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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全球气候变化现况全球气候变化现况
1. 全球气候正在变暖

2. 全球气候变暖的危害

严峻的形势



1. 全球气候正在变暖

�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
会（IPCC）对全球大气平均温
度、海洋平均温度、冰川和积雪
融化的观测以及对全球海平面的
测量等已证实，全球气候正在变
暖。专家们预测说，从现在开始
到2100年，全球平均气温的“最
可能升高幅度”是1.8℃～4℃，
海平面升高幅度是18厘米～59
厘米，而造成这一趋势的原因
“很可能”即至少有90％的可能是
人为活动。

� 数据证明：右侧三图分别为全球
下垫面平均温度、全球海平面平
均高度以及北极冰含量的年变化
曲线图（取自NO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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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全球气候变暖的危害

� 气候变暖的后果亦利亦弊，但弊大于利，主要有： 
� 海温升高和极地冰雪融化，使海面上升；

� 降水时空分布不均，极端气候机率提高；

� 海洋酸化；

� 大气臭氧层破坏使太阳紫外线透射率提高；

� 夏热少雨，蒸发量大，使河湖库塘水位下降或干涸；

� 冬暖使天高物燥，森林和城市火险等机率提高；

� 土壤有机质分解加快，扩大流失；

� 病原体、害虫越冬基数增大，导致春暖后危害严重；

� 水资源日趋短缺；

� 威胁人类健康、食物供应和居住环境。



全球变暖危害与极端天气事件



全球气候变化大事记



警惕！我们应如何使

找到原因！对症下药！



二、二、温室效应与温室效应与COCOCOCOCOCOCOCO22222222

全球气候变暖主因

1. 温室效应

2. 温室效应的意义

3. 温室气体与CO2

4. 温室气体排放情况



1. 温室效应

� 太阳辐射主要是短
波辐射，而地面辐
射与大气辐射则为
长波辐射。大气对
长波辐射的吸收能
力较强，对短波辐
射的吸收能力则比
较弱。



� 大气层如同覆盖玻璃的温室一样，保存了一定的热
量，使得地球不至于被太阳照射时温度急剧升高，
不受太阳照射时温度急剧下降。但因于温室气体的
增加，令地球整体所保留的热能增加。

大气层与温室玻璃
的不同之处在于温
室玻璃隔绝了上下
层的空气对流，所
以有些专家认为称
大气层温室效应为
“大气保温效应”更为
合适。

图片源自互动百科



18181818世纪后工业
活动的加剧！

2. 温室效应的意义
� 事实上，温室效应帮助保持地球温暖而稳定的

环境，是生物得以生存的关键条件。如果没有
大气及相关温室效应，地球表面平均温度大约
会是零下18摄氏度，正是有了温室效应，使
地球平均温度维持在15度，然而当下过多的
温室气体导致地球平均温度高于15度。 

� 全球变暖问题是指由于人类活动而使大气成分
发生变化导致温室效应加剧，使地球气候异常
变暖的现象。大气中的各种气体并非都有保存
热量的作用，其中能够导致温室效应的气体被
称为温室气体。 



3. 温室气体与CO2

� 实际上，最主要的温室气体并不是人们常说的二氧化碳而是实际上，最主要的温室气体并不是人们常说的二氧化碳而是实际上，最主要的温室气体并不是人们常说的二氧化碳而是实际上，最主要的温室气体并不是人们常说的二氧化碳而是
水蒸气（贡献率达水蒸气（贡献率达水蒸气（贡献率达水蒸气（贡献率达60-70%60-70%60-70%60-70%），不过水蒸气在大气中的含量），不过水蒸气在大气中的含量），不过水蒸气在大气中的含量），不过水蒸气在大气中的含量
相对稳定（与人类活动无直接关系），因此对温室效应增强相对稳定（与人类活动无直接关系），因此对温室效应增强相对稳定（与人类活动无直接关系），因此对温室效应增强相对稳定（与人类活动无直接关系），因此对温室效应增强
的影响不大，应对全球变暖的讨论也较少涉及它。的影响不大，应对全球变暖的讨论也较少涉及它。的影响不大，应对全球变暖的讨论也较少涉及它。的影响不大，应对全球变暖的讨论也较少涉及它。

《京都议定书》      
管制气体



� 在各种温室气体中，二氧化碳的吸热能力不是最强
的，甲烷、氧化亚氮和氯氟烃的吸热能力都比它强
得多。二氧化碳之所以成为全球变暖问题的核心，
是因为工业时代以来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急剧增加
（下图取自NOAA），是导致气候变暖的主因。 2011.52011.52011.52011.5已达

