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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市场伙伴准备基金项目（P145586） 

重点单位核算报告指南修订研究 

咨询服务任务大纲（PMR- AF8） 

1. 背景介绍 

世界银行于 2011年设立“市场伙伴准备基金”（PMR），支持发展

中国家运用市场机制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实现低碳发展。我国同年加

入 PMR，共接受 1000 万美元赠款用于支持我建立全国碳排放权交易

体系。PMR 项目于 2015 年 2 月启动，计划 2020 年 8 月结束。PMR 项

目开展了全国碳市场机制体制设计研究，包括碳排放交易体系的覆盖

范围、总量设定、配额分配方法和补充机制研究，碳市场法律框架研

究，碳排放权监测、报告与核查体系研究，碳市场注册登记系统改进

研究，中央企业、电力行业和地方参与全国碳市场关键问题研究，为

全国碳排放交易体系建设提供了重要技术支持，多项产出获得了业务

主管部门和世界银行认可。 

  2018 年机构改革完成以来，生态环境部积极推动温室气体排

放控制工作与污染物防治工作的统筹融合。为充分利用生态环境保护

系统现有的管理体系和优势，探索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重点排放单

位“自证”，生态环境部门“检查”的数据管理思路可行性和可操作

性研究。同时，全国碳排放权交易主管部门自 2013 年，陆续发布了

三批共 24 个行业的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经近 7

年的试行使用，有必要对使用过程中发现的集中问题进行梳理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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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考虑整合有关国家标准、指南和补充数据表关于碳排放数据参数

要求，进一步精简报送参数数量，降低数据报送和核查技术门槛并优

化完善该指南。根据全国碳市场建设工作安排，拟对发电企业、水泥

生产企业、电解铝生产企业的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进行

修订。 

为做好上述工作的研究支撑， PMR 项目将开展上述研究任务，

形成发电企业、水泥生产企业、电解铝生产企业的温室气体排放核算

方法与报告指南的修订建议稿。修订后的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可确保

纳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体系的企业或设施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数据信

息的准确、完整、透明，提高监测、报告和核查工作效率。 

2. 任务目标和概述 

本任务的目标是梳理总结 2013 年版指南使用过程中发现的集中

问题，统筹整合有关国家标准、指南和补充数据表关于碳排放数据参

数要求，进一步精简报送参数数量，降低数据报送和核查技术门槛并

优化完善该指南，同时推动温室气体排放控制工作与污染物防治工作

的统筹融合，为建立一个透明、可信、可靠、尽可能将履约成本降到

最低的 MRV体系提供技术基础，促进全国碳排放权交易体系建设及高

效运行。 

本任务的输出包括在如下方面，为全国碳排放权交易体系建设提

供政策建议： 

1）完成发电企业、水泥生产企业、电解铝生产企业的温室气体

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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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研究提出发电企业、水泥生产企业、电解铝生产企业的温室

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的政策建议稿及其编制说明； 

咨询方将与项目管理办公室（CPMR－PMO）密切合作，并将根据

项目管理办公室的新要求对任务细节进行调整。 

3. 工作范围 

咨询方须完成本项目的目标，并执行如下关键任务： 

3.1  完成发电企业、水泥生产企业、电解铝生产企业的温室气

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使用调研 

为确保纳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体系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的完

整性、一致性、透明性和准确性，国家发展和改革委 2013 年公布了

发电、水泥、电解铝三个行业的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

南，这些指南仍需要结合实际应用情况和反馈意见进一步修改完善。

相关内容可以在国家发改委如下网站下载： 

http://qhs.ndrc.gov.cn/zcfg/201311/t20131101_568915.html. 

此外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与 2015 年发布了发电企业、水泥生

产企业和铝冶炼企业的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国家标准，标准编号

分别为 GB/T 32151.1-2015、GB/T 32151.4-2015、GB/T 32151.8-2015。 

2013 年以来，国家碳排放主管部门组织了 4 次碳排放报告与核

查，每次报告与核查均需填报“碳排放补充数据核算报告”，2019年

还要求填报“发电行业重点排放单位配额分配相关数据填报表”。 

发电、水泥、电解铝三个行业的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

告指南在使用过程中发现了一些集中问题，为了获取详细问题清单及

http://qhs.ndrc.gov.cn/zcfg/201311/t20131101_56891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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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问题的解决方案，需要广泛调研企业、第三方核查机构、碳排放

