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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经济开发区评价技术导则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低碳经济开发区评价的一般原则、工作程序、内容、方法和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北京市国家级经济开发区，中关村自主创新示范区二级园区，市级经济开发区、金融

商务服务中心区的低碳发展水平评价。其他经济开发区可参照此标准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23331  能源管理体系要求 

GB/T 50878  绿色工业建筑评价标准  

HJ 274  综合类生态工业园区标准 

DB11/T 825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北京地区）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经济开发区  economic development zone 

中央及地方政府为整合经济、高新技术资源或实验示范而划定的功能区，通过给予政策优惠集聚人

才、资金、技术各类资源，在一定空间范围内进行科学整合，突出产业特色，优化功能布局，以适应产

业升级和市场竞争需要的产业园区。 

3.2  

工业类经济开发区  industrial economic development zone  

第二产业总收入占总收入比重大于60%的经济开发区。 

3.3  

非工业类经济开发区  non-industrial economic development zone 

除工业类经济开发区之外的经济开发区都属于非工业类经济开发区。 

3.4  

低碳经济开发区评价  low carbon economic development zone assessment 

利用科学方法建立具有广泛认可度和现实可操作性的指标体系，用以反映经济开发区低碳发展状态

和水平的过程，为管理者了解、掌握和管理开发区低碳发展提供决策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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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基本原则 

4.1 全面性原则 

指标体系需要能够全面反映经济开发区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联系以及与外界资源、能源、信息的

交换与流动。 

4.2 科学性原则 

指标体系应该能够科学客观地反映低碳开发区建设内容和特征，并具有合理的层次结构。 

4.3 可操作性原则 

指标体系应充分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和指标量化的难易程度，尽可能的利用统计资料和相关的规

范标准，使每项指标具有可观、可测、简洁和可比性。 

4.4 导向性原则 

低碳经济开发区评价应对开发区低碳建设水平和发展程度给予指导，明确开发区低碳发展和努力的

方向。 

4.5 发展性原则 

指标体系是基于经济开发区当前发展状况而设计的，应根据实际情况适时调整，以适应经济开发区

不同发展阶段的要求。 

5 评价指标体系 

低碳经济开发区评价指标体系、指标权重以及数据来源见表1。 

表1 低碳经济开发区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权重%） 二级指标（权重%） 基准值 数据来源 

碳排放（25） C1碳排放强度（25） 评分 开发区统计部门、开发区行政管理部门 

规划布局（5） C2绿化覆盖率（5） ≥30%（20%） 开发区规划部门、开发区统计部门 

能源消费（25） 

C3能源消费总量（15） 评分 开发区行政管理部门 

C4万元产值综合能耗（工业类）（10） 评分 开发区统计部门 

C4公共建筑单位面积电耗（非工业类）（10） 评分 开发区住房城乡建设部门 

能源结构（15） 
C5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使用比例（9） ≥5% 开发区统计部门 

C6分布式能源系统应用（6） 评分 开发区统计部门 

资源利用（10） 
C7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工业类）（10） ≥65% 开发区统计部门 

C7非传统水源利用率（非工业类）（10） ≥20% 开发区统计部门 

低碳管理（20） 

C8绿色建筑认证比例（4） ≥30%（40%） 开发区行政管理部门 

C9建立低碳管理体系的企业比例（工业类）

（6） 
评分 

开发区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开发区发展

改革部门、开发区行政管理部门 

C9低碳交通方式（非工业类）（6） 评分 开发区行政管理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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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低碳经济开发区评价指标体系（续） 

一级指标（权重%） 二级指标（权重%） 基准值 数据来源 

低碳管理（20） 
C10低碳发展管理（6） 评分 开发区行政管理部门 

C11低碳宣传（4） 评分 开发区行政管理部门 

6 评价方法 

6.1 指标描述与评分标准 

6.1.1 碳排放强度指标 

6.1.1.1 碳排放强度指标描述 

碳排放强度是指在评价期内经济开发区二氧化碳排放量与生产总值的比值。 

计算方法见公式（1）： 

  ........................................ (1) 

