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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增强国内透明度履约能力，做好履约相关工作，2021年10月19日，在“气候

行动透明度倡议”（ICAT）项目支持下，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

心（以下简称“气候中心”）在京组织召开《巴黎协定》透明度模式、程序和指南（

MPGs）”培训会（以下简称“培训会”）。会议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由气

候中心统计核算研究部马翠梅主任主持，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司履约处曹

园树出席培训会并作致辞发言。来自气候中心、国家发改委环资司、教育部科技

司、科技部社发司、工信部节能司、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住建部标准定

额司、交通部综合规划司、水利部规计司、农业部科教司、商务部国际司、文旅部

机关服务局、卫健委疾控局、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国资委科创局、税务总局政

法司、市场监管总局计量司、国家统计局能源统计司、国管局节能司、中科院科

技促进发展局、气象局科气司、国家能源局规划司、国家林草局生态司、国家铁

路局科法司、民航局发展计划司等单位出席会议并参与讨论。

1. 研讨会背景
中国于2019年正式加入“气候行动透明度倡议”，并在意大利政府支持下开展

透明度能力建设项目。在项目支持下，中方开展透明度新规则履约解读及差距分

析研究，并初步提出增强国内透明度履约能力的建议。在过去的一年中，中方专

家在UDP编制的“《巴黎协定》透明度模式、程序和指南解读”文件的基础上，紧扣

中国的报告经验和现有机制安排编制了“《巴黎协定》透明度规则解读”，并识别了

能力建设需求。

基于前期的工作，此次培训会基于“《巴黎协定》透明度规则解读”手册，为后

续参与履约的各部门介绍了《巴黎协定》透明度规则报告要求和需要各部门提供

的信息和数据，同时听取各部门对履约的建议，重点讨论面临的挑战障碍，以形

成给政府部门的政策建议报告，为履行《巴黎协定》下透明度新规则作准备。

2. 会议情况
气候中心统计核算部马翠梅主任作为会议主持，在会议开幕致辞中表示，应

对气候变化需要世界各国的通力合作，不断增强自身能力建设，在《巴黎协定》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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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下对国家提交履约报告的质量、频次的要求更加严苛。

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司履约处曹园树在致辞中表达了气候变化司领导

对该项目的重视以及对各部门长期支持温室气体清单编制工作的感谢。他指出

我国已完成1994、2005、2010、2012、2014年共5个年度的温室气体清单报告编制

工作，并接受了国际评审，也为国内碳市场建设提供了支撑。同时还表示，履行

《巴黎协定》下透明度新规则对我国编制温室气体清单提出了更高更细的要求，

希望未来各相关部门继续给予大力的支持。

2.1 培训环节

气候中心统计核算研究部王田、中国农业科学研究院刘硕、气候中心统计

核算研究部马翠梅和国际政策研究部高翔等专家分别就《巴黎协定》强化透明度

框架要求、适应行动措施、减缓行动措施、资金技术能力建设相关信息等方面进

行了详细的介绍。

王田作为透明度议题谈判代表主要介绍了《公约》现行透明度机制安排、

《巴黎协定》强化透明度框架履约新要求，以及MPGs各章节报告要求概述等。王

田表示，未来需按照新的指南要求提交高质量的履约报告，离不开各部门协助提

供履约报告所需的数据和信息，并希望各部门研提意见和建议，共同推动完成此

项工作。

刘硕作为适应议题的谈判专家主要介绍了适应部分的报告要求，包括汇编

适应气候变化信息的目的、气候变化适应信息框架与关键指标、未来我国适应

气候变化履约的潜在要求等。刘硕指出，未来要提升国内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需

坚持减缓和适应并重，加强国际适应行动相关资金支持和合作。

马翠梅就应对气候变化减缓政策行动的报告要求进行了介绍，主要包括中

国提出的自主贡献目标、《巴黎协定》MPGs明确的减缓行动政策措施报告内容和

形式、我国的现行实践以及面临的困难等。马翠梅表示，在我国已提交的履约报

告中，减缓行动政策措施的报告内容和形式都比较全面，实践基础较好，但未来

仍需加强相关部门强化自主贡献目标组织协调、统一自主贡献相关部门口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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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等。

高翔作为透明度议题的联合主席主要分享了《巴黎协定》透明度新规则中有

关提供及需要和收到支持的信息、我国的现行实践以及存在的问题。高翔指出，

我国需要提供履约报告中资金、技术、能力建设需求信息，但目前仍存在缺乏统

计和估算方法学的问题，未来需要建立相应的统计体系，并进一步完善方法学。

2.2 部门交流环节

参会各部门踊跃发言，立足于本领域的工作进行了交流讨论，对照履约报告

附表介绍现有数据或信息，提出缺失的数据和信息，并提出后续支撑履约工作的

相关建议。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⑴国际履约工作与国内双碳工作应做好衔接

；⑵进一步细化和明确需提供内容的格式、颗粒度及范围；⑶履约工作常态化后，

数据的收集渠道可与白皮书合并；⑷资料内容列表应根据各部门实际工作进行补

充和调整；⑸更新履约报告编写流程，编写专家由相关部委推荐。

3. 后续安排
在会议总结中，马翠梅主任强调，我国履行《巴黎协定》透明度新规则需要不

断加强自身能力建设，此次培训会中各部门对我国提交履约报告提出了借鉴性

的建议。并表示，后续将进一步加强部门间的沟通交流，持续完善履约报告相关

工作，不断增强国内透明度履约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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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会议通知及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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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1年10月19日8:30-12:30