主管部门，吸收整合国家标准和碳排放补充数据核算报告中关于碳排

放数据参数要求，进一步明确报送参数及其监测技术要求，增强数据

准确性和完整性，降低数据报送和核查技术门槛，便于企业操作执行。 

目标： 

对已经公布的发电、水泥、电解铝三个行业的企业温室气体排放

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的应用情况进行总结和评估，提出指南的改进意

见，以便企业层面的核算和报告可实施、可操作、体现成本效益，并

具有一致性。为完成发电企业、水泥生产企业、电解铝生产企业的《温

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研究报告》提供调研支撑。 

活动： 

（1）调研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所辖发电、水泥、电解铝三个行业企业对于指南的意见。 

（2）调研典型第三方核查机构关于相关指南使用的经验和教

训； 

（3）通过研讨会及其他方式调研政府部门、行业协会、咨询机

构、相关企业等利益相关方对三个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和

报告指南的意见和建议。 

3.2  研究提出发电、水泥、电解铝的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

报告指南修订研究报告 

修订研究报告是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修订的基础和关键性技术

支持文件，研究报告应当系统梳理调研发现的问题，归纳出共性、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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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性问题清单，针对每个问题涉及的专业类型开展研究，包括但不限

于文献研究，最佳可行技术方案研究，企业现场实际工作研究等。研

究报告的质量将决定核算方法和报告指南修订稿的完成质量。 

目标： 

基于发电企业、水泥生产企业、电解铝生产企业的《温室气体排

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使用调研报告》，研究提出发电、水泥、电解

铝的《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修订研究报告》，系统梳理

调研发现的问题，归纳出共性、集中性问题清单，针对每个问题涉及

的专业类型开展研究，为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修订提供技术支持。 

活动： 

（1）系统梳理调研发现的问题 

调研内容包括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的各个方面，包含但不限于核

算边界、核算方法、数据获取、质量保证和文件存档、报告内容和格

式、以及常用参数推荐值等。 

（2）针对每个问题涉及的专业类型开展研究 

通过文献调研掌握每个问题涉及专业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分析

解决问题的最佳可行技术方案的技术经济性可行性，结合企业现场实

际工作情况分析技术方案的可操作性，以增加修订后指南的有效性、

先进性、可操作性，并能够降低企业工作成本。 

（3）研究国外经验 

研究国际上温室气体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要求、修订和实施情

况。包括欧盟的 ETS，美国的西部气候倡议以及澳大利亚。调研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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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不同层面（从企业到省／州／地区，以及从省到区域到国家层面）

的报告主体、内容、格式等以及相关的经验教训。 

（4）提出和编写发电、水泥、电解铝的《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

法与报告指南修订研究报告》。 

召开研讨会，广泛征集来自相关政府部门、研究机构和企业等方

面关于研究报告初稿的意见和建议，并据此完成发电、水泥、电解铝

的《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修订研究报告》终稿。此外，

当项目管理办公室提出要求时提供总结摘要，便于综合报告的撰写。 

3.3  修订发电、水泥、电解铝的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

指南 

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修订稿是本项目的最终落地研究成果，修订

后的指南更加科学合理，便于操作，可以提高碳排放和碳交易数据的

准确性、完整性，提高管理效率，降低碳交易机制的实施成本。 

目标： 

基于发电企业、水泥生产企业、电解铝生产企业的《温室气体排

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使用调研报告》和发电、水泥、电解铝的《温

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修订研究报告》，对三个行业 2013年

版的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进行修订，以便碳排放主管部门正式发布实

施。 

活动： 

（1）修改指南条款 

根据企业和核查机构应用 2013 版指南的经验，修改核算方法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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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指南各个条款，包含但不限于核算边界、核算方法、数据获取、

质量保证和文件存档、报告内容和格式等。 

（2）修订常用参数推荐值 

整合专家问答平台、2013 版指南、国家标准等关于常用参数推

荐值的规定，提出科学、合理、可行的常用参数推荐值。 

（3）增加相关条款内容 

综合国标和历次国家主管部门的核查通知内容，补充配额分配相

关数据等内容，为碳市场运行提供基础数据。 

（4）提出发电、水泥、电解铝的《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

与报告指南修订研究报告》修改稿初稿。 

召开研讨会，广泛征集来自相关政府部门、研究机构和企业等方

面关于研究报告初稿的意见和建议，并据此完成三个行业《企业温室

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终稿。此外，当项目管理办公室提出

要求时提供总结摘要，便于综合报告的撰写。 

3.4 安全保障评审和报告 

    咨询方应对世界银行的环境和社会安全保障政策进行评审，识别

所提出的草案可能导致的不利后果（按照世界银行安全保障政策的相

关定义）。咨询方应报告其对潜在后果的评审发现，如果评审发现有

不利后果，咨询方应提出有关雇主（项目办）如何解决的建议。世界

银行的安全保障政策可以在 www.worldbank.org的网站上获取。 

4. 产出和成果 

咨询方需要按照下表提交产出和成果。咨询方应召集研讨会，邀

http://www.worldbank.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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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由项目管理办公室指定的部委和机构负责人参加，汇报研究报告草

