含碳量采用附录 A所列缺省值。具备条件的也可委

托有资质的专业机构通过对同一样本的低位热值和含碳量进行检测、计算获

得。检测应遵循《GB/T476 煤的元素分析方法》、《SH/T0656 石油产品及润滑

剂中碳、氢、氮测定法》、《GB/T13610 天然气的组成分析》等国家、行业或

地方标准中对各项内容（如试验室条件、试剂、材料、仪器设备、测定步骤和

结果计算等）的规定及 1）中低位热值检测的相关规定，并保留检测数据；使

用其他相关方结算凭证中提供的检测值时，应保留相应凭证。单位热值含碳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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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燃料收到基为检测基础，同一燃料品种每年检测不少于 3 次，且连续两次检

测的时间间隔不小于 2 个月，取算术平均值作为该燃料品种的单位热值含碳

量。 

3）燃烧设备的氧化率采用附录 A所列缺省值（优先采用附录 A中表 A-2

所列缺省值，若表中无对应设备或对应燃料，则采用表 A-3 所列缺省值）。对

于燃煤设备，具备条件的也可委托有资质的专业机构对氧化率的相关参数进行

检测后，按（5）式计算获得。检测应遵循《GB/T10180 工业锅炉热工性能试验

规程》、窑炉热平衡测试等国家、行业或地方标准中对各项内容（如试验室条

件、试剂、材料、仪器设备、测定步骤和结果计算等）的规定，并保留检测数

据。设备氧化率的相关参数每年应至少检测 1 次，如检测后当年进行技术改造

的，则应在改造后再次实施检测。 

100%煤炭含碳量）量飞灰含碳量）/（用煤飞灰量

漏煤含碳量漏煤量-炉渣含碳量炉渣量-煤炭含碳量×（用煤量=氧化率




（5） 

燃料消耗量无法分到具体燃烧设备类型的，其氧化率按 100%计。 

4.3 不确定性 

在获取活动水平数据和相关参数时可能存在不确定性。排放主体应对活动

水平数据和相关参数的不确定性以及降低不确定性的相关措施进行说明。 

不确定性产生的原因一般包括以下几方面： 

1）缺乏完整性：由于排放机理未被识别，无法获得监测结果及其他相关数

据； 

2）数据缺失：在现有条件下无法获得或者非常难以获得相关数据，因而使

用替代数据或其他估算、经验数据； 

3）数据缺乏代表性：例如某些设备的检测值是在满负荷运行时获得的，而

缺少负荷变化时的数据； 

4）测量误差：如测量仪器、仪器校准或测量标准不精确等； 

排放主体应对核算中使用的每个参数是否存在因上述原因导致的不确定性

进行识别和说明，同时说明降低不确定性的措施。 

具体不确定性量化方法参考附录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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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监测 

监测是指排放主体为获取与自身温室气体排放相关的数据所开展的一系列

活动，包括监测计划的制定和监测的实施等。 

 

5.1 监测计划 

排放主体在报告期开始前应制定并向主管部门提交监测计划。 

监测计划应包含以下内容： 

1）排放主体的基本信息，包括排放主体名称、报告年度、行业代码、组织

机构代码、法定代表人、经营地址、通讯地址和联系人等； 

2）排放主体的排放边界； 

3）核算方法相关说明：应对相关活动水平数据（如能源消耗量、外售煤气

量等）的获取和相关参数（如低位热值、单位热值含碳量和氧化率等）的选择

及获取方式进行说明，若相关参数的获取采用检测方法的，应提供参数的检测

说明； 

4）可能存在的不确定性及拟采取的措施。 

监测计划在同一报告期内原则上不得更改，若发生更改，应上报主管部

门。排放主体应对监测计划的更改进行完整的记录。 

监测计划模板见附录 B。 

5.2 监测实施要求 

排放主体应对活动水平数据和相关参数等进行监测。活动水平数据的监测

主要指对化石燃料消耗量、对外售出的煤气销售量等的监测，具体可采用结算

凭证及库存量记录或直接计量等方式。相关参数的监测主要指对低位热值、单

位热值含碳量、氧化率等的监测。若排放主体选择检测的方式获取相关参数，

则应遵循上述标准方法。 

6 报告 

年度排放报告由排放主体编制，经第三方核查机构出具核查报告后，提交

主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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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报告编制 

年度排放报告应包括下列信息： 

1）排放主体的基本信息，如排放主体名称、报告年度、组织机构代码、法

定代表人、注册地址、经营地址、通讯地址和联系人等； 

2）排放主体的排放边界； 

3）排放主体与温室气体排放相关的工艺流程（如有）； 

4）监测情况说明，包括监测计划的制定与更改情况、实际监测与监测计划

的一致性、温室气体排放类型等； 

5）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信息：化石燃料燃烧排放应报告分燃料品种的消耗

量，对应的相关参数的量值及来源等；电力和热力排放应报告外购的电力和热

力的消耗量； 

6）不确定性产生的原因及降低不确定性的方法说明； 

7）其他应说明的情况，如 CO2清除、生物质燃料燃烧排放、废弃物处置排

放等内容； 

8）真实性声明。 

具体年度排放报告模板见附录 C。 

6.2 数据质量控制 

为使年度排放报告准确可信，排放主体可通过以下措施对数据的获取与处

理进行质量控制。 

1）排放主体应对数据进行复查和验证。 

数据复查可采用纵向方法和横向方法：纵向方法即对不同年份的数据进行

比较，包括年度排放数据的比较，生产活动变化的比较和工艺过程变化的比较

等。横向方法即对不同来源的数据进行比较，包括采购数据、库存数据（基于

报告期内的库存信息）、消耗数据间的比较，不同来源（如排放主体检测、缺

省值等）的相关参数间比较等。 

2）排放主体应定期对计量器具进行校准、调整。 

当器具不满足监测要求时，排放主体应当及时进行必要的调整。 

6.3 信息管理 

排放主体应记录并保存下列资料，保存时间不少于 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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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核算方法相关信息：获取活动水平数据及相关参数的相关资料（如消耗

量的原始凭证、检测数据等相关凭证），不确定性及如何降低不确定性的相关

说明； 

2）与温室气体排放监测相关的管理材料； 

3）数据质量控制相关记录文件； 

4）年度排放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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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表 A-1  化石燃料单位热值含碳量、低位热值缺省值 

燃料品种 单位热值含碳量 低位热值 

无烟煤 26.8 t-C/TJ① 23.210×103KJ/Kg② 

烟煤 26.6 t-C/TJ① 22.350×103KJ/Kg② 

褐煤 28.2 t-C/TJ① 14.080×103KJ/Kg② 

洗精煤 25.4t-C/TJ① 26.393×103 KJ/Kg④ 

其他煤制品 33.6 t-C/TJ① 17.460×103KJ/Kg② 

焦炭 29.4 t-C/TJ① 28.447×103KJ/Kg② 

原油 20.1 t-C/TJ① 42.620×103KJ/Kg② 

汽油 18.9 t-C/TJ① 44.800×103KJ/Kg② 

柴油 20.2 t-C/TJ① 43.330×103KJ/Kg② 

燃料油 21.1 t-C/TJ① 40.190×103KJ/Kg② 

一般煤油 19.6 t-C/TJ① 44.750×103KJ/Kg② 

喷气煤油 19.5 t-C/TJ① 44.590×103KJ/Kg② 

石脑油 20.0 t-C/TJ① 45.010×103KJ/Kg② 

石油焦 27.5 t-C/TJ① 32.018×103KJ/Kg④ 

其他石油制品 20.0 t-C/TJ① 40.2×103KJ/Kg③ 

天然气 15.3 t-C/TJ① 38.9310×103KJ/m3② 

液化石油气 17.2 t-C/TJ① 47.310×103KJ/Kg② 

焦炉煤气 13.6 t-C/TJ① 17.3540×103KJ/m3② 

其他煤气 12.2 t-C/TJ② 15.7584×103KJ/m3② 

炼厂干气 18.2 t-C/TJ① 46.050×103KJ/Kg② 

液化天然气 17.2 t-C/TJ① 41.868×103KJ/Kg② 

注：上述数据取值来源①《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试行）；②《中国温室气体清单研究》

（2007）；③《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2006）；④根据本市能源统计报表制度中参考折标系数

计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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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2 化石燃料燃烧分设备氧化率缺省值 

设备 烟煤 燃料油 天然气 焦炉煤气 

蒸汽锅炉 92.37% 97%   

自备发电锅炉 93.72%    

煤气发生炉 90%    

精炼反射炉  97.5%   

燃用天然气   99% 99% 
 

表 A-3  化石燃料燃烧分燃料品种氧化率缺省值 

燃料品种 氧化率（%） 
无烟煤 95 
烟煤 95 
褐煤 95 

洗精煤 98 
焦炭 95 

其他煤制品 95 
原油 98 
汽油 98 
柴油 98 

燃料油 98 
一般煤油 98 
喷气煤油 98 
石脑油 98 
石油焦 98 

其他石油制品 98 
天然气 99 

液化石油气 98 
焦炉煤气 99 
其他煤气 99 
炼厂干气 98 

液化天然气 98 

注：如燃烧设备在表 A-2 中没有提供，则可选用表 A-3 相应燃料品种的氧化率缺省值。 

表 A-4  电力和热力的排放因子缺省值 

名称 缺省值 

电力排放因子 7.88 t CO2/ 104kWh 

热力排放因子 0.11 t CO2/GJ 
注：电力、热力排放因子根据上海市 2010 年能源平衡表和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数据计算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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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上海市有色金属行业温室气体排放监测计划 （略） 

附 录 C   上海市有色金属行业年度温室气体排放状况报告（略） 

附 录 D   不确定性量化方法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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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上海市纺织、造纸行
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方法（试行）》的通知 

沪发改环资〔2012〕185 号  
 

各有关单位：  

根据市政府《关于本市开展碳排放交易试点工作的实施意见》有关要求，

学习借鉴国际上的科学方法，结合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清单编制中形成的做法和

本市纺织和造纸行业实际情况，我委组织制定了《上海市纺织、造纸行业温室

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方法（试行）》（SH/MRV-006-2012，具体内容附后），现

予以印发。  

《上海市纺织、造纸行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方法（试行）》

（SH/MRV-006-2012），旨在指导和规范本市纺织和造纸行业企业、有关部门和

专业机构统一、科学地开展相关碳排放监测、报告、核查和管理工作。我委将

根据此方法的实际应用效果，结合本市碳排放交易试点工作的进展情况，适时

进一步修订完善。  

特此通知。  

附：《上海市纺织、造纸行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方法（试行）》

（SH/MRV-006-2012） 

 

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二○一二年十二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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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MRV 
 

上海市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技术文件 

SH/MRV-006-2012 

 

 

上海市纺织、造纸行业温室气体 

排放核算与报告指南 
（试 行）  

 

 

 

 

 

 

 

2012 年 12 月 12 日发布                                              2013 年 1 月 1 日实施 

 

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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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2012 年 7 月，上海市人民政府印发了《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本市开展碳排

放交易试点工作的实施意见》（沪府发[2012]64 号），要求制定出台上海市温

室气体排放核算指南和分行业的核算方法等。 

本方法以《上海市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指南（试行）》为依据，旨在

指导和规范本市纺织、造纸行业排放主体的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制定过

程中，按照国家在编制温室气体清单过程中的做法，充分参考了国内外相关技

术标准、指南和文献资料，广泛听取了相关部门、行业协会、专家和本行业企

业意见和建议，在此基础上，制定形成本方法。 

本方法是首次发布，在实际操作中可能还存在不足，希望能够及时得到相

关反馈意见。今后将根据实际需要，进一步修订和完善。 

本方法由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提出并负责解释和修订。 

本方法起草单位：上海市信息中心。 

本方法参与单位：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上海市节能减排中心。 

本方法主要起草人：刘佳、罗鸿斌、臧玲、朱君奕。 

本方法咨询专家：吴淑仪、黄蓓、施浩、陆永华、张乾、戴励、黄晖、向

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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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本方法适用于本市纺织、造纸行业排放主体的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 

