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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心动态
1、中心助力山西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

去产能是我省煤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中之重，实现产能结构优化是我省供给侧改革重要

目标之一，搭建公平、公正、公开的产能指标交易平台，可以保证企业合法权益，有效缓解去

产能企业职工安置、债务处置等资金问题，化解社会风险。

山西环境能源交易中心作为山西省产权交易中心重要子公司，为我省煤炭去产能指标提供

信息发布、交易撮合、资金管理、融资等服务。公开的信息发布平台，最大化的解决交易中面

临的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使买卖双方需求实现无缝对接。有利于打消交易双方的顾虑，有效的

防止腐败现象的滋生，营造良好、有序、法制的交易氛围。

中心近期成交：山西地宝煤业有限公司 30 万吨/年（放大后）产能置换指标项目。

中心负责人：刘泽龙 联系方式：15803409791

2、打造“一站式”排污权抵押融资服务平台

山西环境能源交易中心是山西金控集团旗下专业、安全、透明、权威的持牌交易机构，集

环境权益类交易、节能环保类咨询、绿色金融服务为一体的专业化综合服务平台，目前正与山

西省排污权交易中心共同打造“一站式”排污权抵押融资业务为主的绿色金融服务平台。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一站式”排污权抵押融资服务平台的搭建将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

融资贵问题，拓宽企业融资渠道，助力山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中心负责人：刘飞 联系方式：15034065371

二、碳市场追踪
1、中国城市碳排放达峰和低碳发展研讨会顺利召开

来源：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 时间：2019 年 5 月 9 日

http://www.sxeeex.com/bsdt/103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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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5 月 8 日，中国城市碳排放达峰和低碳发展研讨会在成都天府新区科学城举行。中国

气候变化事务特别代表、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解振华院长做了题为“探索城市

达峰最佳实践 为绿色低碳发展做出贡献”的致辞。

解院长在致辞中强调，全球气候变化挑战日趋严峻紧迫，绿色低碳转型大势不可逆转，中国

积极探索走绿色低碳发展道路，努力实现 2030 年左右碳排放达峰目标，这既是我们对国际社会做

出的庄严承诺，也是在国内发挥目标引领、倒逼绿色低碳转型的战略举措。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AJWkDCkpu707n4Yp-mCONg）

2、黑龙江省举办林业碳汇项目开发暨碳交易培训班 首次启动全省碳

中和项目

来源：中国发展网 时间：2019 年 4 月 4 日

中国发展网讯（记者林强）记者从黑龙江省发改委获悉，3 月 29 日，黑龙江省发展改革

委联合黑龙江省林草局在哈尔滨组织召开了 2019 年全省林业碳汇项目开发暨碳交易培训班，

聘请省内外知名专家针对林业碳汇项目开发、方法学、碳汇经济发展等方面内容，对全省自然

资源、林草和发改系统约 150 位同志进行了业务培训，并在全省首次启动了碳中和项目，实

现培训会议零排放，以广泛宣传绿色低碳发展理念，引领更多的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会

组织采取主动措施应对气候变化，引导公众积极造林护绿、共创美好家园。

（原文链接：http://dongbei.chinadevelopment.com.cn/fzqy/2019/04/1486959.shtml）

3、中国建研院主编的国家标准《建筑碳排放计算标准》正式颁布

来源：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时间：2019 年 5 月 6 日

近日，由中国建研院主编的国家标准《建筑碳排放计算标准》正式颁布，并将于 2019 年

12 月 1 日起实施。该标准旨在贯彻国家有关应对气候变化和节能减排的方针政策，规范建筑

碳排放计算方法，节约资源保护环境。

https://mp.weixin.qq.com/s/AJWkDCkpu707n4Yp-mCONg
http://dongbei.chinadevelopment.com.cn/fzqy/2019/04/148695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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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标准适用于新建、扩建和改建的民用建筑的建材生产及运输、建造及拆除、运行阶段的

碳排放计算。标准中建筑物碳排放计算按全寿命期考虑，可以分别计算建筑物运行阶段碳排放、

建造及拆除阶段碳排放、建材生产及运输阶段碳排放。

标准主编中国建研院专业总工、环能院院长徐伟表示：“提升建筑能效，发展清洁能源、

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技术，不断降低建筑能耗，是建筑领域低碳减排的必要途径，也将是我国

实现碳达峰和碳减排目标的重要手段。”

（原文链接：http://www.sasac.gov.cn/n2588025/n2588124/c11188927/content.html）

三、其他环境权益交易市场追踪
1、兰州环境能源交易中心完成今年首次排污权交易

来源：甘肃日报 时间：2019 年 5 月 22 日

近日，在兰州环境能源交易中心精心组织下，16 家我省竞买企业在该中心二楼交易大厅

进行的排污权交易竞价会上取得排污权，顺利完成了兰州市第 59 场排污权交易。本次竞价交

易二氧化硫排污权最高成交价为 24.2 元/公斤，氮氧化物排污权最高成交价为 20 元/公斤，烟

粉尘排污权最高成交价为 18.2 元/公斤，最高溢价率为 506.7%。

（原文链接：http://gansu.gansudaily.com.cn/system/2019/05/22/017190862.shtml）

2、能源有偿使用 企业或将花钱买配额

来源：雅安日报 时间：2019 年 5 月 20 日

16 日从市发改委获悉，随着用能权交易工作不断深入推进，企业用能或将花钱买配额。

据了解，根据全省用能权交易工作的推进情况，省发改委在今年 3 月确定了全省第一批

110 家用能权交易试点企业。其中，我市有 4 家水泥企业纳入试点。按照用能权交易工作的要

求，我市已于 4 月下旬启动了试点企业第三方能耗核查工作。

下一步，为有序推进用能权交易相关工作，我市将通过组织开展业务培训，对政策和交易

http://www.sasac.gov.cn/n2588025/n2588124/c11188927/content.html
http://gansu.gansudaily.com.cn/system/2019/05/22/017190862.shtml
http://www.sxeee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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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进行解读和介绍。一方面，积极开展用能权交易工作的综合协调，加强与试点企业的沟通

