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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应对气候变化和碳排放管理工作，

习近平主席代表我国向国际社会庄严承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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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充

分展示了我国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决心。加强碳排放管理，实

现碳达峰与碳中和目标已成为各级政府和企事业单位的重要工

作。



碳排放管理员新职业介绍



总体部署、分类施策。坚持全国一盘棋，强化顶层设计和各方统筹。各地区、

各领域、各行业因地 制宜、分类施策，明确既符合自身实际又满足总体要求的

目标任务。

系统推进、重点突破。全面准确认识碳达峰行动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深远影响，

加强政策的系统性、协同性。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推动重点领域、

重点行业和有条件的地方率先达峰。

双轮驱动、两手发力。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构建新型举国体制，充分发挥市场

机制作用，大力推进绿色低碳科技创新，深化能源和相关领域改革，形成有效

激励约束机制。

国务院2030年前

碳达峰行动方案

职业产生的背景

稳妥有序、安全降碳。立足我国富煤贫油少气的能源资源禀赋，坚持先立后破，

稳住存量，拓展增 量，以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和经济发展为底线，争取时间实现

新能源的逐渐替代，推动能源低碳转型平稳 过渡，切实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产

业链供应链安全、粮食安全和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着力化解各类风险 隐患，防

止过度反应，稳妥有序、循序渐进推进碳达峰行动，确保安全降碳。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国家统计局发布了“碳

排放管理员”等18项新

职业，其中碳排放管理员

是唯一的绿色职业，职业

编码为4-09-07-04。

新职业设立进展

在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

化司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共

同指导下，中国石油和化

学工业联合会主办碳排放

管理员新职业宣介会

首次亮相
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职业技能鉴定中心联合下发通知，

正式启动碳排放管理员国家职业标准制定工

作并列入《国家职业技能标准制定工作计划

（2020-2022年）》。此项工作由中国石油

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北京国化石油和化工中

小企业服务中心等单位共同承担。

2022年6月14日初稿已评审，正在修订。

开展培训

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司向中国石

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发出了《关于委

托开展碳排放管理员系列培训教材编

制工作的函》，同时，在官方网站发

出了《关于公开征集碳排放管理员系

列培训教材编制工作所需典型案例的

通知》

培训教材编制获官方授权

2021.03.18

2021.07.132021.04.29

2021.06-12

职业设立

2022.01.13

职业标准制定

“碳排放管理员

暨碳达峰与碳中

和发展高级培训

班“正式开班



生态环境部信息

2022年3月28日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会议期间，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

司李高司长《推进“1+N”政策体系落实，形成减污降碳激励约束机制》时讲到，

“加强专业人才培养，推动碳排放管理员职业体系建设”

为加强专业人才培养，生态环境部指导编制了有关碳排放管理员的职业申

报建议。2021年3月，人社部增列碳排放管理员作为国家职业分类大典第四大类

新职业，委托相关行业协会启动碳排放管理员培训教材编制工作，发布《关于

公开征集碳排放管理员系列培训教材编制工作所需典型案例的通知》，为高效

开发碳排放管理员培训教材奠定良好基础。下一步将从三方面推动碳排放管理

员职业建设相关工作。一是推进碳排放管理相关新职业的设立和管理工作，促

进形成完整的职业体系。二是研究制定《碳排放管理人才队伍能力提升行动计

划》，以工作实际应用为导向，明确提升碳排放管理人才队伍能力的工作目标、

工作措施、重点工程和项目等。三是指导碳排放管理员职业协作组尽快完成职

业培训教材编制工作，加快编制《碳排放管理员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考试大纲》、

《碳排放管理员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考试题库》



职业发布



监测企事业单位碳排放现状

统计核算企事业单位碳排放数据

核查企事业单位碳排放情况

提供企事业单位碳排放咨询服务

购买、出售、抵押企事业单位碳排放权

从事民航系统碳排放管理

碳排放监测员

碳排放核算员

碳排放核查员

碳排放咨询员

碳排放交易员

民航碳排放管理员

绿色职业
从事企事业单位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
监测、统计核算、核查、交易和咨询等工