392.01ppm392.01ppm392.01ppm392.01ppm！



4. 温室气体排放情况

图片源自NOAA

二氧化碳CO2

甲烷CH4

氧化亚氮N2O

氟氯烃



各领域温室气体排放分布

图片资料源自葡萄牙环境署



全球人为温室气体排放

图片源自IPCC



三、三、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与与《《京都议定书京都议定书》》        

国际组织的应对措施

1. 国际社会对气候变化的关注

2.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简介

3. 《京都议定书》简介

4. 《京都议定书》关于碳交易的三种灵活机制

5. ISO 14064的制定

6. 碳计量简介



1. 国际社会对气候变化的关注

� 1979：第一次世界气候大会开始呼吁保护气候。

� 1988：WMO（世界气象组织）和UNEP（联合国
环境规划署）共同成立了 IPCC(政府间气候变化专
业委员会)，开展全球气候变化科学评估活动。

� 1992：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联合国气候
变化框架公约》（UNFCCC）（1994年生效）。

� 1996：“日内瓦宣言”提到大力削减温室气体排放和
有法律约束力的目标。

� 1997：COP3批准了以发达国家承诺2008—2012年
量化温室气体排放义务为核心的《京都议定书》（
2005年生效）



� 2005：年底正式启动了“关于2012年后应对气候变
化安排”的国际谈判，气候变化问题成为国际社会关
注的焦点。

� 2007：12月，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通过了《巴厘岛
路线图》。

� 2009：12月，哥本哈根会议达成不具法律约束力的
《哥本哈根协议》，该协议维护了《联合国气候变
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确立的“共同但有
区别的责任”原则，就发达国家实行强制减排和发展
中国家采取自主减缓行动作出了安排，并就全球长
期目标、资金和技术支持、透明度等焦点问题达成
广泛共识。



2.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简介

�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简称
《框架公约》，英文缩写UNFCCC) 。

� 1992年9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由世界各国政府
首脑参加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上制定。公约于
1994年3月21日正式生效 。

� 2004年5月，公约已拥有189个缔约方，截至2009年
12月7日到19日缔约方第15次会议在丹麦首都哥本哈
根举行为止，目前加入该公约的缔约国增加至192个。 

� 目的是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以尽量延缓全球变暖效
应。但没有对参加国规定具体要承担的义务，具体问
题体现在以后的《京都议定书》中。



� 公约将参加国分为三类： 
1. 工业化国家。这些国家答应要以1990年的排

放量为基础进行削减。承担削减排放温室气
体的义务。如果不能完成削减任务，可以从
其他国家购买排放指标。美国是唯一一个没
有签署《京都议定书》的工业化国家。

2.



� 公约确立了以下五条基本原则：

1.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要求发达
国家应率先采取措施，应对气候变化；

2. 要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具体需要和国情；

3. 各缔约国方应当采取必要措施，预测、
防止和减少引起气候变化的因素；

4. 尊重各缔约方的可持续发展权；

5. 加强国际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不
能成为国际贸易的壁垒。



3. 《京都议定书》简介

� 《京都议定书》（Kyoto Protocol，又译《京都协议
书》、《京都条约》；全称《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
公约的京都议定书》）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
约》的补充条款。 

� 1997年12月在日本京都通过，并于1998年3月16日
至1999年3月15日间开放签字，共有84国签署，条
约于2005年2月16日开始强制生效，到2009年2
月，一共有183个国家通过了该条约(超过全球排放
量的61%)[美国没有签署该条约]。

� 明确了工业化国家在2008—2012年的减排指标：在
1990年排放量的基础上减排5.2%。



� 已签署条约国家/地区

� 将签署条约国家/地区

� 拒绝签署条约国家/地区

� 未表示立场国家/地区

美国于2004200420042004年退出 《京都议定书》签署情况



每年燃料燃烧所产生的CO2分布（千公吨）

中美最高！



� 《京都议定书》对以下6种温室气体进行
了管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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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备注：其他温室气体方案可能管控其他温室气体，
例如CFCs由《蒙特利尔协议》管控。由此，R22
（CFCs）由《蒙特利尔协议》管控，而R23
（HFCs）则由《京都议定书》管控。



4. 《京都议定书》关于碳交易的三种灵活机制

� 为达到《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全球温室气体减量
的最终目的，前述的法律架构约定了三种排减机制：

� 清洁发展机制

   （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CDM）

� 联合履行

   （Joint Implementation，JI）
� 排放交易

   （Emissions Trade，ET）
� 这三种都允许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国与国之