衔接，督促和指导试点企业做好能源利用状况报告、综合能源消费量核查、用能权指标交易和

清缴等相关工作。另一方面，引导重点用能单位积极配合、主动参与，全面提升能源利用效率，

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多方位、多渠道推进节能降耗工作。

（原文链接：

http://www.yaan.gov.cn/xinwen/show/24f9043e-2979-4d08-a9b4-db7215c270a6.ht

ml）

3、贵州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改革试点观察

来源：当代先锋网 时间：2019 年 5 月 10 日

4 月中旬，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统筹推进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

改革的指导意见》。《意见》显示，将在贵州、福建、江西、海南等地，探索开展全民所有自

然资源资产所有权委托代理机制试点，明确委托代理行使所有权的资源清单、管理制度和收益

分配机制。2018 年 7 月，贵州省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试点工作顺利通过自然资源部的评估

验收。

今年 1 月，息烽县下红马水库管理所和开阳县贵州开磷有限责任公司水权转换交易成功签

约，将板厂水库每年农业灌溉富余的 30 万立方米水资源使用权转让给工业和生活，成为全省

首个取用水户与取用水户之间的水权交易。在此之前，威宁自治县玉龙镇、牛棚村已经完成水

权交易试点工作，打响了我省水权交易改革的“第一枪”。

（原文链接：http://www.ddcpc.cn/jj/201905/t20190507_457941.shtml）

四、绿色金融要闻
1、香港特区政府发售首批绿色债券

来源：香港金管局 时间：2019 年 5 月 22 日

http://www.yaan.gov.cn/xinwen/show/24f9043e-2979-4d08-a9b4-db7215c270a6.html
http://www.yaan.gov.cn/xinwen/show/24f9043e-2979-4d08-a9b4-db7215c270a6.html
http://www.ddcpc.cn/jj/201905/t20190507_457941.shtml
http://www.sxeee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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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香港特区政府”）今日宣布在政府绿色债券计划

下成功发售首批绿色债券（“绿色债券”）。

本次绿色债券的发行金额为 10 亿美元，年期为 5 年。该笔交易具里程碑意义，为其他

香港及区内的潜在发行人提供重要的新基准。这批绿色债券预期将于 2019 年 5 月 28

日交收，并会于香港交易所和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

香港金融管理局为是次在政府绿色债券计划下发售绿色债券的香港特区政府代表。

计划下所募集的资金将拨入基本工程储备基金，为具环境效益和推动香港可持续发展的

工务工程提供资金。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rwvRPAgQyZ4VB6lYHJrMsg）

2、绿色金融改革创新的“广州亮点”

来源：广州市花都区 时间：2019 年 5 月 18 日

5 月 18 日，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在北京举行了理事会换届选举，并主办

“2019 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年会暨中国绿色金融论坛”。在“地方绿色金融创

新与发展”分论坛上，介绍了花都在绿色金融改革创新上的亮点以及下一步重点工作。

广州银行、广州农商银行、创兴银行、广州证券、大业信托等 5 家金融机构率先发起粤港

澳大湾区环境信息披露倡议，助力市场甄别“三高”产业，引导金融资源投向粤港澳大湾区绿

色产业。

广州碳排放权交易所作为注册在花都区的机构，一直以来在碳金融业务方面走在全国前

列。至 2019 年 3 月，广碳所累计成交配额突破 1 亿吨，总成交金额超 20 亿元，在全国 7 个

试点地区排名第一；为全省 8 家企业办理了碳排放权抵押，帮助企业融资 4832.49 万元；累

计成交林业碳汇 168.75 万吨，帮助全省 66 个林业碳汇项目获得 2567.44 万元的碳汇收益。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qnXSKXaRw0d41xz_5E-8wA）

https://mp.weixin.qq.com/s/rwvRPAgQyZ4VB6lYHJrMsg
https://mp.weixin.qq.com/s/qnXSKXaRw0d41xz_5E-8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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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湖州市发布首个绿色融资主体认定评价信息系统“绿信通”

来源：湖州市金融办 时间：2019 年 5 月 18 日

5 月 18 日，2019 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年会在京召开。作为绿色金融委员会

年度成果之一，湖州市正式上线了绿色融资主体认定评价系统（简称“绿信通”）。“绿信通”

是湖州市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建设的重点改革任务，是引导金融资源支持绿色企业、绿色

项目的基础设施工程，是提升金融机构绿色金融能力建设的重要工具和载体，是推动绿色金融

政策落地的重要保障。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9O_xBIgCvyhT2Rnp_C8PBA）

4、山西：以环保倒逼转型 坚定走出绿色发展之路

来源：生态山西 时间：2019 年 5 月 12 日

2019 年，山西将以总量性去产能为主转向系统性去产能、结构性优产能为主，破除无效

低效供给，为优质产能腾出市场空间。

年内煤炭预计退出产能 2000 万吨左右，引导 60 万吨以下煤矿明年年底前退出。在持续

开展的“散乱污”企业整治中淘汰一批钢铁焦化行业落后过剩产能，搬迁改造或关闭退出一批

重污染企业，推进一批低效企业转型。今年 9 月底前焦化行业要完成特别排放限值改造，50%

以上钢铁企业要完成超低排放改造，65 蒸吨及以上燃煤锅炉要完成节能和超低排放改造，燃

气锅炉要基本完成低氮改造。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O3yPtA_UfgbDt8f543Mhiw）

https://mp.weixin.qq.com/s/9O_xBIgCvyhT2Rnp_C8PBA
https://mp.weixin.qq.com/s/O3yPtA_UfgbDt8f543Mhi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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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环境能源交易中心