作的人员。

职业定义



职业工种报考条件

四级

三级

二级

一级

以下具备其一即可报名：
✓中职以上学历（含在
读）
✓累计从事相关职业工
作3年（含）以上

以下具备其一即可报名：
✓大学本科毕业（含）
以上学历
✓已取得碳排放管理员
职业能力等级四级证书
后累计从事相关工作满1
年

待
定

待
定



碳排放管理员培训



培训基地

中环联合认证中心
授权首家基地



专家座谈

大纲拟定

专家审核

评审讨论

启动期

课程评估

反馈迭代

评估期

行业调研

资料收集

分析整理

课程设计

准备期

讲师培训

课程录制

课程剪辑

质量审核

实施期

02

04

课程开发

02

04

01

03



适合学员
从事节能减排、环境管理、现场管理、生产管理、项目管理、商务管理等
相关人员

行业碳市场及试点碳市场控排企业的相关碳管理和技术人员，以及电力、
能源管理相关人员

从事能源、环境、循环经济教科研单位的相关领域技术、工程人员、从事
碳排放的投资者，经营者、碳排放行业的服务、营销的各类人员、相关领
域人员

政府、企（事）业单位等负责低碳发展与管理的相关人员

金融机构、高校、科研单位、碳资产管理公司、电力交易公司等技术支撑
机构相关人员

相关专业毕业生：环境科学与工程、工程管理、信息化技术等专业应（往）
届毕业生

有志于从事碳交易、电力改革、能源互联网的其他人

1

2

3

4
5

6

7



02
师资雄厚
权威专家领衔授课

04
内容实用
理论实操案例兼备

06
工种多样
满足不同就业需求

课程亮点

01
紧扣政策
课程对接国家战略

03
体系完备
知识结构国际接轨

05
路径清晰
职业发展层级分明



课程构成



课程时长

类别 课程模块 课时 课节

基础模块 公共基础课 40小时 80讲

实务模块

监测 20小时 40讲

核算 20小时 40讲

核查 20小时 40讲

交易 20小时 40讲

咨询 20小时 40讲



课程内容

类别 模块

基础知识

应对气候变化基础知识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

组织、产品、活动中的碳排放

国际碳市场

中国碳市场

自愿减排机制

基本技能
统计学与数据处理

信息化技术

道德素养 职业操守与行为准则

注：只展示部分课程内容



师资力量

朱丹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
学院研究员、助理教
授



考试与证书



考试

每月最后一个周末上、下午各一场，上午9：00-11：00；下午14：00-16：00，
具体考试时间视情况另行通知

考试形式：线上考试

题型题量：100道题，分为客观题（单选、多选、判断）和主观题（简答），60分及格

考试科目：碳排放管理员理论基础知识

考试时效：自报名之日起半年内有效

补考机会：未及格学员，半年内有一次免费补考机会

考试时间：



考试

考试时间：



证书

计划
目标

实际
完成

参加由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颁发《碳排放管理员职业能力水平评价证书》

证书可在“碳排放职业能力建设平台”查询，网址：http://www.cemcb.org.cn/w41



取得三级和
四级的碳排
放从业人员，
进入全国碳
排放管理员
人才库

取得二级以上

的碳排放从业人
员，进入国家级
的碳排放专家库
信息查询网址
http://www.cemcb.org.cn

1.碳排放管理员展示自己的平台。

2.需要碳排放服务的委托人查询提供碳排放服务的碳排

放管理员的第三方独立平台。

3.管理、维护碳排放管理员资信的第三方独立平台。

4.接受政府相应主管部门大数据管理的连接平台。

5.维护碳排放管理员合法权益的服务平台。

6.参与政府主管部门公益活动的集聚平台。

1.服务各行业工业企业的碳达峰、碳中和咨询工作

2.参与联合会碳排放管理员标准、教材、题库编写工作。

3.加入碳排放管理员专家评审组的工作。

4.为国家碳排放政策和方针工作等提供的意见和建议。

进入碳排放管理人才库和专家库

培训证书的使用



培训及考试收费

费
用

组
成

内
容

形
式

每个工种、每级收费：
3900元/人

培训考试费

费用包含培训费、考试费、
证书费

费用组成

线上线下结合

培训及考试形式

考试内容目前只针对公共
基础课程，专业课在公共
课考完后陆续推出。

考试内容



关于中环联合认证中心



内设认证事业部、气候事业部、

咨询事业部、绿色设计事业部

和企管事务部等五大部门。

外设上海、广州、福建、四川、

湖北、辽宁、浙江、内蒙古、

海南等17家分公司。

拥有本科以上学历人

员226人，包括研究

生以上学历67人；具

有高级职称28人，中

级职称101人。

中环联合（北京）认证中心有限公司是2002年由原国家环保总局批准设立、经国家认监委批准的国内领先的环保、节

能和低碳领域的综合性认证服务机构。长期为国家环境管理部门提供决策支撑；助力地方环境管理部门、机构、行业等实现绿色

低碳发展，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提供重点行业与重点领域绿色化改造解决方案，依托市场化资源开展生态环境保护政策实践；

