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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

张虎彪. 《关于我国居民消费碳排放影响的研究综述》. 成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新浪财经.能源冷知识｜全国碳排放的一半以上竟然来源于它

中国家庭能源及消费所的碳排放量占比较高，其减排作用不容忽视。

全民减排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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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料将变成碳汇：

不管是什么塑料，它们都
有一个共同点，含碳。制
造塑料的大多数原材料也
都是来源于石油；

但同水泥和钢相比，塑料
有一个重要的不同之处。
在生产水泥或钢时，二氧
化碳作为一种不可避免的
副产品被释放出来，而在
生产塑料时，大约50%的
碳存留在塑料中。



从碳盘查、碳足迹到碳中和的潮流趋势

• 国际上温室气体管理的推动趋势已从组织盘查逐步扩展至供应链盘
查，并带动产业计算产品或服务的碳足迹，能源碳足迹遂成为各界
期望的揭露资讯。

• 因应国际发展趋势，协助能源产业通盘考虑经济、环境及社会等风
险管理考虑，将藉由其经营成效及碳管理资讯披露，驱动及提升企
业自主管理。

GHG盘查 碳足迹

ISO 14064-1

盘查＋生命周期分析
PAS 2050、
ISO14067-1

碳中和

温室气体减量

ISO 14064-2 、 PAS  
2060

组织型温室气体盘查

碳揭露问卷CDP、产品环境宣告EPD、ISO 14067-2、资讯平台…

应串连政策、产业与金融各方面，提高不同环节在数据和对应策略上的碳资讯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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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概念



碳排放量的计算

国际统计中，每个耗能过程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气体，会归纳成排放系数。能量消耗结合

排放系数，便可得到相应的二氧化碳排放量（kg CO2-equiv.）

原材料 生产耗电 成品

电网供电

发电厂

燃烧产生CO2

电能排放系数为0.981二氧化碳当量，意味着

每使用1KW电量，产生0.981kg二氧化碳。

例图



碳排放量的疑惑

碳排放的结论中，往往碳排放的克数比产品本身重量还大，是因为产品在全生命周期的

过程中，经历了多道能源消耗环节，每个环节的碳排放都超出了我们一般的认知。

开采
燃油消耗

运输
燃油消耗

制造
电力消耗

仓储
电力消耗

废弃
降解排放

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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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足迹核算国际标准



PAS2050

ISO 14040/44

IPCC 2006

GHG Protocol

PAS2050

PAS2050是建立在现有的国际标准：
生命周期评价（ISO14040和ISO14044）基础上，全球第一份从生命周期角度考虑商品和

服务温室气体排放的评价规范，用以盘查计算产品与服务在整个产品生命周期内（从原材

料取得、生产、配销、使用和废弃后的处置）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GHG Protocol

