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制浆造纸研究院有限公司 

造 纸 工 业 生 产 力 促 进 中 心 

关于开展碳排放管理员职业能力培训及 

职业能力水平评价工作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及人员： 

2021 年 3 月，根据国家“双碳”目标要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部门

正式发布 18 项新职业，由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牵头申请的“碳排放管理

员”作为绿色职业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职业编码：4-09-07-04）。 

“双碳”战略背景下，首批被纳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体系发电企业有 2200

多家，二氧化碳排放总量超过 40 亿吨/年，这也意味着中国的碳市场一经启动就

成为全球最大的碳市场。除首批纳入的电力行业外，“十四五”期间，将逐步纳

入石化、化工、建材、钢铁、有色等其他数个高耗能行业。如此庞大的碳排放权

交易市场对碳排放领域专业技能人才数量的需求也必然是十分巨大的。 

中国制浆造纸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造纸院）作为国家级专业科研、

服务机构，一直致力于造纸科技传承和创新，是推动中国造纸工业持续发展的重

要力量。为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发展，助力双碳目标实现，顺应业内外各用人单位

对碳排放管理人员的迫切需求，中国造纸院作为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批准

的碳排放管理员培训基地（http://www.cemcb.org.cn/w70/c1019），将按照《碳排

放管理员能力建设基地管理办法（试行）》和《碳排放管理员职业技能评价规范

（2021 版）》要求，组织开展三级/四级碳排放监测员、碳排放核算员、碳排放核

查员、碳排放交易员和三级碳排放咨询员的职业能力培训和水平评价工作。 

一、组织机构 

主办及发证单位：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 

承办单位：北京国化石油和化工中小企业服务中心 

培训组织单位：中国制浆造纸研究院有限公司 

              造纸工业生产力促进中心 

http://www.cemcb.org.cn/w70/c1019


二、培训优势 

1.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是碳排放管理员新职业牵头申请组织单位。 

2.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承担《碳排放管理员国家职业技能标准》的

起草编制工作，此标准已于 2022 年 7 月 26 日在人社部网站征求意见。 

3.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开展碳排放管理员系列培训教材等的开发工

作，将于近期公开出版。 

4. 碳排放管理员培训教学由碳排放管理相关政策研究机构、从事一线碳排

放核算核查与碳资产管理和交易等各领域资深专家担纲。 

三、证书样式 

“碳排放管理员职业能力水平评价证书”由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组织

评 价 鉴 定 并 颁 发 。 证 书 可 以 在 中 国 石 油 和 化 学 工 业 联 合 会 网 站

（http://www.cemcb.org.cn）查询。 

 

 

 

http://www.cemcb.org.cn/


四、证书作用 

    1. 可以从事碳排放监测员、碳排放核算员、碳排放核查员、碳排放交易员、

碳排放咨询员等多个工作。 

2. 可以提供碳排放监测、核算、核查服务，对企业的碳排放（主要是温室

气体二氧化碳的排放）情况进行量化的监测、核算、核查，帮助政府部门掌握企

业碳排放情况，以此制定碳排放配额的分配方案，对企业的碳排放进行有效监管

管理，助力企业提前布局双碳业务，走在行业前列。 

3. 可以提供咨询和碳排放交易服务。根据企业的要求，对其碳排放情况进

行量化，对照政府部门分配的排放指标，如果有剩余排放指标可以帮助企业进行

排放指标交易。如果排放超标，碳排放管理师可以帮助企业计算需要购买的排放

指标数据，在碳交易市场购买交易指标，也可以帮企业制定碳中和实施方案。 

五、培训对象 

1. 发电、石化、化工、建材、钢铁、有色、造纸、航空等重点控排行业人

员；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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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碳市场及试点碳市场控排企业的相关碳排放管理和技术人员，以及能源

管理相关人员； 

4. 从事能源、环境、循环经济科研院所、大专院校相关领域技术、工程人

员； 

5. 政府、企事业单位等负责低碳发展及管理的相关人员； 

6. 金融机构、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咨询机构、碳资产管理公司等机构相

关人员； 

7. 环境、能源、轻工、工程管理、计算机等相关专业应（往）届毕业生； 

8. 有志从事碳交易、碳管理、碳咨询、碳核查等工作的人员。 

六、课程内容 

碳排放管理员包含五个工种：碳排放监测员、碳排放核算员、碳排放核查员、

碳排放交易员、碳排放咨询员。 

培训课程分为公共基础课程和专业课程两部分，共 80 学时： 

工种 工作内容 特色课程 基础课程 

碳排放监测员 

(三级、四级) 

