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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背景项目概述
PART01

碳汇计量评估师专业技能培训开设的政策背景、职业前景



项目背景
Project background

气候变化是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问题。随着各国二氧化碳排放，温室气体猛
增，对生命系统形成威胁。在这一背景下，世界各国以全球协约的方式减排
温室气体，中国由此提出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 

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统计2014年二氧化碳、甲烷和氧化
亚氮的大气浓 度至少已上升到过去80万年以来前所未有的水平。为了应对气
候变化，我国积极参与国际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1992年签署了《联合国气
候变化框架公约》，后于1998年签署了《京都议定书》，《京都议定书》把
市场机制作为解决以二氧化碳为代表的温室气体减排问题的新路径，从而形
成了二氧化碳排放权的交易，简称“碳排放权交易”。

碳汇交易属于碳交易的范畴，当无法通过技术革新降低温室气体排放量达
到《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京都议定书》对该国家规定的碳排放标
准的时候，可以采用投资造林，以增加碳汇，抵消碳排放。

政策背景



项目背景
Project background

政策背景

 我国“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提出，“十四五”
时期森林覆盖率要提高到24.1%。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开
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作为“碳达峰、碳中
和”的内容纳入了“十四五”开局之年我国经济工作重点任务。我国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提出，“十四五”时期森
林覆盖率要提高到24.1%。

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提升生
态系统碳汇能力作为“碳达峰、碳中和”的内容纳入了“十四五”开
局之年我国经济工作重点任务。

2021年12月31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
会发布了我国第一个林业碳汇国家标准《林业碳汇项目审定和核证指
南》，据悉，这是我国明确提出2030年“碳达峰”与2060年“碳中
和”目标后发布的首个涉及林业碳汇的国家标准。



项目背景
Project background

政策背景

企业大规模碳汇生产是专业性很强的领域，其生产过
程需要有专业机构指导，譬如以碳汇为目的的植树造林，
又叫“碳汇造林”，是需要专业指导的。森林 /草原 /海洋
等生态系统要做成碳交易产品需要有专业人员提供从测
算、核定、签发等全过程服务。

• 2021年6月，在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湖北、广
东、深圳试点的碳市场累计配额成交量4.8亿吨二氧化
碳当量，成交额约114亿元。

• 2021年7月16日早上9点30分，全国碳交易体系正式
启动。

• 2022年6月13日，人社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国家
统计局发布了18项新职业，“碳汇计量评估师”被列入
国家职业序列。



政策背景
Policy Background

试点城市
开设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重
庆市、湖北省、广东省及深圳市开
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
经国家林业局同意，由中国绿色碳
汇基金会与华东林业产权交易所合
作开展的全国林业碳汇交易试点。

2021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和《2030年前碳达峰
行动方案》，明确提出持续巩固提升碳汇能力的重大任务，部署“碳汇能力巩固提升行动”，对新时期深化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巩
固生态系统固碳作用，提升生态系统碳汇增量等工作提出新的更高要求。

远景目标
中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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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碳汇提升行动
扎实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各项
工作。坚持系统观念，推进山
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
复，提高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
性，提升生态系统碳汇增量。
以实际行动为全球应对气候变
化作出应有贡献。

国家标准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
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了
我国第一个林业碳汇国家标
准《林业碳汇项目审定和核
证指南》首个涉及林业碳汇
的国家标准。

2011 2020 2021 2011 2021



开设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重庆市、湖北省、广东省
及深圳市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

2011年10月29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开展
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的通知》  发改办气候
[2011]2601号。

经国家林业局同意，由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与华东林
业产权交易所合作开展的全国林业碳汇交易试点1日在
浙江义乌正式启动。

原文链接：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tz/201201/t

20120113_964370.html?code=&state=123

政策背景
Policy Background



中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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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
会一般性辩论上郑重宣布：“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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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链接：
h t t p : / / w w w . c i d c a . g o v . c n / 2 0 2 0 -

09/23/c_1210813555.htm 

政策背景
Policy Background



应对气候变化和促进绿色低碳发展中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
推动温室气体减排，规范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及相关活动。