本方法所指温室气体排放仅指二氧化碳排放。 

2 引用文件和参考文献 

《上海市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指南（试行）》（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2012） 

《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应对气候变化司，

2011） 

《中国温室气体清单研究》（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小组办公室、国家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2007） 

《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2006） 

3 边界确定 

排放主体原则上为独立法人，其边界与本市能源统计报表制度中规定的统

计边界一致。 

排放主体的核算范围原则上仅核算其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与生产经营活动相

关的排放，包括直接排放和间接排放。直接排放是指化石燃料燃烧和工业生产

过程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间接排放是指因使用外购的电力、热力等所导致的

温室气体排放。生活能耗导致的排放原则上不计入核算范围内。 

纺织、造纸行业的废水处理、污泥厌氧消化处理以及堆填区轧机废弃物处

理过程等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原则上不计入本方法核算范围内。 

3.1 纺织行业 

纺织行业具体核算范围包括： 

1）固定燃烧设备（如窑炉、锅炉等）及厂界内移动运输等生产辅助设备

（如叉车、铲车、吊车等）使用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直接排放； 

2）使用外购电力、热力导致的间接排放。 

3.2 造纸行业 

造纸行业具体核算范围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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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固定燃烧设备（如窑炉、锅炉等）及厂界内移动运输等生产辅助设备

（如叉车、铲车、吊车等）使用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直接排放； 

2）添加配浆化学剂（CaCO3, Na2CO3）过程产生的直接排放（如有）；  

3）使用外购电力、热力导致的间接排放。 

4 核算方法 

4.1 量化公式 

排放主体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按（1）式计算,具体排放示例见表 4-1： 

间接排放量直接排放量=排放总量  (1) 

表 4-1 排放主体排放示例 

排放类型 排放示例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 煤、天然气、柴油等化石燃料燃烧排放 

直接排放 
生产过程排放 

添加配浆化学剂（CaCO3,Na2CO3）产生的

排放 

间接排放 使用外购的电力、热力导致的排放 

4.1.1 直接排放 

4.1.1.1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主要基于分燃料品种的消耗量、低位热值、单位热值含

碳量和氧化率计算得到，按（2）式计算： 

 
i

iiii ）氧化率燃料单位热值含碳量燃料低位热值（燃料消耗量排放量＝
12
44 （2） 

式中： 

i 表示不同燃料类型； 

燃料消耗量表示各种化石燃料的实物消耗量，单位为吨或立方米（t 或

m3）； 

燃料低位热值表示单位燃料消耗量的低位发热量，单位为十亿千焦/吨或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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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千焦/立方米（TJ/t 或 TJ/ m3）； 

燃料单位热值含碳量表示单位低位发热量燃料所含碳元素的质量，单位为

吨碳/十亿千焦（t-C/TJ）； 

氧化率表示燃料中的碳在燃烧中被氧化的比率，以%表示。 

如排放主体存在能源加工转换的（如煤制气等，但发电、供热除外），其

投入的化石燃料视作燃料燃烧，该部分排放量应计入其排放总量，对外售出的

二次能源含碳物质所对应的排放量参照（2）式计算，并从其排放总量中予以扣

减。    

4.1.1.2 过程排放 

添加配浆化学剂（CaCO3, Na2CO3）过程产生的排放，主要基于以下两种方

式计算得到： 

1）如排放主体对碳酸盐原料中碳酸盐含量进行检测，则按石灰石、白云石

和纯碱等碳酸盐原料消耗量、其碳酸盐含量以及相应的分子质量比计算排放

量。计算公式按（3）式。 

   kkjj 碳酸盐分子量碳酸盐含量碳酸盐原料消耗量排放量＝ /44,    （3） 

式中： 

j 表示不同碳酸盐原料类型，如石灰石、白云石、纯碱等； 

k 表示不同碳酸盐类型，包括碳酸钙、碳酸钠； 

碳酸盐原料消耗量单位为吨（t）； 

碳酸盐含量以分数形式表示（％）； 

碳酸盐分子量表示该类型碳酸盐的相对分子质量。 

2）如排放主体对碳酸盐原料中碳酸盐含量不进行检测，则基于碳酸盐原料

的消耗量及过程排放因子计算得到，按（4）式计算： 

   jj 过程排放因子碳酸盐原料消耗量排放量＝    （4） 

式中： 

j 表示不同碳酸盐原料类型，如石灰石、白云石、纯碱等； 

碳酸盐原料消耗量单位为吨（t）； 

过程排放因子表示生产过程中消耗单位碳酸盐原料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

量，单位为吨 CO2/吨（tCO2/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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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间接排放 

间接排放指排放主体因使用外购的电力、热力所导致的排放，该部分排放

源于前述电力和热力的生产,按（5）式计算： 

    kk 排放因子活动水平数据排放量＝   （5） 

式中： 

k 表示电力或热力； 

活动水平数据表示电力和热力的消耗量，单位为万千瓦时（104kWh）或百

万千焦（GJ）； 

排放因子表示消耗单位电力或热力产生的间接排放量，单位为吨 CO2/万千

瓦时(tCO2/104kWh) 或吨 CO2/百万千焦(tCO2/GJ)。 

电力/热力排放因子的缺省值见附录 A。 

4.2 数据获取 

4.2.1 活动水平数据获取 

1）化石燃料消耗量、碳酸盐原料消耗量数据可通过两种方法获得。 

方法一：根据年度购买量或销售量以及库存的变化来确定实际消耗的数

据。购买量或销售量采用采购单或销售单等结算凭证上的数据，库存变化数据

采用计量工具读数或其他符合要求的方法来确定。计算公式如下： 

其他用量-期末存储量）-（期初存储量购买量=消耗量        

方法二：使用高精确度的标度尺或流量计等各种测量工具对实际消耗进行

计量。相关计量器具应符合《GB 17167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

则》等国家、行业或地方标准。 

燃料消耗量原则上应细分到主要生产系统（车间、生产线等）或燃烧设备

（窑炉、锅炉等）。 

2）外购的电力、热力活动水平数据根据供应商出具的结算凭证获取。 

3）对外售出的二次能源销售量等数据可通过相关结算凭证获取。 

4.2.2 相关参数获取 

1）化石燃料低位热值采用附录 A所列缺省值。具备条件的也可委托有资

质的专业机构进行检测，检测应遵循《GB/T213 煤的发热量测定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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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384 石油产品热值测定法》、《GB/T 22723 天然气能量的测定》等国

家、行业或地方标准中对各项内容（如试验室条件、试剂、材料、仪器设备、

测定步骤和结果计算等）的规定，并保留检测数据；使用其他相关方结算凭证

中提供的检测值时，应保留相应凭证。低位热值以入厂燃料收到基为检测基

础，每批次入厂燃料至少进行 1 次检测，取加权平均值作为该燃料品种的低位

热值。 

2）化石燃料单位热值含碳量采用附录 A所列缺省值。具备条件的也可委

托有资质的专业机构通过对同一样本的低位热值和含碳量进行检测、计算获

得。检测应遵循《GB/T476 煤的元素分析方法》、《SH/T0656 石油产品及润滑

剂中碳、氢、氮测定法》、《GB/T13610 天然气的组成分析》等国家、行业或

地方标准中对各项内容（如试验室条件、试剂、材料、仪器设备、测定步骤和

结果计算等）的规定及 1）中低位热值检测的相关规定，并保留检测数据；使

用其他相关方结算凭证中提供的检测值时，应保留相应凭证。单位热值含碳量

以燃料收到基为检测基础，同一燃料品种每年检测不少于 3 次，且连续两次检

测的时间间隔不小于 2 个月，取算术平均值作为该燃料品种的单位热值含碳

量。 

3）燃烧设备的氧化率采用附录 A所列缺省值（优先采用附录 A中表 A-2

所列缺省值，若表中无对应设备或对应燃料，则采用表 A-3 所列缺省值）。对

于燃煤设备，具备条件的也可委托有资质的专业机构对氧化率的相关参数进行

检测后，按（6）式计算获得。检测应遵循《GB/T10180 工业锅炉热工性能试验

规程》、窑炉热平衡测试等国家、行业或地方标准中对各项内容（如试验室条

件、试剂、材料、仪器设备、测定步骤和结果计算等）的规定，并保留检测数

据。设备氧化率的相关参数每年应至少检测 1 次，如检测后当年进行技术改造

的，则应在改造后再次实施检测。 

%100/ 



煤炭含碳量）（用煤量飞灰含碳量）－飞灰量

漏煤含碳量炉渣含碳量－漏煤量煤炭含碳量－炉渣量氧化率＝（用煤量
（6） 

燃料消耗量无法分到具体燃烧设备类型的，其氧化率按 100%计。 

4）添加配浆化学剂（CaCO3, Na2CO3）过程中碳酸盐含量、过程排放因子

的检测，应遵循《GB/T 3286.1 石灰石、白云石化学分析方法 氧化钙量和氧化

镁量的测定》、《GB/T 3286.9 石灰石、白云石化学分析方法二氧化碳量的测定》、

《ASTM E359,苏打灰（碳酸钠）的化学分析方法》等国家、行业或地方标准。

同一种碳酸盐原料每年检测不少于 3 次，且连续两次检测的时间间隔不小于 2

个月，取算术平均值作为该种碳酸盐原料的检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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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酸盐相应的分子质量见附录 A。 

碳酸盐过程排放因子如无检测值，则采用附录 A所列缺省值。 

4.3 不确定性 

在获取活动水平数据和相关参数时可能存在不确定性。排放主体应对活动

水平数据和相关参数的不确定性以及降低不确定性的相关措施进行说明。 

不确定性产生的原因一般包括以下几方面： 

1）缺乏完整性：由于排放机理未被识别，无法获得监测结果及其他相关数

据； 

2）数据缺失：在现有条件下无法获得或者非常难以获得相关数据，因而使

用替代数据或其他估算、经验数据； 

3）数据缺乏代表性：例如某些设备的检测值是在满负荷运行时获得的，而

缺少负荷变化时的数据； 

4）测量误差：如测量仪器、仪器校准或测量标准不精确等； 

排放主体应对核算中使用的每个参数是否存在因上述原因导致的不确定性

进行识别和说明，同时说明降低不确定性的措施。 

具体不确定性量化方法参考附录 D。 

5 监测 

监测是指排放主体为获取与自身温室气体排放相关的数据所开展的一系列

活动，包括监测计划的制定和监测的实施等。 

5.1 监测计划 

排放主体在报告期开始前应制定并向主管部门提交监测计划。 

监测计划应包含以下内容： 

1）排放主体的基本信息，包括排放主体名称、报告年度、行业代码、组织

机构代码、法定代表人、经营地址、通讯地址和联系人等； 

2）排放主体的排放边界； 

3）核算方法相关说明：应对相关活动水平数据（如能源消耗量、碳酸盐原

料消耗量等）的获取和相关参数（如低位热值、单位热值含碳量、氧化率、碳

酸盐原料中碳酸盐含量、碳酸盐原料中过程排放因子等）的选择及获取方式进

行说明，若相关参数的获取采用检测的方法，应提供参数的检测说明； 

4）可能存在的不确定性及拟采取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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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计划在同一报告期内原则上不得更改，若发生更改，应上报主管部