式中： 

——碳排放强度（吨二氧化碳/万元）； 

——二氧化碳排放量（吨二氧化碳）； 

——经济开发区生产总值（万元）。 

注1：具体核算方法以评价期北京市二氧化碳核算规范要求为准； 

注2：对于未统计生产总值的经济开发区，工业类经济开发区可统一采用工业总产值、工业增加值替代；非工业类

经济开发区可统一采用总收入替代。 

6.1.1.2 碳排放强度指标评分标准 

碳排放强度指标评分标准见表2。 

表2 碳排放强度指标评分标准 

类别 评分标准 

对于已下达碳排放强度降低目标

考核任务的经济开发区 

根据年度目标的完成情况评分，年度目标完成率达到或超过 100%得 25分；低于 100%

的，得分为年度目标完成率乘以 25。 

对于未下达碳排放强度降低目标

考核任务的经济开发区 

以经济开发区基准期碳排放强度为基准进行评分，评价期碳排放强度持平或低于基

准期得 25分；高于基准期碳排放强度指标的，得 0分。 

6.1.2 绿化覆盖率指标 

6.1.2.1 绿化覆盖率指标描述 

绿化覆盖率是指评价期内经济开发区绿化植物的垂直投影面积占已开发土地面积的比值。 

计算方法见公式（2）：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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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绿化覆盖率（%）； 

——绿化植物垂直投影面积（平方米）； ——经济开发区已开发土地面积（平方米）。 

6.1.2.2 绿化覆盖率指标评分标准 

绿化覆盖率指标评分标准见表3。 

表3 绿化覆盖率指标评分标准 

类别 评分标准 

工业类经济开发区 ，得 3分； ，得 4分； ，得 5分。 

非工业类经济开发区 ，得 3分； ，得 4分； ，得 5分。 

 

6.1.3 能源消费总量指标 

6.1.3.1 能源消费总量指标描述 

能源消费总量是指经济开发区评价期内所消耗的所有能源之和，一般以自然年为统计时长。 

6.1.3.2 能源消费总量指标评分标准 

经济开发区达到评价期能源消费总量控制目标时，得9分，且每低于总量控制目标值1%加1.5分，满

分15分；未达到评价期能源消费总量控制目标得0分。 

6.1.4 万元产值综合能耗指标（适用于工业类经济开发区） 

6.1.4.1 万元产值综合能耗指标描述 

万元产值综合能耗是指经济开发区评价期内万元工业产值所消耗的综合能源消费量（扣除加工转换

的二次能源消费量）。 

计算方法见公式（3）： 

  ........................................ (3) 

式中： 

——单位工业产值综合能源消费量（吨标准煤/万元）； 

——经济开发区综合能源消费量（吨标准煤）； ——经济开发区工业产值（万元）。 

6.1.4.2 万元产值综合能耗指标评分标准 

万元产值综合能耗指标评分标准见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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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万元产值综合能耗指标评分标准 

类别 评分标准 

对于已下达能源消费强度降低目

标考核任务的经济开发区 

根据目标的完成情况评分，目标完成率达到或超过 100%得 10分；完成目标 80%以上

（含）的，得 5分；完成目标 80%以下的，得 0分。 

对于未下达能源消费强度降低目

标考核任务的经济开发区 

以经济开发区基准期的万元产值综合能耗作为基准进行评分，评价期万元产值综合

能耗持平或低于基准期得 10分；高于基准期碳排放强度指标的，得 0分。 

6.1.5 公共建筑单位面积电耗指标（适用于非工业类经济开发区） 

6.1.5.1 公共建筑单位面积电耗指标描述 

公共建筑单位面积电耗是指评价期内经济开发区除工业建筑和居住建筑以外的其他建筑的单位面

积电耗，包括办公建筑、商业建筑、科教文卫建筑。 

计算范围：评价期内经济开发区单体建筑面积在3000平方米以上（含）且公共建筑面积占该单体建

筑总面积50%以上（含）的公共建筑。 

计算方法见公式（4）： 

  ........................................ (4) 

