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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温室气体排放管理规范》 

编制说明 

 

根据《四川省地方标准管理办法》《四川省生态环境标准制

修订工作管理办法》要求，结合本标准的地方标准制订项目申报

书，编制本说明。 

一、编制背景 

（一）形势背景 

气候变化是当今时代的最大挑战之一。2016 启动的《变革我

们的世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就指出，气候变化产生的不

利影响削弱各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决心果断应对气候变化

和环境退化带来的威胁，并将“采取紧急行动应对气候变化及其

影响”作为 17 个可持续发展目标之一。《巴黎协定》代表了全球

绿色低碳转型的大方向，是保护地球家园需要采取的最低限度行

动。 

中国将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

内容，提出实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略。2020 年 9 月 22 日，

中国提出“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

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 2030 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 2060 年

前实现碳中和”，表明了强化气候行动、推动绿色转型的决心。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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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进一步提出，“十四五”期间继续降

低碳排放强度，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率先达到碳排放峰值，制定

2030 年前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到 2035 年，广泛形成绿色生产

生活方式，碳排放达峰后稳中有降。 

“十三五”以来，四川按照高质量、可持续发展要求，全面

落实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略，统筹推进减缓和适应气候变

化，积极探索符合四川战略定位、发展阶段、产业结构、资源禀

赋的低碳转型和碳达峰路径，先后实施节能减排低碳发展行动、

控制温室气体排放行动、发展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五大行动”。目

前，四川正加快推动 2030 年前碳排放达峰。要实现碳排放达峰、

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必须建立健全应对气候变化特别是温室气体

排放相关标准体系。 

（二）必要性和意义 

1．落实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的需要 

主要由人类活动排放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造成的全球气候

变化是 21 世纪人类面临的重大生存发展挑战和非传统安全威

胁，需要全球、地区、国家、地方、企业和公众多层面的广泛响

应。其中，企业特别是高耗能行业企业是当前温室气体排放的主

要来源，也是推进低碳发展的主要实体、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重

要力量。因此，企业提高温室气体排放治理能力和低碳发展水平，

对减缓气候变化、推进温室气体低排放发展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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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健全温室气体排放标准体系的需要 

目前，国家和四川省应对气候变化领域尚无立法，主要是以

国家自主贡献、战略、规划、行动计划等国际国内政策文件推进

应对气候变化和低碳发展，其中标准化是相关政策文件的重要要

求。《四川省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川府发〔2017〕31 号）

要求，加强企业能源和碳排放管理体系建设，强化企业碳排放管

理；推进地方应对气候变化法规与标准体系建设。《四川省应对

气候变化规划（2014-2020 年）》（川发改环资〔2014〕777 号）要

求，实施重点企事业单位温室气体排放统计报告与监测体系工

程。《四川省节能减排及应对气候变化工作领导小组年第一次会

议纪要》（川府阅〔2019〕66 号）中明确要求，建立健全低碳发

展地方标准和行业规范体系。《四川省 2019 年节能减排和应对气

候变化工作安排》（川节能减排办〔2019〕6 号）要求，建立健全

低碳发展地方标准和行业规范体系；探索开展绿色低碳企业等试

点示范。 

3．主动适应碳排放权交易的需要 

我国将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作为推进企业控制温室气体排放

的引领性政策工具，自 2011 年以来先后印发《碳排放权交易管

理暂行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令第 17 号）、《全国碳排放权交易

市场建设方案（发电行业）》（发改气候规〔2017〕2191 号）、《碳

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生态环境部令第 19 号），加快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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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立法，迫切要求提高企业碳排

放管理能力。当前，四川省正加快推进企业碳排放和碳资产管理

体系建设，开展碳足迹、低碳产品认证等企业碳排放管理工作，

但企业温室气体排放管理标准化薄弱、缺乏规范指导，亟需填补

空白，加快制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管理规范，提升四川省企业国

际国内市场绿色竞争力。 

二、国内外标准调研 

（一）国际标准制定情况 

近年来，国际标准化组织在碳排放管理标准体系上开展了一

系列探索。2002 年，国际标准化组织环境管理技术委员会成立工

作组开始温室气体管理标准的研究制定；2007 年，温室气体管理

标准化分技术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温室气体管理标准研究制定

正式纳入规范管理。 

2006 年发布 ISO 14064 系列标准，由《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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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 