案和政策建议，征求意见（每个产出至少召集 1次或按照项目办的要

求更多次的研讨会）。此外，气候司将成立专家技术委员会，对咨询

方的输出成果进行同行评审。咨询方应收集委员会提出的意见并回

复，并经项目办同意后，将意见反映在最终报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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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产出 任务 提交日期（自合同签

署日起） 

1 发电、水泥、电解铝的《温室

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

南修订研究报告》 

所有任务 报告大纲：1 周 

初稿：3 周 

终稿：5 周 

2 

政策建议-发电行业温室气体

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政

策建议稿及编制说明 

所有任务 

初稿：3 周 

终稿：5 周 

3 

政策建议-水泥行业温室气体

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政

策建议稿及编制说明 

所有任务 

初稿：3 周 

终稿：5 周 

4 

政策建议-电解铝行业温室气

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

政策建议稿及编制说明 

所有任务 

初稿：3 周 

终稿：5 周 

1 开题技术报告（中英文） 执行管理 第 1 周 

2 最终执行管理报告（中文） 执行管理 第 6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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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时间安排 

本项目的执行期约 1.5 个月，咨询方的任务将覆盖整个项目周

期。 

6. 咨询方责任 

咨询方将向设立在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

的项目管理办公室主任报告。 

咨询方将承担提供咨询服务的所有费用，包括（若需要）工作地

点、设备、通讯、网络、交通、文印、翻译等。 

咨询方应按照合同规定（参见第 4部分）或项目管理办公室主任

同意的时间，准备研究报告（中文）、项目实施报告和执行总结（英

文），并提交给项目管理办公室。 

咨询方应保证项目管理办公室密切参与该项目的各个阶段，向其

告知研究的进展和方向，并根据其反馈对研究工作做出必要调整。 

 

7. 雇主责任 

本咨询服务的雇主为项目管理办公室，咨询方应在项目管理办公

室主任的指导下完成工作。项目管理办公室应为咨询方提供合理的日

常支持，及咨询方需要的项目相关数据、信息和报告等，并协助咨询

方与执行任务所需的相关机构进行联系。 

 

8. 投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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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预测本任务所需的核心专家的时间投入水平如下表所示。 

人员 预期投入 

团队负责人 1个人月 

高级专家 4个人月 

技术专家 12个人月 

该预测是指导性的，咨询方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预测。 

对专家的资质要求参见第 9部分。 

本任务的合同采用一次性总价方式，合同费用包括专业费用、征

询利益相关方意见会议费、国内差旅费、差旅补助、住宿费、通讯费、

相关税费和其它费用。 

 

9. 咨询方资质 

对咨询机构的一般资质要求 

1.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实体或其联合体； 

2. 具有在电力、水泥、电解铝等行业开展碳排放数据核查、国

家或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研究、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重点单位核算报

告指南研究经验,并能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3. 在应对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能源和工业等政策领域，具有

丰富的研究经验；在碳排放权、排污权、水权、用能权等领域为副省

级及以上主管部门提供政策咨询或业务支撑经验，并可以提供证明材

料；  

对人员的资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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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机构组建的团队中本单位高级专家人员数量应占 70%以上，

咨询团队应保障每周至少 4 名高级专家和 12 名技术专家开展本课题

工作。 

团队负责人 

 在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能源或工业领域有至少 10 年的经验，

在碳排放权、排污权、水权、用能权等领域，有至少 8 年的

经验。 

 具有为副省级及以上主管部门在碳排放权、排污权、水权或用

能权交易等领域提供政策建议或技术支撑的经验，并能提供

证明材料。 

 具有在相关项目中领导团队和项目管理的具体经验。 

 在相关领域至少获得硕士及以上学位或取得副高级以上技术

职称。 

高级专家 

 在气候变化政策、环境保护、能源或工业领域有至少 8 年的经

验，并在碳排放权、排污权、水权或用能权交易等领域至少

有 5 年的经验。 

 具有为副省级及以上碳排放权交易、排污权、水权、用能权等

领域提供政策建议或技术支撑的经验，并可提供证明材料。 

 在相关领域的硕士及以上学位或技术副高级技术职称及以上。 

 在配额分配方面，尤其是情景分析、经济影响等方面具有技术

专长的专家优先。 

技术专家 

 在执行类似任务方面，具有至少 2 年的具体经验或者等同经

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