门。排放主体应对监测计划的更改进行完整的记录。 

具体监测计划模版见附录 B。 

5.2 监测实施要求 

排放主体应对活动水平数据和相关参数等进行监测。活动水平数据的监测

主要指对化石燃料消耗量、碳酸盐原料消耗量等的监测，具体可采用结算凭证

及库存量记录或直接计量等方式。相关参数的监测主要指对低位热值、单位热

值含碳量、氧化率、碳酸盐原料中碳酸盐含量、碳酸盐原料中过程排放因子等

的监测。若排放主体选择检测的方式获取相关参数，则应遵循上述标准方法。 

6 报告 

年度排放报告由排放主体编制，经第三方核查机构出具核查报告后，提交

主管部门。 

6.1 报告编制 

年度排放报告应包括下列信息： 

1）排放主体的基本信息，如排放主体名称、报告年度、组织机构代码、法

定代表人、注册地址、经营地址、通讯地址和联系人等； 

2）排放主体的排放边界； 

3）排放主体与温室气体排放相关的工艺流程(如有)； 

4）监测情况说明，包括监测计划的制定与更改情况、实际监测与监测计划

的一致性、温室气体排放类型等； 

5）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信息：化石燃料燃烧排放应报告分燃料品种的消耗

量，对应的相关参数的量值及来源；生产过程排放应报告碳酸盐原料消耗量、

碳酸盐原料中碳酸盐含量、碳酸盐原料中过程排放因子等相关数据及来源；电

力和热力排放应报告外购的电力和热力的消耗量； 

6）不确定性产生的原因及降低不确定性的方法说明； 

7）其他应说明的情况，如 CO2清除、生物质燃料燃烧排放、废弃物处置排

放等内容； 

8）真实性声明。 

具体年度排放报告模版见附录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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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数据质量控制 

为使年度排放报告准确可信，排放主体可通过以下措施对数据的获取与处

理进行质量控制。 

1）排放主体应对数据进行复查和验证。 

数据复查可采用纵向方法和横向方法：纵向方法即对不同年份的数据进行

比较，包括年度排放数据的比较，生产活动变化的比较和工艺过程变化的比较

等。横向方法即对不同来源的数据进行比较，包括采购数据、库存数据（基于

报告期内的库存信息）、消耗数据间的比较，不同来源（如排放主体检测、缺

省值等）的相关参数间比较等。 

2）排放主体应定期对计量器具进行校准、调整。 

当器具不满足监测要求时，排放主体应当及时进行必要的调整。 

6.3 信息管理 

排放主体应记录并保存下列资料，保存时间不少于 5 年： 

1）核算方法相关信息：获取活动水平数据及相关参数的相关资料（如消耗

量的原始凭证、检测数据等相关凭证），不确定性及如何降低不确定性的相关

说明； 

2）与温室气体排放监测相关的管理材料； 

3）数据质量控制相关记录文件； 

4）年度排放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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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表 A-1  化石燃料单位热值含碳量、低位热值缺省值 

燃料品种 单位热值含碳量 低位热值 

无烟煤 27.4 t-C/TJ① 23.210×103KJ/Kg② 

烟煤 25.8t-C/TJ① 22.350×103KJ/Kg② 

褐煤 28.0 t-C/TJ① 14.080×103KJ/Kg② 

其他煤制品 33.6 t-C/TJ① 17.460×103KJ/Kg② 

焦炭 29.4 t-C/TJ① 28.435×103KJ/Kg② 

原油 20.1 t-C/TJ① 42.620×103KJ/Kg② 

汽油 18.9 t-C/TJ① 44.800×103KJ/Kg② 

柴油 20.2 t-C/TJ① 43.330×103KJ/Kg② 

燃料油 21.1t-C/TJ① 40.190×103KJ/Kg② 

一般煤油 19.6 t-C/TJ① 44.750×103KJ/Kg② 

喷气煤油 19.5 t-C/TJ① 44.590×103KJ/Kg② 

其他石油制品 20.0 t-C/TJ① 40.2×103KJ/Kg③ 

天然气 15.3 t-C/TJ①   38.9310×103KJ/m3② 

焦炉煤气 13.6 t-C/TJ① 17.4060×103KJ/m3② 

其他煤气 12.2 t-C/TJ② 15.7584×103KJ/m3② 

液化石油气 17.2 t-C/TJ① 47.310×103KJ/Kg② 

炼厂干气 18.2 t-C/TJ① 46.050×103KJ/Kg② 

液化天然气 17.2 t-C/TJ① 41.868×103KJ/Kg② 

石脑油 20.0 t-C/TJ① 45.010×103KJ/Kg② 

石油焦 27.5 t-C/TJ① 32.018×103KJ/Kg④ 

注：上述数据取值来源①《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试行）；②《中国温室气体清单研

究》（2007）；③《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2006），④根据本市能源统计报表制度中参

考折标系数计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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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2  化石燃料燃烧分设备氧化率缺省值 

行

业 设备 烟煤 焦炭 原油 燃料

油 汽油 柴油 LPG 天然

气 
焦炉

煤气 
其他

煤气 
电站锅

炉 
95.5%          

工业锅

炉（大

于等于

10 蒸 t） 

95%          

工业锅

炉（小

于 10 蒸

t） 

95% 97%         

化铁炉  98%         
工业窑

炉 
    98%  98% 99% 99% 99% 

纺

织

行

业 

柴油发

电机 
     98%     

电站锅

炉 
95.5%          

工业锅

炉（大

于等于

10t/h） 

95%          

工业锅

炉（小

于

10t/h） 

95%          

工业窑

炉 
 97%         

碱回收

炉 
  98% 98%   99% 99%  99% 

造

纸

行

业 

柴油发

电机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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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3  化石燃料燃烧分燃料品种氧化率缺省值 

燃料品种 氧化率（%） 

无烟煤 95 

烟煤 95 

褐煤 95 

焦炭 95 

其他煤制品 95 

原油 98 

汽油 98 

柴油 98 

燃料油 98 

一般煤油 98 

喷气煤油 98 

其他石油制品 98 

天然气 99 

焦炉煤气 99 

其他煤气 99 

液化石油气 98 

炼厂干气 98 

液化天然气 98 

石脑油 98 

石油焦 98 

注：如燃烧设备在表 A-2 中没有提供，则可选用表 A-3 相应燃料品种的氧化率缺省值。 

表 A-4  添加配浆化学剂（CaCO3, Na2CO3）生产过程碳酸盐分子质量 

碳酸盐 碳酸盐分子质量 

碳酸钙（CaCO3） 100 

碳酸钠（Na2CO3）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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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5  添加配浆化学剂（CaCO3, Na2CO3）生产过程碳酸盐过程排放因子缺省值 

碳酸盐原料 过程排放因子（tCO2/t） 

石灰石 0.430 

白云石 0.474 

纯碱 0.415 

表 A-6  电力和热力的排放因子缺省值 

名称 缺省值 

电力排放因子 7.88 t CO2/ 104kWh 

热力排放因子 0.11 tCO2/GJ 

注：电力、热力排放因子根据上海市 2010 年能源平衡表和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数据计算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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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上海市纺织、造纸行业温室气体排放监测计划 （略） 

附 录 C   上海市纺织、造纸行业年度温室气体排放状况报告（略） 

附 录 D   不确定性量化方法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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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上海市非金属矿物制品
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方法（试行）》的通知 

沪发改环资〔2012〕186 号  

 

各有关单位：  

根据市政府《关于本市开展碳排放交易试点工作的实施意见》有关要求，学习

借鉴国际上的科学方法，结合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清单编制中形成的做法和本市非金

属矿物制品业实际情况，我委组织制定了《上海市非金属矿物制品业温室气体排放

核算与报告方法（试行）》（SH/MRV-007-2012，具体内容附后），现予以印发。  

《上海市非金属矿物制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方法（试行）》

（SH/MRV-007-2012），旨在指导和规范本市非金属矿物制品行业企业、有关部门

和专业机构统一、科学地开展相关碳排放监测、报告、核查和管理工作。我委将根

据此方法的实际应用效果，结合本市碳排放交易试点工作的进展情况，适时进一步

修订完善。  

特此通知。  

附：《上海市非金属矿物制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方法（试行）》

（SH/MRV-007-2012） 

 

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二○一二年十二月十二日 

 



 

 

 SH/MRV 
 

上海市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技术文件 

SH/MRV-007-2012 

 

 

上海市非金属矿物制品业温室气体 

排放核算与报告指南 
（试 行）  

 

 

 

 

 

 

 

2012 年 12 月 12 日发布                                              2013 年 1 月 1 日实施 

 

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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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2012 年 7 月，上海市人民政府印发了《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本市开展碳排

放交易试点工作的实施意见》（沪府发[2012]64 号），要求制定出台上海市温

室气体排放核算指南和分行业的核算方法等。 

本方法以《上海市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指南（试行）》为依据，旨在

指导和规范本市非金属矿物制品业排放主体的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制定

过程中，按照国家在编制温室气体清单过程中的做法，充分参考了国内外相关

技术标准、指南和文献资料，广泛听取了相关部门、行业协会、专家和本行业

企业意见和建议，在此基础上，制定形成本方法。 

本方法是首次发布，在实际操作中可能还存在不足，希望能够及时得到相

关反馈意见。今后将根据实际需要，进一步修订和完善。 

本方法由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提出并负责解释和修订。 

本方法起草单位：上海市信息中心。 

本方法参与单位：上海市建筑建材业市场管理总站、上海建筑材料（集

团）总公司、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上海市节能减排中心。 

本方法主要起草人：刘佳、张东海、朱君奕、臧玲。 

本方法咨询专家：贺鸿珠、梁亚军、马勇、徐孟蕃、蒋越、谢媚霞、张华

杰、范勇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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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本方法适用于本市非金属矿物制品行业的排放主体的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

报告。本方法所指的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包括水泥、玻璃、陶瓷及其它非金属矿

物制品行业。 

本方法所指温室气体排放仅指二氧化碳排放。 

2 引用文件和参考文献 

《上海市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指南（试行）》（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2012） 

《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应对气候变化

司，2011） 

《中国温室气体清单研究》（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小组办公室、国家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2007） 

《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2006） 

《水泥行业二氧化碳减排议定书水泥行业二氧化碳排放统计与报告标准》

（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水泥可持续性倡议行动气候保护工作组，2005） 

3 边界确定 

排放主体原则上为独立法人，其边界与本市能源统计报表制度中规定的统

计边界一致。 

排放主体的核算范围原则上仅核算其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与生产经营活动相

关的排放，包括直接排放和间接排放。直接排放是指化石燃料燃烧和工业生产

过程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间接排放是指因使用外购的电力、热力等所导致的

温室气体排放。生活能耗导致的排放原则上不计入核算范围内。 

3.1 水泥行业 

水泥行业具体核算范围包括： 

1）固定燃烧设备（如窑炉、粉磨机等）及厂界内移动运输等生产辅助设备

（如叉车、铲车、吊车等）使用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直接排放； 

2）熟料煅烧过程生料中碳酸盐分解产生的直接排放； 

3）使用外购电力、热力导致的间接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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窑头排放粉尘、旁路放风粉尘中碳酸盐分解产生的排放以及生料中有机碳

产生的排放，作为选报内容，不计入排放主体的排放总量。 

3.2 玻璃行业 

玻璃行业具体核算范围包括： 

1）固定燃烧设备（如窑炉、锅炉等）及厂界内移动运输等生产辅助设备

（如叉车、铲车、吊车等）使用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直接排放； 

2）生产过程原料中碳酸盐分解产生的直接排放； 

3）使用外购电力、热力导致的间接排放。 

添加剂（如焦炭、煤粉等）、净化剂化学反应产生的排放不计入排放主体

的排放总量。 

利用平板玻璃为基本原料进行再加工的排放主体，则无需计算其生产过程

原料中碳酸盐分解产生的直接排放。 

3.3 陶瓷行业 

陶瓷行业具体核算范围包括： 

1）固定燃烧设备（如窑、锅炉等）及厂界内移动运输等生产辅助设备（如

叉车、铲车、吊车等）使用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直接排放； 

2）使用外购电力、热力导致的间接排放。 

原料中碳酸盐、添加剂（如聚苯乙烯等）、净化剂、粘土中有机碳化学反

应产生的排放不计入排放主体的排放总量。 

3.4 其他非金属矿物制品行业 

其他非金属矿物制品行业具体核算范围包括： 

1）固定燃烧设备（如窑、锅炉等）及厂界内移动运输等生产辅助设备（如

叉车、铲车、吊车等）使用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直接排放； 

2）生产过程原料中碳酸盐分解产生的直接排放； 

3）使用外购电力、热力导致的间接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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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核算方法 