【中心简介】

2012 年，山西环境能源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心”）经山西省

政府批准成立，主管部门为山西省生态环境厅；2015 年 11 月，中心完成战略重

组，现隶属于山西金融投资控股集团，是山西省首个集环境权益资产交易、绿色

金融服务、低碳环保咨询于一体的专业化综合服务机构，也是山西省首家具备碳

配额、自愿减排量交易资质的专业化服务平台。

山西环境能源交易中心具有环境能源领域各类权益综合服务功能，已建成围

绕权益交易的一条龙服务体系，前端包括顾问咨询、项目开发、资产管理、交易

履约策略等；中端包括碳资产交易、用能权交易、技术转让、其他环境权益交易；

后端为投融资对接、绿色金融服务等。

山西环境能源交易中心已与多家碳交易试点机构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具有

充足的服务机构会员储备，积累了丰富的理论与实践经验；依托山西金融投资控

股集团强大的金融实力，着力打造专业的绿色金融服务平台。山西环境能源交易

中心将积极投身于全国碳市场建设及环境能源权益服务行业，立足山西，服务全

国。

【联系我们】

地址：山西综改示范区太原学府园区长治西巷 9 号万立科技大厦 5 层

邮编：030006

电话：0351-7038877

邮箱：sxhjnyjy@163.com

网址：http://sxeeex.com/

mailto:sxhjnyjy@163.com
http://sxeeex.com
http://www.sxeee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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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声明】

本期刊由山西环境能源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员工及专业从事碳减排

项目人员根据公开资料整理所得。本刊中信息及分析仅供参考，主办

方不承担任何组织及个人因使用本刊而产生的责任。该版权归山西环

境能源交易中心有限公司所有，面向公司合作伙伴、客户、省内主管

部门发行，未经书面许可，任何组织及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

制或发布，引用或转载请注明来源。

【敬请关注】

敬请关注“晋碳号”微信平台

每天为您准确、及时地传递行业热点资讯

您也可以登录山西环境能源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官方网站

http://sxeeex.com/

了解更丰富全面的绿色金融信息。

http://sxeeex.com
http://www.sxeee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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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1、江苏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做好碳排放报告与核查及排放监测计划制定工作的通

知

来源：江苏省生态环境厅 时间：2019年 4月 18日

各设区市生态环境局：

为认真落实生态环境部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做好 2018年度碳排放报告与核查及排放监测计划制定工作

的通知》（环办气候函〔2019〕71号，以下简称《通知》），现就做好我省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数据核查工作时间紧、任务重，具有较强的工作延续性，各设区市生态环境部门要明确专人负责，

根据《通知》要求做好相关工作。加强与发展改革部门衔接，结合实际，对本地区纳入碳市场企业名单进

行调整和补充，确保本地区符合要求的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全部纳入核查。

二、组织本地区纳入碳交易企业在全省企业直报平台（网址为 http://221.226.99.23:8000/jscrm/login，市

级管理员账号及初始密码将分别发送给各设区市专职工作人员）上完成 2016-2018 年碳排放数据报告及

2019 年监测计划填报工作。汇总 2016-2017年（未报送的）和 2018年温室气体排放量及相关数据材料、2018
年度新纳入工作范围的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排放监测计划等资料（全省企业直报平台填报后生成 PDF
文件并加盖企业印章），按照《通知》要求和时间节点报送省厅。督促民航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将

年度排放报告、补充数据表和核查报告抄送民航局。

三、省厅将根据《通知》要求，组织第三方核查机构对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提交的 2016-2018
年度排放报告和补充数据表进行核查，对新纳入工作范围企业的排放监测计划进行审核，并经复核、确认

和汇总后，将相关材料报送生态环境部。

四、为做好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特别是碳市场交易建设工作，我厅将适时组织相关能力培训，请各设

区市生态环境部门确定并固定具体专职人员，积极参加培训工作，切实提高应对气候变化工作能力。

五、请各设区市生态环境部门将本地区确定纳入碳市场企业名单、专职工作人员名单和联系方式，于

2019年 2月 25日前报送省厅。

省直报平台联系人：省信息中心张婧欣、曹圆媛、赖力；联系电话（兼传真）：025-83705731

附件：关于做好 2018年度碳排放报告与核查及排放监测计划制定工作的通知（环办气候函〔2019〕71
号）

江苏省生态环境厅

2019年 2月 19日

http://www.sxeee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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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件公开发布）

（联系人：厅大气处陈月华；联系电话：025—86266200）

2、关于做好 2018 年度碳排放报告与核查及排放监测计划制定工作的通知

来源：生态环境部 时间：2019年 4月 19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新疆建设兵团生态环境（环境保护）厅（局）：

根据《“十三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和《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的有关要求，为扎

实做好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相关工作，完善配额分配方法，夯实数据基础，确保数据质量，我部将

组织开展 2018年度碳排放数据报告与核查及排放监测计划制定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工作范围

2018年度碳排放报告与核查及排放监测计划制定有关工作的范围涵盖石化、化工、建材、钢铁、有色、

造纸、电力、航空等重点排放行业（具体行业子类参见附件 1）中，2013至 2018年任一年温室气体排放量

达 2.6万吨二氧化碳当量（综合能源消费量约 1万吨标准煤）及以上的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

温室气体排放符合上述条件的自备电厂（不限于以上行业），视同电力行业企业纳入工作范围。

二、工作任务

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生态环境（环境保护）厅（局）（以下简

称地方主管部门）组织上述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和第三方核查机构，按照以下程序，抓紧开展工作。

（一）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及制定监测计划。组织管辖范围内的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在 2019
年 3月 31日前根据已分批公布的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发改办气候〔2013〕2526号、〔2014〕
2920号和〔2015〕1722号）要求，核算并报告其 2018年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及相关数据。此外，根据配额