通过绿色消费与绿色供应链联盟、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可持续消费与生产专业委员会，搭建政策研究、技术创新和试点示范的合作

平台。

简介

生态环境部
环境发展中
心( 48%)

中国环保
产业协会

（5%）

中国环境科
学研究院
（47%）

股东构成



股东构成

简介



我们的主要业务
主要业务：“一线一链一碳一家多点”，即中国环境标志产品认证为主线、以绿色供应链打通产业端与
消费端，以推动碳达峰碳中和为契机，以环保管家扩展环境服务，以多元化生态环境技术服务新兴业务
为多点。

中国环境标志产品认证
I、II、III型
中国绿色产品认证
CEC-logo自愿性产品
环保卫士
制度设计、标准制定
政策研究、国际合作

管理体系认证
环境管理体系、质量
管理体系、职业健康
安全管理体系、食品
安全管理体系、企业
社会责任体系、能源
管理体系等

气候变化
清洁发展机制
国际自愿碳减排
黄金标准
碳排放权交易核查
大型活动和企业碳中
和技术服务

节能和能效类认证
节能量审核、合同能
源管理项目审核、电
力需求侧项目核证、
清洁生产、节能诊断、
能源审计等

绿色供应链
政策研究、制度设计
标准研发、区域试点
行业试点、管理体系
企业评价

一家多点
环保管家
工业产品生态设计
绿色制造
生态环境管理技术培训
双绿联盟、可持续消费
与生产专业委员会等多
平台合作

科研工作
生态环境部、发改
委、联合国、世行、
亚行、国际组织、
NGO等相关课题

国际合作
UNE、UNDP、WB、ADB
EDF、GIZ、JICA、IGES
WWF、WRI、GEN、GED、
ICLEI、ISEAL、TSC等



我们的主要业务
促进绿色低碳发展 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

⚫ 全面开展碳达峰碳中和工作，支持各级政府/工业园区/重点控排企业开展2030年二氧化碳达峰行动方案研究，提供大型活
动和企业碳中和技术服务；

⚫ 重点支持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相关工作，为生态环境部气候司提供全国碳排放权交易顶层设计技术支持，为地方碳市场提供
技术支撑服务；

⚫ 持续做好应对气候变化智库工作，提供应对气候变化一站式和定制化服务。

提升环境管理水平 提供优质环保技术服务
⚫ 开展的《绿色供应链的实战与创新》课题研究，制定了电子、汽车、涂料等10个绿色供应链技术规范，协助各地方政府

编制发布了绿色供应链管理体系、实施方案等多项地方标准，开展了绿色供应链评价工作；

⚫ 为企业的环保问题把脉诊断并提供解决方案，通过与企业建立持久的服务关系，向企业提供“管家式”定制环保服务；

⚫ 开展重点行业工业产品生态设计试点与示范，以清洁生产审核为抓手，在重点流域、区域、园区、行业推行绿色低碳诊
断和绿色化改造，提升产业整体水平。

立足环境科学研究 加强标准引领与技术实践
⚫ 在完善中国环境标志产品认证制度的基础上，建立了环境标志产品绿色采购和绿色印刷政策机制；在主持承担了“十一

五”、“十二五”和“十三五”国家科技课题研究, 完成Ⅲ型环境标志、碳足迹评价体系研究的同时, 还积极承接了环境

部、发改委、科技部、UNEP、世行、亚行、NGO等相关课题70余项，成为生态环境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和认监委

在可持续消费领域的技术支持单位；

⚫ 先后制定了150余项环境标志、绿色供应链、碳核查领域的技术标准，其中100余项环境标志产品标准由生态环境部发布

实施，标准涉及绿色产品、绿色供应链、节能低碳等各个方面。



对外培训业务

为服务国家绿色转型，助推高质量发展，CEC发挥自身在绿色低碳领域的权威认证机构优势和丰富的专业

认证工作经验，以及在教学课程研发、教师能力和教学质量管理的特长，努力为认证行业和国家绿色低碳发展

培养专业性人才。CEC具备应对气候变化、ISO管理体系认证、自愿性产品认证、生态环境保护、绿色制造评

价等领域专业培训能力，培训课程包括：

◼ 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系列课程：碳排放管理员、碳达峰碳中和政策、碳核查、碳足迹等；

◼ 绿色低碳产品认证系列课程：绿色产品、环境标志产品、有机产品认证国家注册检查员及内审员培

训等；

◼ ISO管理体系认证系列课程：质量、环境、职业健康安全、能源、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国家注册审核员