4.1 量化公式 

排放主体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按（1）式计算，具体排放示例见表 4-1： 

间接排放量直接排放量=排放总量          （1） 

表 4-1 排放主体排放示例 

排放类型 排放示例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 
煤、天然气、柴油等化石燃料燃烧

排放 直接排放 

生产过程排放 水泥、玻璃和岩棉等生产过程排放 

间接排放 使用外购的电力、热力导致的排放 

4.1.1 直接排放 

4.1.1.1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主要基于分燃料品种的消耗量、低位热值、单位热值含

碳量和氧化率计算得到，按（2）式计算： 

 
i

iiii ）氧化率燃料单位热值含碳量燃料低位热值（燃料消耗量排放量＝
12
44 （2） 

式中： 

i 表示不同燃料类型； 

燃料消耗量表示各种化石燃料的实物消耗量，单位为吨或立方米（t 或

m3）； 

低位热值表示单位燃料消耗量的低位发热量，单位为十亿千焦/吨或十亿千

焦/立方米（TJ/t 或 TJ/ m3）； 

单位热值含碳量表示单位低位发热量燃料所含碳元素的质量，单位为吨碳/

十亿千焦（t-C/TJ）； 

氧化率表示燃料中的碳在燃烧中被氧化的比率，以%表示。 

如排放主体存在能源加工转换的（如煤制气等，但发电、供热除外），其

投入的化石燃料视作燃料燃烧，该部分排放量应计入其排放总量，对外售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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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能源含碳物质所对应的排放量参照（2）式计算，并从其排放总量中予以扣

减。    

4.1.1.2 过程排放 

1）水泥生产过程 

水泥生产过程产生的排放主要包括熟料煅烧过程生料中碳酸盐分解产生的

排放，计算公式按（3）式： 

子燃煤灰分掺入量换算因生料烧失量）-（1

44/84生料中碳酸镁含量44/100生料中碳酸钙含量
熟料产量=排放量





（3）

 

式中： 

熟料产量单位为吨（t）； 

生料中碳酸钙含量、生料中碳酸镁含量以分数形式表示（%）； 

生料烧失量以分数形式表示（%）； 

燃煤灰分掺入量换算因子取值为 1.04。 

对于窑头、旁路放风等排放粉尘中碳酸盐矿物分解产生的排放，作为选报

内容，其计算方法可参考中国建筑材料科学研究总院的标准，见附录 B。 

2）玻璃生产过程 

玻璃生产过程产生的排放主要包括碳酸盐原料中碳酸盐分解产生的排放。 

①如排放主体对碳酸盐原料中碳酸盐含量进行检测，则按石灰石、白云石

和纯碱等碳酸盐原料消耗量、其碳酸盐含量以及相应的分子质量比计算排放

量。计算公式按（4）式。 

)44/碳酸盐分子量碳酸盐含量(碳酸盐原料消耗量排放量  
kkj,j （4） 

式中： 

j 表示不同碳酸盐原料类型，如石灰石、白云石、纯碱等； 

k 表示不同碳酸盐类型，如碳酸钙、碳酸镁、碳酸钠等； 

碳酸盐原料消耗量单位为吨（t）； 

碳酸盐含量以分数形式表示（%）； 

碳酸盐分子量表示该类型碳酸盐的相对分子质量。 

②如排放主体对碳酸盐原料中碳酸盐含量不进行检测，则基于碳酸盐原料

的消耗量及过程排放因子计算得到，按（5）式计算： 

)过程排放因子(碳酸盐原料消耗量排放量  
jj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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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j 表示不同碳酸盐原料类型，如石灰石、白云石、纯碱等； 

碳酸盐原料消耗量单位为吨（t）； 

过程排放因子表示生产过程中消耗单位碳酸盐原料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

为吨 CO2/吨（tCO2/t）。 

3）其他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生产过程 

其他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生产过程产生的排放主要包括生产过程中碳酸盐分

解产生的排放，应按石灰石、白云石和纯碱等碳酸盐原料消耗量、其碳酸盐含

量以及相应的分子质量比计算，或以碳酸盐原料消耗量及其过程排放因子计

算。计算公式参照（4）式和（5）式。 

4.1.2 间接排放 

间接排放指排放主体因使用外购的电力、热力所导致的排放，该部分排放

源于前述电力和热力的生产，按（6）式计算： 

   kk 排放因子活动水平数据排放量＝      （6） 

式中： 

k 表示电力或热力； 

活动水平数据表示电力和热力的消耗量，单位为万千瓦时（104kWh）或百

万千焦（GJ）； 

排放因子表示消耗单位电力或热力产生的间接排放量，单位为吨 CO2/万千

瓦时(tCO2/104kWh) 或吨 CO2/百万千焦(tCO2/GJ)。 

电力/热力排放因子的缺省值见附录 A。 

4.2 数据获取 

4.2.1 活动水平数据获取 

1）化石燃料消耗量、碳酸盐原料消耗量及熟料产量数据可通过两种方法获

得。 

方法一：根据年度购买量或销售量以及库存的变化来确定实际消耗或产出

的数据。购买量或销售量采用采购单或销售单等结算凭证上的数据，库存变化

数据采用计量工具读数或其他符合要求的方法来确定。计算公式如下： 

其他用量-期末存储量）-（期初存储量购买量=消耗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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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用量量）初库存期-量末库存（期量销售=量产出        

方法二：使用高精确度的标度尺或流量计等各种测量工具对实际消耗或产

出进行计量。相关计量器具应符合《GB 17167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

理通则》等国家、行业或地方标准。 

燃料消耗量原则上应细分到主要生产系统（车间、生产线等）或燃烧设备

（窑炉、锅炉等）。 

2）外购的电力、热力活动水平数据根据供应商出具的结算凭证获取。 

3）对外售出的二次能源销售量等数据可通过相关结算凭证获取。 

4.2.2 相关参数获取 

1）化石燃料低位热值采用附录 A所列缺省值。具备条件的也可委托有资质

的专业机构进行检测，检测应遵循《GB/T213 煤的发热量测定方法》、

《GB/T384 石油产品热值测定法》、《GB/T 22723 天然气能量的测定》等国

家、行业或地方标准中对各项内容（如试验室条件、试剂、材料、仪器设备、

测定步骤和结果计算等）的规定，并保留检测数据；使用其他相关方结算凭证

中提供的检测值时，应保留相应凭证。低位热值以入厂燃料收到基为检测基

础，每批次入厂燃料至少进行 1 次检测，取加权平均值作为该燃料品种的低位

热值。 

2）化石燃料单位热值含碳量采用附录 A所列缺省值。具备条件的也可委托

有资质的专业机构通过对同一样本的低位热值和含碳量进行检测、计算获得。

检测应遵循《GB/T476 煤的元素分析方法》、《SH/T0656 石油产品及润滑剂中

碳、氢、氮测定法》、《GB/T13610 天然气的组成分析》等国家、行业或地方

标准中对各项内容（如试验室条件、试剂、材料、仪器设备、测定步骤和结果

计算等）的规定及 1）中低位热值检测的相关规定，并保留检测数据；使用其

他相关方结算凭证中提供的检测值时，应保留相应凭证。单位热值含碳量以燃

料收到基为检测基础，同一燃料品种每年检测不少于 3 次，且连续两次检测的

时间间隔不小于 2 个月，取算术平均值作为该燃料品种的单位热值含碳量。 

3）燃烧设备的氧化率采用附录 A所列缺省值（优先采用附录 A中表 A-2

所列缺省值，若表中无对应设备或对应燃料，则采用表 A-3 所列缺省值）。对

于燃煤设备，具备条件的也可委托有资质的专业机构对氧化率的相关参数进行

检测后，按（7）式计算获得。检测应遵循《GB/T10180 工业锅炉热工性能试验

规程》、《GB 4179 水泥回转窑热平衡、热效率、综合能耗计算方法》、

《GB/T25039 玻璃纤维单元窑热平衡测定与计算方法》等国家、行业或地方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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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中对各项内容（如试验室条件、试剂、材料、仪器设备、测定步骤和结果计

算等）的规定，并保留检测数据。设备氧化率的相关参数每年应至少检测 1

次，如检测后当年进行技术改造的，则应在改造后再次实施检测。 

%100/ 



煤炭含碳量）（用煤量飞灰含碳量）－飞灰量

漏煤含碳量炉渣含碳量－漏煤量煤炭含碳量－炉渣量氧化率＝（用煤量
（7） 

燃料消耗量无法分到具体燃烧设备类型的，其氧化率按 100%计。 

4）水泥生产过程生料中碳酸钙含量、生料中碳酸镁含量、生料烧失量采用

附录 A所列缺省值。 

5）玻璃及其他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生产过程碳酸盐含量、过程排放因子的检

测，应遵循《GB/T5762 建材用石灰石化学分析方法》、《JC440 玻璃工业用白

云石化学分析方法》、《GB/T 3286.9 石灰石、白云石化学分析方法二氧化碳量

的测定》等国家、行业或地方标准。同一种碳酸盐原料每年检测不少于 3 次，

且连续两次检测的时间间隔不小于 2 个月，取算术平均值作为该种碳酸盐原料

的检测值。碳酸盐过程排放因子如无检测值，则采用附录 A所列缺省值。 

碳酸盐相应的分子质量见附录 A。 

4.3 不确定性 

在获取活动水平数据和相关参数时可能存在不确定性。排放主体应对活动

水平数据和相关参数的不确定性以及降低不确定性的相关措施进行说明。 

不确定性产生的原因一般包括以下几方面： 

1）缺乏完整性：由于排放机理未被识别，无法获得监测结果及其他相关数

据； 

2）数据缺失：在现有条件下无法获得或者非常难以获得相关数据，因而使

用替代数据或其他估算、经验数据； 

3）数据缺乏代表性：例如某些设备的检测值是在满负荷运行时获得的，而

缺少负荷变化时的数据； 

4）测量误差：如测量仪器、仪器校准或测量标准不精确等； 

排放主体应对核算中使用的每个参数是否存在因上述原因导致的不确定性

进行识别和说明，同时说明降低不确定性的措施。 

具体不确定性量化方法参考附录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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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监测 

监测是指排放主体为获取与自身温室气体排放相关的数据所开展的一系列

活动，包括监测计划的制定和监测的实施等。 

5.1 监测计划 

排放主体在报告期开始前应制定并向主管部门提交监测计划。 

监测计划应包含以下内容： 

1）排放主体的基本信息，包括排放主体名称、报告年度、行业代码、组织

机构代码、法定代表人、经营地址、通讯地址和联系人等； 

2）排放主体的排放边界； 

3）核算方法相关说明：应对相关活动水平数据（如能源消耗量、原材料消

耗量等）的获取和相关参数（如低位热值、单位热值含碳量、氧化率、碳酸盐

原料中碳酸盐含量、碳酸盐原料中过程排放因子等）的选择及获取方式进行说

明，若相关参数的获取采用检测的方法，应提供参数的检测说明； 

4）可能存在的不确定性及拟采取的措施。 

监测计划在同一报告期内原则上不得更改，若发生更改，应上报主管部

门。排放主体应对监测计划的更改进行完整的记录。 

具体监测计划模板见附录 C。 

5.2 监测实施要求 

排放主体应对活动水平数据和相关参数等进行监测。活动水平数据的监测

主要指对化石燃料消耗量、碳酸盐原料的消耗量、熟料的产量等的监测，具体

可采用结算凭证及库存量记录或直接计量等方式。相关参数的监测主要指对低

位热值、单位热值含碳量、氧化率、碳酸盐原料中碳酸盐含量、碳酸盐原料中

过程排放因子等的监测。若排放主体选择检测的方式获取相关参数，则应遵循

上述标准方法。 

6 报告 

年度排放报告由排放主体编制，经第三方核查机构出具核查报告后，提交

主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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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报告编制 