Corporate Value  
Chain (Scope 3)  
Accounting and  

Reporting  
Standard

《温室气体核算体系：产品寿命周期核算与报告标准》（又称《产品标准》）；标准的主

要目的是为企业的减排决策提供一个基本框架，以减少来自产品（物品或服务）设计、制

造、销售、购买或使用的温室气体排放。



ISO14067

ISO 14040/44

PAS 2050

GHG Protocol

14067

ISO14067是建立在现有的国际标准：
生命周期评价（ISO14040和ISO14044）、环境标志和声明（ISO14020、ISO14024和

ISO14025）等基础上，专门针对产品碳足迹的量化和外界交流而制定的国际权威标准。



图 1：产品碳足迹核算国际标准发展历程



目的与范
围的确定

绘制生命周
期 流程图

生命周期清
单分析

数据收
集

碳足迹
核算

不确定
分析

过程分
析

碳足迹认证产品

关键数据—— 排放因子：



塑料产品碳足迹&减排



塑料产品碳足迹&减排



碳足迹的应用

阶段性碳排放界定：

• 根据核查报告，可推算产品在全生命周期中各阶段的碳排放数值，该周期包括：原物料获

取 阶段、运输阶段、生产阶段、配送阶段、（使用阶段）与废弃物处置阶段。

产品碳排放对比

• 已制定新的碳排放测算表，可根据产品的主要指标数据推算碳排放量、以及相对传统产品的

碳减排量。

碳标签应用：

• 在产品上印制碳标签，可列明产品“碳排放XX克“或“减少XX克碳排放“。



碳足迹的应用



案例集

公司名称 主营业务 减排方式 机遇和挑战

Nestlé（雀巢公司）
百强 代纸板箱和礼品金用BOPP薄膜。雀巢于

2018年4月公开承诺，到2025年100％的
包装将可循环再生或可重复使用。

探索生物基塑料：已经成功地用生物基材
料取代了30％的奶粉瓶盖，以减少石油成为中国饮品行业可持续发展的领头羊。在未来，

主营食品，世界五 基塑料的使用，并开发了一种清漆，以取 与更多国内外的利益相关方达成合作。致力于开
发既能满足顾客和消费者的要求又能降

低环境足迹的创新解决方案。

SATINE
（金典）

伊利旗下品牌

与利乐植物基梦幻盖“梦幻联动”推出了
使用甘蔗做的瓶盖：减少石油基塑料的使引起了人们对可持续发展话题的关注。使人们在
用，外观功能与传统瓶盖一样，可是碳足 关注的环保的同时并没有降低生活质量。

迹却大大降低。

Heytea
（喜茶） 牌

限制塑料产品的使用：推行原创PLA可降
总部深圳新茶饮品 解吸管，单杯打包袋，餐勺与餐叉在门店

上线。

NoC0e
在企业内实现碳中和：采用可生物降级薄 品牌的主打特色是碳中和，作为一个试验性的产

品，不确定是否能引起消费者的共鸣。

Kraft Heinz（卡夫亨氏

食品公司）

膜的纸板包装，并且用植树来抵消产生的
碳足迹。

全球最大的食品与 可微波使用的回收纸板杯：杯体上没有塑
饮料公司之一 料标签，可回收或堆肥使用。

可降解纸杯在未来会是众多饮料公司的选择。

Tetra Pak（瑞典利乐公

司）
型供应商

整套包装系统的大 并且每年坚持发布《可持续发展报告》。

为液态食品（如牛 推出了适用于包装饮品的纸吸管：解决了
奶、饮料等）提供 消费者使用传统纸吸管易破的一大难题。 一直致力于为食品行业提供创新包装解决方案。

Frugalpac 世界首款纸质葡萄 发布的可持续再生纸板制作的替代包装， 食品行业的上游供应商努力研发可持续包装。再
酒瓶开发公司 用于葡萄酒，酸奶以及外卖咖啡杯。 生纸杯的碳足迹比普通咖啡纸杯低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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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普惠



政府为主体的碳普惠平台优势与挑战归纳如下：

• 具有的优势：公益性强，可信度对个人消费者来说比较高。

• 普遍面临的挑战：

一、物质激励较小，公众参与度感知度低高；

二、是数字化程度低；

三、是场景不全，缺乏标准；

四、是集中式管理，难以形成市场化可持续的运营模式。

企业为主体的碳普惠平台优势与挑战归纳如下：

• 具有的优势：一、用户参与度高，感知度高、二，实现了自

身平台减碳的数字化记录。可以让公众实时了解自身绿色低

碳行为所产生的效果。

• 面临的挑战：

一、商业属性，没有记录功能，是绿能量的领取功能，为企业增

强用户粘性

二、缺乏低碳行为的界定标准，没有绿色低碳行为的量化标准，

无法交易

三、只有自己平台用户产生的减排量，或者只能汇集部分合作企

业的减排量，没有汇总的减排量。

四、是个人减排行为在不同企业的平台会有重复计算的问题，造

成碳减排计算的混乱；

五、无法和政府碳账本打通，也无法与政府引导居民消费侧低碳

转型数字账本进行对接。

碳普惠现状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构建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

十九届4中全会-社会治理体系：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科技支撑、法律保障

新机制：以多元化碳普惠机制替代单一化碳普惠机制



新标准：《公民绿色低碳行为温室气体减排量化导则》正式发布

牵头单位：

中华环保联合会绿色循环普惠专委会

参编单位：
生态环境部宣传教育中心

中国互联网发展基金会

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

会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人民大学、绿普惠、美团、阿

里、腾讯、京东、国家能源集团、中环联合认证中心、北

京绿交所等多家编制单位（其中包含20余位业内专家）

共同参与编制

团体标准推荐了涉及衣、食、住、行、用、办公、数字金融等7大

类别的40项绿色低碳行为，并对其分别进行了描述。

团标发布引发海内外各大媒体高度关注

《人民日报》先后在要闻版和生态版给予重点报道



THANK YOU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来科技园三期创远路36号院3号楼5层

联系方式：15810587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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