14064-1）、《第 2 部分 项目层次上对温室气体排放和清除增加的

量化、检测和报告的规范及指南》（ISO 14064-2）、《第 3 部分 温

室气体声明审定与核查的规范及指南（适用于核查方组织）》（ISO 

14064-3）等 3 个部分构成，属于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标准，2018

年对 ISO 14064-1进行了修订，2019 年对 ISO 14064-2、ISO 14064-

3 进行了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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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2007 年发布《对从事温室气体合格性鉴定或其他形式

认可的确认与验证机构的要求》（ISO 14065），对 ISO 14064 进

行补充，在 ISO 14064 为政府和组织提供能够测量和监控温室效

应气体（GHG）的减排要求的同时，ISO 14065 为采用 ISO 14064

或其他相关标准或规范进行 GHG 确认和验证机构的提供规范及

指南，属于温室气体认证要求标准，2013 年进行了修订。2011 年

发布了《温室气体验证团队和验证团队的能力要求》（ ISO 

14066），属于审定团队和核查团队的能力要求标准。2013 年发布

了《温室气体产品的碳排放量量化和交流的要求和指南》（ISO 

14067），该标准由两个部分构成，第 1 部分是关于碳足迹的量化

（ISO 14067-1），第 2 部分是关于碳足迹信息交流（ISO 14067-2），

属于产品碳足迹标准，2018 年进行了修订。 

（二）国内标准制定情况 

近年来，我国加快推进低碳发展标准化，设立全国碳排放管

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全国环境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温室气体

管理分技术委员会。截至 2020 年 9 月，我国总共发布了碳排放

管理国家标准 18 项。2015 年发布了《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

算和报告通则》（GB/T 32150—2015）以及发电、电网、镁冶炼、

铝冶炼、钢铁生产、民用航空、平板玻璃、水泥生产、陶瓷生产、

化工生产等 10 项企业的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标准，2018 年

出台了煤炭生产和纺织服装 2 项企业的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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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标准，至此，国家标准共出台了核算与报告类标准 13 项。2017

年发布了二氧化碳、甲烷等 2 项温室气体测量的技术方法类国家

标准和《基于项目的温室气体减排量评估技术规范 通用要求》

（GB/T 33760—2017）1 项基础通用类和生产水泥熟料的原料替

代项目、钢铁行业余能利用等 2 项评价与评估类国家标准。 

截至 2020 年 9 月，气象、交通、商务、认证认可等 14 个部

门发布了行业标准共 49 项，其中基础通用类标准 2 项、核查类

标准 12 项、评价与评估类标准 2 项、技术方法类标准 8 项、低

碳产品类标准 24 项、管理类标准 1 项。 

（三）地方标准制定情况 

为加强温室气体排放控制，各省（市、区）启动开展了温室

气体排放标准相关研究，探索建立温室气体排放相关标准。截至

2020 年 9 月，全国共有北京、上海、重庆、广东、江苏、安徽、

河北、山东、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山西、宁夏等 14 个省

（直辖市、自治区）发布了碳排放管理标准，共计 59 项。其中，

北京 24 项、广东 13 项、上海 4 项，宁夏 3 项，重庆、河南、湖

南、江苏、江西分别 2 项，湖北、河北、安徽、山东、山西各 1

项。 

表 2  国内地方碳排放管理标准表 

序号 地区 标准名称 标准编号 标准类型 

1 安徽省 超导回旋加速器 主磁铁低碳钢技术要求 DB34/T 3111-2018 低碳产品类 

2 北京市 农产品温室气体排放核算通则 DB11/T 1616-2019 核算与报告类 

3 北京市 畜牧产品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指南 DB11/T 1565-2018 核算与报告类 

http://dbba.sacinfo.org.cn/stdDetail/c35d30ce5e2a332c80cca8acf05c3d016ab8085b2f3b17fd45c0bb008d535c5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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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地区 标准名称 标准编号 标准类型 

4 北京市 种植农产品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指南 DB11/T 1564-2018 核算与报告类 

5 北京市 
农业企业（组织）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

通则 
DB11/T 1563-2018 核算与报告类 

6 北京市 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指南 畜牧养殖企业 DB11/T 1422-2017 核算与报告类 