年度排放报告应包括下列信息： 

1）排放主体的基本信息，如排放主体名称、报告年度、组织机构代码、法

定代表人、注册地址、经营地址、通讯地址和联系人等； 

2）排放主体的排放边界； 

3）排放主体与温室气体排放相关的工艺流程(如有)； 

4）监测情况说明，包括监测计划的制定与更改情况、实际监测与监测计划

的一致性、温室气体排放类型等； 

5）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信息：化石燃料燃烧排放应报告分燃料品种的消耗

量，对应的相关参数的量值及来源；生产过程排放应报告熟料产量、碳酸盐原

料消耗量、碳酸盐原料中碳酸盐含量、碳酸盐原料中过程排放因子等相关数据

及来源；电力和热力排放应报告外购的电力和热力的消耗量； 

6）不确定性产生的原因及降低不确定性的方法说明； 

7）其他应说明的情况，如选报的内容及 CO2清除、生物质燃料燃烧排放、

废弃物处置排放等内容； 

8）真实性声明。 

具体年度排放报告模板见附录 D。 

6.2 数据质量控制 

为使年度排放报告准确可信，排放主体可通过以下措施对数据的获取与处

理进行质量控制。 

1）排放主体应对数据进行复查和验证。 

数据复查可采用纵向方法和横向方法：纵向方法即对不同年份的数据进行

比较，包括年度排放数据的比较，生产活动变化的比较和工艺过程变化的比较

等。横向方法即对不同来源的数据进行比较，包括采购数据、库存数据（基于

报告期内的库存信息）、消耗数据间的比较，不同来源（如排放主体检测、缺

省值等）的相关参数间比较等。 

2）排放主体应定期对计量器具进行校准、调整。 

当器具不满足监测要求时，排放主体应当及时进行必要的调整。 

6.3 信息管理 

排放主体应记录并保存下列资料，保存时间不少于 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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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核算方法相关信息：获取活动水平数据及相关参数的相关资料（如消耗

量的原始凭证、检测数据等相关凭证），不确定性及如何降低不确定性的相关

说明； 

2）与温室气体排放监测相关的管理材料； 

3）数据质量控制相关记录文件； 

4）年度排放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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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表 A-1  化石燃料低位热值含碳量、低位热值缺省值 

燃料品种 单位热值含碳量 低位热值 

无烟煤 27.3 t-C/TJ ① 23.210×103KJ/Kg② 

烟煤 26.2 t-C/TJ ① 22.350×103KJ/Kg② 

褐煤 28.1 t-C/TJ① 14.080×103KJ/Kg② 

其他煤制品 33.6 t-C/TJ① 17.460×103KJ/Kg② 

焦炭 29.4 t-C/TJ ① 28.435×103KJ/Kg② 

原油 20.1 t-C/TJ ① 42.620×103KJ/Kg② 

汽油 18.9 t-C/TJ ① 44.800×103KJ/Kg② 

柴油 20.2 t-C/TJ ① 43.330×103KJ/Kg② 

燃料油 21.1 t-C/TJ ① 40.190×103KJ/Kg② 

一般煤油 19.6 t-C/TJ① 44.750×103KJ/Kg② 

喷气煤油 19.5 t-C/TJ① 44.590×103KJ/Kg② 

其他石油制品 20.0 t-C/TJ ① 40.2×103KJ/Kg③ 

天然气 15.3 t-C/TJ ① 38.9310×103KJ/m3② 

液化石油气 17.2 t-C/TJ ① 47.310×103KJ/Kg② 

焦炉煤气 13.6 t-C/TJ ① 17.3540×103KJ/m3② 

其他煤气 12.2 t-C/TJ ② 15.7584×103KJ/m3② 

炼厂干气 18.2 t-C/TJ① 46.050×103KJ/Kg② 

液化天然气 17.2 t-C/TJ ① 41.868×103KJ/Kg② 

石脑油 20.0 t-C/TJ① 45.010×103KJ/Kg② 

石油焦 27.5 t-C/TJ ① 32.018×103KJ/Kg④ 

注：上述数据取值来源①《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试行），②《中国温室气体清单研究》

（2007），③《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2006），④根据本市能源统计报表制度中参考折标系数

计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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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2  化石燃料燃烧分设备氧化率缺省值 

行业 设备 无烟

煤 烟煤 褐

煤 
焦

炭 
原

油 

燃

料

油 

柴

油 

天

然

气 

焦

炉

煤

气 

其他

煤体 

立窑 99%          

回转窑  99%         水泥 

烘干热风炉 93% 93%         

浮法窑  98%    99%  99% 99%  

引上窑  97%    99%     玻璃 

平拉窑  95%    98%     

辊道窑 95% 95%    96% 98% 99% 99%  
陶瓷 

隧道窑  95%    96%     

轮窑 95% 95% 89%        

土窑 94%          砖瓦 

隧道窑  94%         

机立窑 99% 99.5%         
石灰 

土窑 95%          

自备发电锅炉  95%         

工业锅炉  93%         

其他窑炉  92.5%  97%       

其他燃油设备     98% 98% 98%    

其他 

其他燃气设备        99% 99%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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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3  化石燃料燃烧分燃料品种氧化率缺省值 

燃料品种 氧化率（%） 

无烟煤 95 

烟煤 95 

褐煤 95 

其他煤制品 95 

焦炭 95 

原油 98 

汽油 98 

柴油 98 

燃料油 98 

一般煤油 98 

喷气煤油 98 

石脑油 98 

石油焦 98 

其他石油制品 98 

天然气 99 

液化石油气 98 

焦炉煤气 99 

其他煤气 99 

炼厂干气 98 

液化天然气 98 
注：如燃烧设备在表 A-2 中没有提供，则可选用表 A-3 相应燃料品种的氧化率缺省值。 

 
表 A-4  水泥生产过程相关参数缺省值 

相关参数 缺省值 

生料中碳酸钙含量（%） 79.633 

生料中碳酸镁含量（%） 1.27 

生料烧失量（%） 34.6 

熟料中燃煤灰分掺入量换算因子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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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5  玻璃及其他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碳酸盐分子质量 

碳酸盐 碳酸盐分子质量 

碳酸钙 100 

碳酸镁 84 

碳酸钠 106 
 

表 A-6  玻璃及其他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生产过程碳酸盐过程排放因子缺省值 

碳酸盐原料 过程排放因子（tCO2/t） 

石灰石 0.430 

白云石 0.474 

纯碱 0.415 
 

表 A-7  电力和热力的排放因子缺省值 

名称 缺省值 

电力排放因子 7.88 t CO2/ 104kWh 

热力排放因子 0.11 tCO2/GJ 

注：电力、热力排放因子根据上海市 2010 年能源平衡表和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数据计算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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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水泥生产过程粉尘中碳酸盐分解排放的计算方法 

1、水泥窑炉窑头排气筒烟气中的粉尘与熟料组成相同，由粉尘产生的排放

计算公式如下： 

排放量CO生产单位熟料的生料中窑头粉尘量排放量窑头排放粉尘的CO 22   

其中生产单位熟料的生料中二氧化碳排放量由前文（4.1.1.2）得到，窑炉窑

头排气筒中的粉尘排放量(t)应按《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水泥化

学分析方法》等标准进行检测。 

2、窑炉旁路放风粉尘中碳酸盐未完全分解，应根据旁路放风粉尘量、生产

单位熟料的生料中二氧化碳排放量、旁路放风粉尘烧失量及生料烧失量计算相

应的排放量。即： 

生料烧失量）旁路放风粉尘烧失量/-（1排放量生料中CO

生产单位熟料的旁路放风粉尘量碳排放量旁路放风粉尘的二氧化





2
 

其中生产单位熟料的生料中二氧化碳排放量由前文（4.1.1.2）得到。旁路放

风粉尘量(t)、旁路放风粉尘烧失量（%）、生料烧失量（%）应按《水泥工业

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水泥化学分析方法》等标准进行检测。 

 

附 录 C   上海市非金属矿物制品业温室气体排放监测计划 （略） 

附 录 D   上海市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年度温室气体排放状况报告（略） 

附 录 E    不确定性量化方法 （略）



 

- 207 - 

上海市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上海市航空运输业温室
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方法（试行）》的通知 

沪发改环资〔2012〕187 号  

 

各有关单位：  

根据市政府《关于本市开展碳排放交易试点工作的实施意见》有关要求，学习

借鉴国际上的科学方法，结合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清单编制中形成的做法和本市航空

运输业实际情况，我委组织制定了《上海市航空运输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方

法（试行）》（SH/MRV-008-2012，具体内容附后），现予以印发。  

《上海市航空运输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方法（试行）》（SH/MRV-008-

2012），旨在指导和规范本市航空业企业、有关部门和专业机构统一、科学地开展

相关碳排放监测、报告、核查和管理工作。我委将根据此方法的实际应用效果，结

合本市碳排放交易试点工作的进展情况，适时进一步修订完善。  

特此通知。  

附：《上海市航空运输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方法（试行）》（SH/MRV-

008-2012）  

 

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二○一二年十二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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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MRV 
 

上海市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技术文件 

SH/MRV-008-2012 

 

 

上海市航空运输业温室气体 

排放核算与报告指南 
（试 行）  

 

 

 

 

 

 

 

2012 年 12 月 12 日发布                                              2013 年 1 月 1 日实施 

 

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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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我国政府高度重视气候变化问题，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于 2011 年 10 月

印发了《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的通知》(发改

办气候[2011]2601 号），要求在上海等七个省市开展区域碳排放交易试点。温

室气体核算、监测和报告是开展碳排放管理和交易的一项基础工作。2012 年 7

月，上海市人民政府印发了《关于本市开展碳排放交易试点工作的实施意见》

（沪府发 2012 年 64 号），要求制定出台本市相关行业温室气体排放的核算和

报告方法等技术文件。 

本方法以《上海市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指南（试行）》为依据，旨在

指导本市航空运输业排放主体的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制定过程中，按照

国家在编制温室气体清单过程中的做法，充分参考了国内外相关技术标准、指

南和文献资料，广泛听取了相关部门、行业协会、专家和本行业企业意见和建

议，在此基础上，制定形成本方法。 

本方法主要包括三大部分：核算、监测和报告。核算部分规定了温室气体

排放的量化方法。监测部分规定了实施监测的要求，包括监测计划、监测方法

和不确定性评估等内容。报告部分规定了报告的具体内容和报告数据的质量控

制，包括编制方法、数据质量控制和信息管理等内容。 

本方法是首次发布，在实际操作中可能还存在不足，希望能够及时得到相

关反馈意见。今后将根据实际需要，进一步修订和完善。 

本方法由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提出并负责解释和修订。 

本方法起草单位：上海市节能减排中心。 

本方法参与单位：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航空有限公司、中国

货运航空有限公司、上海吉祥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扬

子江快运航空有限公司、上海市城乡建设和交通委员会、中国民用航空华东地

区管理局、上海市统计局、上海市信息中心、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 

本方法主要起草人：潘洲、齐康、金韬、蒲军军、凌云。 

本方法咨询专家：沈青尧、岳琳、朱建忠、朱静蕾、施科文、冯抗美、刘

凯、钱奇、潘诚、何春琳、冯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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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本方法适用于注册地在本市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航空运输企业的温室气

体排放的核算和报告。本方法中的航空运输企业包括从事航空客运、货运服务

的企业，不包括机场企业。 

本方法中的温室气体排放仅指二氧化碳排放，其它温室气体排放暂不纳

入。 

2 引用文件和参考文献 

《上海市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指南（试行）》（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2012） 

《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应对气候变化司，

2011） 

《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2006) 

ISO 14064-1 温室气体 第一部分 组织层次上对温室气体排放和清除的量化和

报告的规范及指南 

2007/589/EC     欧盟温室气体排放监测与报告指南 

2009/339/EC     欧盟航空碳排放和吨公里数监测与报告指南 

GB/T2589-2008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 

GB/T17167-2006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3 术语及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方法： 

3.1  航班 scheduled flight 

指航空器航行的班次，亦指某一班次的客/货机。 

3.2  航空燃料 jet fuel 

指航空器飞行过程中所消耗的符合我国有关技术规范规定的燃料。 

3.3  周转量 turnover 

指一定时期内，由航空器实际完成运输过程的，以综合运量和运距的复合

单位（吨公里）计算的货物总运输量。周转量是反映货物运输量的重要指标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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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排放因子 emission factor 