1.了解和掌握碳交易和碳排放行业动

态与发展趋势，对我国各部委关于碳交

易、碳排放的最新文件精神有深入且独

到的理解； 

2.掌握碳排放、碳监测相关理论知识； 

3.了解碳排放量化和报告； 

4.能制定监测计划，建立监测体系  

1.碳排放监测员职能解

析； 

2.监测计划制定、审定、

和修订； 

3.监测计划执行； 

4.核算和核查配合； 

5.案例分析； 

6.新技术展望 

1. 碳排放管

理员； 

2. 应对气候

变化基础知

识； 

3. 中国应对

气候变化的

政策与行动； 

4. 组织、产

品、活动中的

碳排放； 

5. 国际碳市

场； 

6. 中国碳市

场； 

7. 自愿减排

机制； 

8. 统计学与

碳排放核算员 

(三级、四级) 

1.了解碳排放相关理论知识； 

2.掌握温室气体排放监测、量化、报告

及核查相关方法； 

3.熟悉企业、组织、项目等量化和报告

温室气体排放情况服务的标准、指南和

计算工具构成； 

4.计算政府、企业等单位在社会生活和

生产活动中各环节，直接或间接排放的

二氧化碳，并确定其温室气体排放核算

1.碳排放核算员职能解

析； 

2.核算工作策划与核算

方案制定； 

3.核算边界、排放源的

划分与确定； 

4.温室气体统计核算和

报告编制； 



方法； 

5.确立核算边界、制定核算方法保证核

算数据质量和文件存档，定期进行企业

排放量试算 

5.质量控制和质量保

证； 

6.案例分析； 

7.配合核查或检查工作

实施； 

8.减排机制； 

9.新技术展望 

数据处理； 

9. 信息化技

术； 

10.职业操守

与行为准则 

碳排放核查员 

(三级、四级) 

根据各行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

报告指南以及相关标准，技术规范，对

排放单位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和相关信

息进行全面核实和查证，编制真实、完

整、准确的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的专业人

员。并根据行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

与报告指南以及相关技术规范，对重点

排放单位报告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和相

关信息进行全面核实、查证的过程 

1.碳排放核查员职能解

析； 

2.核查准备； 

3.核算工作要点； 

4.监测工作要点； 

5.核查工作； 

6.质量控制； 

7.案例分析； 

8.职业行为准则 

碳排放咨询员

(三级) 

掌握规划编制的一般方法，熟悉工作流

程，具备行业产业、碳排放法律法规政

策标准、能源环保等各方面的知识，了

解行业和碳排放发展动态，制定规划编

制工作计划，组织或参与规划调研、分

析和报告编制工作的专业人员 

1.碳排放咨询员职能解

析； 

2.咨询工作的对接与策

划； 

3.调研和监测； 

4.咨询报告的编制和对

接； 

5.案例分析 

碳排放交易员

(三级、四级) 

熟知碳交易原理和行业企业配额分配

规则，深度了解碳交易体系和市场动

向，帮助企业开发和管理碳资产，制定

企事业单位碳排放交易方案，通过碳排

放权购买、出售、抵押等帮助企业完成

守约，降低碳减排成本，助力企业实现

“碳中和” 

1.碳排放交易员职能解

析； 

2.碳排放权产品的开发

管理； 

3.碳排放权登记； 

4.碳排放权交易； 

5.碳排放权结算； 

6.职业行为准则； 

7.案例分析； 

8.减排机制； 

9.新技术展望 

 



七、培训方式及时间 

1.培训方式：线上学习，参训人员须完成全部课程学习后才能申请参加考试。 

2.培训时间：随时报名，随时学习，有效期为半年（自账号开通之日起）。

半年内考试通过或学习时间超过半年，账号关闭。 

八、考试及证书 

1.考试方式：线上统一考试，初次考试不合格者在学习有效期内可免费补考

一次。 

2.考试时间：每月最后一个周末，上午（9:00—10:30），下午（14:00—15:30）。

具体考试日期和考试要求将在考试前一周通知。 

3.考试题型：客观题（单选、多选、判断）和主观题（简答），满分 100 分，

60 分及格。 

4.证书发放：参加线上培训，完成相应课程学习且考试合格者，将获得中国

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颁发的“碳排放管理员职业能力水平评价证书”，证书查

询网站：http://www.cemcb.org.cn。 

九、报名流程 

1.报名条件 

（1）碳排放管理员四级 

中专（中职）以上学历（含在读），或累计从事相关职业工作 3 年（含）以

上。 

（2）碳排放管理员三级 

大学本科毕业（含）以上学历，或取得碳排放管理员职业能力水平评价四级

证书后，累计从事相关工作满 1 年。 

2.报名方式 

扫描下方二维码在线报名（信息务必真实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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