分配需要，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须按照本通知附件 2的要求核算并报告上述指南中未涉及的其他相

关基础数据，2018年度新纳入工作范围的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按附件 3要求制定并提交排放监测计划，

用于规范有关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温室气体排放的监测和核算活动。在工作过程中，地方主管部门

应按照有关工作要求，及时发现并解决问题，确保任务顺利完成。

（二）第三方核查。地方主管部门组织第三方核查机构对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提交的 2018年度

排放报告和补充数据表进行核查并对 2018年度新纳入工作范围的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的排放监测计划进

行审核，对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已备案的排放监测计划，如有修订，组织第三方核查机构进行审核。

有关工作要求参照本通知附件 4。核查工作完成后，民航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将年度排放报告、补充

数据表和核查报告抄送民航局。

（三）复核与报送。地方主管部门组织对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提交的排放报告及第三方核查机

构出具的核查报告和监测计划审核报告的复核工作，根据实际情况采用抽查复查、专家评审等方式确保数

据质量，并于 2019年 5月 31日前，将复核确定后的汇总数据（excel格式，参考附件 5）、单个企业（或

者其他经济组织）的核查报告结论页（pdf格式，加盖公章）、排放报告（pdf格式，加盖公章）、补充数

http://www.sxeee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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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表（excel格式）、经审核的监测计划（pdf格式，加盖公章，包括经审核修订的监测计划）以光盘形式

报送我部应对气候变化司。光盘内一级文件夹分别以碳排放汇总表、核查报告结论页、排放报告、补充数

据表、监测计划命名，二级文件夹以行业类别命名。

请各有关单位按照本通知要求，落实所需工作经费，抓紧部署工作，保质保量完成。为加强对地方的

支持，我部组织建立了相关帮助平台（链接为 http://203.207.195.153），利用该平台组织专家对相关的典型

问题进行统一答复。各有关单位可在线注册登录，并就核算与核查工作中涉及的各项技术问题进行咨询。

本通知附件可在我部门户网站查询和下载（http://www.mee.gov.cn）。工作中的问题和建议，请及时反馈我

部。

联系人：应对气候变化司 苏畅、文希

电话：010-66556304、66103240

附件：1.覆盖行业及代码

2.2018年碳排放补充数据核算报告模板

3.排放监测计划模板

4.排放监测计划审核和排放报告核查参考指南

5.2018年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碳排放汇总表

(附件获取地址：http://qhs.mee.gov.cn/tscjs/201904/t20190419_700400.shtml)

3、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蛇口片区管控单位 2018 年度碳排放核查有关事

宜的通知

来源：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时间：2019年 4月 28日

各有关单位:

由于我市蛇口片区部分管控单位的供电已于 2018 年由香港中华电力切换为深圳电网，在碳排放核查

中两种供电来源采用的排放因子差异较大，为确保平稳过渡，保障我市碳排放核查工作的顺利完成以及管

控单位按时履约，现对我市蛇口片区已完成供电来源切换的管控单位碳排放核查工作提出以下要求：

一是请核查机构仍然按照原中华电力的排放因子进行 2018年度管控单位碳排放核查；已提交核查报告

的，待市碳交易主管部门退回后再修改并重新提交。自 2019年起，相关管控单位的碳排放核查按照实际供

电来源的排放因子计算。

二是请核查机构按照深圳电网的排放因子对相关管控单位 2016年至 2018年度的历史排放数据进行重

新核算，核算结果写入 2018年度核查报告的附件。市碳交易主管部门将根据历史排放数据情况进行相关调

整。

http://qhs.mee.gov.cn/tscjs/201904/W020190419554832084123.pdf
http://qhs.mee.gov.cn/tscjs/201904/W020190419554832376252.xlsx
http://qhs.mee.gov.cn/tscjs/201904/W020190419554832679598.docx
http://qhs.mee.gov.cn/tscjs/201904/W020190419554832899015.pdf
http://qhs.mee.gov.cn/tscjs/201904/W020190419554833425401.docx
http://qhs.mee.gov.cn/tscjs/201904/t20190419_700400.shtml
http://www.sxeee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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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通知。

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9年 4月 24日

4、关于征求对GB/T《单位产品（服务）碳排放限额编制通则》等 11项国家标

准（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函

来源：中国标准化研究院 时间：2019年 5月 8日

各有关单位及专家：

依据国家标准制修订计划，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提出、全国碳排放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的

《单位产品（服务）碳排放限额编制通则》等 11项国家标准已完成起草工作。现将征求意见稿及相关材料

发给您们，请组织有关部门进行讨论，广泛征求意见，填写《意见反馈表》，并于 2019年 6月 7日前将《意

见反馈表》寄回或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反馈给起草单位。

如没有意见也请复函说明，逾期未复函，将按无异议处理。

感谢您对我们工作的支持。

起草单位联系人：

李永亮 E-mail：thlock2006@163.com 电话：010-84885703

郭慧婷 E-mail：guoht@cnis.gov.cn 电话：010-58811768

传真： 010-58811714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 4号 1004室 邮政编码：100191

附件：

1. GB/T《合成氨单位产品碳排放限额》征求意见稿及征求意见表

2. GB/T《炼油单位产品碳排放限额》征求意见稿及征求意见表

3. GB/T《乙烯单位产品碳排放限额》征求意见稿及征求意见表

4. GB/T《尿素单位产品碳排放限额》征求意见稿及征求意见表

5. GB/T《甲醇单位产品碳排放限额》征求意见稿及征求意见表

http://www.sxeee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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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GB/T《纯碱单位产品碳排放限额》征求意见稿及征求意见表