7 北京市 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指南 设施农业企业 DB11/T 1421-2017 核算与报告类 

8 北京市 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指南 生活垃圾焚烧企业 DB11/T 1416-2017 核算与报告类 

9 北京市 碳排放管理体系实施指南 DB11/T 1559-2018 基础通用类 

10 北京市 碳排放管理体系建设实施效果评价指南 DB11/T 1558-2018 评价与评估类 

11 北京市 商场、超市碳排放管理规范 DB11/T 1539-2018 管理类 

12 北京市 高等学校碳排放管理规范 DB11/T 1471-2017 管理类 

13 北京市 通用用能设备碳排放评价技术规范 DB11/T 1419-2017 评价与评估类 

14 北京市 小城镇低碳运行管理通则 DB11/T 1555-2018 低碳产品类 

15 北京市 建筑低碳运行管理通则 DB11/T 1534-2018 低碳产品类 

16 北京市 企业低碳运行管理通则 DB11/T 1533-2018 低碳产品类 

17 北京市 社区低碳运行管理通则 DB11/T 1532-2018 低碳产品类 

18 北京市 园区低碳运行管理通则 DB11/T 1531-2018 低碳产品类 

19 北京市 低碳小城镇评价技术导则 DB11/T 1423-2017 低碳产品类 

20 北京市 低碳建筑（运行）评价技术导则 DB11/T 1420-2017 低碳产品类 

21 北京市 低碳产品评价技术通则 DB11/T 1418-2017 低碳产品类 

22 北京市 高等学校低碳校园评价技术导则 DB11/T 1404-2017 低碳产品类 

23 北京市 低碳社区评价技术导则 DB11/T 1371-2016 低碳产品类 

24 北京市 低碳经济开发区评价技术导则 DB11/T 1369-2016 低碳产品类 

25 北京市 低碳企业评价技术导则 DB11/T 1370-2016 低碳产品类 

26 广东省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量化与核查导则 DB44/T 1506-2014 核查类 

27 广东省 纺织企业温室气体排放量化方法 DB44/T 1381-2014 技术方法类 

28 广东省 
电子电气产品与组织的温室气体排放评价 术

语 
DB44/T 1448-2014 评价与评估类 

29 广东省 石化企业二氧化碳排放信息报告指南 DB44/T 1977-2017 核算与报告类 

30 广东省 火力发电企业二氧化碳排放信息报告指南 DB44/T 1976-2017 核算与报告类 

31 广东省 碳排放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DB44/T 1944-2016 基础通用类 

32 广东省 
小功率电动机产品碳排放基础数据采集技术

规范 
DB44/T 1942-2016 技术方法类 

33 广东省 产品碳排放评价技术通则 DB44/T 1941-2016 评价与评估类 

34 广东省 有色金属企业二氧化碳排放信息报告指南 DB44/T 1943-2016 核算与报告类 

35 广东省 企业碳排放核查规范 DB44/T 1945-2016 核查类 

36 广东省 钢铁企业二氧化碳排放信息报告指南 DB44/T 1383-2014 核算与报告类 

37 广东省 企业（单位）二氧化碳排放信息报告通则 DB44/T 1382-2014 核算与报告类 

38 广东省 水泥企业二氧化碳排放信息报告指南 DB44/T 1384-2014 核算与报告类 

http://dbba.sacinfo.org.cn/stdDetail/20636aa1be794837847b6f69d4d31c72
http://dbba.sacinfo.org.cn/stdDetail/6045ca51b2b2f412ba33db39b23e9f25
http://dbba.sacinfo.org.cn/stdDetail/0aef56a12253854b7e23e11c96e581cd
http://dbba.sacinfo.org.cn/stdDetail/cdfa7e16498c08982230ade239b79c99
http://dbba.sacinfo.org.cn/stdDetail/03f823f03ba12e4b595784ab68c1319e
http://dbba.sacinfo.org.cn/stdDetail/b23e396096ef5aae4301a4b0a89ecaf8
http://dbba.sacinfo.org.cn/stdDetail/1620ef8d2b224c2be515e6af7deb38b7
http://dbba.sacinfo.org.cn/stdDetail/96064c688a59e530fca369a491ec5554
http://dbba.sacinfo.org.cn/stdDetail/a419bc2561f3e9da4a6cdb7632d5638e
http://dbba.sacinfo.org.cn/stdDetail/21de98667354bd07f6cc609ae0e199fa
http://dbba.sacinfo.org.cn/stdDetail/448e086aecf17683a7923c6a8691fffa
http://dbba.sacinfo.org.cn/stdDetail/a1aaf8836604d81945cc24fcacdf06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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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地区 标准名称 标准编号 标准类型 