间，进行减排单位的转让或获得，但具体的规则与作用
有所不同。



清洁发展机制（CDM）

� 《京都议定书》第十二条规范的“清洁发展机制”
，允许工业化国家（附件一国家）的政府或者
私人经济实体经清洁发展机制登记处（CDM 
Registry）在发展中国家（非附件一国家）开展
温室气体减排项目并据此获得“排放减量权证”（
Certified Emmissions Reduction，CERs）。

� 工业化国家可以用所获得的CERs来抵减本国的
温室气体减排义务。

� CDM机制致力于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
，同时允许发达国家借助该机制实现降低大气
中温室气体浓度的目标。

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

互利！





联合履行（JI）

� 《京都议定书》第六条规范的“联合履行”
，系附件一国家之间在监督委员会（
Supervisory Committee）监督下，进行
减排单位核证与转让或获得，所使用的减
排单位为“排放减量单位”（Emission 
Reduction Unit，ERU）。

发达国家 发达国家

合作！





排放交易（ET）

� 《京都议定书》第十七条规范的“排放交
易”，则是在附件一国家的国家登记处
(National Registry)之间，进行包括“排放
减量单位”、“排放减量权证”、“分配数量
单位”（Assigned Amount Unit，AAUs）
、“清除单位”（Removal Unit，RMUs）
等减排单位核证的转让或获得。

发达国家 发达国家

交易！





5. ISO 14064的制定

� 为顺应《京都议定书》温室气体减量管制的发展，以及
政府正积极推动企业建立温室气体数据库及倡导减排动
作，2006年3月1日ISO组织正式公布ISO 14064系列温
室气体核查验证标准。

� ISO 14064：2006温室气体管理系列标准是ISO 14000
族国际环境管理体系最新增加的标准，由ISO与政府级
的国际团体和在气候变化领域有所研究的商业组织进行
合作，由来自45个国家的175位国际专家共同完成。

� ISO 14064：2006系列标准为企业（组织）提供进行自
下而上式的温室气体管理规范，具有全球广泛的共识性
。

� 其宗旨是向各利害相关方提供一套完整、一致、明确且
可核查的要求或规范，以有效进行温室气体的申报与减
量活动，也可用于自愿的或强制的温室气体计划，从环
境角度完善有关温室气体的声明，协助相关组织管理与
温室气体有关的机遇和风险。



6. 碳计量简介

� 碳计量，即碳排放量计量。碳排放是关于温室气体排放的
一个总称或简称。温室气体中最主要的气体是二氧化碳，
因此用碳（carbon）来代表温室气体。

� 在查阅二氧化碳排放的相关资料时，有的提到的是“减排二
氧化碳量”（即减排CO2量），有的提到的是“碳排放减少量
”（以C计算）。一顿碳相当于3.67吨二氧化碳。 

� 基于IPCC《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清单指南》：
     碳排放量=∑(能源i的消费量·能源i的排放系数) （其中i为能

源种类）。
� 根据BP中国碳排放计算器提供的资料：
     节约1升汽油=减排2.3千克二氧化碳=减排0.627千克碳
     节约1升柴油=减排2.63千克二氧化碳=减排0.717千克碳
     节约1千克汽油=减排3.15千克二氧化碳=减排0.86千克碳
     节约1千克汽油=减排3.06千克二氧化碳=减排0.83千克碳



7. PAS 2050 简介

� PAS 2050：2008 即《商品和服务在生命周期内的温室气体排放评
价规范》。

� PCF（Product Carbon Footprint），产品碳足迹对社会、经济、生
活的影响。产品/服务的碳足迹是指某个产品/服务在其整个生命周
期内各种温室气体排放，即从原材料获取、生产（或提供服务）、
分销、使用直至废弃物的处置/再生利用等所有阶段的温室气体排放
。其范畴包括二氧化碳（CO2）、甲烷（CH4）、氮氧化物（N2O
）、氢氟碳化物（HFC）、全氟化物（PFC）和六氟化硫（SF6）
。

� LCA（Life Cycle Assessment），生命周期评价。产品系统中前后
衔接的一系列阶段，从自然界或从自然资源中获取原材料，直至生
命周期结束，包括任何回收利用或回收活动。对生命周期内的输入
输出及其潜在环境影响的汇编和评价。



四、四、 国家关于节能减排的政策国家关于节能减排的政策
国家的方向

1. 国内政策法规

2. 国家发改委的相关行动

3. 中国认监委的近期动向



1. 国内政策法规

� 1990年，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设立国家气候变化协调小组；  
� 1998年，中国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小组成立；  
� 200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了《可再生能源法》, 鼓励太阳能