7. GB/T《烧碱单位产品碳排放限额》征求意见稿及征求意见表

8. GB/T《磷酸一铵单位产品碳排放限额 》征求意见稿及征求意见表

9. GB/T《磷酸二铵单位产品碳排放限额》征求意见稿及征求意见表

10. GB/T《单位产品（服务）碳排放限额编制通则》征求意见稿及征求意见表

11. GB/T《轨上交通碳排放限额》征求意见稿及征求意见表

全国碳排放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2019年 5月 5日

（附件获取地址：http://www.cnis.gov.cn/gbzqyj/201905/t20190508_24921.shtml）

5、关于印发《“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实施方案编制指南》和《“无废城市”建

设指标体系（试行）》的函（环办固体函[2019]467 号）

来源：生态环境部网站 时间：2019年 5月 13日

深圳市、包头市、铜陵市、威海市、重庆市、绍兴市、三亚市、许昌市、徐州市、盘锦市、西宁市、瑞金

市、光泽县人民政府，河北雄安新区、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中新天津生态城管理委员会：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工作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18﹞128号）

相关要求，科学指导试点城市编制“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实施方案，充分发挥指标体系的导向性、引领性，

我部研究制定了《“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实施方案编制指南》（以下简称《编制指南》）和《“无废城市”

建设指标体系（试行）》（以下简称《指标体系》）。现印送给你们，请按照《编制指南》及《指标体系》

要求，结合实际，抓紧编制“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实施方案。

联系人：固体司赵娜娜、温雪峰

电话：（010）66556254

生态环境部办公厅

2019年 5月 8日

抄送：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农业农

村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卫生健康委、人民银行、税务总局、市场监管总局、统计局、国管局、银

保监会、邮政局、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办公厅（室），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生态环境厅（局），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生态环境局。

http://www.cnis.gov.cn/gbzqyj/201905/t20190508_24921.shtml
http://www.sxeee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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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获取地址：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6/201905/t20190513_702598.html）

6、关于印发山西省焦化产业高质量绿色发展三年行动计划的通知（晋工信化工

字〔2019〕81号）

来源：山西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时间：2019年 5月 5日

各市工信局：

  为贯彻省委经济工作会议和省“两会”精神，落实全省工业和信息化工作会议要求，将“改革创新、

奋发有为”大讨论活动落到实处，聚焦节能环保水平提升，聚焦循环经济发展，聚焦产业协同进步，坚持

创新引领，促进新旧动能接续转换，按照《山西省焦化产业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推动转型升级实施方案》

（晋政办发〔2018〕98号）部署，制定本行动计划。

  一、总体思路

  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持“巩固、增强、提升、畅通”的八字方针，按照省委、省政府决

策部署，坚持创新、安全、环保、节能、绿色的工作理念，突出抓好焦化行业转型升级。立足当前，按照

规范化、标准化、法治化的要求，全面加强全流程对标管理，全面提升企业智能化水平，全力配合环保部

门加强排污监测监管；着眼长远，以链条化、园区化、高端化为目标，全面加强高端化产路径指导，全面

加强项目建设协调服务，全面加强淘汰过剩产能力度，力争用 2年时间实现焦化行业质的提升。

  二、发展目标

  确保全省建成焦化产能只减不增，焦炉装备与产业节能环保水平明显提升，化产延伸加工向精细化、

高端化发展，焦化企业标准化管理有序推进，省内外、行业内外、产学研交流合作更加深入。

  2019年，力争新增建成大机焦产能 1000万吨，建成大机焦占比达到 40%；2020年，力争再新增建成

大机焦产能 700万吨，建成大机焦产能占比达到 50%；2021年，力争建成大机焦产能占比达到 60%。

  2019年 10月 1日起，全省焦化企业全部达到环保特别排放限值标准。

  三、重点行动

  1. 全力推进重点焦化升级改造项目建设

  2019年重点推进新石煤焦化 200万吨/年 6.25米捣固、立恒焦化 170万吨/年 7米顶装等大型焦化转型

升级项目基本建成；2020年重点推进山西晋茂煤化工有限公司 180万吨/年 6.55米捣固等大型焦化转型升级

项目基本建成；2021年重点推进山西聚源煤化有限公司 159万吨/年 7.3米顶装等大型焦化转型升级项目基

本建成。及时掌握各市谋划建设的新项目，对项目库实施动态管理。支持我省化产技术研发单位、焦化工

程设计单位以及焦化设备制造企业深度参与焦化升级改造,加快提升高端化产加工技术研发创新、焦化项目

工艺设计创新、焦炉和化工装备制造创新,推动我省相关产业发展。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6/201905/t20190513_70259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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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sxeeex.com 201905-2

7

  在推动焦化产业转型升级工作中，高度重视脱贫攻坚工作，积极支持左权、安泽、沁源、交城等贫困

县大型焦化升级改造项目建设，将左权县中晋太行炼化有限公司 30万吨焦炉煤气气基还原铁项目、安泽县

山西蔺鑫煤焦化有限责任公司 170万吨/年炭化室高度 7米顶装焦化项目、沁源县山西通洲煤焦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215万吨/年炭化室高度 6.25米捣固焦化项目、交城县山西华鑫煤焦化实业有限公司 180万吨/年炭化

室高度 7.65米顶装焦化项目列入重点项目名单，在政策、规划、资金等方面倾斜支持，多措并举，推进项

目建设。

  2. 谋划推动化产品精深加工向高端发展

  要以焦为基，以化为主，推动和引导焦化化产品精深加工向高端发展，主要是焦炉煤气和煤焦油的综

合利用，重点关注费托合成制高端油蜡及氢能的开发利用，以高端化产延伸为方向构建产业链条，鼓励生

产高附加值的产品，引进行业领先的化工企业打造产业集群，构建产业联盟，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