本方法中的排放因子指航空器飞行过程中，每吨航空燃料燃烧所排放的二

氧化碳量。 

4 边界确定 

本方法针对排放主体所有国内航班(不包括国际航班国内段及港、澳、台等

地区航班)商业飞行（不包括调机、训练等飞行）中使用航空燃料（不包括生物

燃油）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进行核算。纳入核算范围的飞机为排放主体实际

运营的飞机，包括自有及租赁的飞机。本方法按自然年对航空运输业排放主体

进行核算和报告。 

5 核算方法 

排放主体的温室气体排放应通过报告期内各班次飞行所产生的排放量加总

获得。每班次排放量的核算采用基于计算的方法，即通过燃料消耗量和排放因

子按照一定的计算公式，计算出该班次飞行中飞机所消耗燃料所产生的排放。

具体如下： 

5.1 量化公式 

排放主体温室气体排放量主要基于每班次航空燃料的消耗量和排放因子乘

积，并加总每班次排放量获得，具体计算如下： 

  ii 排放因子航空燃料消耗量排放量  

式中： 

i 表示某飞行班次； 

航空燃料消耗量表示该班次航油的消耗量，单位为吨（t）； 

排放因子的单位为吨 CO2/吨（tCO2/t）。 

5.2 数据获取 

5.2.1 活动水平数据获取 

每班次飞行的航空燃料消耗量通过下述计算公式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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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班次飞行的航空燃料消耗量（吨）=飞机起飞前发动机启动时机载信息系

统显示的燃油量－飞行结束后发动机关闭时机载信息系统显示的燃油量 

若机载信息系统无法及时记录传输上述油耗数据，或由于其它原因造成上

述数据无法获取，则采用下述办法计算： 

每班次飞行的航空燃料消耗量（吨）=此次飞行前油箱内的原存燃油量+为

此次飞行加注的燃油量－此次飞行结束后油箱内的留存油量 

在班次飞行中若有货运航空企业与客运航空企业共用飞机的，两家排放主

体在该班次的消耗量按其分摊协议处理。如没有分摊协议的，则计入飞机拥有

方的消耗量。 

5.2.2 相关参数获取 

排放因子主要由航空燃料的低位发热值、单位热值含碳量和氧化率等参数

计算综合得到。相关航空燃料排放因子的缺省值见下表： 

序号 燃料种类 排放因子（tCO2/t） 

1 航空汽油 3.10 

2 喷射式汽油 3.10 

3 航空煤油 3.15 

6 监测 

监测是指排放主体为获取与自身温室气体排放相关的数据所开展的一系列

活动，包括监测计划的制定和监测的实施等。 

6.1 监测计划 

监测计划应明确上述规定的核算范围内所涉及的飞机类型，以及相关航空

燃料消耗量等数据的获取方法。在技术可行、成本合理的情况下，排放主体应

尽量使用准确度较高的获取方法。获取方法一旦选定，排放主体应保持其连贯

性。获取方法发生变更时应上报主管部门，变更情形主要包括： 

1)  使用不同种类的航空燃料； 

2)  航空燃油量计算方法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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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管部门认为需要重新申报批准的其它变更。 

监测计划应包括以下内容： 

1)  航空运营商信息，包括排放主体法定代表人、基地机场、监测计划负责

人等信息； 

2)  排放源和机队信息，包括核算边界内及计划纳入核算边界的各种飞机型

号、各类型飞机数量、飞机消耗的燃油种类等; 

3)  对弄清全部排放源所使用的方法程序及责任的描述，例如在报告年度对

所有飞机（包括自有和租赁的飞机）排放进行完整监测的保障措施; 

4)  对航班表完整性进行监测的程序描述； 

5)  对数据的采集及处理方法、质量管理措施等内容的描述，包括有关检测

设备的维护和校准； 

6)  描述核算边界内所有飞机燃料消耗量的监测方法，包括选择哪种方法计

算燃油消耗量，若一种计算方法不能适用于所有类型的飞机，则分别描述在不

同条件下不同类型飞机所选择的计算方法；燃油加注量和飞机油箱内油量的测

量程序，包括对测量设备的描述及测量方法所对应的数据信息的记录、检索、

传送、储存等程序；加注燃油及飞机油箱内燃油密度的测量程序，包括对测量

设备的描述； 

7)   燃料种类及其相应排放因子的获取； 

8)  对采用的量化方法中可能出现不确定的因素和可能导致量化计划失败的

因素进行分析。 

排放主体根据燃料消耗量的计算方法，监测、记录每次航班的燃料消耗数

据。其中，燃油加注量的记录统计依据采购发票等结算凭证；油箱内油量记录

依据机载燃油测量系统及飞行任务书来确定。 

6.2 监测实施要求 

排放主体应根据核算方法的不同，对活动水平数据等进行监测。活动水平

数据的监测主要指对能源消耗量的监测，如航空煤油、航空汽油、喷射式汽油

的消耗量等，具体可采用监测机载信息系统、结算凭证或购销合同等方式。 

7 报告 

年度排放报告由排放主体编制，经第三方核查机构出具核查报告后，提交

主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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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报告编制 

年度排放报告应包括下列信息： 

1)  航空运营商信息，包括排放主体法定代表人、基地机场、监测计划负责

人等信息； 

2)  报告涉及的时间跨度（一个自然年）； 

3)  核算范围的描述； 

4)  已被主管部门批准的年初监测计划变动的描述； 

5)  燃料消耗量及排放因子监测方法的描述； 

6)  飞机类型、数量、航班信息等与燃料消耗量密切相关参数的确定；确定

燃料消耗量计算方法的选用； 

7)  燃料种类及相关排放因子的确定； 

8)  质量评估、不确定性评估文件； 

9)  主管部门要求的其他与排放主体碳排放相关的文件资料； 

10)  真实性声明。 

7.2 质量控制要求 

为使年度排放报告准确可信，排放主体应建立、记录、实施和维护一个有

效的质量控制体系，以确保年度排放报告中不含误报，并与监测计划及本方法

规定相符。另外，在保持与监测计划及本办法要求一致的情况下，排放主体应

建立、记录、实施和维护关于数据获取与处理的活动，即数据流活动。这些数

据流活动包括测量、监测、分析、记录及参数的处理与计算。 

排放主体应当记录并保存所有航行班次的排放监测数据，记录的监测数据

应足以支持年度排放报告的核查。排放主体应将下列信息保留至少 5 年： 

1)  所有被监测的班次及飞机型号清单； 

2)  用于计算每班次排放量的航空燃料消耗量及数据收集过程的相关文件； 

3)  主管部门批准的证明文件：包括监测计划及其更改等； 

4)  不同燃料的排放因子所涉及各项参数的测定结果； 

5)  与排放监测相关的责任材料； 

6)  年度排放报告； 

7)  年度排放报告核查所需要的其它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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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上海市航空运输业温室气体排放监测计划 （略） 

附 录 B   上海市航空运输业年度温室气体排放状况报告（略） 

附 录 C   不确定性量化方法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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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上海市旅游饭店、商
场、房地产业及金融业办公建筑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

报告方法（试行）》的通知 

沪发改环资〔2012〕188 号 

 

各有关单位：  

根据市政府《关于本市开展碳排放交易试点工作的实施意见》有关要求，学习

借鉴国际上的科学方法，结合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清单编制中形成的做法和本市旅游

饭店、商场、房地产业及金融业办公建筑实际情况，我委组织制定了《上海市旅游

饭店、商场、房地产业及金融业办公建筑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方法（试行）》

（SH/MRV-009-2012，具体内容附后），现予以印发。  

《上海市旅游饭店、商场、房地产业及金融业办公建筑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

告方法（试行）》（SH/MRV-009-2012），旨在指导和规范本市上述行业企业、有

关部门和专业机构统一、科学地开展相关碳排放监测、报告、核查和管理工作。我

委将根据此方法的实际应用效果，结合本市碳排放交易试点工作的进展情况，适时

进一步修订完善。  

特此通知。  

附：《上海市旅游饭店、商场、房地产业及金融业办公建筑温室气体排放核算

与报告方法（试行）》（SH/MRV-009-2012） 

 

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二○一二年十二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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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MRV 
 

上海市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技术文件 

SH/MRV-009-2012 

 

 

上海市旅游饭店、商场、房地产业及金融业

办公建筑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指南 
（试 行）  

 

 

 

 

 

 

 

2012 年 12 月 12 日发布                                              2013 年 1 月 1 日实施 

 

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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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我国政府高度重视气候变化问题，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于 2011 年 10 月

下发了《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的通知》，要

求在上海等七个省市开展区域碳排放交易试点。其中，温室气体排放的核算、

监测和报告是开展碳排放交易和排放管理的基础性工作。2012 年 7 月，上海市

人民政府印发了《关于本市开展碳排放交易试点工作的实施意见》（沪府发

[2012]64 号），要求制定出台本市相关行业的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方法等

技术文件。 

本方法以《上海市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指南（试行）》为依据，旨在

指导和规范本市旅游饭店、商场、房地产业及金融业等排放主体开展建筑相关

温室气体排放的核算与报告。制定过程中，按照国家在编制温室气体清单过程

中的做法，充分参考了国内外相关技术标准、指南和文献资料，广泛听取了相

关部门、行业协会、专家和本行业企业意见和建议，在此基础上，制定形成本

方法。 

本方法是首次发布，在实际操作中可能还存在不足，希望能够及时得到相

关反馈意见。今后将根据实际需要，进一步修订和完善。 

本方法由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提出并负责解释和修订。 

本方法起草单位：上海市节能减排中心。 

本方法参与单位：上海市旅游局、上海市商务委员会、上海市金融服务办

公室、上海市统计局、上海市信息中心、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 

本方法主要起草人：齐康、金韬、潘洲、蒲军军。 

本方法咨询专家：缪佩珍、张晓平、严晨、莫颖、杨志鸿、周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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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本方法适用于本市旅游饭店、商场、房地产业及金融业等排放主体开展建

筑相关温室气体排放的核算与报告。本方法所指的温室气体排放仅指二氧化碳

排放，其他温室气体排放暂不纳入。 

2 引用文件和参考文献 

《上海市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指南（试行）》（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2012） 

《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应对气候变化司，

2011） 

《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能源审计导则》 

《能源统计工作手册》（国家统计局能源司，2010） 

GB/T2589-2008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 

GB/T17167-2006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3 边界确定 

旅游饭店、商场、房地产业及金融业排放主体开展建筑相关温室气体排放

核算的边界范围主要是排放主体所拥有或管理的建筑相关能源消耗所导致的直

接排放和间接排放。直接排放包括锅炉等固定设备装置使用化石燃料所产生的

温室气体排放；间接排放包括建筑因使用外购电力、热力等所导致的温室气体

排放。 

本办法中旅游饭店、商场、房地产业及金融业排放主体在核算排放时，不

包括以下排放：排放主体所拥有或租赁的交通车辆在运输过程中所产生的温室

气体排放；排放主体所拥有建筑内部分区域对外出租经营，且承租方独立向能

源供应商缴付能源费用的，该部分能源消耗所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 

4 核算方法 

4.1 量化公式 

排放主体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计算按（1）式： 

间接排放量直接排放量=排放总量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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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直接排放主要包括化石燃料燃烧所产生的排放，间接排放包括外购