、风能等可再生能源的发展； 
� 2006年，控制温室气体排放被纳入“十一五”规划；

� 2006年4月7日，国家发改委等五部委联合下发《千家企业节能

行动实施方案》；

� 2007年6月4日，《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正式颁布，方
案把到2010年实现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比2005年末降低
20%左右的目标确定为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目标；

� 2007年6月12日，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及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成
立，负责制定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重大战略；同年，应对气候变
化被写进了党的十七大报告；



� 2007年11月23日，国务院批转节能减排统计监测及考核实施
方案和办法的通知，其中包括《单位GDP能耗统计指标体系
实施方案》、《单位GDP能耗监测体系实施方案》、《单位
GDP能耗考核体系实施方案》和《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统计
办法》、《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监测办法》、《主要污染物总
量减排考核办法》

� 2008年4月1日，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施

行；

� 2008年5月《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编制通则》GB/T 12723-
2008出版，钢铁、电力、有色金属、化工和建材等已有22种
重点产品能耗限额标准，为强制性国家标准；

� 2008 年8月29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在人民
大会堂举行最后一次全体会议，表决通过《循环经济促进法》
； 

� 2008年10月29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中国应对气候变
化的政策与行动》白皮书；



� 2009年3月1日，中国的能源管理标准GB/T 23331-2009 《能
源管理体系要求》正式发布，并于2009年11月1日正式实施； 

� 2009年11月2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宣布到2020年我国单位
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作为约
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并制定相应的
国家统计、监测和考核方法； 

� 2010年2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九次集体学习会的主题
是关于实现2020年我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行动目标的问题；

� 2010年3月5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明确提出要打好节
能减排攻坚战、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根据国际上“三可”的指南
（该指南还要继续谈判），在国内我们要自己开展统计、监测
、考核； 

� 2010年4月28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专题研究节能减排工
作，提出了八个方面的政策措施； 

� 2010年5月4日，国务院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确
保实现“十一五”节能减排目标的通知》（国发[2010]12号），
提出了十四项具体措施； 



2. 国家发改委的相关行动

� 正在研究制定“十二五”规划，将节能减排作为一项重
大专项规划，建立节能减排倒逼机制和长效机制。十
二五”规划中既要有单位GDP能耗下降指标，也要有单
位GDP二氧化碳排放下降指标； 

� 2010年底开展低碳省区和低碳城市试点工作，确定首
先在广东、辽宁、湖北、陕西、云南五省和天津、重
庆、深圳、厦门、杭州、南昌、贵阳、保定八市开展
试点工作。

� “中国碳税税制框架设计”专题报告的形成。应利用二
氧化碳排放税重点对节能环保行业和企业进行补贴； 

� 国家发改委正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节能减排奖励办法
和节能减排责任追究办法。



3. 中国认监委的近期动向

� 认监委牵头相关部委正在做“低碳产品认证制度”课
题研究； 

� 认监委2009年10月发布《关于开展能源管理体系认
证试点工作的通知》，在钢铁及有色金属、煤炭、
电力、化工、建材、造纸、轻工、纺织、机械10个
重点行业开展能源管理体系认证的试点工作； 

� 2010年 4月7日，认监委批准的首批31个认证机构
的相关信息在认监委网站进行公示。

� ISO 14067 （GHG管理体系）拟于2012年推出。



五、五、中国企业应对中国企业应对
气候变化的机遇气候变化的机遇

14064的引出



� 政府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努力控制温室气
体排放、大力发展低碳产业政策已经确
定，决心是坚定的，目标是明确的。政府
减少碳排放的强制性措施呼之欲出。具有
超前意识，率先走向低碳的企业将赢得政
府的扶持、行业的认同、员工的尊敬、社
会的赞誉和市场的竞争力。

� 对企业而言，实行低碳变革是必由之路。
否则，今天生机勃勃的企业，明天可能消
亡，因为企业产生的利润不足以抵消高排
放所需的成本。



重要关键的重要关键的重要关键的重要关键的
第一步！第一步！第一步！第一步！

� 企业应采取以下行动，从容应对低碳
时代，持续发展绿色产业：

� 进行GHG排放量评估（14064-1）
� 进行产品碳足迹评价（PAS 2050）
� 披露碳排放信息

� 实施低碳战略，做出减排努力（GB 
23331）

� 走向碳中和（PAS 2060）



作为关键的第一步作为关键的第一步
1406414064140641406414064140641406414064对于企业的意义对于企业的意义

尤为重要！尤为重要！
请进入温室气体管理体系ISO 14064-1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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