进一步体现专业化分工合作，走链条化、园区化、高端化发展的路线。

  指导各市焦化园区推行产业链招商，以高端化产延伸路径为方向，构建产业链，确定目标企业，打造

产业集群。组织专家和科研院所指导焦化企业结合自身实际选择适合的化产品深加工方向，完善化产加工

方案，全力推动焦炉煤气高端利用、煤焦油制高端碳材料、苯制己内酰胺尼龙材料，重点谋划一批焦炉煤

气制乙二醇、焦炉煤气制高端油蜡、制α-烯烃、焦炉煤气制甲醇后规模化专业化延伸生产 DMMn（聚甲氧

基二甲醚）、MMA（甲基丙烯酸甲酯）、氢能开发利用等项目。

  3. 指导落实焦化产能减量置换政策

  贯彻落实《山西省焦化行业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推动转型升级实施方案》规定的产能减量置换相关规

定，研究提出压减产能总量政策方案。全面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对各市出具的焦化项目备案文件以及产能

置换确认文件进行合规检查，对不合规事项提出整改要求并督促落实，确保焦化产能减量置换相关规定严

格落实；根据实际情况赴产能置换确认、焦化项目备案等业务量较大的市进行专题业务培训和指导，收集

相关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并研究解决。

  4. 依法依规淘汰落后和过剩焦化产能

  完成《山西省焦化行业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推动转型升级实施方案》规定的淘汰关停任务，指导各市

根据本市大型焦化项目建设情况，合理确定年度焦化产能淘汰量，确保焦化建成产能稳中有降。按期调度

列入淘汰计划焦化企业淘汰拆除进度，对各市协调指导与严格督办相结合，落实淘汰落后和过剩产能企业

主体责任制与地方政府监督责任，发挥部门联动机制，综合运用法律法规、经济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

确保淘汰落后和过剩产能任务完成。2019年 10月 1日起,关停未完成大气污染特别排放限值标准改造的焦

化企业。2019年力争淘汰过剩焦化产能 1000万吨；2020年，对 2018年备案实施“上大关小”的原有焦炉

实施关停淘汰；2021年，对 2019年备案实施“上大关小”的原有焦炉实施关停淘汰。

  5. 推进焦化行业标准化管理

  组织国内、省内科研院所、焦化企业、行业专家，聚焦安全、节能、环保管理，突出循环经济与绿色

经济理念，研究出台《焦化行业标准化管理实施意见》，明确焦化企业全流程管理标准化要求。选择优秀

标杆企业，组织召开标准化管理现场推进会，全面开展全省焦化企业管理对标活动。2019年以全面启动，

2020年实施全流程对标，2021年初见成效，将达标情况作为错峰生产、技改支持、金融支持等政策分级的

重要依据，通过对标活动推动焦化企业生产管理水平质的提升。

http://www.sxeee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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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配合环保部门完成特排提标改造

  按照《实施方案》有关规定，配合环保部门推动焦化企业加快特别排放限值达标改造，及时掌握企业

改造进展情况，强化协调服务，确保按时间要求完成改造任务，逾期未完成企业全部关停。

  7. 多措并举深化交流合作

  践行“请进来，走出去”，主动融入和服务“一带一路”倡议、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等国家级区域发

展战略，深化省内外、行业内外、产学研等多元化交流合作。一是组织煤炭、焦化、钢铁企业对接洽谈，

推动合作形式从基础的贸易合作向股权合作、资本合作、产业合作等高层次、多方位合作不断深化，推进

煤-焦-钢产业链一体化发展；二是加强考察学习，赴制造业发达省份工信部门、省外先进焦化企业、国内一

流焦化化工设计院所等参观调研，学习先进管理经验，了解前沿工艺技术；三是组织焦化企业积极参与能

博会、中博会等大型展会活动，全方位展示自身优势产品的同时实现资源共享与信息沟通。

  四、配套政策措施

  1. 技改资金支持

  省级技改资金设立焦化产业集群技改专项，按照省委、省政府决策要求，2019年省级技术改造专项资

金专项安排 5 亿元支持产能置换大型焦化升级改造项目及化产深加工项目。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引导作用，

各市按照一定比例配套支持，研究支持工业试验装置试点示范项目，加快推动技术创新成果产业化。

  2. 加大高端化产项目金融支持

  发挥政府设立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引导基金、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投资基金等各类产业基金引导作用，积

极支持焦化高端化产品深加工项目建设。会同省地方金融管理局进一步加强银企对接，鼓励各类金融机构

优化信贷结构，采取多种形式，加大对焦化企业高端化产品加工项目信贷支持力度，大力扶持我省焦化企

业转型升级。

  3. 建立重点项目调度机制

  建立焦化行业转型升级重点项目库，加强对焦化企业监测调度，对转型升级项目库进行跟踪监测，按

照“储备一批、开工一批、建设一批、竣工一批”的思路，实施“动态调整、滚动管理”，按月对重点项

目进展情况进行调度，及时掌握项目进度，做好项目库更新管理，形成接续有力的项目储备和推进机制。

  4. 搭建多样化项目推进服务平台

  一是深入对接常态化入企服务平台，对企业反映的问题，属于工信厅职能范围的由有关处室加快加急

处置，属于其他厅局职能，特别是涉及项目审批手续的问题，及时转办，大力协调，加快项目推进。二是

组织省内外焦化和化工行业科研院所、设计单位、优秀专家，搭建焦化转型升级技术咨询服务平台，研究

产业链延伸路径，指导焦化企业项目工艺选型，会诊企业遇到的技术问题。三是依托省工信厅信息化和大

数据管理协调职能，搭建焦化企业信息服务平台，整合政策、科技、市场、项目等多维度信息资源，为焦

化企业提供全方位信息服务。

  5. 探索整合资源构建焦化企业信用体系

http://www.sxeee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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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法治化、系统性原则，整合环保、安全、节能、市场监督等职能部门以及银行、证券、现货、期