2020年12月25日，《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
已由生态环境部部务会议审议通过，自2021年2月1日
起施行

原文链接：
https://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2/

202101/t20210105_816131.html

政策背景
Policy Background



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
环发展的经济体系，确保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推动我
国绿色发展迈上新台阶。

2021年2月2日，《国务院关于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
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指导意见》   国发〔2021〕4号

原文链接：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1-

02/22/content_5588274.htm 

政策背景
Policy Background



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明确各地区、
各领域、各行业目标任务，加快实现生产生活方式绿色变革，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建立在资源高效利用和绿色低碳发展的基
础之上，确保如期实现2030年前碳达峰目标。

碳汇能力巩固提升行动

坚持系统观念，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
提高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提升生态系统碳汇增量。

2021年10月24日，《国务院关于印发2030年前碳达
峰行动方案的通知》   国发〔2021〕23号第八条

原文链接：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1-

10/26/content_5644984.htm

政策背景
Policy Background



优化林草碳汇计量监测体系建设，开展增汇理论与关键技
术研发。

加强林草碳汇领域高层次人才培养和引进，发挥科研院所、
大专院校人才优势，成立林草碳汇咨询专家委员会，发挥专
家咨询作用。

强化地方林草碳汇人才队伍建设，围绕林草碳汇重点工作
需求和短板，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林草碳汇专题培训，建立
健全培训制度，实现培训工作常态化。

国家发改委：提升林草碳汇潜力 助力碳达峰碳中和目
标实现

原文链接：
https://www.ndrc.gov.cn/xxgk/jd/jd/202111/

t20211108_1303400.html?code=&state=123

政策背景
Policy Background



依据《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
2020年度报告》，截至2019年底，中
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GDP）二氧化碳
排放（以下简称碳排放强度）较2005年
降低约47.9%，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
总量比重达15.3%，提前完成我国在
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做出承诺。

2021年5月17日生态环境部发布了《碳排放权登记
管理规则（试行）》、《碳排放权交易管理规则
（试行）》和《碳排放权结算管理规则（试行）》
公告，自该公告发布之日起施行。2021年7月16日，
全国碳排放交易体系正式启动。首批被纳入全国碳
排放权交易体系的2200多家均为发电行业企业。

国务院印发《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明
确提出持续巩固提升碳汇能力的重大任务，部署
“碳汇能力巩固提升行动”，对新时期深化生态
系统保护修复，巩固生态系统固碳作用，提升生
态系统碳汇增量等工作提出新的更高要求。

2021年12月31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
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了我国第一个林业碳汇国
家标准《林业碳汇项目审定和核证指南》2022年正
式实施，据悉，这是我国明确提出2030年“碳达峰”
与2060年“碳中和”目标后发布的首个涉及林业碳
汇的国家标准。

2022年6月14日，人社部发布《关于对
拟发布机器人工程技术人员等职业信息
进行公示的公告》，启动对《中华人民
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2015年版）》的
修订工作。并向社会公示包括碳汇计量
评估师在内的18个新职业。

年度报告 管理规则 碳汇能力升行动 国家标准 人社部新职业

职业背景
Career Prospects



职业背景
Career Prospects

2017年CCER暂停之后，我国林业碳汇人才一直非常稀缺，需求只增不减。



职业背景
Career Prospects

招投标项目—— 温室气体及森林和海洋碳
汇监测技术研究项目公开招标。



职业背景
Career Prospects

 增收新渠道—— 种树卖空气：全国有些
山区，过去农民种树主要是为了卖木材，
而现在这些树可以通过碳汇交易来增加收
入。

    贵州是我国脱贫攻坚主战场之一，也是
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为了将绿水青山转
化为金山银山，将林业碳汇转化为贫困户
的真金白银，贵州开展了单株碳汇精准扶
贫试点工作。



职业背景
Career Prospects

碳汇交易项目收益—— 二氧化碳排放企业
可通过购买林业碳汇，抵消企业自身相应的
碳排放，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良性循
环。



