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碳排放管理员培训相关问题答疑解惑 

 

一、碳排放管理员是什么 

1、新职业 

2021 年 3 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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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排放管理

员”新职业是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生态环境部的指导和支持下，

由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牵头，联合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中国

钢铁工业协会、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中国

航空运输协会、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共同申请设立的，作为绿色职业

已入列《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职业编码为 4-09-07-04。 

2、职业定义 

作为一项绿色职业，碳排放管理员是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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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工作内容涉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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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二、培训背景 

1、政策背景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应对气候变化和碳排放管理工作。2020 

年 9 月 22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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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担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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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碳达峰碳中和是我国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的重中之重，也是转变经济发

展方式，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一环。在中央碳达峰碳中和工作

领导小组统一部署下，我国双碳政策体系加快构建。2021 年 10 月 

24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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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发，10 月 26 日《国务院关于印发 2030 年

前碳达峰行动方案的通知》也随之出台，两项文件的发布宣告了碳达

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的正式建立。 

2、培训背景 

做好碳排放管理需要一支职业化的人才队伍，需要加快碳排放管

理能力建设。为顺应各用人单位对碳排放管理人员的迫切需求，中国

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启动碳排放管理员职业能力建设培训，并试点

开展职业能力水平评价工作。 

三、培训单位 

1、认定单位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 

2、单位介绍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于 2001 年 4 月 28 日在北京成立。这

是继 1998 年从化学工业部到国家石油化学工业局这一政府经济管理

职能大变革之后，石油和化工行业管理体制的又一次大跨越，化学工

业出版社、中国化工报社、化工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等为隶属于联



合会，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目前拥有会员单位近 600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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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

立单位，是《碳排放管理员国家职业技能标准》起草编制单位，承担

碳排放管理员系列培训教材的编制开发，集合碳排放管理研究机构、

碳排放核算核查与碳资产管理和交易等各领域资深专家，服务碳排放

管理员职业能力建设。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按照《碳排放管理员职业技能评价规

范（2021 年版）》要求，已开发碳排放管理员课件、题库、考试大纲；

按照职业培训和考评规范要求，已开发碳排放管理员线上培训、考务

考试管理系统，启动碳排放管理员职业能力建设培训，试点开展职业

能力水平评价。 

3、培训和考评组织单位 

中环联合（北京）认证中心有限公司是中国石化联合会首家授权

的碳排放管理能力建设培训基地（基地资格官方查询网址：

http://www.cemcb.org.cn/w69/s43/1/10），基地编码 T01000001。全程

参与碳排放管理员标准制订，教材编制、课程设置、教师授课。 

中环联合（北京）认证中心有限公司是生态环境部直属事业单位

生态环境部环境发展中心（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心）、中国环境科学

研究院等机构投资的国有环境专业认证机构，已开展中国环境标志产

品和管理体系认证服务及相关科研与标准制订工作 20 年、应对气候

变化审定与核证及相关科研与标准制订工作 17 年，是中国本土首家

联合国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审定与核证机构、国家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



目审定与核证机构、国际自愿减排项目审定与核证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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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

有大批具备实战能力的培训教师，可为学员提供专业的答疑服务。 

四、疑惑解答 

1、为什么要参加碳排放管理员培训？ 

1）政策需求 

在国家“双碳”战略目标下，碳达峰、碳中和、碳交易、碳排放…

这些与碳有关的词汇并不陌生。如今，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已开启，

碳排放已正式纳入环评，我国正在向实现“双碳”目标一步步迈进。

在面临国内和国际压力的双重背景下，中国政府提出“3060 目标”，

碳达峰碳中和市场正在开启，为环保这一蓝海市场的发展带来了新的

机遇。 

2）人才需求 

未来，在国家大力推动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的大环

境下，碳排放管理行业作为实现“双碳”目标中关键的一环，其就业

市场对于人才的需求量将会十分可观。新职业的提出极大地提高了整

个社会对碳管理行业的认知度，可以促进更多的优秀人才加入该行业，

从而为我国实现“双碳”目标提供人才保障。 

3）培训需求 

碳排放管理员作为一个新兴职业，许多概念都是全新的，相关业

务也都没有以往的参考，因此需要出色的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目前

碳管理相关人才后备严重不足，社会上各类关于碳的培训也是名目繁



多，急需权威主管单位集合优势专家资源，全方位的进行培训，以满

足未来的碳管理人才需求。 

2、证书有什么用？ 

1）首先取得证书后，是对学习结果的一个职业能力认可，可纳入全

国碳排放管理员人才库统一管理。 

2）取得碳排放管理员相关工种方向的证书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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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航碳排放管理员等多个相应工种的工作。 

3）政府机关、事业单位人员，考取碳排放管理证书后可以提供碳排

放监测、核算、核查服务，对企业的碳排放情况进行量化的监测、核

算、核查，帮助政府相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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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管理。 

4）如果想就职于重点碳排放企业的话，碳排放管理员可以提供咨询

和碳排放交易服务。一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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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进行碳排放权交易。如果排放超标，碳排放管理员可以帮助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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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取得证书的优秀学员可被推荐进入中环联合（北京）认证中心有

限公司工作。 

3、碳排放人才库是做什么的？ 

1）为了服务全国有碳排放需求的单位和个人，同时也为了更好地服



务已经取得碳排放管理员证书的专业人才，推动全国的碳排放人才市

场发展。通过碳排放人才的储备、运用，良性、有序、规范发展碳排

放领域人才建设。 

经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培训，取得三级和四级的碳排放从

业人员，纳入全国碳排放管理员人才库统一管理。 

2）人才库的作用 

- 碳排放管理员展示自己的平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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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管理、维护碳排放管理员资信的第三方独立平台。 