货交易平台等机构掌握的企业信用信息，调动各个部门、各个市场参与者的积极性，制定信用标准，探索

依托中国炼焦行业协会或新华社中国经济信息社构建焦化企业信用评价体系，公平、公正、公开的对全省

焦化企业开展信用评价。通过信用体系建设，在加大对企业市场利益激励的同时加强社会责任约束，在探

索“信用监管”的路径上先行先试，行稳致远。

山西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2019年 4月 24日

7、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关于组织开展上海市重点单位 2018 年度能源利

用状况和温室气体排放报告以及能耗总量和强度“双控”目标评价考核等相关工

作的通知

来源：上海市人民政府网站 时间：2019年 4月 28日

市应对气候变化及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各区发展改革委、经委（商务委）、生态环境局，

企业集团公司、重点单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上海市节约能源条例》《重点用能单位节能管理办法》《上海

市碳排放管理试行办法》等的规定，重点单位应当每年按时向政府管理节能和碳排放工作的部门报送上年

度能源利用状况报告和温室气体排放报告。2018年本市综合能耗 5000吨标准煤及以上的重点用能单位总计

843家，其中列入全国“百家”（年耗能 300万吨标准煤及以上）重点用能单位 5 家，“千家”（年耗能

50万吨至 300万吨标准煤）重点用能单位 13家，“万家”（年耗能 5000吨至 50万吨标准煤）重点用能单

位 825家；2018年本市综合排放温室气体达到 13000吨（包括直接和间接排放）二氧化碳当量及以上的重

点排放单位总计 850家。为加强对全市重点单位能源消费、温室气体排放的管理以及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和

节能目标考核，现将 2018年度上海市重点单位能源利用状况报告、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报送、能耗总量和强

度“双控”目标评价考核等工作通知如下：

一、能源利用状况和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工作

（一）报告主体

列入上海市 2018年度重点用能(排放)单位名单的单位（详见附件）。

（二）报告内容

报送内容应满足本市重点用能单位能源利用状况报告和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的相关要求：

1、年度报告

（1）能源利用状况报告

能源利用状况报告主要包括单位基本情况、能耗总量控制和节能目标完成情况、年度能源消费情况、

重点用能设备信息、节能改造项目以及能源管理制度文件等内容。

（2）温室气体排放报告

温室气体排放报告主要涉及二氧化碳(CO2)、甲烷(CH4)、氧化亚氮(N2O)、氢氟碳化物(HFCS)、全氟化

碳(PFCS)、六氟化硫(SF6)共 6种温室气体的排放情况，内容包括单位基本情况、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情况、

活动水平数据及来源、排放因子数据及来源等，如报告单位存在注册所在地之外的温室气体排放，还应单

独报告该部分温室气体排放情况，核算报告方法以及详细的报告内容请参照《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

印发首批 10个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的通知》（发改办气候〔2013〕252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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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印发第二批 4个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的通知》

（发改办气候〔2014〕2920号）、《上海市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上海市水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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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0号）。

2、月度/季度报告

工业、通信业和交通运输业重点单位采用月报制度，其他重点单位采用季报制度。报告一般应包括能

源消费情况、企业节能指标完成进度、节能技改项目实施、节能措施落实情况、温室气体排放情况等内容。

上述报告具体填报表式和具体要求见“上海市重点单位能源利用状况和温室气体排放报送平台”（以

下简称“报送平台”）。

（三）报告报送

1、报告主体填报

工业、通信业重点单位（即主管部门为市经济信息化委的单位）报告的报送，由市发展改革委、市经

济 信 息 化 委 委 托 市 节 能 监 察 中 心 先 行 受 理 ， 各 单 位 可 登 陆 上 海 能 效 诊 断 热 线 网 站

（http://www.sheitc.gov.cn/secsc/index.html），进入上海市工业重点单位能源管理平台（以下简称“工业分

平台”）进行填报，在系统中形成的报告（温室气体排放报告、能源利用状况报告、月度报告）采用“一

键报送”或“导出上报”的形式分别报送“报送平台”和“工业分平台”。

其 他重 点单 位报 告的 报送 ，由 重点 单位 直接 登陆 上 海市 节能 低碳 和应 对气 候变 化网

(http://www.reg-sh.org)，点击主页面右下角“重点单位能源利用状况和温室气体排放报送平台”的链接，登

录后进行报告填报（包括温室气体排放报告、能源利用状况报告、月度/季度报告）。

各重点单位在通过审核机构核定后，应从填报平台或客户端软件中导出电子版形成纸质材料，一式 3
份，装订成册，加盖公章后提交受理单位。其中，工业、通信业重点用能单位能源利用状况报告和温室气

体排放年度报告统一报送至市节能监察中心（受理窗口：中山北一路 121号 A1 栋 5 楼，邮编 200083，联

系电话 60805135），市节能监察中心应及时将工业、通信业重点单位温室气体排放年度报告转交市发展改

革委、市生态环境局；其他重点单位能源利用状况报告和温室气体排放年度报告统一报送至市发展改革委、

市生态环境局（受理窗口：威海路 48号 1307室，邮编 200003，联系电话 23113963）。相关月报和季报无

需纸质报送。

各重点单位应于 2019年 4月 30日前将 2018年能源利用状况报告和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分别报送至上述

单位（其中 2018 年新增的重点单位应于 2019年 5月 31 日前报送），应于每月或每季度首月的 10日前在

线报送上月或上季度报告。各有关部门、企业集团公司和区级节能综合管理部门要加强指导和督促所属所

在重点单位及时报送。

各受理单位应做好纸质报告的收集、汇总工作，并及时报送市发展改革委、市生态环境局和市区有关

部门。同时，根据要求分送相关专业机构进行审核。

2、审核上报

重点单位能源利用状况报告审核，工业、通信业重点单位报送的报告，由市节能监察中心负责审核；

其他重点单位报送的报告，由市发展改革委统一委托相关专业机构进行审核。

对审核中发现有问题的报告，审核机构应及时告知市级行业节能管理部门或有关区级节能综合管理部

门，由市级行业节能管理部门或有关区级节能综合管理部门按有关规定向报送单位发出整改通知单，报送

单位应在接到整改通知单后 10个工作日内，按要求将报告修改后重新报送。

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审核和上报，由市发展改革委、市生态环境局统一组织对全市重点单位温室气体排