项目介绍
PART02

碳汇计量评估师专业技能职业定义、培养目标、培养对象、课程大纲



项目介绍
Project  Introduction

气候变化是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问题。随着各国二氧化碳排放，温室气体猛
增，对生命系统形成威胁。在这一背景下，世界各国以全球协约的方式减排
温室气体，中国由此提出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

碳汇交易属于碳交易的范畴，当无法通过技术革新降低温室气体排放量达
到《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京都议定书》对该国家规定的碳排放标
准的时候，可以采用投资造林、海洋等手段，以增加碳汇，抵消碳排放。

2022年6月13日，人社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统计局发布了18项新
职业，“碳汇计量评估师”被列入国家职业序列。

2022年7月15日中国节能协会碳减排领域专业技能岗位人才项目，经过多
放评审论证，对课程进行评审、录制，正式新增工种-碳汇计量评估师专业技
能。

职业产生背景



职业定义：碳汇计量评估师，是运用碳计量方法学，从事森林、草原等生
态系统碳汇计量、审核、评估的人员。

项目介绍
Project introduction

对碳汇项目进行碳监测，
并编写项目监测报告；

监测评估碳汇计量
对碳汇项目进行碳计量，并

编写项目设计文件；

审定核查
审定碳汇项目设计文件，并

出具审定报告；现场核查碳汇
项目设计文件，并出具核证报
告



培养对象
Object of cultivation

1、环评、环境监测、检测、咨询、运维等第三方服务机构有意愿从事碳汇计量行业人员；

2、2013-2018任一年温室气体排放量达到2.6万吨二氧化碳当量的发电行业/自备电厂碳汇计量

评估人员；

3、石化、化工、建材、钢铁、有色、造纸、航空等纳入碳排放管控行业相关单位能源管理人员；

4、各相关交易所从事碳交易综合业务、自营业务以及经纪服务类业务的会员单位从业人员；

5、从事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核查的咨询服务机构、第三方审核机构、节能服务公司相关人员；