39 河北省 轧纵剪用热连轧低碳钢带通用技术要求 DB13/T 2857-2018 低碳产品类 

40 河南省 二氧化碳排放信息报告通则 DB41/T 1710-2018 核算与报告类 

41 河南省 工业企业碳排放核查规范 DB41/T 1429-2017 核查类 

42 湖北省 
温室气体(GHG)排放量化、核查、报告和改

进的实施指南（试行） 
DB42/T 727-2011 基础通用类 

43 湖南省 区域温室气体排放计算方法 DB43/T 721-2012 技术方法类 

44 湖南省 组织机构温室气体排放计算方法 DB43/T 662-2011 技术方法类 

45 江苏省 非建设用地温室气体排放核算规程 DB32/T 1935-2011 核算与报告类 

46 江苏省 低碳城市评价指标体系 DB32/T 3490-2018 低碳产品类 

47 江西省 农业温室气体清单编制规范 DB36/T 1094-2018 管理类 

48 江西省 日用陶瓷单位产品碳排放限额 DB36/T 934-2016 基准值和先进值类 

49 
宁夏回族

自治区 
静态箱法测定玉米田温室气体技术规程 DB64/T 1120-2015 技术方法类 

50 
宁夏回族

自治区 
静态箱法测定春小麦田温室气体技术规程 DB64/T 1119-2015 技术方法类 

51 
宁夏回族

自治区 
静态箱法测定水稻田温室气体技术规程 DB64/T 725-2011 技术方法类 

52 山东省 
低碳产品评价方法与要求 第 2 部分:通用硅

酸盐水泥 
DB37/T 2505.2-2014 低碳产品类 

53 山西省 温室气体 二氧化碳浓度评估规范 DB14/T 1710-2018 评价与评估类 

54 上海市 乙烯产品碳排放指标 DB31/T 1144-2019 基准值和先进值类 

55 上海市 工业气体碳排放指标 DB31/T 1140-2019 基准值和先进值类 

56 上海市 燃煤发电企业碳排放指标 DB31/T 1139-2019 基准值和先进值类 

57 上海市 
非织造产品（医卫、清洁、个人防护、保

健）碳排放计算方法 
DB31/T 930-2015 技术方法类 

58 重庆市 企业碳排放核查工作规范 DB50/T 700-2016 核查类 

59 重庆市 普通两轮摩托车低碳产品评价方法及要求 DB50/T 701-2016 低碳产品类 

（四）标准衔接情况 

标准充分对接国际标准，借鉴相关省市和四川省标准编制经

验，并结合地方实际和企业实施的可行性、操作性等编制。 

（1）统筹性。相对比国内外现行标准，本标准考虑碳排放管

理、环境管理和节能管理多角度，把涉及到温室气体排放相关内

容进行整合管理，具有统筹性，更加全面系统。 

http://dbba.sacinfo.org.cn/stdDetail/5b3648764f279f21ce2babd0d56f7a3b
http://dbba.sacinfo.org.cn/stdDetail/90ea2df6290c4ef108d61d6ebb6de739bbf4841f7eb758d43baa6280e79dc0e8
http://dbba.sacinfo.org.cn/stdDetail/320ccabadd418d32c850c9fa3ab93dbc
http://dbba.sacinfo.org.cn/stdDetail/320ccabadd418d32c850c9fa3ab93dbc
http://dbba.sacinfo.org.cn/stdDetail/04f5b27869e954b2da0f14280d3ee1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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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针对性。本标准主要针对企业温室气体排放管理全流程，

不同于国际标准适用范围较广，也不同于国内标准多倾向于不同

行业温室气体排放管理，而是对接国际标准，在国内不同行业管

理标准的基础上进行提炼总结，为企业的温室气体排放管理提供

有效的规范引导。 

三、编制工作概况 

（一）任务来源 

2019 年 12 月，四川省生态环境厅向四川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报送了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申报书，申报制定地方标准《企