- 接受政府相应主管部门大数据管理的连接平台。 

- 维护碳排放管理员合法权益的服务平台。 

- 参与政府主管部门公益活动的集聚平台。 

4、联合会碳排放管理员和其他碳排放培训证书的区别？ 

1）职业溯源与工作内容 

-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是碳排放管理员新职业的牵头发起单

位。 

-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是碳排放管理员国家职业技能标准的

开发单位。 

-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受生态环境部委托，承担碳排放管理员

系列培训教材及配套课件开发工作。 

2）其他区别 



-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的师资水平高，无论从政策解读、专业

知识讲解、实际操作案例等，均在行业内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市场上其他培训证书不能命名为碳排放管理员，均与碳排放管理员

这一新职业无关，例如碳排放管理师、碳资产管理师、碳排放管理等。 

-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作为行业主管单位，所建立的碳排放人

才库为参与培训的人员提供了展示、交流、查询和参与各项碳排放工

作的平台。 

5、碳排放管理员面向什么人群？ 

涉及钢铁、电力、石化、化工、建材、有色金属、机械、纺织、

轻工、建筑、交通等行业。 

1）建筑工程行业从事节能减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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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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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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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政府、企（事）业单位等负责低碳发展与管理的相关人员。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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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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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有志于从事碳交易、电力改革、能源互联网的其他人员。 

 

6、碳排放管理员分级别和工种吗？ 

目前处于试点评价阶段，仅开展碳排放管理员三级和四级考核评

价工作。 

1）碳排放管理员（四级）工种：监测、核算、核查、交易； 

2）碳排放管理员（三级）工种：监测、核算、核查、交易、咨询。 

7、碳排放管理员学习内容是什么？ 

1）碳排放管理员四级： 

碳排放管理基础知识，碳排放监测计划和实施，组织（企业）层

面碳排放统计和核算，组织（企业）层面碳排放核查，碳排放权交易

（不含碳资产管理）。 

2）碳排放管理员三级： 

碳排放管理基础知识，碳排放监测计划和实施，组织（企业）和

区域层面碳排放统计和核算，组织（企业）和区域层面碳排放核查，

碳排放权交易（含碳资产管理），碳排放咨询（含碳达峰碳中和规划、

碳足迹、CCER 项目 3 个方面）。 

8、碳排放管理员四级和三级报名条件分别是什么？ 

1）碳排放管理员四级应满足以下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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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排放管理员三级应满足以下条件： 



大学本科毕业（含）以上学历，或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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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专家的师资水平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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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部分师资名

单： 

 

 

 

 

 

 

 

 

 

 

 

 

 



 

 

 

 

 

 

 

 

 

 

 

 

 

 

 

 

 

 

 

 

 

 



五、报名须知 

1、报名需要的材料 

1) 学员本人电子版近照，要求：纯色背景、免冠证件照，png、bmp、

jpg 图片格式，小于 1M，照片文件名以身份证号+姓名或姓名+身

份证号进行命名； 

2) 身份证正反面扫描件电子版； 

3) 最高学历证明扫描件电子版或相关职业工作证明扫描件电子版； 

4) 个人信息登记表。 

2、报名方式 

1）学员将报名资料提交基地，由基地统一上传至报名系统。本基地

报名文件下载地址：http://www.meecec.com/xwzx/tzgg/2022/9265.shtml 

报名咨询联系人及电话： 

李颖  010-59205866、18618437255 （同微信） 

路君 010-59205869、18600283221（微信 L18600283221） 

石颖  010-59205833、18611955920 （同微信） 

邮箱：zxsyb@mepcec.com 

2）基地负责对学员报名资料进行核查，上传至报名系统后统一复核。 

3、 学习形式 

1）采取线上学习、线上考核的方式 

2）培训课程：80—120 讲                                                                                                                                                                                                                                                                                                                                                                                                                                                                                                                                                                                                                                                                                                                                                                                                                      

3）课时培训形式：线上培训 

4）评价方式：统一考试（在线智能化考试） 

http://www.meecec.com/xwzx/tzgg/2022/9265.shtml


4、学习平台 

 

1）登录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碳排放职业能力建设基地官网进

行学习； 

2）网址：http://www.cemcb.org.cn/ 

3）可采用电脑或手机端进行学习 

5、考试时间 

1）考试时间：每月最后一个周末，上午（9:00-10:30），下午（14:00-

15:30），具体考试时间视情况另行通知。 

2）题型题量：100 道题，题型分为客观题（单选、判断、多选）和主

观题（简答），60 分为及格。 

3）考试时效：自报名参培之日起，半年内有效。 

4）补考机会：未及格学员半年内拥有一次免费补考机会。 



6、未学完课程是否可以参加考试 

不可以，必须学习课时全部达标才能够参加考试。 

7、考试是否能够通过 

1）在线课程所培训的内容均覆盖考试各个知识点，在好好学习的基

础上一定能够顺利通过考试。 

2）中环联合（北京）认证中心有限公司作为碳排放管理员职业能力

建设基地，会组织考前答疑，帮助学员答疑解惑，帮助学员巩固各个

知识点。 

8、报名学习是否有试听课 

有试听课，在碳排放职业能力建设基地的官网上即可进行试听。 

9、证书样式 

 



 

 

证书查询网站：http://www.cemcb.org.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