电力、热力所导致的排放。具体排放类型和排放范围示例参见表 4-1。 

表 4-1 排放类型和排放示例 

排放类型 排放示例 

直接排放 锅炉等设备燃烧天然气、柴油等化石燃料产生的排放 

间接排放 使用外购的电力、热力导致的排放 

4.1.1 间接排放 

间接排放是指核算边界范围内排放主体因使用外购电力、热力所导致的排

放。计算公式按（2）式： 

   kk 排放因子活动水平数据排放量＝      （2） 

式中： 

k 表示电力或热力； 

活动水平数据表示外购电力、热力消耗量，单位为万千瓦时(104kWh)和百

万千焦（GJ）； 

电力、热力排放因子表示消耗单位电力或热力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单

位为吨 CO2/万千瓦时（tCO2/104kWh）或吨 CO2/百万千焦（tCO2/ GJ）。 

电力、热力排放因子的缺省值见附录 A。 

4.1.2 直接排放 

直接排放主要基于各种燃料消耗量、低位热值、单位热值含碳量和氧化率

计算得到。计算公式按（3）式： 

 
i

iiii ）氧化率燃料单位热值含碳量燃料低位热值（燃料消耗量排放量＝
12
44 （3） 

式中： 

i 表示不同燃料类型； 

燃料消耗量表示各种化石燃料的实物消耗量，如天然气、管道燃气、柴油

和其他燃料等，单位为立方米或吨（m3或 t）； 

低位热值表示单位燃料消耗量的低位发热量，单位为十亿千焦/立方米或十

亿千焦/吨（TJ/ m3或 TJ/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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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热值含碳量表示单位低位发热量燃料所含碳元素的质量，单位为吨碳/

十亿千焦（t-C/TJ）； 

氧化率表示燃料中的碳在燃烧中被氧化的比率，以分数(%)表示。 

4.2 数据获取 

4.2.1 活动水平数据获取 

1）电力、热力活动水平数据（即外购电力、热力的消耗量）根据核算期限

内供应商针对上述规定的边界范围出具的月度结算账单加总获得。如不能提供

月度结算账单或按月度加总的，则按核算期初和期末相关能源计量器具的计量

数据计算获得。 

2）化石燃料消耗量数据根据核算期限内供应商针对上述规定的边界范围出

具的月度或各批次结算账单加总获得。如不能提供月度或批次结算账单，或不

能按月度或批次加总的，则按核算期初和期末相关能源计量器具的计量数据计

算获得。燃油消耗量按密度计算获得时，可采用与供应商购销合同中提供的密

度数值，如购销合同中无该参数，应参考附录A所列缺省值。 

两家以上排放主体共用用电设备或锅炉等燃烧设备时，如各使用方配备单

独计量装置的，则应按计量确定其消耗量；如各使用方无单独计量，但有能源

消费量分摊协议，则应按照分摊协议计算；如没有能源消费量分摊协议的，且

没有分单位计量装置的，则计入设备拥有方的消耗量。 

相关计量器具应符合《GB17167-2006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

则》等标准。 

4.2.2 相关参数获取 

电力、热力排放因子、化石燃料低位发热值、单位热值含碳量以及对应能

源品种的氧化率等相关参数直接采用缺省值，具体参见附录 A。 

4.3 不确定性 

在获取活动水平数据和相关参数时可能存在不确定性。排放主体应对活动

水平数据和相关参数的不确定性以及降低不确定性的相关措施进行说明。 

不确定性产生的原因一般包括以下几方面： 

1）数据缺失：在现有条件下无法获得或者非常难以获得相关数据，因而使

用替代数据或其他估算、经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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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计量误差：如计量仪器、仪器校准或计量标准不精确等； 

排放主体应对核算中使用的每个参数是否存在因上述原因导致的不确定性

进行识别和说明，同时说明降低不确定性的措施。 

5 监测 

监测是指排放主体为获取与自身温室气体排放相关的数据所开展的一系列

活动，包括监测计划的制定和监测的实施等。 

5.1 监测计划 

排放主体在报告期开始前应制定并向主管部门提交监测计划。 

监测计划应包括以下内容： 

1）排放主体基本信息，包括排放主体名称、报告年度、组织机构代码、注

册地址和联系方式等； 

2）排放主体的排放边界信息； 

3）边界内主要排放设施信息，包括建筑的管理和使用情况等； 

4）边界内能源利用情况，包括能源品种、能源购销方式、能源费用的缴付

情况等； 

5）核算方法相关说明：应对相关活动水平数据（能源消耗量）的获取和相

关参数（如低位发热值、单位热值含碳量和氧化率等）的选择及获取方式进行

说明； 

6）可能存在的不确定性及拟采取的措施。 

监测计划在同一报告期内原则上不得更改，若发生更改，应上报主管部

门。排放主体应对监测计划的更改进行完整的记录。 

5.2 监测实施要求 

排放主体应根据监测计划对活动水平数据和相关参数等进行监测。活动水

平数据的监测主要指对外购电力、热力消耗量及化石燃料消耗量的监测，具体

可采用结算凭证或存储量记录等方式。本方法中相关参数主要采用缺省值。 

6 报告 

年度排放报告由排放主体编制，经第三方核查机构出具核查报告后，提交

主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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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报告编制 

年度排放报告应包括下列信息： 

1）排放主体基本信息，包括排放主体名称、报告年度、组织机构代码、注

册地址和联系人等； 

2）排放主体的排放边界信息； 

3）边界内主要排放设施信息，包括建筑的管理和使用情况等； 

4）边界内能源利用情况，包括能源品种、能源购销方式、能源费用的缴付

情况等； 

5）监测情况说明，包括监测计划的制定与更改情况、实际监测与监测计划

的一致性、温室气体排放类型等； 

6）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信息，包括化石燃料燃烧排放应报告分燃料品种的消

耗量，对应的相关参数的量值及来源；电力和热力排放应报告外购的电力和热

力的消耗量； 

7）不确定性产生的原因及降低不确定性的方法说明； 

8）真实性声明。 

年度排放报告格式见附录 C。 

6.2 数据质量控制 

为使年度排放报告准确可信，排放主体可通过以下措施对数据的获取与处

理进行质量控制。 

1）排放主体应对数据进行复查和验证。 

数据复查可采用纵向方法和横向方法：纵向方法即对不同年份的数据进行

比较，包括年度排放数据的比较等。横向方法即对不同来源的数据进行比较，

包括采购数据、库存数据（基于报告期内的库存信息）、消耗数据间的比较，

不同来源（如排放主体检测、缺省值等）的相关参数间比较等。 

2）排放主体应定期对计量器具进行校准、调整。 

当器具不满足监测要求时，排放主体应当及时进行必要的调整。 

6.3 信息管理 

排放主体应记录并保存下列资料，保存时间不少于 5 年： 

1）核算方法相关信息：获取活动水平数据及相关参数的相关资料（如消耗

量的原始凭证等相关凭证），不确定性及如何降低不确定性的相关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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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与温室气体排放监测相关的管理材料； 

3）数据质量控制相关记录文件； 

4）年度排放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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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表 A-1 外购电力、热力排放因子缺省值 

名称 缺省值 

电力排放因子 7.88 t CO2/104kWh 

热力排放因子 0.11 t CO2/GJ 
注：电力、热力排放因子根据上海市 2010年能源平衡表和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数据计算获得。 

表 A-2 化石燃料相关参数缺省值 

燃料品种 单位热值含碳量 低位热值 氧化率 

天然气 15.3t-C/TJ① 38.9×103KJ/m3② 0.99① 

焦炉煤气 13.6t-C/TJ① 17.4×103KJ/m3② 0.99② 

管道煤气 12.2t-C/TJ① 15.8×103KJ/m3② 0.99② 

柴油 20.2t-C/TJ① 43.3×103KJ/Kg② 0.98① 

汽油 18.9t-C/TJ① 44.8×103KJ/Kg② 0.98① 

燃料油 21.1t-C/TJ① 40.2×103KJ/Kg② 0.98① 

一般煤油 19.6t-C/TJ① 44.8×103KJ/Kg② 0.98① 

无烟煤 27.5t-C/TJ① 23.2×103KJ/Kg② 0.94① 

烟煤 26.1t-C/TJ① 22.4×103KJ/Kg② 0.93① 

褐煤 28.0t-C/TJ① 14.1×103KJ/Kg② 0.96① 

液化石油气 17.2t-C/TJ① 47.3×103KJ/Kg② 0.98① 

液化天然气 17.2t-C/TJ① 41.9×103KJ/Kg② 0.98① 
数据来源：①《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应对气候变化司，2011）；②

《中国温室气体清单研究》（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小组办公室、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

2007）。 

表 A-3 燃油密度缺省值 

燃料品种 密度 

柴油 0.86kg/L 

汽油 0.73kg/L 

燃料油 0.92kg/L 

一般煤油 0.82kg/L 
数据来源：《能源统计工作手册》（国家统计局能源司，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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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上海市旅游饭店、商场、房地产业及金融业办公建筑温室气体排放监

测计划 （略） 

附 录 C   上海市旅游饭店、商场、房地产业及金融业办公建筑年度温室气体排

放状况报告（略） 

附 录 D   不确定性量化方法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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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上海市运输站点行业温
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方法（试行）》的通知 

沪发改环资〔2012〕189 号 

 

各有关单位：  

根据市政府《关于本市开展碳排放交易试点工作的实施意见》有关要求，学习

借鉴国际上的科学方法，结合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清单编制中形成的做法和本市运输

站点行业实际情况，我委组织制定了《上海市运输站点行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

告方法（试行）》（SH/MRV-010-2012，具体内容附后），现予以印发。 

《上海市运输站点行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方法（试行）》（SH/MRV-

010-2012），旨在指导和规范本市交通运输行业企业、有关部门和专业机构统一、

科学地开展相关碳排放监测、报告、核查和管理工作。我委将根据此方法的实际应

用效果，结合本市碳排放交易试点工作的进展情况，适时进一步修订完善。  

特此通知。  

附：《上海市运输站点行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方法（试行）》

（SH/MRV-010-2012） 

 

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二○一二年十二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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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MRV 
 

上海市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技术文件 

SH/MRV-010-2012 

 

 

上海市运输站点行业温室气体 

排放核算与报告指南 
（试 行）  

 

 

 

 

 

 

 

2012 年 12 月 12 日发布                                              2013 年 1 月 1 日实施 

 

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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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我国政府高度重视气候变化问题，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于 2011 年 10 月下发

了《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的通知》(发改办气候

[2011]2601 号），要求在上海等七个省市开展区域碳排放交易试点。其中，温室气

体排放的核算、监测和报告是开展碳排放交易和排放管理的基础性工作。2012 年 7

月，上海市人民政府印发了《关于本市开展碳排放交易试点工作的实施意见》（沪

府发[2012]64 号），要求制定出台本市相关行业温室气体排放的核算和报告方法等

技术文件。 

本方法以《上海市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指南（试行）》为依据，旨在指导

和规范本市港口、机场、铁路等运输站点行业排放主体的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

告。制定过程中，按照国家在编制温室气体清单过程中的做法，充分参考了国内外

相关技术标准、指南和文献资料，广泛听取了相关部门、行业协会、专家和本行业

企业意见和建议，在此基础上，制定形成本方法。 

本方法是首次发布，在实际操作中可能还存在不足，希望能够及时得到相关反

馈意见。今后将根据实际需要，进一步修订和完善。 

本方法由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提出并负责解释和修订。 

本方法起草单位：上海市节能减排中心。 

本方法参与单位：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孚宝港务有限公

司、上海机场（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铁路局、上海

市城乡建设和交通委员会、上海市交通和港口管理局、上海市统计局、上海市信息

中心、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 

本方法主要起草人：齐康、金韬、潘洲、蒲军军。 

本方法咨询专家：朱建忠、王煜、王大军、冯震华、闻君、刘世飞、董蓉、刘

继未、曹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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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本方法适用于本市港口、机场、铁路等运输站点行业排放主体的温室气体排放

的核算与报告。本方法所指的温室气体排放仅指二氧化碳排放，其他温室气体排放

暂不纳入。 

2 引用文件和参考文献 

《上海市温室气体排放监测与报告指南（试行）》（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2012） 