式中： 

——单位公共建筑面积电耗（千瓦时/平方米）； 

——经济开发区公共建筑电耗（千瓦时）； 

——经济开发区公共建筑面积（平方米）。 
6.1.5.2 公共建筑单位面积电耗指标评分标准 

以评价期北京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员会发布的公共建筑能耗限额为基准值，公共建筑能耗达到限额要

求，得6分，且下降率每低于限额1%加1分，满分10分；未达到限额要求得0分。纳入评价期内计算范围

的全部公共建筑评分的平均值为该项指标得分。 

6.1.6 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使用比例指标 

6.1.6.1 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使用比例指标描述 

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使用比例是指评价期内经济开发区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

量的比值。 

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主要包括太阳能、地热能、生物质能、风能和小水电等。 

计算方法见公式（5）： 

  .................................................................... (5) 
式中： 

——新能源可再生能源使用比例（%）； 

——新能源可再生能源消费量（吨标准煤）； ——能源消费总量（吨标准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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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6.2 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使用比例指标评分标准 

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使用比例指标评分标准见表5。 

表5 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使用比例评分标准 

（%） 
    

得分 0 5 7 9 

 

6.1.7 分布式能源系统应用指标 

6.1.7.1 分布式能源系统应用指标描述 

分布式能源系统是指在消费地点或靠近消费地点以下形式的供能系统为分布式能源：（1）热电联

产；（2）现场端的可再生能源系统；（3）能源循环利用系统，包括利用现场废气、废热以及多余压差

发电等。 

6.1.7.2 分布式能源系统应用情标评分标准 

在以上三大类分布式能源系统当中，评价期内满足其中一项计3分，多一项加1分，满分6分。其中，

（2）、（3）项又可拆分为若干子项，如可再生能源系统可分为对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地热等可

再生能源的利用，满足每一子项加1分。 

6.1.8 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指标（适用于工业类经济开发区） 

6.1.8.1 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指标描述 

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是指评价期内经济开发区工业重复用水量占工业用水总量的百分比。 

工业重复用水量是指评价期内经济开发区生产用水中重复再利用的水量，包括循环使用、一水多用

和串级使用的水量（含经处理后回用量）。 

工业用水总量是指评价期内经济开发区用于生产和生活的水量，它等于工业用新鲜水量与工业重复

用水量之和。 

计算方法见公式（6）： 

  ...................................................................... (6) 
式中： 

——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 

——工业重复用水量（立方米）； ——工业用水总量（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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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8.2 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指标评分标准 

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评分标准见表6。 

表6 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评分标准 

（%） 
    

得分 0 6 8 10 

 

6.1.9 非传统水源利用率指标（适用于非工业类经济开发区） 

6.1.9.1 非传统水源利用率指标描述 

非传统水源利用率是指评价期内经济开发区非传统水源用水量占用水总量的百分比。 

非传统水源是指不同于传统地表水供水和地下水供水的水源，包括再生水、雨水、海水等。 

计算方法见公式（7）： 

  ....................................................................... (7) 
式中： 

——非传统水源利用率（%）； 

——非传统水源利用量（立方米）； ——经济开发区用水总量（立方米）。 

6.1.9.2 非传统水源利用率指标评分标准 

非传统水源利用率指标评分标准见7。 

表7 非传统水源利用率指标评分标准 

（%） 
    

得分 0 6 8 10 

 

6.1.10 绿色建筑认证比例指标 

6.1.10.1 绿色建筑认证比例指标描述 

绿色建筑认证比例是指开发区评价期内新增竣工建筑中获得绿色建筑认证的建筑面积占新增竣工

建筑面积的比例。 

绿色建筑认证是指经济开发区内的建筑设计、建造与改造，已经获得绿色建筑标识，工业类经济

开发区通过 GBT 50878认证；非工业类经济开发区通过 DB11/T 825认证。 
计算方法见公式（8）： 

  .................................................................... (8)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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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建筑认证比例（%）； 