6、国家低碳试点省市、园区、社区及政府与应对气候变化相关的管理人员；

7、各生产性排污企业有意愿从事碳汇计量评估行业人员；

8、环境科研机构、院校有意愿从事碳汇计量评估行业人员；

9、各级环境部门相关工作人员有意愿从事碳汇计量评估行业人员；

10、环保设备生产厂家有意愿从事碳汇计量评估行业人员；

11、其他有意愿从事碳汇计量评估行业人员。   



03

以碳汇审定核查监测为培养方向02

01 以碳汇管理、碳汇评估基本技能为培养方向。

碳汇计量评估专业技能（初级）

对碳汇，碳中和等活动项目综合性评估

项目介绍
Project introduction

碳汇计量评估专业技能（中级）

碳汇计量评估专业技能（高级）

培养目标

本项目分为：初级、中级、高级，各级别
的技能要求依次递进，对高级别的要求涵盖
了对低级别的要求，最终培训者具备以下五
项职业技能：

1、审定碳汇项目设计文件，并出具审定报
告；

2、现场核查碳汇项目设计文件，并出具核
证报告；

3、对碳汇项目进行碳计量，并编写项目设
计文件；

4、对碳汇项目进行碳监测，并编写项目监
测报告；

5、对碳中和活动进行技术评估，编制碳中
和评估文件。   



课程大纲
Course syllabus

知识单元 技术专题名称 相关知识点

基础知识考核

碳汇基础知识 生态系统生产力的主要概念生态系统的碳库量
碳吸收量碳排放量碳汇的作用

碳汇供给主体特征分
析 国有林场特征农户特征草原碳汇特征

碳汇相关法律法规和
政策标准

基于森林、草原培育的森林碳汇法律法规基于
减少毁林和森林退化的法律法规

基础技术应用 增加碳汇的策略和途
径 增汇的途径增汇减排的目标碳汇实践进展

碳汇计量评估师（初级）



课程大纲
Course syllabus

碳汇计量评估师（中级）

知识单元 技术专题名称 相关知识点

基础知识考核

碳汇供给研究 碳汇供给模型选择和数据来源碳汇成本收益分析碳汇供
给曲线分析

区域水平代表性树种碳
汇供给潜力分析

杉木碳汇供给潜力分析马尾松碳汇供给潜力分析毛竹碳
汇供给潜力分析

碳汇供给潜力的影响因
素分析

碳汇供给潜力的经济因素碳汇供给潜力的自然因素碳汇
供给潜力的社会因素碳汇供给潜力的制度因素

技术应用考核

森林碳汇交易制度 碳汇产权碳汇交易制度碳汇造林投融资政策

碳汇供给的风险保障 发展森林碳汇保险市场碳汇期货商品



课程大纲
Course syllabus

碳汇计量评估师（高级）

技术专题名称 相关知识点

基础知识考核
碳汇储量分析 森林、草原类型及分布植被的碳储量土壤的碳

储量生态环境的总碳储量

碳汇增量分析与评估 生态退化现状分析生态汇增潜力碳汇价值分析

技术应用考核

碳汇监测与计量方法
碳汇监测方法基于遥感技术的草地碳库监测与
碳汇计量方法生态碳汇特征分析生态增汇潜力
分析

碳汇交易与定价机制 碳汇市场交易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与碳汇价值碳
汇交易机制碳汇市场信息化

温室气体减排计量
温室气体减排计量的基础知识温室气体减排计
量的基线排放温室气体减排计量的项目排放温
室气体三种潜在泄露源温室气体减排量的计算



颁证单位
PART03

碳汇计量评估师专业技能的指导单位、颁证机构：中国节能协会



颁证单位
Certification unit

中国节能协会成立于1989年，是经民政部注册的节能领域的国家一级社团组织。在业务上受国

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等相关部门的指导。业务范围涉及工业节能、交通节能、建

筑节能、公共机构节能、重点用能单位节能和社会节能等领域。协会主要从事节能政策研究、标

准制定、节能监测、节能技术评估推广及节能领域的相关培训与咨询等方面工作。



颁证单位
Certification unit

中国节能协会多次被国家部委评为全国节能先进单位。2011
年，我国政府发布的《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白皮书
中，充分肯定了中国节能协会等民间组织在节能减排工作中发挥
的重要作用。

协会宗旨
协会自成立以来，始终以节约能源、提高能效、推动

资源综合利用和保护环境为己任，以资源节约为中心，
紧紧围绕节能减排中心工作，开展调查研究、宣传培训、
咨询服务和组织节能减排技术开发及推广应用等活动，
在政府和行业、企业之间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

2012年，中国节能协会秘书处被人社部、国家发改委、环保部、财
政部联合评为“十一五”全国节能先进集体，协会秘书长宋忠奎被评为
“十一五”全国节能先进个人。2014年5月，中国节能协会被民政部评
为AAAA级社团组织。