及内审员培训等；

◼ 绿色制造评价系列培训课程：绿色设计、绿色供应链、绿色工厂、绿色园区评价等；

◼ 生态环境保护专业技术系列课程：清洁生产、固体废物管理、环境污染防治技术、环境监测、生态

修复等；

◼ 环保知识系列公益培训课程：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管理与实践、环境伦理及生态学基础等。

 定制课程：根据客户需求开展定制化培训课程设计与培训服务。



对外培训业务

◼ 中国认证认可协会备案的绿色产品检查员培训机构、温室气体核查员培训机构

◼ 碳排放管理员职业能力建设培训基地



对外培训业务

师资队伍

1. 长期从事ISO管理体系认证审核、中国环境标志产品认证、绿色产品

认证审核丰富实践经验的审核员，具备相关专业管理知识。

2. 了解国际、国内应对气候变化政策、标准，拥有17年碳业务实操经验。

3. 具有在绿色、低碳和应对气候变化方面高于同行实战能力。

4. 具有环境管理、环境科学、环境工程专业能力。

5. 多次参加生态环境部环保督察，了解政策要求。

6. 依托股东方强大的专家优势。



碳排放师资力量
中环联合认证中心气候事业部部长，CDM/CCER主任审核员、碳排放主任核查员、节能量高级审核员、环境标志产品认证审核员、

ISO14064主任审核员、EnMS实习审核员。

自2006年起参与环境保护工作，2011年开始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工作。主要从事清洁发展机制、国际和国内碳排放交易核查、碳盘

查、碳足迹、环境标志产品认证等技术研究与应用工作。先后和正在参与国家“十一五”和“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重点项目、

国家软科学计划课题、环境保护部环保公益项目和循环经济机制推进项目、国家发改委应对气候变化专项课题、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UNEP）项目和低碳产品认证合作项目等20多项国内外科研课题。参与编写环境标志和低碳认证相关专著2部；参与了十多项环境标

志产品技术要求国家环境保护行业标准的编制工作。

周才华

中环联合认证中心气候事业部副部长。国家碳市场帮助平台专家成员，具有国家注册咨询工程师（投资）资质，国家注册清洁生

产审核员资质，CDM主任审核员，CCER主任审核员，碳排放主任核查员、节能量高级审核员、CCAA首批注册温室气体核查员资质、

ISO50001/GB23331能源管理体系审核员资质、CCAA自愿产品、绿色产品认证审核员资质、美国项目管理协会（PMI）注册项目经理

（PMP）、国际机场协会（ACA）核查员、中国绿色产品/自愿产品认证检查员、工信部首批“工业领域电力需求侧管理评价师”等资

质。

在低碳环保领域具有十余年工作经验。2003年起参加环境保护工作，2008年起从事国际温室气体减排项目（CDM）审核工作，

先后担任温室气体主任审核员、全球技术评审等职务，完成了200余个CDM项目。2014年起从事CCER、碳核查、节能量审核、能源管

理体系、清洁生产、绿色供应链等类型项目，完成了100余份报告。2016年以来先后参加了全国二十余个个省市的各行业领域百余家

企业现场碳核查工作。近年来先后主持了《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 发电设施》等20多项应对气候变化专项研究以及

2022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碳管理评估和碳中和认证项目等。

张 杰



碳排放师资力量

中环联合认证气候事业部高级技术专家、工程师，长期从事能源咨询、应对气候变化与碳排放核查研究。一线实践经验包括一百

余家重点控排企业的能源审计、碳核查，二十余家钢铁企业的节能诊断和节能监察等；课题研究方面主要包括参与钢铁、电力等行业

碳排放核算指南研究，钢铁行业能耗在线监测指南研究、CEMS温室气体在线监测等研究；在能力建设方面，担任美国环保协会能源专

家、IIP工业生产力促进中心专家开展企业节能诊断培训，担任国家碳市场配额分配和管理系列培训班、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碳排放核查

员与碳排放核算员培训班讲师；作为湖北碳排放权交易中心外聘技术顾问，长期参与湖北碳市场制度设计、配额分配与核查工作，也

是辽宁、安徽、内蒙古等地核查技术专家参与地方能力建设与技术支撑工作。

彭 彰

中环联合认证中心气候事业部副部长，CDM/CCER主任审核员，碳排放主任核查员、节能量高级审核员、环境标志产品认证高级

审核员、ISO14064主任审核员、清洁生产审核员。

自2007年起参与环境保护工作，2010年开始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工作。主要从事清洁发展机制、国际和国内碳排放交易核查、碳盘