——获得认证建筑面积（平方米）； ——经济开发区新增竣工建筑面积（平方米）。 
6.1.10.2 绿色建筑认证比例指标评分标准 

绿色建筑认证比例指标评分标准见表8。 

表8 绿色建筑认证比例指标评分标准 

类别 评分标准 

工业类经济开发区 
，得 2分； ，

得 4分。 

非工业类经济开发

区 
得 2分； ，

得 4分。 

 

6.1.11 建立低碳管理体系的企业比例指标（适用于工业类经济开发区） 

6.1.11.1 建立低碳管理体系的企业比例指标描述 

建立低碳管理体系的企业比例是指评价期经济开发区内碳排放量在 5000吨以上（含）企业（单位）
中按照以下标准或要求建立低碳管理体系并获得认证的比例。 

对于重点排放（用能）企业（单位）： 
a) 按照政策要求建立了碳排放管理体系（含开展碳排放管理体系建设效果评价）； 

b) 按 GB/T 23331建立了能源管理体系。 

对于非重点排放（用能）企业（单位）：参照重点排放（用能）企业（单位），自愿实施以上内容。 
 

6.1.11.2 建立低碳管理体系的企业比例指标评分标准 

建立低碳管理体系的企业比例指标评分标准见表9。 

表9 建立低碳管理体系的企业评分标准 

类别 评分标准 

对于经济开发区碳排放量在 5000吨
以上（含）单位中包含重点排放（用

能）单位的 

（1）重点排放（用能）企业（单位）100%建立低碳管理体系的，得 4分；80%建

立的，得 2分；否则，得 0分。 

（2）非重点排放（用能）企业（单位）中建立低碳管理体系占 50%及以上，得 2

分；20%及以上，得 1分；否则，得 0分。 

对于经济开发区碳排放量在 5000吨
以上（含）单位中包未含重点排放（用

能）单位的 

非重点排放（用能）企业（单位）中建立低碳管理体系占 80%及以上，得 6分；

50%及以上，得 4分；20%及以上，得 2分；否则，得 0分。 

6.1.12 低碳交通方式指标（适用于非工业类经济开发区） 

6.1.12.1 低碳交通方式指标描述 

低碳交通方式主要以评价期内经济开发区新能源汽车占公用车数量比例体现。 
注 1：新能源汽车指使用新型能源驱动的汽车，包括燃气汽车（液化天然气、压缩天然气）、燃料电池电动汽车

（FCEV）、纯电动汽车（BEV）、液化石油气汽车、氢能源动力汽车、混合动力汽车、太阳能汽车和其他新能源（如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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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储能器）汽车等。 

注 2：公用车指经济开发区内的公共用车，如巡逻车、管理机构公用车等。 

6.1.12.1.1 新能源汽车占公用车数量比例 

计算方法见公式（9）： 

  .................................. (9) 