颁证单位
Certification unit

中国节能协会自成立以来，多次被国家部委评为全国节能先进单

位。

协会以援建生态小屋方式支持“阿迪力鸟巢挑战极限”公益活动。

中国节能协会参与的北京市煤改电

项目荣获2015-2016年度北京市社会

主义新农村建设北京社会力量支持社

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先进单位。



颁证单位
Certification unit

中国节能协会碳减排、碳汇相关标准



颁证单位
Certification unit

中国节能协会助力企业低碳转型，全面推进“双碳”目标



培训与考核
PART04

碳汇计量评估师专业技能考核安排、申报条件、报名材料



（初级、中级、高级）为基础理论知识和应用技术
知识考试，均采取机考（计算机在线考试系统），合
计总成绩达到 60 分及以上者为合格。

考试题型为：（单选题、多选题、简答题）

注意事项

考试时间在每年的1月、3月、5月、7月、9月、11月

第三周周末进行考试，均采取上机考试模式，考试全程

人脸识别，考试电脑需要配备摄像头。

考核培训
Examination training



考核安排
Examination training

报名 考核前一周截至，由机构统一提交考生报名资料

审核 资格审核1个工作日内，审核过开课

学习 碳减排领域专业技能人才培养综合服务平台-学习中心www.cecaweb.com

考前备考 考前一周登录学习平台进行冲刺班课程练习

考前测试 考前2-3天

考试时间 考核时间为每年1月、3月、5月、7月、9月、11月第三周周六。

成绩查询 考后15个工作日查询成绩

证书发放 考核合格后45个工作日颁发证书

证书查询 考核合格后50个工作日查询证书

关于补考 考试成绩未通过的学员，需缴纳100元/次进行补考



(1)、中专学历（取得其他专业），连续从
事相关领域工作满4年；
(2)、大专学历（取得其他专业），连续从
事相关领域工作满3年；
(3)、本科学历（取得其他专业），连续从
事相关领域工作满2年；
(4)、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取得其他专业）
连续从事相关领域工作满2年；
(5)、具有环境工程与科学、能源等相关专
业大专及以上学历，从事相关领域工作满
一年；
(6)、取得中级碳减排领域证书，从事相关
领域工作满一年；
(7)、取得其他高级职业或技能证书、职称
证书等满一年。
(以上条件需满足其中一条)

(1)、中专学历（取得其他专业），连续从事
相关领域工作满3年；
(2)、大专学历（取得其他专业），连续从事
相关领域工作满2年；
(3)、本科学历（取得其他专业），连续从事
相关领域工作满1年；
(4)、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取得其他专业）；
(5)、具有环境工程与科学、能源等相关专业
大专及以上学历；
(6)、取得初级碳减排领域证书，从事相关领
域工作满一年；
(7)、取得其他中级职业或技能证书、职称证
书等。
(以上条件需满足其中一条)

(1)、中专学历（取得其他专业），连续从
事相关领域工作满4年；
(2)、大专学历（取得其他专业），连续从
事相关领域工作满3年；
(3)、本科学历（取得其他专业），连续从
事相关领域工作满2年；
(4)、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取得其他专业）
连续从事相关领域工作满2年；
(5)、具有环境工程与科学、能源等相关专
业大专及以上学历，从事相关领域工作满
一年；
(6)、取得中级碳减排领域证书，从事相关
领域工作满一年；
(7)、取得其他高级职业或技能证书、职称
证书等满一年。
(以上条件需满足其中一条)

申报条件
Declaration conditions

 初级   中级   高级



报名材料
Registration materials

学员需要提交《报名审核表》、身份证正反面照片、
学历复印件、一寸蓝底免冠蓝底照片、工作证明及其
他可满足条件的证明材料。

机构需统一填写，报名申报表、并将学员资料以文
件夹压缩发送审核。

注意事项

学员电子照片为考试系统开课、考试及证书打印的重

要资料：

 1、批量报名的的机构，请将所有学员照片放在一个

文件夹内，以照片+总人数命名；

 2、 照片命名格式：姓名_身份证号.jpg，务必核实好

考生姓名和身份证号，且不要有多余的字。



证书样本
PART05

证书样本、   证书查询



证书样本
Sample certificate

封皮/封底 内页1



证书样本
Sample certificate

内页2 内页3



入口：www.cecawebt.com
1、登陆网址   2、考试工具     3、证书查询

查询方法一：

证书样本
Sample certificate



入口：www.cecawebt.com
1、登陆网址   2、考试工具     3、证书查询

查询方法一：

证书样本
Sample certificate

step1、打开首页-考试工具-点
击证书查询



查询方法一：

证书样本
Sample certificate

step2、输入证书编码、姓名、
身份账号查询



入口：www.cecawebt.com
1、登陆网址   2、考试工具     3、证书查询

查询方法一：

证书样本
Sample certificate

step3、证书支持在线查
看和下载



登陆：www.cecaweb.org.cn首页-证书查询-输入证书编号   

查询方法二：

证书样本
Sample certificate



入口：www.cecawebt.com
1、登陆网址   2、考试工具     3、证书查询

查询方法一：

证书样本
Sample certificate

中国节能协会官方网站首页-证书查询-碳减排领域证书查询



THANKS FOR WATCHING

感 谢 观 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