业温室气体排放管理规范》。 

2020年8月24日，四川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以川市监函〔2020〕

560 号文下达 2020 年度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立项计划（第四批），

同意制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管理规范》，明确项目归口单位为

四川省生态环境厅，由四川省环境政策研究与规划院牵头起草。 

（二）工作过程 

标准立项后，在四川省生态环境厅的指导下，四川省环境政

策研究与规划院牵头组织相关编制单位制定了《四川省〈企业温

室气体排放管理规范〉编制工作方案》，成立了标准编制小组。 

2020 年 9 月 16 日，四川省标准启动暨开题论证会在成都市

召开，四川省生态环境厅及相关单位相关同志参会。 

2020 年 9 月—2021 年 2 月，标准起草小组先后赴四川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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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国电达州发电有限公司等单位开展了

相关调研，听取了企业建议和意见。 

2021 年 5 月 21 日，标准技术审查会在成都市召开，四川省

生态环境厅及相关单位相关同志参会。 

（三）参与单位及主要起草人 

表 1  参与单位及主要起草人 

序号 参与单位 编制人员 

1 四川省环境政策研究与规划院 
陈明扬、向柳、张璐、谢琴义

等 

2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张浩、赵飞、牟玉蓉等 

3 中环联合（北京）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刘强、周才华等 

4 国能大渡河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张洪、李云婷等 

5 中国船级社质量认证公司 安明、陈昌国等 

6 四川联合环境交易所 钱鑫等 

四、编制原则和依据 

（一）编制原则 

1．衔接性原则 

充分衔接国家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和碳排放权交易相关管理

制度、标准规范，充分借鉴四川省资源、环境、质量和绿色低碳

相关管理标准，制定温室气体排放管理规范。 

2．先进性原则 

研究吸收国际温室气体排放及能源、环境、质量管理相关先

进标准，前瞻考虑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需要，结合国家和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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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制定经验，提高温室气体排放管理规范的引领性。 

3．可行性原则 

结合四川省企业温室气体排放管理实际和省内标准研究实

践经验，充分考虑规范易懂、操作可行、经济合理要求，制定温

室气体排放管理规范，切实提升企业碳排放碳资产管理能力。 

（二）编制依据 

标准制定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的要求，主要依据

包括： 

《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

境部令第 19 号）； 

《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暂行办法》（发改气候〔2012〕

1668 号）； 

《大型活动碳中和实施指南（试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

环境部公告 2019 年第 19 号）； 

《四川省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川府发〔2017〕31号）； 

《四川省积极有序推广和规范碳中和方案》（川环发〔2021〕

5 号）。 

五、标准主要内容 

（一）标准适用范围 

标准适用于四川省行政区域内企业温室气体排放管理活动，

并结合企业经营实际，可根据管理体系的复杂程度、文件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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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资源等特殊要求灵活运用。 

（二）标准内容框架 

标准旨在引导企业建立温室气体排放管理体系，系统管控温

室气体排放，具体技术内容包括企业温室气体排放管理的基本术

语和定义，制度规范、管理职责、人员配备、能力建设、文件档

案等基本要素，企业温室气体排放监测、统计、核算、报告、信

息披露、配额管理、交易和履约、自愿减排项目开发和评价改进

等管理流程。 

六、法规标准和产业政策协调情况 

本标准充分与现行产业结构调整、能源节约、环境保护相关

法规、政策和标准衔接，适应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形势需

要，从碳排放和碳资产管理视角构建温室气体排放管理规范，提

升四川省企业碳排放管理能力和低碳发展水平，提升企业绿色竞

争力，降低碳排放权清缴履约成本。 

七、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八、作为强制性地方标准或推荐性地方标准的建议 

考虑本标准的引导性、规范性作用，建议作为推荐性地方标

准。 

九、贯彻地方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四川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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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远景目标纲要》《关于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实施意见》提

出，实施碳资产提升行动。建议将本标准作为碳资产提升行动的

重要内容，纳入四川省碳交易体系建设范畴，通过举办全国低碳

日活动、开展碳市场能力建设活动、推动低碳企业评价、开展碳

中和示范等工作促进标准宣传和贯彻。 

十、废止现行有关地方标准的建议 

不涉及。 

十一、其他应当予以说明的事项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