查、碳足迹、环境标志产品认证、绿色制造、低碳产品认证、碳足迹、节能量和合同能源管理机制等技术研究与应用工作。同时，已

参与多个低碳课题研究工作，主要包括生态环境部的“新形势下低碳技术发展路径与推广模式研究”、美国环保协会的“通过全国排

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报送碳排放数据研究”以及全球基金会和对外合作中心的“全球环境基金-基于区域生态效益的POPs和有毒化

学品管理项目”等关系生态环境保护的热点领域以及推进生态环保产业发展的低碳技术研发工作；参与了10多项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

求国家环境保护行业标准的编制工作。

薛靖华



碳排放师资力量
中环联合认证中心气候事业部创新研究室主任，应对气候变化领域技术专家、国际清洁发展机制项目（CDM）审核员，

中国自愿减排项目（CCER）审核员，国际自愿减排项目（VCS）审核员，全国/试点碳市场温室气体核查员，中国绿色产品/

自愿产品认证检查员，ISO50001/GB23331能源管理体系审核员，工信部绿色制造评价师等。曾担任多个省市应对气候变化

能力建设培训讲师、上市企业培训讲师、中国环境科学协会、中国建筑节能协会培训讲师等。

近年来主要从事CDM/VCS/CCER项目审定与核证工作，基于国内国际标准开展组织/产品/大型活动等温室气体核查/盘查

/评价等工作。主持参与了多个省市应对气候变化规划和碳中和行动方案研究，参与了国合会、世界银行、NQI等多个绿色

低碳发展研究，开展了多个大型企业碳达峰碳中和路线图研究工作等。

中环联合认证中心气候事业部技术主管、碳核查主任审核员，曾担任生态环境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北京环境

环交所培训讲师，并参与了福建、天津等省市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工作，担任山东、山西、湖南、湖北、河南等省市碳

排放核查评审专家。主要从事领域涉及碳达峰、碳中和、全国碳市场、中国自愿减排机制、联合国清洁发展机制、碳普惠、

碳盘查、碳足迹、温室气体清单编制等应对气候变化研究工作。

近年来主要从事联合国清洁发展机制（CDM）、国内碳排放核查、应对气候政策研究、绿色制造评价等工作。先后参与

了2022年北京冬奥会碳管理和碳评估，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生态效益评估认证体系研究，国家发改委“不同类型

城市低碳发展模式与路径分析”、全国用能权交易及内蒙古节能量交易实施方案等十余项课题研究工作。

曹丹丹

张子甲

徐振宇

中环联合认证中心气候事业部技术专家、应对气候变化领域技术专家、碳核查审核员，曾担任生态环境部、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部、北京环交所、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培训讲师。参与了山西、宁夏等省市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工作，担任山

东、山西、宁夏、湖北、深圳等省市碳排放核查评审专家。领域涉及碳达峰、碳中和、联合国清洁发展机制、全国碳市场、

中国自愿减排机制、碳盘查、碳足迹、温室气体清单编制等应对气候变化研究工作。

近年来主要从事联合国清洁发展机制（CDM）、中国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国内碳排放核查、应对气候政策研究、

绿色制造评价等工作。主持并参与北京2022年冬奥会碳管理评估、世界银行、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十余项研究

项目，为全国20多个省市的发电、化工、造纸、水泥、电解铝等行业的100多家重点排放单位提供了碳排放核查服务。



对外培训业务

课程开发管理

培训实施管理

教材管理

培训证书管理

➢ 实施规范化课程开发管理：

对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件格式、视频课程录制、考试题目均有具体要求。

教师管理

➢ 培训实施过程有严格的质量管理：

严格课堂考勤和考核，严格按照CCAA确认和备案课程要求开展培训、考试/考核

与证书发放工作。为确保考试的公正公平。认真征求学员意见和建议，不断改进。学

员满意率95%以上。



对外培训业务



权威授权

优秀学员推荐进入中环联合工作专业人员进行考前培训辅导

具备多项应对气候变化资质

首家授权的能力建设基地
 国家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审定与核证机构

（CCER DOE）

 联合国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审定与核证机构

（CDM DOE）

 国际自愿减排审定与核证机构（VCS DOE）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第三方核查机构

 全国试点碳排放权交易第三方核查机构

 国家绿色产品/低碳产品认证机构

 组织碳盘查/产品碳足迹评价机构

拥有17年碳业务实操经验

拥有高于同行实战能力的培训讲师

01 02

03 04

我们的优势



联系我们

中环联合（北京）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咨询事业部对外培训室

电 话：李颖 010-59205866、18618437255

路君 010-59205869、18600283221

石颖 010-59205833、18611955920

邮 箱：zxsyb@mepcec.com

联系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