式中： 

——新能源汽车占公务用车比例（%）； 

—— ； 

—— 。 

6.1.12.2 低碳交通方式评分标准 

评价期内经济开发区新能源汽车占公用车数量比例与基准期相比增长的，得 6 分；持平的，得 3
分；下降的，得 0分。 

6.1.13 低碳发展管理指标 

6.1.13.1 低碳发展管理指标描述 

低碳发展管理指标包括评价期内经济开发区开展如下方面工作：A.设立有管理机构，制定有相关政

策；B.扶持、引导园区内企业获得低碳产品认证；C.管理机构人员配备合理，政策有效实施；D.对于低

碳发展具有发展规划，规划清晰明确；E.设立低碳发展资金，资金设有流水账；F.具备低碳技术研发、

孵化和推广应用的综合服务平台；G.主动采用先进节能减碳管理方法与技术产品。 

6.1.13.2 低碳发展管理指标评分标准 

评价期内经济开发区低碳管理方面同时满足上述两项为1分，且每多一项加1分，满分6分，仅满足

一项得0.5分。 

6.1.14 低碳宣传指标 

6.1.14.1 低碳宣传指标描述 

低碳宣传指标是指评价期内经济开发区开展节能低碳宣传和培训工作。 

6.1.14.2 低碳宣传指标评分标准 

指标评分包括两个方面：（1）积极组织开展节能宣传周、低碳日相关活动的，得2分，否则，得0

分；（2）组织节能低碳专题培训的，得2分，否则，得0分。 

6.2 指标处理与评价结果 

6.2.1 综合评价 

将处理后的数据进行加权计算得出评价结果，计算方法见公式（10）。 

  ....................................... (10) 



DB11/T 1369—2016 

10 
 

式中： 

——开发区低碳评价总分； 

——第 项指标得分。 

根据计算结果，综合评判经济开发区的低碳发展水平。 
低碳经济开发区综合评价等级见表10。 

表10 低碳经济开发区综合评价等级 

等级 ★★★ ★★ ★ 非低碳 

状态 优秀 良好 合格 不合格 

分数 

    

7 评价程序 

7.1 评价启动 

7.1.1 成立低碳经济开发区评价组，其中一人担任评价组组长，评价组负责具体的评价工作。 

7.1.2 评价组的成员应为来自于低碳领域的专家。 

7.1.3 评价组编制评价工作计划，评价计划应包括但不限于评价目的、评价准则、评价范围、评价活

动日程安排。 

7.2 评价实施 

7.2.1 文件评价 

评价组应对经济开发区提供的申报资料及自我评价结果进行初步评价，依据第3章要求确定经济开

发区基本类别，并识别出现场评价需重点关注的方面。 

7.2.2 现场评价 

现场评价包括如下内容： 

——召开见面会：双方人员介绍，确定评价计划等事宜；经济开发区介绍低碳工作开展情况； 

——查阅申报材料：申报材料应包括经济开发区的基本情况介绍、经济开发区低碳建设实施方案、

实施成果、碳排放的数据相关统计信息及证明材料； 

——访谈相关人员； 

——现场考察相关设施； 

——召开评价总结会。 

与申报单位负责人沟通评价发现、确认评价结论。由评价组组长陈述本次评价发现事项。 

7.3 评价报告 

评价组应编制评价报告。评价报告编写提纲示例参见附录A，评价报告格式参见附录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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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低碳经济开发区评价报告编写提纲 

 

1. 概述 

1.1. 评价目的 

1.2. 评价范围 

1.3. 评价准则 

2. 评价过程和方法 

2.1. 评价组安排 

2.2. 文件评价 

2.3. 现场访问 

3. 评价发现 

3.1 申报经济开发区的基本信息 

3.2 申报经济开发区与评价指标符合性 

3.3 申报经济开发区的评价结果 

4. 资料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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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低碳经济开发区评价报告格式 

封页：                    XXXX 低碳经济开发区评价报告书 

                              报告书编号 

                              评价机构名称（加盖公章） 

                              年   月   日 

  

封二：评价机构开展低碳经济开发区评价资质证书影印件 

封三： 

报告书名称：XXXX 经济开发区低碳评价报告书 

评价组组长：姓名、技术职务，签名 

评价组成员：姓名、技术职务，签名 

报告书编写人：姓名、技术职务，签名 

报告书审核人：姓名、技术职务，签名 

报告书签发人：姓名、签名 

封四： 目录 

正文：按照目录内容编写，纸质规格A4纸，字体为国标仿宋体，标准4号。 

页眉：XXXX经济开发区低碳评价报告书、报告书编号、字体为国标宋体，标准小5号。 

页脚：评价机构名称，页码（第X页 共XX页），字体为国标宋体，标准小5号。 

附件：低碳经济开发区评价委托书、其他应该列入的有关资料。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