放报告的收报、评估和核查。核查可根据实际，采用抽查等各种形式。

相关专业机构在完成审核后，应将能源利用状况报告和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的审核情况及时报送市发展

改革委、市生态环境局、市级行业节能管理部门和区级节能综合管理部门。市发展改革委、市生态环境局

对数据进行审核汇总后，在规定时间内上报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

（四）数据应用

1、“报送平台”应对市各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实施分行业数据对接，各部门和区节能减排办可通过“报

http://www.sxeee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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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平台”及时掌握本领域重点单位相关报告报送、能源消费和温室气体排放相关情况。

2、参加本市碳排放交易试点的企业，其在“报送平台”中填报形成的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将按要求汇总

上报生态环境部，相关数据不作为企业在本市碳排放配额核查、清缴、交易的依据。

3、参与“报送平台”建设维护单位、软件开发单位、报告审核专业机构等，不得对外公开单个企业、

行业分析、全市汇总等数据。

（五）培训及法律责任

为确保各重点单位能及时、熟练掌握“报送平台”的填报方式，保证能源利用状况报告和温室气体排

放报告编写质量，提升填报效率，市发展改革委将会同市有关部门委托专业机构分行业、分批次组织对重

点单位的系统培训。

根据《上海市节约能源条例》第七十三条规定，重点用能单位未按规定报送能源利用状况报告或者报

告内容不实的，由市相关行政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以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二、能耗总量和强度“双控”目标评价考核工作

（一）2018年评价考核工作

市经济信息化委、市交通委、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市商务委、市教委、市文化旅游局、市卫生健

康委、市地方金融监管局、市机管局等市级行业节能管理部门和各区级节能综合管理部门应对照分解下达

的“十三五”和 2018年能耗总量和强度“双控”目标，6月底前完成评价考核工作并将考核结果报送市发

展改革委（“百家”重点用能单位考核按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发布“百家”重点用能单位名单的

通知要求》要求另行布置）。对于因存在关、停、并、转等情况的企业而无法正常开展考核的，应单独说

明情况。

对于市、区共管的工业、文化旅游领域重点用能单位，以区节能综合管理部门为主开展考核，考核结

果应同时抄送市经济信息化委、市文化旅游局。

市发展改革委会同市统计局等部门，复核评价考核结果，并向社会公布“千家”、“万家”企业考核

结果。其中，“百家”企业考核结果 7月底前报送国家发展改革委，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复核并向社会公布。

（二）2019年考核目标下达工作

市级行业节能管理部门和各区级节能综合管理部门应当结合各自行业和辖区实际情况，可采用基准法

或历史法，将 2019年能耗总量和强度控制目标下达到所属重点用能单位，6月底前将“双控”目标报送市

发展改革委。

对于市、区共管的工业领域重点用能单位，由区节能综合管理部门、区工业节能管理部门提出能耗总

量控制和强度控制目标建议，报送市经济信息化委，由市经济信息化委统一下达目标；对于市、区共管的

文化旅游领域重点用能单位，由区节能综合管理部门、区文化旅游节能管理部门直接下达能耗总量控制和

强度控制目标，抄送市文化旅游局。

（三）评价考核支撑机构

为确保评价考核质量，工业、电信业领域（包括市、区）由上海市节能监察中心、上海市节能协会作

为协助支撑机构，其他领域（包括市、区）由上海市节能减排中心作为协助支撑机构。支撑机构应协助市

级行业节能管理部门和各区级节能综合管理部门，合理分解各重点单位能耗总量和强度控制目标，完成评

价考核（包括现场抽查）。

特此通知。

附件：上海市 2018年度重点用能（排放）单位名单

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上海市生态环境局

上海市统计局

2019年 4月 12日
（附件链接：http://www.shanghai.gov.cn/nw2/nw2314/nw2319/nw12344/u26aw58810.html）

http://www.shanghai.gov.cn/nw2/nw2314/nw2319/nw12344/u26aw5881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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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国家发展改革委 水利部关于印发《国家节水行动方案》的通知（发改环资规

〔2019〕695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

《国家节水行动方案》已经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审议通过，现印发实施。

国家发展改革委

水利部

2019年 4月 15日

（附件链接：http://www.ndrc.gov.cn/zcfb/gfxwj/201904/t20190418_933455.html）

9、国家能源局关于印发《能源标准化管理办法》及实施细则的通知

来源：国家能源局 时间：2019年 4月 18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能源行业主管部门，有关行业标准化管理机构，能源领域各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为进一步规范能源领域标准化管理工作，根据 2018年 1月 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

及相关法规，结合能源领域的实际情况，我局修订形成了《能源标准化管理办法》《能源行业标准管理实

施细则》和《能源行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管理实施细则》。现予以印发，请认真遵照执行。

附件：1. 能源标准化管理办法

2. 能源行业标准管理实施细则

3. 能源行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管理实施细则

国家能源局

2019年 4月 18日

（附件获取地址：http://zfxxgk.nea.gov.cn/auto83/201905/P020190514563557489269.pdf）

http://www.ndrc.gov.cn/zcfb/gfxwj/201904/W020190418615069492891.pdf
http://www.ndrc.gov.cn/zcfb/gfxwj/201904/t20190418_933455.html
http://zfxxgk.nea.gov.cn/auto83/201905/P020190514563557489269.pdf
http://www.sxeee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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