《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应对气候变化司，

2011） 

《能源统计工作手册》（国家统计局能源司，2010） 

GB/T21339-2008   港口能源消耗统计及分析方法 

JT/T25-2009      港口能量平衡导则 

GB/T2589-2008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 

GB/T17167-2006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3 边界确定 

运输站点行业排放主体的核算范围主要包括排放主体所管理的港区、机场或铁

路站点范围内能源消耗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港口、机场、铁路站点行业具体核

算边界如下： 

3.1 港口 

港口排放主体的边界范围与本市能源统计报表制度中规定的统计边界基本一

致，包括排放主体所管理港区内用于装卸生产、辅助生产等活动中能源消耗所导致

的直接排放和间接排放。其中，直接排放包括由港区范围内排放主体所有并行使管

理职责的燃油装卸设备、场内运输车辆、锅炉等燃烧设备由于化石燃料的燃烧所产

生的排放；间接排放包括港区范围内排放主体自用的外购电力、热力等所导致的排

放。道路运输车辆在运输过程中所产生的排放暂不纳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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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机场 

机场排放主体的边界范围为排放主体所拥有并行使管理职责的机场航站楼以及

能源中心相关能源消耗所导致的直接排放和间接排放。其中，直接排放包括由机场

航站楼及能源中心内锅炉、热电联产系统等燃烧设备由于化石燃料的燃烧所产生的

排放；间接排放包括航站楼及能源中心外购电力、热力等所导致的排放。 

航站楼建筑内部分区域对外出租经营，由承租方独立向能源供应商缴付能源费

用的，或者承租方相关能源费用由排放主体按照计量数据代收代缴的，该部分能源

消耗所导致的排放暂不计入机场排放主体的核算范围。 

3.3 铁路站点 

铁路站点排放主体的边界范围为排放主体所拥有的且行使管理职责的客运车站

建筑相关能源消耗所导致的直接排放和间接排放。其中，直接排放包括锅炉等燃烧

设备由于化石燃料的燃烧所产生的排放；间接排放包括相关外购电力、热力所导致

的排放。 

客运车站建筑内部分区域对外出租经营，由承租方独立向能源供应商缴付能源

费用的，或者承租方能源相关费用由排放主体按照计量数据代收代缴的，该部分能

源消费量所导致的排放不计入核算范围。 

4 核算方法 

4.1 量化公式 

排放主体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计算按（1）式： 

间接排放量直接排放量=排放总量          （1） 

式中，直接排放主要包括化石燃料燃烧所产生的排放，间接排放包括外购电

力、热力所导致的排放。具体排放类型和排放范围示例参见表 4-1。 

表 4-1 排放类型和排放示例 

排放类型 排放示例 

直接排放 
锅炉等设备燃烧天然气、柴油等化石燃料产生的排放；机场热电联产系统

燃烧天然气等化石燃料产生的排放；港区场内运输车辆或装卸设备燃烧柴

油、汽油、液化天然气等化石燃料产生的排放 

间接排放 使用外购的电力、热力导致的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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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间接排放 

间接排放是指核算边界范围内排放主体因使用外购电力、热力所导致的排放。

计算公式按（2）式： 

   kk 排放因子活动水平数据排放量＝      （2） 

式中： 

k 表示电力或热力； 

活动水平数据表示电力和热力的消耗量，单位为万千瓦时（104kWh）或百万

千焦（GJ）； 

排放因子表示消耗单位外购电力或热力产生的间接排放量，单位为吨 CO2/万

千瓦时(tCO2/104kWh) 或吨 CO2/百万千焦(tCO2/GJ)。 

电力/热力排放因子的缺省值见附录 A。 

4.1.2 直接排放 

直接排放主要基于各种燃料消耗量、低位热值、单位热值含碳量和氧化率计算

得到。计算公式按（3）式：  

 
i

iiii ）氧化率燃料单位热值含碳量燃料低位热值（燃料消耗量排放量＝
12
44 （3） 

式中： 

i 表示不同燃料类型； 

燃料消耗量表示各种化石燃料的实物消耗量，如天然气、柴油和其他燃料等，

单位为吨或立方米（t 或 m3）； 

燃料低位热值表示单位燃料消耗量的低位发热量，单位为十亿千焦/吨或十亿

千焦/立方米（TJ/t 或 TJ/ m3）； 

燃料单位热值含碳量表示单位低位发热量燃料所含碳元素的质量，单位为吨碳

/十亿千焦（t-C/TJ）； 

氧化率表示燃料中的碳在燃烧中被氧化的比率，以分数（%）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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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数据获取 

4.2.1 活动水平数据获取 

1）电力、热力活动水平数据（即外购电力、热力的消耗量）根据核算期限内

供应商针对上述规定的边界范围出具的月度结算账单加总获得。如不能提供月度结

算账单或按月度加总的，则按核算期初和期末相关能源计量器具的计量数据计算获

得。 

2）化石燃料消耗量数据根据核算期限内供应商针对上述规定的边界范围出具

的月度或各批次结算账单加总获得。如不能提供月度或批次结算账单，或不能按月

度或批次加总的，则按核算期初和期末相关能源计量器具的计量数据计算获得。燃

油消耗量按密度计算获得时，可采用与供应商购销合同中提供的密度数值，如购销

合同中无该参数，则参考附录A所列缺省值。 

两家以上排放主体共用锅炉等燃烧设备或电力设备时，如各排放主体配备单独

计量装置的，则应按计量确定其消耗量；如各使用方无单独计量，但有能源消费量

分摊协议，则应按照分摊协议计算；如没有能源消费量分摊协议的，且没有分单位

计量装置的，则计入设备拥有方的消耗量。 

相关计量器具应符合《GB17167-2006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

则》等标准。 

4.2.2 相关参数获取 

1）电力、热力排放因子、单位热值含碳量以及对应能源品种的氧化率等相关

参数直接采用缺省值，具体参见附录 A。 

2）化石燃料低位热值采用购销合同上所列数值，如购销合同上无该数值，则

采用附录 A所列缺省值。具备条件的也可委托专业机构进行检测，检测应遵循国

家、行业或地方标准中对各项内容（如试验室条件、试剂、材料、仪器设备、测定

步骤和结果计算等）的规定，并保留相应凭证。低位热值以入库燃料为检测基准，

每批次入库燃料至少进行 1 次检测，取全年加权平均值作为该燃料品种的低位热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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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不确定性 

在获取活动水平数据和相关参数时可能存在不确定性。排放主体应对活动水平

数据和相关参数的不确定性以及降低不确定性的相关措施进行说明。 

不确定性产生的原因一般包括以下几方面： 

1）数据缺失：在现有条件下无法获得或者非常难以获得相关数据，因而使用

替代数据或其他估算、经验数据； 

2）数据缺乏代表性：例如某些设备的检测值是在满负荷运行时获得的，而缺

少负荷变化时的数据； 

3）测量误差：如测量仪器、仪器校准或测量标准不精确等； 

排放主体应对核算中使用的每个参数是否存在因上述原因导致的不确定性进行

识别和说明，同时说明降低不确定性的措施。 

5 监测 

监测是指排放主体为获取与自身温室气体排放相关的数据所开展的一系列活

动，包括监测计划的制定和监测的实施等。 

5.1 监测计划 

排放主体在报告期开始前应制定并向主管部门提交监测计划。 

监测计划应包括以下内容： 

1）排放主体基本信息，包括排放主体名称、监测年度、组织机构代码、注册

地址和联系方式等； 

2）排放主体的排放边界信息； 

3）边界内能源利用情况，包括能源品种、能源购买方式、能源费用的缴付情

况等； 

4）核算方法相关说明：应对相关活动水平数据（能源消耗量）的获取和相关

参数（如低位发热值等）的选择及获取方式进行说明，若相关参数采用检测的方

法，应提供参数的检测说明； 

5）可能存在的不确定性及拟采取的措施。 

监测计划在同一报告期内原则上不得更改，若发生更改，应上报主管部门。排

放主体应对检测计划的更改进行完整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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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监测实施要求 

排放主体应根据监测计划对活动水平数据和相关参数等进行监测。活动水平数

据的监测主要指对化石燃料消耗量的监测，具体可采用结算凭证或存储量记录等方

式。相关参数的监测主要指对低位发热值、单位热值含碳量、氧化率等的监测。若

排放主体选择检测的方式对相关参数进行检测，则应遵循标准方法。 

6 报告 

年度排放报告由排放主体编制，经第三方核查机构出具核查报告后，提交主管

部门。 

6.1 报告编制 

年度排放报告应包括下列信息： 

1）排放主体基本信息，包括排放主体名称、监测年度、组织机构代码、注册

地址和联系方式等； 

2）排放主体的排放边界信息； 

3）边界内能源利用情况，包括能源品种、能源购买方式、能源费用的缴付情

况等； 

4）监测情况说明，包括监测计划的制定与更改情况、实际监测与监测计划的

一致性、温室气体排放类型等； 

5）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信息，包括化石燃料燃烧排放应报告分燃料品种的消耗

量，对应的相关参数的量值及来源；电力和热力排放应报告外购的电力和热力的消

耗量； 

6）不确定性产生的原因及降低不确定性的方法说明； 

7）真实性声明。 

年度排放报告格式见附录 C。 

6.2 数据质量控制 

为使年度排放报告准确可信，排放主体可通过以下措施对数据的获取与处理进

行质量控制。 

1）排放主体应对数据进行复查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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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复查可采用纵向方法和横向方法：纵向方法即对不同年份的数据进行比

较，包括年度排放数据的比较等。横向方法即对不同来源的数据进行比较，包括采

购数据、库存数据（基于报告期内的库存信息）、消耗数据间的比较，不同来源

（如排放主体检测、缺省值等）的相关参数间比较等。 

2）排放主体应定期对计量器具进行校准、调整。 

当器具不满足监测要求时，排放主体应当及时进行必要的调整。 

6.3 信息管理 

排放主体应记录并保存下列资料，保存时间不少于 5 年： 

1）核算方法相关信息：获取活动水平数据及相关参数的相关资料（如消耗量

的原始凭证、检测数据等相关凭证），不确定性及如何降低不确定性的相关说明； 

2）与温室气体排放监测相关的管理材料； 

3）数据质量控制相关记录文件； 

4）年度排放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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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表 A-1 外购电力、热力排放因子缺省值 

名称 缺省值 

电力排放因子 7.88 t CO2/ 104kWh 

热力排放因子 0.11 t CO2/GJ 
注：电力、热力排放因子根据上海市 2010年能源平衡表和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数据计算获得。 

表 A-2 化石燃料相关参数缺省值 

燃料品种 单位热值含碳量 低位热值 碳氧化率 

天然气 15.3t-C/TJ① 38.9×103KJ/m3② 0.99① 

焦炉煤气 13.6t-C/TJ① 17.4×103KJ/m3② 0.99② 

管道煤气 12.2t-C/TJ① 15.8×103KJ/m3② 0.99② 

柴油 20.2t-C/TJ① 43.3×103KJ/Kg② 0.98① 

汽油 18.9t-C/TJ① 44.8×103KJ/Kg② 0.98① 

燃料油 21.1t-C/TJ① 40.2×103KJ/Kg② 0.98① 

一般煤油 19.6t-C/TJ① 44.8×103KJ/Kg② 0.98① 

无烟煤 27.5t-C/TJ① 23.2×103KJ/Kg② 0.94① 

烟煤 26.1t-C/TJ① 22.4×103KJ/Kg② 0.93① 

褐煤 28.0t-C/TJ① 14.1×103KJ/Kg② 0.96① 

液化石油气 17.2t-C/TJ① 47.3×103KJ/Kg② 0.98① 

液化天然气 17.2t-C/TJ① 41.9×103KJ/Kg② 0.98① 
数据来源：①《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应对气候变化司，2011）；②《中国温

室气体清单研究》（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小组办公室、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2007）。 

表 A-3 燃油密度缺省值 

燃料品种 密度 

柴油 0.86kg/L 

汽油 0.73kg/L 

燃料油 0.92kg/L 

一般煤油 0.82kg/L 
数据来源：《能源统计工作手册》（国家统计局能源司，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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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上海市运输站点行业温室气体排放监测计划 （略） 

附 录 C   上海市运输站点行业年度温室气体排放状况报告（略） 

附 录 D   不确定性量化方法 （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