地点：北京国二招宾馆 东楼三层10号会议室

时间 会议内容

8:30-9:00

开场致辞及国家履约报告总体要求

生态环境部气候司履约处

国家气候战略中心

9:00-11:00

每节20分钟

MPGs各章节内容，我国现有实践，面临困难

巴黎协定MPGs背景及总体要求、4NC、3BUR、1BUR报告时
间、要求及分工（国家气候战略中心）

适应相关信息（农科院）

减缓相关信息（国家气候战略中心）

资金、技术、能力建设信息（国家气候战略中心）

11:00-12:00
讨论

各部门对照附表介绍现有数据或信息，缺失的数据或信息及提

出下步工作建议

12:00-12:20 总结及下步工作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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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参会人员名单

单  位 姓  名 职  务

生态环境部

应对气候变化司 曹园树 三级主任科员

国家气候战略中心国际政策部 高    翔 部门主任

国家气候战略中心统计核算部 马翠梅 部门副主任

国家气候战略中心统计核算部 王    田 助理研究员

国家气候战略中心国际政策部 樊    星 助理研究员

国家气候战略中心统计核算部 张    瑜 助理研究员

国家气候战略中心统计核算部 赵    越 助理研究员

国家气候战略中心国际政策部 丁鸿达 助理研究员

履约相关部门代表

国家发展改革委环资司 惠婧璇 助理研究员

教育部科学技术与信息化司 李人杰 副处长

科技部社发司 陈小鸥 副处长

工信部节能司 周    洋 三级主任科员

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 谢秀珍 二级调研员

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 买    静 干部

自然资源部国土整治中心 郭义强 副处长

自然资源部国土整治中心 孔凡婕 助研

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 肖春蕾 室主任

住建部标准定额司 王    尧 干部

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 张海颖 副研究员

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 于丹阳 副研究员

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 凤振华 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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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  位 姓  名 职  务

水利部规计司 李爱花 高工

农业农村部科技教育司能源生态处 王    斌

商务部国际司 王艺霏 四级调研员

文化和旅游部机关服务中心节能办 纪    欣

国家卫健委疾控局 罗    嵩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

制所
刘小波 研究员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与健康相

关产品安全所
王    姣

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 周林燊 干部

国资委科技创新和社会责任局 吕    昆 副处长

市场监管总局计量司 徐    卿 二级主任科员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 王德发 环境中心副主任

国家统计局能源统计司 易    超 一级主任科员

国管局节能司 杨    珖 一级主任科员

中国科学院 周建军 副研究员

国家气候中心（气象局） 张永香 研究员

国家能源局发展规划司行业规划处 焦冰琦 干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生态司气候处 张国斌 二级调研员

国家铁路局科技与法制司法规处 王海涛 副处长

民航局发展计划司 张    达 节能减排办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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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各部门具体建议

单  位 建议的具体内容

国家发展改革委 - 需进一步明确履约工作与双碳办核算组如何协调
- 履约所需的数据和信息需要和环境部进一步沟通
- 减缓政策在报送时是以政策区分还是行动区分，两者
有一定区别，需要明确

- 需明确减缓政策的减排量的核算方法学和口径
教育部 - 需要明确履约报告需要数据的颗粒度

- 教育部有国民受教育报告，需要根据履约报告需求提
供合适颗粒度的信息和数据

科技部 - 履约报告一直以来发挥重要的作用，是中国应对气候
变化信息和行动的官方与权威汇总

- 未来温室气体监测将会发挥多大作用
- 建议履约报告与国内的气候变化白皮书填报的信息收
集工作统筹考虑，以提高信息收集效率

工信部 - 对外发布信息应保持一致，需要系统设计
- 建议由部门来推荐报告编写专家，可能会更好地理解
部门工作和需求

自然资源部 - 希望进一步明确各部门提供的数据和信息详细程度
- 建议尽早制定整体的工作计划并提供给各部门，以更
好地衔接相关工作

- 自然资源部在森林碳汇和适应领域都做了大量工作，
可以写入履约报告

住建部 - 建议和白皮书统筹考虑
- 减缓行动效果还需进一步量化
- 资金、技术、能力建设需求还需要进一步量化

交通运输部 - 需要明确航运部门边界

水利部规计司 - 口径和报表的思路需要进一步和部门衔接

农业农村部 - 可提供适应的内容
- 农业减缓部分以行动为主

国家卫健委 - 需要进一步明确报告的篇幅和细节

国家统计局 - 有较好的国情和相关减缓行动统计基础
- 未来需要进一步整合履约报告，加强统计局及相关部
门人员的能力建设

中国科学院 - 有空天地一地化监测系统，边界在哪里
- 可以和清单衔接

气象局 - 南南合作的内容未来如何报告还需要研究讨论

国家能源局 - 需要进一步明确数据收集来源
- 减缓行动较多，未来如何在报表中进行填报还需要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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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  位 建议的具体内容

究讨论
- 清单数据需要和统计局衔接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 政策措施效果要紧扣清单林业碳汇的内容
- 林业部门数据连贯性还需进一步加强

国家铁路局 - 建议增加国铁集团
- 支持进一步统筹信息收集工作

民航局 - 支持进一步明确报告所需信息的颗粒度

计量科学研究院 - 国内清单数据质量还需提高
- 需妥善处理温室气体核算和监测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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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会议现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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